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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过MRI与CT在诊断细微肋骨骨折上的对比研究，探讨MRI对细微肋骨骨折的诊断价值。材料与方法 招募

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于我院就诊的轻度胸外伤患者25例，于受伤后3周内给予患者首次CT及MRI检查，伤后4～8周行CT

复查。以复查CT有骨痂生长为金标准，对细微肋骨骨折进行分型，比较MRI与首次CT检查在细微肋骨骨折上的诊断准确率及敏

感度，利用Fisher确切概率法检验MRI与首次CT检查诊断结果的差异性。结果 细微肋骨骨折分为两型，Ⅰ型为骨皮质断裂伴

骨痂形成，MRI上表现为骨髓水肿伴骨膜下积液；Ⅱ型为骨皮质显示完整伴有骨内骨痂形成，MRI上仅有骨髓水肿。复查CT共

确诊91处细微肋骨骨折，其中Ⅰ型骨折共86处(占94.51%)，Ⅱ型骨折共5处(占5.49%)。MRI检查共诊断90处骨折，3处为假阳

性，其诊断准确率为92.55%，敏感度为95.60%，其中Ⅰ型骨折共85处(3处假阳性)，在压脂序列上表现为“三明治”征，即内

层为高信号的骨髓水肿影，中层为低信号的骨皮质，外层为高信号的骨膜下积液；Ⅱ型骨折共5处，在压脂序列上表现为高信

号的骨髓水肿影，无骨膜下积液。首次CT检查发现55处骨折，全部为Ⅰ型骨折，诊断准确率及敏感度均为60.44%。MRI与首次

CT检查检出的骨折数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7)。结论 MRI检查对细微肋骨骨折具有高度敏感性及诊断准确率，可作为除

CT检查以外的常规补充检查项目应用于轻度胸外伤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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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MRI in the diagnosis of rib micro-fractures 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RI and CT.
Materials and Methods: Twenty-five patients with mild chest trauma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9 to December 2020
were recruited. The patients were subjected to CT and MRI within three weeks after the trauma, CT rescanning was scheduled 4-8 weeks
later to classify rib fractures and determin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and sensitivity of MRI and CT for rib micro-fractures. Fisher's exact
probability method was used to tes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RI and first CT. Results: The rib micro-fractures wer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Type Ⅰ rib fractures showed cortical fracture with callus formation, whereas type Ⅱ had an intact cortical bone with intraosseous
callus formation. Type Ⅰ fracture showed bone marrow edema with subperiosteal effusion in MRI, whereas type Ⅱ showed bone marrow
edema without subperiosteal effusion. Ninety-one rib micro-fractures were confirmed by CT rescanning, of which 86 (94.51%) were type
Ⅰ fractures and 5 (5.49%) were type Ⅱ. MRI identified 90 fractures, of which 3 were false positive, with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rate of
92.55% and sensitivity rate of 95.60%. Among them, type Ⅰ fractures (n=85, 3 were false positive) showed "sandwich" sign
(heterogeneous high-signal shadow within bone marrow of the inner layer, low-signal bony cortex of the middle layer, and high-signal
subperiosteal effusion of the outer layer) in fat pressing sequences; type Ⅱ fractures (n=5) displayed intramedullar high-signal intensities
and no subperiosteal effusion. Fifty-five fractures (all type Ⅰ) were discovered in the initial CT examination, and corresponding
diagnostic accuracy rate and sensitivity rate were 60.44%.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number of fractures detected by MRI
and initial CT (P=0.027). Conclusions: MRI has high sensitivity and accuracy in the diagnosis of rib micro-fractures, so it can be used as
a routine supplementary examination besides CT for patients with mild chest trauma.
Key word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computed tomography; rib fracture; oblique-axial; diagnostic value

