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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耳是具有特定功能的器官，其发生的病变较多，常见的有听力下降、耳
鸣、眩晕、面瘫及肿瘤等，随着临床对耳部疾病的关注聚焦于耳的功能异常以
来，MRI因其较高的分辨率及其他成像功能而迅速用于临床，本文主要对MRI在
耳部不同疾病的检查技术，应用价值以及国内的研究现状做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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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ar is the organ that has a specific function, some diseases can occur in 
the ear, for example, hearing loss, tinnitus, dizziness, facial paralysis, and tumors and so 
on. As clinical attention focused on the diseases that result in ear dysfunction, MRI was 
rapidly used for clinical purposes because of its high resolution and other functions. 
The article mainly reviewed MRI examination technology of different ear diseases, the 
application and the domestic research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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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共振成像在耳部疾病应用及进展

祁吉*，夏爽

在解剖学上耳属于颞骨结构，但因耳部具有

特定的功能，因此耳部的疾病更多是基于耳的功

能而不是作为颞骨疾病来讨论。必需指出，由

于耳的大部分结构属于骨性结构，CT，特别是

HRCT是更早用于耳部疾病诊断的工具，MRI在

其分辨力和其他功能可以满足显示耳部结构与疾

病特征后被迅速用于临床，但大多数耳部疾病的

诊断中MRI与CT的信息通常是互补的。本文中也

会在讨论MRI的应用及进展中涉及必要的CT诊断 
信息。

1  听力下降

听力下降即耳聋。可以为传导性听力下降、

感音神经性听力下降及混合性听力下降。

外耳和中耳异常通常导致传导性听力下降，

HRCT通常即可明确病变的性质。

内耳、听神经及听觉中枢神经系统病变会引

起感音神经性听力下降。MRI显示内耳、听神经

及听觉神经中枢异常方面则是HRCT不可取代的。

无论成人或儿童，感音神经性耳聋的病人进行

MRI形态学检查的目是评价内耳道、耳蜗螺旋、

半规管、前庭、蜗神经以及至听觉中枢的传导通

路有无异常；fMRI则可进一步显示大脑皮层功

能区改变、皮层功能区的功能替代与结构重组、

相关的白质通路改变及更复杂的神经环路、相关

的脑连接组、脑网络拓扑结构等相关的神经功能 
研究[1-4]。

感音神经性听力下降可为先天性和后天性的。

(1)先天性感音性耳聋：主要见于儿童、青

少年，可由耳蜗、半规管、前庭导水管等内耳结

构的各种发育异常引起。需要注意，有文献报道

20%的先天性感音神经性耳聋病人伴有中枢神经

系统异常，如髓鞘发育不良，灰质异位等。

先天性内耳畸形是先天性感音性耳聋的最常

见的原因，其中约20％为骨迷路畸形，约80％

为膜迷路畸形。膜迷路畸形发生在细胞水平，



·16· http://www.chinesemri.com

磁共振成像 2014年第5卷增刊  Chin J Magn Reson Imaging, 2014, Vol 5, S1E 述　　评

DITORIALS

除大前庭水管综合征外，目前的医学影像不能诊

断。骨畸形的分类比较复杂，较普遍接受的是

Sennaroglubl的分类。Sennaroglubl分类主要是根

据内耳在胚胎发育不同时期表现出的不同形态及

部位进行描述和分类：①内耳不发育，即Michel
型：为最严重的内耳畸形，罕见。胚胎第3周时内

耳发育停止，内耳结构完全缺如，常伴有内耳道

