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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术中磁共振成像通过手术操作过程中的实时、动态成像，使神经外科
手术操作者实时了解脑组织移位情况；在胶质瘤、侵袭性垂体瘤切除及定位穿
刺活检方面具有减少肿瘤残存、提高肿瘤完全切除率、延长患者生存时间、提
高穿刺活检精确性等优势。通过结构像与功能像的融合成像技术，使功能区
胶质瘤切除与功能保护兼顾。基于BOLD、DTT、MRS等脑功能成像实时导航
技术，使术中磁共振成像信息进一步丰富；使不同成像方式所代表的解剖、病
理、代谢信息得到临床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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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uro-surgical operator can realize the brain shifting in real time, due to 
the real-time and dynamic feedback of intraoperative MRI (iMRI) during an operation. 
Comparing with routine MRI, iMRI has advantages of decreasing residual tumor, 
improving the ratio of gross total resection, extending the patients’ live time, increasing 
precision of biopsy MRI in the application of neurospongoma resection, invasive 
pituitary resection and biops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rphologic and functional 
image fusion technology, giving consideration to the two things become possible on 
functional protection and neurospongoma resection in functional region. By the benefits 
of real-time naviga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function MRI, the iMRI information were 
further expanded and gotten a clinical confirmation in multimodal imaging technology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parts of information in anatomy, pathology and metabo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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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中磁共振成像临床应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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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术中磁共振成像发展简史

神经外科手术在开颅及打开硬脑膜后由于脑

脊液的丢失、脑组织重力、颅内压的改变等脑移

位的发生不可避免，加上病灶的切除、脑水肿、

手术操作挤压等因素更会加重脑组织的移位与变

形。因此术前影像资料虽能在手术入路选择、骨

瓣设计中提供重要参考，但在手术操作过程中由

于脑组织移位的存在，对手术的实时参照作用有

限；术中磁共振成像是在手术操作过程中按照需

要对术区进行即时磁共振成像，能为手术操作者

提供实时图像，使其对脑组织移位、变形有着实

时、客观了解，为手术全程提供指导性信息。

自1995年第一台术中磁共振在美国Brigham 
and Women Hospital投入使用以来，历经10余年

的发展，其硬件和软件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使磁

共振成像从放射科诊断室进入神经外科手术室，

并逐渐被神经外科医生接受、重视并运用于神经

外科手术操作。在硬件方面，术中磁共振由最早

的开放式发展到封闭式；由固定磁体发展到可移

动磁体；由低场强(0.15 T)发展到高场强(1.0 T～ 

1.5 T)、超高场强(2.0 T～3.0 T)。在软件方面，

术中磁共振从最初的结构导航像发展到结构像与

多种功能像融合进行导航，使术中磁共振不但能

提供高分辨率、高对比度的结构像，并且能将功

能像叠加于结构像上使功能区在结构像上清晰投

影，使功能区手术兼顾功能保护成为可能。

2  术中磁共振成像临床应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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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中磁共振成像(intraoperative MRI，iMRI)自
1996年哈佛大学Black课题组首次报道其临床应用