近年来，由于车辆的增多，交通事故等意外所致胸部创伤

的发生率也不断增加。在胸部创伤患者中，10%的患者会发生

肋骨骨折[1]。胸壁损伤后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差异很大，但明显

随年龄和肋骨骨折数量的增加而增加[2-3]。此外，肋骨骨折的数

量也是法医学检验伤残程度的重要指标[2-3]，因此早期准确诊断

肋骨骨折一直是临床医生及患者密切关注的问题。目前，电子

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作为胸部创伤患者

的初步诊断手段有了显著的增加，其具有强大的后处理功能，

能够发现胸部X线不能发现的隐匿性损伤[4-6]，但在临床检测中

发现患者首次CT检查易出现漏诊情况，尤其是细微骨折，因此，

CT检查不适用于没有胸内并发症迹象的轻微胸外伤患者[7]。

在急性肌肉骨骼损伤患者中，MRI经常被使用，这是因为

MRI在显示骨和软组织损伤方面优于其他放射学方法，尤其是

骨折上的诊断优势也越来越受到关注[8-9]。已有学者将MRI检

查应用于肋软骨的损伤[10]以及肋骨应力性骨折[11]，但却鲜有

学术报道将MRI应用于外伤性肋骨骨折。为了提高细微肋骨

骨折的早期检出率，本研究从临床实际需求出发，首次系统地

将MRI检查应用于轻度胸外伤患者，通过MRI与CT检查在细

微肋骨骨折上的对比研究，探讨细微肋骨骨折的MRI表现以

及MRI对细微肋骨骨折的诊断价值。

1 材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研究为前瞻性研究，招募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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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就诊的轻度胸外伤患者25例，于受伤后3周内给予患者

首次CT及MRI检查，伤后4～8周行CT复查。其中男21例，女

4例，年龄27～63 (46.12±9.54)岁。25例患者均有明确的外

伤史，其中交通车祸伤10例，打架伤8例，跌撞伤7例。纳入

标准：(1)有明确的胸外伤病史，且无明显并发症；(2)受伤时间

小于3周；(3)证实有肋骨骨折。排除标准：(1)明显错位肋骨骨

折；(2)不能配合屏气者；(3)有陈旧性骨折或其他病变累及肋

骨者；(4)其他不适合MRI检查者。本研究经过医院医学伦理

委员会批准 (批准文号：2019003)，受试者均已签署知情同

意书。

1.2 扫描方法和技术要求

所有患者采用联影64排螺旋CT (United Imaging，中国)
进行扫描。在扫描过程中，患者被要求抬起手臂，吸气后屏住

呼吸。扫描范围从胸廓开口到第十二肋骨的下缘。扫描参

数：管电压120 kV，螺距1.0875，阳极旋转时间0.5 s，扫描厚

度5 mm，层间距5 mm。采用骨重建算法(窗宽1500 HU，窗位

550 HU)进行薄层轴向重建，层厚1.0 mm，层间距0.8 mm。将

薄层轴位图像发送到后处理工作站，在工作站上进行斜横断

位重建，层厚和层间距均为3 mm，重建角度与肋骨长轴大致平

行，尽可能将目标肋骨显示在同一层面上(图1A)。
所有患者使用飞利浦(Achieva，荷兰)或西门子(Magnetom

Prisma，德国) 3.0 T MRI仪和8通道相控阵腹部线圈进行扫

描 。 采 用 短 时 反 转 恢 复 序 列 (short time inversion

recovery，STIR)及 T2 预饱和脂肪抑制序列 (T2-weighted
spectral adiabatic inversion recovery，T2-SPAIR)，且均

为斜横断位扫描(图1B、1C)，扫描角度可参考CT重建角度。

飞利浦 MRI仪扫描参数如下 ：(1) STIR 序列 ，重复时间

(repetition time，TR)=2182 ms，回波时间(echo time，TE)=
60 ms，图像视野 (field of view，FOV)=35.0 cm×42.2 cm，