缺如；②耳蜗未发育：于胚胎第3周末耳蜗发育停

止，耳蜗缺如，前庭、半规管可正常、扩大或者

发育不全；③共腔畸形(耳蜗前庭畸形)：于胚胎第

4周内内耳发育停止，耳蜗和前庭呈一囊状结构，

半规管发育正常或者畸形；④耳蜗发育不全：于

胚胎第6周耳蜗发育停止。耳蜗和前庭可以相互区

别，但较小，耳蜗常表现为从内耳道发出的小芽

状结构；⑤不完全分隔I型：于胚胎第5周耳蜗发

育停止，耳蜗缺乏完整的蜗轴及筛板呈囊状，伴

有囊状扩大的前庭；⑥不完全分隔II型，即经典的

Mondini畸形：于胚胎第7周耳蜗发育停止。耳蜗

仅1.5圈，仅底圈正常，中圈和顶圈融合，较小，

常伴有前庭导水管扩大。MRI能够对上述畸形进

行详细的评估。除上述畸形外，还有单纯半规管

畸形，蜗神经发育不良以及蜗神经管狭窄等。

大前庭导水管综合征(large vestibular aqueduct 
syndrome, LVAS)又称大的内淋巴囊和导水管，为

内耳内淋巴系统的先天性扩大，以内淋巴囊、导

管及骨性前庭导水管增宽为特点，多为双侧性。

临床表现为儿童期的渐进性或者波动性感音神经

性耳聋，多与外伤有关，年龄相对较大。通常认

为，总脚至导水管外口之中点处宽度大于1.5 mm
即可诊断。扩大的前庭水管与总脚相通可以认为

是前庭导水管扩大；MRI上显示的扩大的前庭导

水管和内淋巴囊的信号存在差别，可能跟外淋巴

液体进入内淋巴有关，但MRI上显示的信号变化

与听力下降的关系还不明确，而且与耳蜗植入术

后的效果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5]。

儿童感音神经性耳聋的MRI检查序列包括：

第一，全脑T2WI像，主要评价脑组织发育有无

异常。第二，颅底重T2水成像，该序列的层厚

可达0.5 mm，可详细观查内耳道内神经的走行、

耳蜗螺旋、半规管及前庭结构、蜗神经管的管

径，蜗神经是否发育不良等。该序列在不同的成

像设备名称有些差别，西门子公司称三维高采

样频率的快速自旋回波T2WI成像(3-Dimensional 
T2-weighted Turbo-Spin-Echo sequence with high 
sampling efficiency, 3D T2-SPACE)；GE公司称

快速稳态自由进动梯度回波序列(fast  imaging 
employing steady state acquisition, FIESTA)；飞

利浦公司称平衡快速梯度回波(balance fast field 
echo，B-FFE)。第三，垂直于内耳道的斜矢状

T2WI像，主要观察内耳道内的神经，即面神经、

蜗神经以及上下前庭神经。第四，颅底横断面薄

层T2WI及T1WI像，观察有无其他的伴随病变。

近年来，人工耳蜗移植术已经相对普及，内

耳及相关结构的MRI信息是为先天性感音性耳聋

病例行耳蜗移植前的不可缺少的基础信息。MRI
的信息对判断手术指征,尤其是处于手术指征临界

状况的病例尤其有意义，可以帮助耳科医师决定

手术是否实施[6]。此外，对于先天性感音性耳聋的

积极治疗措施还激发了对于先天性感音性耳聋病

儿高级神经功能的系列研究，如听皮质的定位与

形态学改变；听皮质的功能替代、相关的脑白质

改变；聋儿听觉神经环路的改变等，这些研究不

仅涉及诊断，而且将影响聋儿(不论是否接受了耳

蜗移植)的康复。

(2)后天性感音性耳聋：主要见于成年人。病

因包括听神经瘤、膜迷路出血、急性感染、耳毒

性药物中毒、颅脑外伤、老年性聋、美尼埃病及

某些全身性慢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肾功

能不全、甲状腺功能低下及白血病)等。

成人感音神经性耳聋的MRI检查序列包括：

横断面及冠状面颅底薄层(2～3 mm) T1WI及T2WI
像，横断面或冠状面T2WI脂肪抑制序列。主要观

察有无内耳道内神经的异常、耳蜗有无异常。如

果是突聋病人，还需要做三维薄层T1WI像，层厚

可至0.8 mm，用于评价耳蜗有无出血、炎症以及

内耳道有无炎症。如果内耳道或耳蜗发现病变，

应该做MRI增强检查。

2  耳鸣

耳鸣为最常见症状之一，全球10％～30％的

人曾有耳鸣的经历。耳鸣严重者会不同程度地影

响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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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鸣可分搏动性耳鸣(ulsatile tinnitis, NT)与非