以来，基于其术中实时成像、及时纠正术中脑移

位误差、精确引导手术及穿刺操作过程等优势，

目前已被广泛用于颅内占位性病变的切除、功能

神经外科、脑内定向穿刺活检等领域[1-3]。术中磁

共振成像在神经外科手术中，尤其是在脑功能区

胶质瘤的切除、侵袭性垂体瘤切除、实时引导及

精确定位穿刺活检等方面具有常规影像引导无法

比拟的优势：不但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术后肿瘤的

残留；最大程度保护患者语言、运动等重要脑功

能区；最小创伤切除垂体瘤、胶质瘤；而且可显

著降低高级别胶质瘤的复发率；有效减少肿瘤毗

邻的功能神经损伤，从而降低患者近期及远期致

残率；并且使穿刺及手术操作靶点可视化进而提

高操作的精确性。

2.1 术中磁共振成像在脑胶质瘤手术中的应用

术中磁共振引导下的脑肿瘤切除术较常规目

视肿瘤切除术或常规显微外科手术具有明显优

势，可在手术过程中对残留肿瘤进行实时成像、

评估肿瘤的残存范围，为手术操作者进一步切除

残留肿瘤组织提供精确引导，从而显著提高肿瘤

的切除率，减少肿瘤的残存，延长患者无进展生

存期。

Roder等[4]对116例胶质母细胞瘤分别运用术中

磁共振引导、单纯目视方法、目视和5-氨基乙酰

丙酸染色相结合进行手术切除的队列研究表明：

采用术中磁共振引导的胶质母细胞瘤手术，肿瘤

的完全切除率为74%；目视和5-氨基乙酰丙酸染色

相结合手术，肿瘤的完全切除率为46%；单纯目

视方法手术，肿瘤的完全切除率仅为13%; 术后肿

瘤组织平均残留体积三者分别为0.5 cm3、4.7 cm3、 
1.9 cm3; 术后6个月患者无进展生存率三者分别为

45%、36%、38%。Mehdorn等[5]对193例高级别胶

质瘤的队列研究也得到了上述类似结果：采用术

中磁共振引导的显微外科手术与常规显微外科手

术相比，患者的生存时间中位数由10个月提高到

20个月。Senft等[6]对29例胶质瘤进行随机分组双

盲研究也得到上述同样的结果：采用术中磁共振

成像引导手术组患者，术后肿瘤残留体积显著低

于常规显微外科手术组；与常规显微外科手术组

相比，术中磁共振成像手术患者肿瘤均接近完全

切除；而他的另一个关于术中磁共振成像引导手

术对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患者肿瘤切除程度及患

者生存率的研究显示：病人手术时的年龄并不影

响其术后生存率及生存时间，术中磁共振成像引

导手术能显著提高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的切除程

度，进而提高病人的生存率及生存时间[7]。

国内吴劲松等[8]对61例胶质瘤的研究表明：采

用术中磁共振神经导航手术治疗脑胶质瘤安全、

有效，可实时纠正术中脑移位误差，精确定位脑

胶质瘤影像学边界，定量评估手术切除范围，有

效提高肿瘤切除率；在他的另一组研究[9]中报道：

采用术中磁共振神经导航手术可将胶质瘤的完全

切除率由常规显微外科手术的71%提高到90%，

并且患者的近期致残率下降至6.7%，远期致残率

下降至3.3%。另外赵岩等[10]对语言功能区胶质瘤

采用术中磁共振语言功能导航技术进行手术也得

到类似结论：术中磁共振神经功能导航是一项可

靠、稳妥的技术，在肿瘤毗邻重要的语言功能区

及传导束时，可辅助手术操作者最大限度地切除

肿瘤，并减轻神经功能损伤，有利于术后功能恢

复。上述研究充分表明，采用术中磁共振神经导

航手术较目前常规的显微外科手术、染色和目视

结合进行手术及单纯的目视手术具有无可比拟的

显著优势，可在提高胶质瘤切除率的同时，减轻

患者神经功能损伤，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及术后生

存质量。

2.2 术中磁共振成像在垂体瘤手术中的应用

在垂体瘤切除术，尤其是侵袭性垂体瘤切除

术中；有鞍上侵犯的侵袭性垂体瘤常规神经显微

外科手术常无法完全切除肿瘤组织，而术中磁共

振成像引导的垂体瘤切除术能做到对手术质量

的全程控制、对手术操作过程及切除范围实时监

测，可有效提高侵袭性垂体瘤的完全切除率，减

少视神经、颈内动脉等重要结构的损伤，并能用

于切除常规显微外科手术后的残留肿瘤组织。

Paterno等[11]报道了23例常规神经显微外科无

法完全切除的侵袭性垂体瘤，残留肿瘤组织分别

位于鞍隔的前方、后方、上方、两侧，采用术中

磁共振成像引导进行再次手术，术后所有病例的

肿瘤残留组织完全切除。Pergolizzi等[12]将0.5 T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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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中磁共振成像应用于垂体瘤切除也得到了上述