层厚 3.0 mm，层间距 3.0 mm，平静呼吸扫描，时间 5 min；

(2) T2-SPAIR 序列，TR=1100 ms，TE=70 ms，FOV=40.0 cm×

35.6 cm，层厚3.0 mm，层间距3.0 mm，屏气扫描，分3次完成，

共需45 s。西门子MRI仪扫描参数如下：(1) STIR序列，TR=

2740 ms，TE=65 ms，FOV=40.0 cm×32.4 cm，层厚3.0 mm，层

间距3.0 mm，平静呼吸扫描，时间5 min；(2) T2-SPAIR序列，

TR=2530 ms，TE=73 ms, FOV=40.0 cm×30.0 cm，层厚3.0 mm，

层间距3.0 mm，屏气扫描，分 3次完成，共需 45 s。首先用

STIR序列从胸廓开口扫描至第12肋骨下缘，然后确定肋骨骨

折的范围，最后根据确定的范围进行T2-SPAIR序列的扫描。

若骨折范围大，T2-SPAIR序列可分两次进行扫描。一位患者

可在10 min内扫描完成。

1.3 细微肋骨骨折的定义及确诊依据

细微肋骨骨折的定义：在首次CT检查中能显现，但因骨

折细小不易被发现。本研究将首次CT检查阴性的隐匿性骨

折也纳入其中。CT能显示的细微骨折可分为两型[12]：(1)完全

性骨折：贯穿肋骨皮质的骨折线，断端一般无移位。(2)不全

性骨折：一侧骨皮质凹陷、隆起或断裂。

肋骨骨折的确诊依据为复查CT上有骨痂形成，不论骨皮

质是否明显断裂。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患者图像均由两位有经验的放射科医生独立阅读和

分析，且仅观察斜横断位图像。为了避免回忆偏差，放射科医

生须在不知道患者CT复查结果的情况下进行诊断，且阅读同

一位患者的CT和MRI图像至少间隔一周。如有分歧，由高年

资主任医师做出最终诊断。两位医生首次CT诊断结果Kappa

值为0.887，MRI诊断结果Kappa值为0.883，两位医生的首次

CT及MRI诊断结果均具有较好一致性。

以伤后4～8周的复查CT有骨痂生长变化为金标准，利用

公式计算MRI及首次CT检查对细微肋骨骨折的诊断准确率及

敏感度。诊断准确率为所有诊断骨折处数量准确诊断的百分

比；敏感度是实际骨折且被诊断为骨折的概率。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将MRI与首次CT检查检出的骨折

数进行Fisher确切概率法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并用Kappa检验分析STIR与T2-SPAIR序列诊断结果的一

致性。

2 结果

2.1 肋骨骨折分型

根据肋骨骨折的复查CT特征将细微肋骨骨折分为两型

(图2)，Ⅰ型为骨皮质完全或不完全断裂，伴有外生骨痂和/或

骨内骨痂形成，Ⅱ型为骨皮质显示完整，伴有骨内骨痂形成，

后者代表骨小梁发生了微骨折但未明显累及骨皮质。

2.2 MRI及 CT检查对细微肋骨骨折的诊断效能及其影像学

表现

复查 CT 共确诊 91 处细微骨折 ，Ⅰ型骨折 86 处 ( 占
94.51%)，Ⅱ型骨折5处(占5.49%)。其中63处(69.23%)位于前

肋，9处(9.89%)位于腋肋，19处(20.88%)位于后肋。

首次CT检查发现55处细微骨折，全部为Ⅰ型骨折，其中

11处为完全性骨折，44处为不全性骨折，诊断准确率及敏感

度均为60.44%。Ⅱ型骨折在首次CT上均为阴性。首次CT检

图1 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CT)斜横断位重建角度及磁共振成像(MRI)斜横断位扫描角度。1A：CT斜横断位重建角度，可以在腋侧矢状位上观察到肋骨走

行，调整定位线(红线)使之与肋骨走行大致平行即可得到斜横断位图像；1B：飞利浦MRI仪斜横断位扫描角度，由于只能获取正中矢状位定位相，故定位线角

度(黄线)需参考CT重建角度；1C：西门子MRI仪斜横断位扫描角度，其可获取腋侧矢状位定位相，观察到肋骨走行，调整定位线(蓝线)与肋骨走行平行即可

扫描斜横断位图像。 图2 Ⅰ型与Ⅱ型肋骨骨折示意图。2A、2B：Ⅰ型骨折血肿机化期及骨痂形成期的示意图，显示骨皮质断裂，血肿及骨痂蔓延至骨皮

质外周；2C、2D：Ⅱ型骨折血肿机化期及骨痂形成期的示意图，显示血肿及骨痂仅出现在骨小梁内，骨小梁骨折，骨皮质未发生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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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共漏诊36处骨折，经过与复查CT图像对比发现，其中15处