搏动性耳鸣(non-pulsatile tinnitus, NPT)，多数病例

为NPT，约占全部耳鸣病例的95%以上，呈持续性

高调或低调耳鸣，大多持续时间短，为一过性。

持续时间长者需结合临床情况及物理检查决定做

何种医学影像检查,一般首选HRCT，可发现大多

数相关病变，如中耳乳突炎、前庭导水管扩大、

耳硬化症、内耳畸形、听神经瘤等。必要时再行

MRI检查，联合应用二者的信息可提高检出率。

搏动性耳鸣只占4%，病因大多与血管异常有

关，如乙状窦憩室、乙状沟骨质缺损、乙状窦血

栓，邻近的动静脉畸形血管的湍流等。其他病因

包括：迷路动脉压迫蜗神经，肿瘤性病变(颈静脉

球瘤，中耳癌，鼓室球瘤)等。目前评价搏动性耳

鸣病因的最常用的方法为双期增强HRCT。该技术

不仅可显示颞骨的骨壁缺损及走行于此区的动脉

和静脉，而且还能显示骨壁缺损与动脉和静脉之

间的关系。MRA及MRV可用于评价此区的动脉和

静脉。DSA也可用于评价乙状窦及颈内动脉的走

形及变异。搏动性耳鸣除了和血管的走行和变异

有关外，还可能与血管内血流流速等因素有关。

目前PC法MR血管成像可在显示血管的形态学信

息外测量血管内的血流的速度，为进一步研究搏

动性耳鸣提供新的依据。如果怀疑迷路动脉或肿

瘤性病变,应首选颅底MR薄层成像，层厚1 mm或 
1 mm以下[7-11]。

3  眩晕

眩晕的分类、病因均比较复杂。一般分为中

枢性眩晕；周围性眩晕(耳源性)；颈性眩晕以及其

他全身性疾病造成的眩晕。医学影像检查在很多

情况下并不能发现病因或明确诊断，有时只是用

于除外某些病变。

医学影像检查对于周围性眩晕可以提供较多

的诊断信息。引起周围性眩晕的颞骨病变包括：

急性或慢性中耳炎史；头外伤史；耳部手术史；

噪声环境或精神压力；颞骨骨源性病变等。HRCT
可以发现除噪声环境或精神压力以外的上述病

变。如果怀疑为梅尼埃病、颅内感染、耳部或颅

内肿瘤、脑血管或颈部血管病变，则需要做MRI
检查[12, 13]。梅尼埃病是一种特发性内耳疾病,基本

病理改变为膜迷路积水,但原因尚未阐明。目前关

于梅尼埃病引起的眩晕的研究集中在两方面：(1)
内耳淋巴液流速的测量，一些结果显示梅尼埃病

病人左侧内耳淋巴液较正常人群流速明显增高，

右侧内耳淋巴液较正常人群流速稍高,其最大流量

未见明显差异。(2)经鼓膜穿刺做内耳钆增强检查

可用于评价膜迷路积水的情况。MRI有时可以显

示前庭及半规管轻度发育异常是为眩晕的原因。

应用钆剂做外淋巴间隙MR成像寻找眩晕的病因的

工作亦在尝试[14, 15]。

4  面瘫

面瘫可分为中枢性面瘫和周围性面瘫。中枢

性面瘫系指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相关的面瘫，病因

较广泛，面瘫常为症状之一，不在本文讨论。周

围性面瘫是指颞骨内走行的面神经病变或累及面

神经的病变引起的面瘫。

周围性面瘫包括：先天性面瘫、耳部术后面

瘫、外伤性面瘫、中耳炎引起的面瘫、肿瘤或肿

瘤样病变引起的面瘫、面神经炎症(Hunt综合征、

Bell面瘫)引起的面瘫。从临床及医学影像信息中

排除了中枢性面瘫后，疑为周围性面瘫者应首

先进行颞骨的HRCT检。HRCT可清晰显示颞骨

内面神经管的走行，有无移位，有无增宽或骨质

破坏。对于先天性、外伤、炎症或手术引起的面

瘫，由于病因明确，HRCT基本可以发现病变。满

足临床诊断需要，不需要MRI检查。当怀疑为面

神经或累及面神经的肿瘤或肿瘤样病变时，MRI
检查可明确病变的位置、累及范围以及病变性

质。MRI检查序列包括：横断面，冠状面及斜矢

状面(观察面神经垂直段)T1WI及T2WI像。病变比

较小时，需要采集颅底薄层T2-SPACE以及3D薄层

T1WI像，得到的薄层横断面影像要做进一步的三

维重组，观察面神经的全长。如果存在肿瘤，增

强MRI检查可以明确病变的血供以及病变的性质。

Bell面瘫是一种原因不明的周围性面神经麻

痹，文献报道其发病率为10/10万～40/10万；占

所有面瘫的50%～70%。虽然Bell面瘫是最常见

的、良性转归的周围性面瘫，作出Bell面瘫诊断

前应仔细排除有相似的临床症状、体征的疾病，

如肿瘤(面、听神经肿瘤，腮腺恶性瘤，脑干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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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炎症(中耳炎、胆脂瘤)及脱髓鞘疾病(多发