相同结果，7例有残留的垂体瘤在术中磁共振的

辅助下残留组织被完全切除。Tanei等[13]报道了采

用术中磁共振成像引导14例功能性垂体瘤的研究

(7例患者为采用常规显微外科手术后有残留的患

者)，发现术后20至46个月内，内分泌水平恢复到

正常的患者达78.5%，而常规不采用术中磁共振成

像进行引导的手术，术后患者内分泌水平恢复到

正常的比例为57.1%；而且术后患者远期内分泌水

平能否恢复到正常主要与术中磁共振成像显示是

否有肿瘤残留相关。Bohinski等[14]在30例垂体大腺

瘤经蝶切除术中运用术中磁共振成像进行监测评

估，1例发现手术过程中出现颅内血肿，立即转为开

颅手术，清除血肿并切除肿瘤，取得良好效果。

国内庄晓东等[15]在82例垂体大腺瘤切除术中

用低场强(0.15 T)术中磁共振成像进行引导，结果

在术中磁共振的辅助下，垂体大腺瘤的全切率由

61.0%提高到81.7%，与高场强(3 T)磁共振成像相

比较，低场术中磁共振成像总体准确率达86.6%。

上述有关研究充分证明术中磁共振成像在垂

体瘤切除术中可对手术过程动态引导，为手术操

作结果的实时判断提供客观、可靠依据，提高了

垂体瘤的全切率及手术安全性与精确性。

2.3 术中磁共振成像在穿刺活检中的应用

术中磁共振引导的穿刺活检包括基于框架的

立体定向穿刺活检、无框架的立体定向穿刺活

检、内镜穿刺活检，术中磁共振成像可对上述活

检方法所取得的标本提供实时可视化的反馈，从

而提高穿刺的精确性与阳性率。

Lu等[16]的288例最新研究表明术中磁共振成

像引导的穿刺活检，所取得的标本总体阳性率达

87.8%，术中磁共振成像引导基于框架的立体定

向穿刺活检与无框架的穿刺活检，二者之间所取

得标本的阳性率差异不显著。与此相似，在Tsuda
等[17]59例穿刺活检研究中显示，术中磁共振成像

引导的内镜穿刺活检对标本的获取具有最高精确

性；运用术中磁共振成像引导的立体定向穿刺活

检或者内镜穿刺活检，手术操作时间较传统的开

放式穿刺活检明显缩短。Amin等[18]报道48例运

用术中磁共振成像引导的无框架立体定向穿刺活

检，术中磁共振可对穿刺靶点进行动态追踪，穿

刺成功率达98%，并且可以避免头部刚性固定的

潜在并发症，实时监视穿刺靶点出血等并发症的

发生。

上述研究充分验证了术中磁共振成像引导下

穿刺活检的高度精确性、安全性及可靠性。

2.4 基于术中磁共振脑功能成像在实时导航手术中

的应用

目前应用于临床的基于术中磁共振的脑功能

成像主要包括BOLD、DTT、MRS。最新的脑功

能刺激系统已将BOLD各种常规任务做成模块可直

接选用、BOLD后处理做到了全自动化，免去了人

工后处理的繁琐；并且实现了与术中导航系统的

兼容，可直接将BOLD后处理的结果传输到导航系

统上，在导航系统上实现BOLD功能像与磁共振结

构像的叠加。术中磁共振BOLD成像可对语言、运

动、视觉、认知、情感、记忆、学习等多种高级

神经功能区在大脑皮层投影的位置及分布进行精

确、个体化描绘，并且与“金标准”术中大脑皮

层电刺激结果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Lehericy等[19]报道了60例患者双侧手、足、