骨折首次CT可以观察到细微的骨皮质稍扭曲或断裂等异常，

余下的21处骨折首次CT显示骨皮质形态正常。

MRI检查共诊断90处骨折，其中3处为假阳性，4处骨折

未检出，其诊断准确率为92.55%，敏感度为95.60%。Ⅰ型骨

折共85处(3处为假阳性)，在STIR及T2-SPAIR序列上表现为

“三明治”征，即内层为高信号的骨髓水肿影，中层为低信号的

骨皮质，外层为高信号的骨膜下积液；Ⅱ型骨折共5处，表现

为高信号的骨髓水肿影，无明显骨膜下积液。

图3及图4分别展示了Ⅰ型与Ⅱ型肋骨骨折在复查CT、首

次CT及MRI检查上的表现。

2.3 MRI与CT检查方法差异性比较

两种检查方法共同诊断为骨折的有55处，MRI检查诊断

阳性而CT检查漏诊的有35处，MRI检查漏诊而CT检查诊断阳

性的有0处，两种检查都漏诊的有4处。MRI检查对细微肋骨

骨折的诊断准确率和敏感性明显高于CT检查结果，经Fisher

确切概率法检验两种检查方法的诊断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7)，见表1。STIR与 T2-SPAIR序列诊断结果Kappa值