硬化)等。MRI不仅对排除以上病变有重要作用，

而且对判断Bell面瘫和Ramsay-Hunt综合征亦有帮

助。Bell面瘫的MRI检查需要3D薄层T1WI平扫及

增强检查，还需进行三维重组，以评价面神经的 
全长[16, 17]。

5  颞骨肿瘤

颞骨及累及颞骨的肿瘤比较多，按照起源部

位可分为：外耳道、中耳、内淋巴囊、颈静脉孔

区以及骨源性肿瘤。

所有累及颞骨的肿瘤均应首选HRCT，评价

骨结构的改变，籍之判断病变的起源。MRI可较

好地显示膜迷路、软组织、蜗后听觉传导通路的

肿瘤性病变，与HRCT的信息一起评价病变的侵

犯范围，如颅内、颈内静脉、乙状窦以及岩尖的

侵犯。累及颞骨的病变MRI扫描序列有：(1) GRE 
T1WI，颞骨颅底部的病变建议使用该序列，颅底

血管如颈内静脉、乙状窦、横窦、颈内动脉等血

管性结构呈高信号，而病变呈等信号，能够清晰

显示病变对血管的侵犯；(2) SE T1WI，所有颅底

间隙的结缔组织呈高信号，而软组织呈低信号，

可以评价病变对颈部间隙的侵犯；(3) FSE T2WI，
易于显示病变的信号特征以及病变的侵犯范围，

从而对病变进行定性诊断；(4) FSE重T2WI，层厚

0.8 mm，三维MIP重组影像可观察膜迷路的微小

病变；(5)脂肪抑制序列，清晰显示病变的范围，

但对于显示邻近结构的侵犯价值不大；(6)增强MR 
GRE T1WI，观察病变的增强行为，有助于评价病

变对脑实质、颈静脉以及静脉窦的侵犯。

累及颞骨恶性肿瘤中，鳞癌占大多数，其次

为腺样囊性癌，其它还有基底细胞癌、耵聍腺

癌、横纹肌肉瘤等。CT主要观察骨质结构的破

坏，MR用于观察软组织受累情况，如腮腺、颞下

颌关节等局部有无淋巴结肿大、病变侵犯及病变

侵犯范围。外耳道的恶性肿瘤(鳞癌、腺癌、囊腺

癌)尽管临床上可从耳镜直观观察，但病变常侵犯

至颞颌关节区、腮腺区及延伸到中耳或更深，故

HRCT与MRI检查和随访很重要[18]。动态增强MRI 
(DEMRI)可以用于颞骨及相邻区域的病变，动态

强化曲线的类型可用于病变的定性诊断，派生出

的一些定量性参数，如Ktrans、Vep值等可以进一步

增加定性诊断的精确性。

累及颞骨的良性病变包括：外耳道胆脂瘤，

骨瘤，中耳胆脂瘤(表皮样囊肿)等，邻近的累及

颞骨的病变还包括鼓室球瘤和颈静脉球瘤。鼓室

球瘤来源于舌咽神经外的神经血管球体，生长缓

慢，倾向于沿阻力小的方向生长，较颈静脉球瘤

发生率低，临床主要表现为搏动性耳鸣，耳镜示

“紫色肿块”。大部分病变鼓室球瘤与颈静脉球

瘤伴发，二者均呈软组织影。

6  总结

累及耳部的病变较多，本文主要从症状的角

度来评价影像学在耳部不同疾病的检查技术，应

用价值以及国内的研究现状，研究进展，以期为

临床和影像学提供新的诊断和治疗依据。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LI YH, CAO WJ, ZHANG ZY, et al. HRCT and MRI Diagnoses of 
Congenital Sensorineural Hearing Loss. Chin Comput Med Imag, 
2009, 15(5): 425-430.

 李玉华, 曹雯君, 张忠阳, 等. 小儿先天性感音神经性耳聋HRCT与

MRI诊断价值. 中国医学计算机成像杂志, 2009, 15(5): 425-430.
[2] XIAO Hu, CHENG Hong, LIU Wen-ya. Application of 3 T MRI with 

volume rendering technique in sensorineural hearing loss. Zhong Hua 
Fang She Xue Za Zhi, 2011, 45(7): 689-691.