脸BOLD运动激活区与术中电刺激结果符合率为

92%。Rutten等[20]关于语言功能的术中BOLD结果

与术中电刺激技术定位语言皮层亦具有良好的一

致性，然而Lurito等[21]的三例语言任务的研究则表

明术中BOLD所获得的语言皮层激活区能完全覆

盖术中电刺激所获得的皮层功能区，但BOLD所

获得的激活区略大于术中电刺激所获得的皮层功

能区。上述二者结果的差异可能与二者样本量的

不一致、后处理时所采用的阈值不一致等情况有

关。以上研究说明将BOLD应用于功能神经导航手

术，不但丰富了导航影像的信息，而且实现了术中功

能皮层在结构像上实时、精确、个体化的显示。

DTT与三维结构像的融合可以精确显示病灶

与临近重要神经纤维束的位置毗邻关系，并能在

三维平面实时显示二者关系，对术中减少重要纤

维束的损伤、保护神经功能、降低术后致残率具

有重要临床价值。Nimsky等 [22]最新报道术中磁

共振DTT实时成像在复杂肿瘤切除时，在最大化

切除肿瘤同时，能有效矫正纤维束的移位，减少

术后功能损伤等并发症的发生，增加手术的安全

性。Wu等[23]的І级循证医学证据显示：运用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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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T进行锥体束成像时能显著提高运动区胶质瘤

的全切除率，同时能有效保护运动传导通路，降

低术后致残率，提高高级别胶质瘤患者术后生存

质量、延长患者生存时间。

MRS是目前惟一无创性检测活体内代谢信息

的技术。在术中导航时可用于对肿瘤进行分级、

定义肿瘤的边界及侵袭范围。Nachimuthu等[24]最

新报道运用波谱成像不但能有效区分肿瘤与肿瘤

样病灶，并且能区分肿瘤与正常脑组织进而区分

二者的边界。Garcia等[25]研究则显示MRS可有效

区分低级别与高级别胶质瘤。Ganslandt等[26]波谱

与穿刺病理对照的研究显示：波谱代谢物图所反

映的肿瘤侵袭范围较常规MRI更大，其边界较常

规MRI更接近于实际病理学的边界，与常规MRI
图像相比能更好地反映肿瘤侵袭的真正病理学 
范围。

3  展望

总之，术中磁共振成像以其实时、高效、动

态成像，有效克服了常规MRI所无法解决的脑组

织移位问题，并通过神经功能成像、功能像与结

构像融合技术完善了神经功能导航，为神经外科

发展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使神经外科手术病灶

切除程度依赖人为经验的判断发展到对病灶残留

的精确定位、实时显示，有效提高了病灶切除

率；使功能区手术在病灶切除的同时能兼顾患者

功能保护，减少患者致残率，提高其生活质量；

促进了神经导航外科这一新兴学科的建立与完

善。相信随着术中磁共振硬件的改进、各种新的

成像技术发展成熟，术中磁共振成像一定能助力

神经外科、神经导航外科的再次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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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本刊介绍

《磁共振成像》杂志(Chinese Journal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是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主管、中国医院协会和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主办的国家级学术期刊，刊号：

ISSN 1674-8034 CN 11-5902/R，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

邮发代号：2-855。本刊是国内第一本医学磁共振专业

的学术刊物，双月刊，逢单月出版，大16开，80页。

2010年起被美国《化学文摘》(CA)、美国《乌利希期

刊指南》、波兰《哥白尼索引》(IC)、中国核心期刊(遴
选)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国学术

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

库(重庆维普数据库)等数据库收录，2013年被中国科学

院文献情报中心评为“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
源期刊”，2013年、2014年被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

所评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

期刊”。该刊重点报道磁共振成像技术的临床应用与基

础研究，内容包括磁共振成像临床研究、功能磁共振成

像、磁共振成像序列设计和参数优化、磁共振对比剂的

优化方案、新型磁共振对比剂的开发与应用、磁共振引

导下介入治疗、磁共振物理学、磁共振成像的质量控

制，以及磁共振成像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势等。除带英文

摘要的中文稿件外，同时欢迎全英文稿件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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