为0.789，提示两种序列诊断结果具有较好一致性。

3 讨论

目前CT检查被认为是胸部创伤患者的首选检查方法，但

肋骨骨折漏诊及误诊仍是医院常见的问题[13]。为了提高肋骨

骨折的早期诊断准确率，本研究首次系统地将MRI检查应用

于轻度胸外伤患者，并对细微肋骨骨折提出新的分型，结果显

示MRI检查在早期诊断细微肋骨骨折上较CT检查具有明显

优势。

3.1 MRI检查在细微肋骨骨折中的应用价值

早期明确骨折的有无及骨折的数量不仅可以帮助临床医

生为患者选取最佳治疗方案，在伤情鉴定中也尤为重要。在

交通事故及工伤鉴定等案件中，骨折的数量与赔偿金额直接

相关，6根及以上骨折构成伤残将面临巨额赔偿，而5根及以

下肋骨骨折只有误工费等小额赔偿。在故意伤害等刑事案件

中，根据肋骨骨折数目的不同分为轻微伤(1处骨折)、轻伤二

级(2～5处骨折)及轻伤一级(6处及以上)，轻伤二级即构成刑

事案件。虽然肋骨骨折可以通过复查CT进行确诊，但需等待

3～8周[14]，对于受害者来说可能会造成精神及经济的双重压

力，在此期间，如果患者首次CT检查发生漏诊而没有得到止

痛、制动等治疗措施有可能会发展成移位型骨折，延误诊治甚

至引发纠纷，故公安与检察机关要求尽快明确骨折数量。本

研究结果表明 MRI 检查对细微肋骨骨折的诊断准确率达

92.55%，可以为伤情鉴定提供早期可靠依据，且MRI检查较CT

三维重建检查费用稍低，还可以避免辐射危害。

3.2 细微肋骨骨折的分型

不同于传统的肋骨骨折分型，本研究根据肋骨骨折在复

查CT的不同表现提出一种新的分型，Ⅰ型为骨皮质完全或不

完全断裂伴外生骨痂和/或骨内骨痂形成，在MRI的压脂序列

上表现为高信号的骨髓水肿影伴骨膜下积液形成；Ⅱ型为骨

皮质显示完好伴骨内骨痂形成，这是骨小梁发生微骨折的表

现，在压脂序列上仅见高信号的骨髓水肿影，无骨膜下积液。

骨髓内高信号影是由于骨小梁断裂引起骨髓出血水肿，骨膜

下积液可能是骨皮质断裂导致骨膜内的毛细血管破裂出血，

血管壁通透性增加，组织液渗出积聚在骨膜下，在低信号的骨

皮质周围形成高信号影，积液多者可延肋骨周围蔓延一圈，积

液少者可仅聚集在一侧骨皮质周围且为断裂骨皮质一侧。在

本研究中，Ⅰ型骨折在首次CT检查上可为阴性(占39.56%)，这
可能与骨折平面透亮度低[6]和血肿积聚在骨折线周围致使骨

折线模糊[14]有关；Ⅱ型骨折由于骨皮质显示完好，仅骨小梁发

生了微骨折，故首次CT检查往往不能发现。有学者[15]认为骨

小梁微骨折是骨挫伤的表现，但本研究认为骨小梁微骨折属

于骨内骨折，应列为Ⅱ型骨折，在临床实际工作中常常漏诊，

是一种特殊的隐匿性骨折，需引起重视。本研究所提出的骨

折分型的优点是在提高细微肋骨骨折的诊断准确率的同时，

还可以利用MRI上肋骨骨折的不同表现判断出骨皮质是否断

裂，进一步为临床诊疗工作提供可靠依据。

表1 MRI检查及首次CT检查诊断细微肋骨骨折的结果

比较

首次CT检查

阳性

阴性

合计

MRI检查

阳性

55

35

90

阴性

0

5

5

合计

55

40

95

P值

0.027

图3 女，40岁，车祸伤，左侧第 7前肋Ⅰ型骨折。3A：受伤第 32天行CT复查示左侧第 7前肋骨皮质断裂伴少许骨痂形成(箭)；3B：受伤第 2天行首次CT检查

示左侧第 7前肋骨皮质断裂，未见移位(箭)；3C、3D：受伤第 2天行MRI检查，STIR序列及 T2-SPAIR序列显示左侧第 7前肋“三明治”征(箭)。 图4 女，

51岁，车祸伤，左侧第 3肋骨Ⅱ型骨折。4A：受伤第 33天行CT复查示左侧第 3肋骨内见骨内骨痂形成，骨皮质未见明显断裂(箭)；4B：受伤当天行首次CT检

查示左侧第 3肋骨未见明显异常；4C、4D：受伤第 2天行MRI检查，STIR序列及T2-SPAIR序列显示左侧第 3肋骨内高信号的骨髓水肿影，与骨痂形成范围相

仿(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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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CT与MRI检查的优缺点