 肖虎, 陈宏, 刘文亚, 等. 3 T MRI容积再现技术在诊断感音神经性

耳聋中的价值. 中华放射学杂志, 2011, 45(7): 689-691.
[3] ZHANG LH, XIA S, QI Ji,et al. fMRI study of auditory and 

languagerelated cortex in infants with congenital sensorineural hearing 
loss under sedation. JOURNAL OF PRACTICAL RADIOLOGY, 
2012, 28(3): 327-331.

 张丽华, 夏爽, 祁吉, 等. 镇静状态下先天性感音神经性耳聋婴幼儿

听觉及语言中枢fMRI研究. 实用放射学杂志, 2012, 28(3): 327-331.
[4] 李幼瑾, 杨军, 李蕴, 等. 儿童感音神经性耳聋中先天性内耳畸形的

临床特征. 中国临床医学, 2011, 18(2): 215-217.
 LI YJ, YANG J, LI Y, et al. Clinical Features of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Malformations of Inner Ear in Sensorineural Hearing Loss.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MEDICINE, 2011, 18(2): 215-
217.

[5] FANG Zhe-ming, LOU Xin, LAN Lan, et al. MR imaging features and 
clinical value of vestibular aqueduct and endolymphatic sac in patients 
with large vestibular aqueduct syndrome. Zhong Hua Fang She Xue 
Za Zhi,2012, 46(1): 9-12.

 方哲明, 娄昕, 兰兰, 等.大前庭导水管综合征内淋巴囊和前庭导水

管MRI信号特征及其临床意义. 中华放射学杂志, 2012, 46(1): 9-12.
[6] 李建红, 王振常, 鲜军舫, 等. MRI在先天性内耳畸形儿童人工耳蜗

植入术前的评估价值. 磁共振成像, 2012, 3(6): 415-419.
 LI JH, WANG ZC, XIAN JF, et al. Value of MRI in evaluating the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inner ear malformations before cochlear 



·19·http://www.chinesemri.com

磁共振成像 2014年第5卷增刊  Chin J Magn Reson Imaging, 2014, Vol 5, S1 E 述　　评

DITORIALS

implantation. Chin J Magn Reson Imaging, 2012, 3(6): 415-419.
[7] LIANG XH, WANG ZC, GONG SS, et al. Imaging findings of 

pulsatile tinnitus caused by sigmoid sinus abnormalities. Zhong Hua 
Fang She Xue Za Zhi, 2010, 44(4): 361-364.

 梁熙虹, 王振常, 龚树生, 等. 乙状窦沟异常致搏动性耳鸣的影像分

析. 中华放射学杂志, 2010, 44(4): 361-364.
[8] LIANG XH, CHEN GL, GONG SS, et al. CT and DSA evaluation of 

pulsatile tinnitus. RADIOLOGIC PRACTICE, 2011, 26(3): 256-259.
 梁熙虹, 陈光利, 龚树生, 等. 搏动性耳鸣的CT和DSA. 放射学实践, 

2011, 26(3): 256-259.
[9] LIU ZH, ZHAO PF, WANG GP, et al. Value of temporal bone dual 

phase contrast enhancement computed tomography in diagnosing 
causes of pulsatile tinnitus. Zhonghua Yi Xue Za Zhi, 2013, 93(33): 
2613-2616.

 刘兆会, 赵鹏飞, 王国鹏, 等. 颞骨双期增强CT诊断搏动性耳鸣病

因的价值研究. 中华医学杂志, 2013, 93(33): 2613-2616.
[10] Cheng YS, Sha Y, Hong RJ, et al. Imaging evaluation of the cases 

with tympanitis and pulsatile tinnitus. Zhonghua Yi Xue Za Zhi, 2014, 
94(3): 198-200.

 程玉书, 沙炎, 洪汝建, 等. 中耳炎伴搏动性耳鸣时的影像学评价. 
中华医学杂志, 2014, 94(3): 198-200.

[11] WANG Bing, XIAN Jun-fang, WANG Zhen-chang, et al. CT and MRI 
findings of temporal bone anomaly in patients with tinnitus. Zhong 
Hua Fang She Xue Za Zhi, 2011, 45(3): 255-259.

 王冰, 鲜军舫, 王振常, 等. 耳鸣患者颞骨异常的CT及MRI研究. 中
华放射学杂志, 2011, 45(3): 255-259.