CT可以评估骨皮质的完整性、有无软组织肿块和骨折碎

片的位置形态，还具有强大的后处理功能，通过斜横断位重

建，使一根肋骨最大化地显像在同一层面上[14]，能直观地显示

骨折部位、形状和数目。本研究结果表明CT检查对细微肋骨

骨折的诊断准确率60.44%，低于李跃兴等[16]的研究结果，主要

是因为本研究采用了复查CT作为标准，一些首次CT阴性的隐

匿性骨折在骨痂生长期被发现，导致早期CT检出率降低,故

CT检查已经不能满足早期诊断肋骨骨折的要求，需要更敏感

的检查技术。

MRI具有软组织分辨率高、无电离辐射等优点[17]，对于出

血、水肿等变化具有高度敏感性，本研究结果表明其对细微肋

骨骨折的诊断准确率(92.55%)及敏感度(95.60%)均很高，可早

期准确诊断肋骨骨折。此外，MRI检查可以根据骨膜下积液、

骨髓水肿等间接征象来判断骨皮质及骨小梁是否损伤，在诊

断隐匿性骨折上具有显著优势，是隐匿性骨折的最佳检查方

法[18]。本组病例有2名患者首次CT检查未见肋骨骨折，但MRI

检查在早期即发现各有2处Ⅰ型肋骨骨折，这说明MRI检查较

早期CT检查在诊断隐匿性肋骨骨折上具有极大优势。肋骨

损伤的MRI并不是常规进行的项目，且与心跳和呼吸有关的

伪影可能会影响诊断，加上MRI检查时间较长，故不建议重度

胸外伤患者做此项检查。而对于无MRI检查禁忌证及无肺内

并发症迹象的轻度胸外伤患者可以推荐MRI检查作为常规检

查方式。

3.4 MRI检查扫描方法及压脂序列的比较

由于肋骨的走行方向为后上向前下，可采用平行于肋骨

走行的斜横断位扫描，尽可能在同一层面上显示一根肋骨的

形态，有利于观察肋骨骨折导致的信号改变。根据受伤部位

的不同扫描角度有所不同，受伤部位越往下角度越大，一般扫

描角度为25°～45°。先扫描STIR序列，它是一种对场强要求

不高的脂肪抑制序列，大的扫描FOV也能取得较好的脂肪抑

制效果[19]，一次扫描范围可包全12对肋骨，且受呼吸影响小，

故扫描过程中患者只需平静自由呼吸即可获得满意的图像。

但其成像时间长且在抑脂的同时也使其他呈短T1信号的组

织被抑制，影响其他组织的信号强度[20]。在此基础上，本研究

选择T2-SPAIR序列进行第二次补充扫描，此序列成像均匀、

图像信噪比高、扫描时间短，但其一次扫描范围不宜过大，可

包括5～6对肋骨，需根据STIR序列上异常信号范围进行指定

区域扫描，若骨折范围过大，应分两个区域进行扫描。值得注

意的是，T2-SPAIR序列受呼吸运动影响大，故需要患者配合屏

气，一次屏气需15 s，共3次，多数患者配合良好。本研究发

现这两个序列在诊断肋骨骨折上具有较高一致性，而STIR序

列由于不受呼吸运动的影响，且一次扫描可包全12对肋骨，

方便肋骨骨折的计数和定位，同时有学者认为STIR序列对骨

折具有很高敏感性，可用于骨折的筛查[21]，故对于轻度胸外伤

患者也可只扫描STIR序列用于诊断肋骨骨折。

3.5 局限性

首先，样本量的不足导致Ⅱ型骨折数偏少，对Ⅱ型骨折的

MRI表现不能全面评估，因此，接下来会继续扩大样本量进行

进一步验证；其次，为了减少检查时间，本研究扫描序列有限，

不利于显示肋骨以外的病变，在后续的研究中会根据实际情

况适当增加一些序列；另外，考虑MRI检查不适用于严重创伤

患者，本研究仅纳入轻度胸外伤患者，限制了MRI检查在严重

创伤患者中的应用。

综上所述，MRI检查对细微肋骨骨折具有较高诊断准确率

及敏感性，能清晰显示骨髓水肿(Ⅰ、Ⅱ型骨折)和骨膜下积液

(Ⅰ型骨折)。由于MRI检查具有较高的性价比及无辐射的优

点，MRI可作为除CT检查以外的常规补充检查项目应用于需

行肋骨检查的轻度胸部创伤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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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移位，鼻中隔及鸡冠受压向对侧偏移，前颅底残留骨嵴向

颅内偏移，提示肿块起自鼻筛部延伸至颅内(图1G)。
头MRI增强：左侧额叶、筛窦内哑铃形肿块边缘光滑、界

清，信号不均，以中等T1WI等T2WI信号(与脑实质相比)、明显

不均匀强化为主，并见多发大小不等的片状T1WI低T2WI高信

号的无强化囊变区和散在点条状T1WI高T2WI低信号的出血

以及流空血管。左额叶脑组织受压移位、大片水肿，并与肿块

间见不规则形无强化T1WI低T2WI高信号的囊肿(图1A～1F)。
术中所见：行左颞开颅术，穿刺释放出黄色肿瘤旁囊液，

牵开额叶组织，见粉红色类圆形有包膜肿物，质地较硬，血供

较丰富。左前颅底硬脑膜被肿瘤抬起、并形成直径约3.5 cm

缺损。以超声吸引器分块切除颅内肿瘤。再经鼻内镜切除鼻

筛部残余肿物，见肿物突入左侧筛窦及嗅区，中鼻甲受累，

与周围骨质界限清楚，完整剥离。术后病理示：镜下见瘤细胞

梭形，束状、栅栏状排列 (图 1H)。免疫组化：S-100 (+ )，
Vimentin (+ )，EMA (- )，GFAP (- )，SMA (部分+ )，Ki-67 (约
8%+)。病理诊断：神经鞘瘤。结合影像及术中所见提示肿块

起自鼻筛部，临床诊断为嗅沟神经鞘瘤。

术后复查MRI，肿瘤完全切除，随访至今，未见复发征象。

讨论 神经鞘瘤又称施万细胞瘤，发生于神经鞘膜施万

细胞，是一种缓慢生长的良性肿瘤，好发于周围神经及颅神

经，前颅窝底及鼻腔的神经鞘瘤少见。本病例结合临床症状、

生长部位以及颅底残留骨嵴被推移向颅内等特点，诊断为嗅

沟颅鼻沟通性神经鞘瘤，而嗅神经缺乏含施万细胞的鞘膜，其

发生神经鞘瘤极为罕见[1]。其组织来源尚不清楚，有研究认

为[2]，距离嗅球0.5 mm处附近的嗅丝有施万鞘，可能来自于邻

近的神经结构，如血管周围神经丛和三叉神经眼支的分支前

筛神经。

嗅沟神经鞘瘤好发于30岁以下年轻男性，常位于嗅丝穿

出筛孔处，体积多较大，膨胀性生长[3]。组织学上，神经鞘瘤由

富含梭形细胞的Antoni A区和细胞疏松排列于黏液样基质

的Antoni B区交替分布为其特征[4]，后者可见厚壁血管伴血

栓形成，较大者常伴有囊变、出血。本病临床表现缺乏特异

性，嗅觉障碍是主要症状[4]，还可以表现为鼻塞、流涕，延伸至

颅内者还可出现头痛、癫痫等。

嗅沟神经鞘瘤的影像学表现被认为缺乏特异性[5]。CT表

现多为混杂等或低密度类圆形肿块，边界较清楚，增强通常呈

轻中度不均匀强化，囊变部分不强化，周围骨质受压吸收和重

建[3]。MRI表现多为信号不均，T1WI呈等低信号，T2WI呈等、高

混杂信号，增强扫描后不均匀中高度强化，囊性部分不强化。

与其他部位的神经鞘瘤相似，和组织学上Antoni B区相对应

的水样T1WI低T2WI高信号无强化区被认为是本病的特征性

表现[6]。较大病灶内部可伴有不同时期的出血。MRI有时可

见流空血管，体现了其血供丰富的特点[4]。本病例符合上述影

像表现特点，此外，本例肿瘤突破硬脑膜长入颅内，并与受压

移位的脑组织间形成囊肿。这可能是由于硬脑膜破损区周围

蛛网膜因炎性反应发生粘连，引起局部脑脊液循环障碍，形成

蛛网膜囊肿。

本病例需要与其他颅鼻沟通性肿瘤相鉴别：(1)嗅神经母

细胞瘤：起源于嗅上皮神经嵴，与本病有相似的生长部位和颅

鼻沟通的生长方式，但其为生长缓慢的恶性肿瘤，兼有轻度膨

胀和明显的侵袭渗透性骨质破坏，肿瘤边界不清楚，形态不规

则，晚期向周围广泛侵犯，并可发生颈部淋巴结转移；(2)鼻腔

鼻窦癌：多见于老年人，侵袭性骨质破坏，边界不清楚，形态不

规则，密度和信号可能更不均匀；(3)脑膜瘤：年龄常较大，多

为比较均匀的稍高密度和中等信号，常有典型的脑膜尾征，骨

质改变多以增生为主。

嗅沟颅鼻沟通的神经鞘虽然体积较大、并骨质破坏，容易

误认为恶性，但边界清楚、边缘光滑，骨质破坏为压迫吸收重

塑而没有侵袭性破坏，充分体现了其良性特征，神经鞘瘤

Antoni B区在MRI上水样T1WI低T2WI高信号无强化改变具

有一定特征，仔细观察骨质移位的方向有助于分析肿瘤起源

部位。但该病临床中极少见，术前与其他肿瘤鉴别有一定难

度，确诊仍需组织学和免疫组化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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