[12] DONG JP. Imaging Diagnosis of Auditory Vertigo. JOURNAL OF 
PRACTICAL RADIOLOGY, 2009,25(1):127-130

 董季平. 耳源性眩晕的影像学诊断. 实用放射学杂志, 2009, 25(1): 
127-130.

[13] ZENG XL, LI P, KONG QC, et al. Vertigo due to enlarged vestibule 

with lateral semidrcular canal dysplasia: an analysis of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Zhonghua Yi Xue Za Zhi, 2011, 91(46): 3250-3253.

 曾祥丽, 李鹏, 孔庆聪, 等. 前庭及半规管轻度发育异常致眩晕的临

床上特点. 中华医学杂志, 2011, 91(46): 3250-3253.
[14] LI M, ZHANG B, WANG J, et al. Study of flow rate of inner ear 

lymph fluid in Meniere's disease by 3.0 T MR scanner. JOURNAL OF 
PRACTICAL RADIOLOGY, 2012, 28(12): 1857-1861.

 李茗，张冰，王娇, 等. 3.0 T MR对梅尼埃病内耳淋巴液流速的研

究. 实用放射学杂志, 2012, 28(12): 1857-1861.
[15] FANG ZM, LIU Y, CAO DR, et al. MR score system on spatium 

perilymphaticum gadolinium opacific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for 
diagnosis of Meniere's disease. Zhong Hua Fang She Xue Za Zhi, 
2012, 46(8): 719-723.

 方哲明，刘颖，曹代荣, 等. 外淋巴间隙钆成像MR评分及其对梅

尼埃病的诊断价值. 中华放射学杂志，2012,46(8): 719-723.
[16] LIU ZL, YU JG, LI J, et al. The Role of MRI in Diagnosis of Bell 

Palsy and Ramsay-Hunt Syndrome. JOURNAL OF CLINICAL 
RADIOLOGY, 2011, 30(8): 1120-1123.

 刘中林, 于京隔, 李静, 等. Bell面瘫和Ramsay-Hunt综合征的MRI表
现. 临床放射学杂志, 2011, 30(8): 1120-1123.

[17] YUAN Hui, JIN Yan-fang, YUE Yun-long, et al. Investigation of MRI 
Findings in Bell' s Palsy Correlated with Operative Results. JOURNAL 
OF CLINICAL RADIOLOGY, 2011, 30(11): 1596-1599.

 袁辉, 金延方, 岳云龙, 等. 贝尔面瘫的MRI表现及术中对照研究. 
临床放射学杂志, 2011, 30(11): 1596-1599.

[18] ZHENG Mei-zhu, XIA Shuang, QI ji. The distinguish of the imaging 
and clinical features between external auditory can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nd adenocarcinoma. RADIOLOGIC PRACTICE, 2011, 
26(3): 267-270.

 郑梅竹, 夏爽, 祁吉. 外耳道鳞状细胞癌及腺癌的影像学及临床特

征. 放射学实践, 2011, 26(3): 267-270.

祁 吉 ， 教 授 ， 主 任 医

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

院特贴专家，天津市政府授

衔专家。1982年毕业于天津

医学院医学影像诊断专业，

获硕士学位，1988年获博士

学位。

现 任 天 津 市 影 像 医

学 研 究 所 所 长 ， 天 津 市 第

一中心医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任：中华放射学

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华放射学杂志名誉总编辑，国际

医学放射学杂志主编，磁共振成像杂志副主编，欧洲

放射学会(ESR)荣誉会员，芬兰放射学会荣誉会员，

印度放射与影像学会(IRIA)荣誉会员，国家医疗事故

鉴定专家。曾任国际职务：国际放射学会(ICR)2010

年组委会主席，北美放射学会(RSNA)国际咨询委员

会委员，欧洲放射学会(ESR)国际交流与合作委员会 

委员。

著作42部，其中主编(主审、主译)18部，副主编10

部，译著400万字，论文258篇。

祁吉教授自1998年成为天津医科大学博士研究生导

师，已培养博士研究生26名、硕士研究生49名。先后承

担及参加各级科研立项课题22项，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六项、国家“九五”攻关课题项目三项、天

津市攻关项目一项，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三项，天

津市局级项目十五项；获各级成果奖19项，其中(首届)

中华医学科技三等奖一项，天津科技科技进步奖六项、

天津市卫生局科技进步奖十二项。

祁吉教授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