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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I在胎儿后颅窝囊性畸形诊断与鉴别诊断中的应用

韦树长

(广西柳州市妇幼保健院放射科,柳州 545001)

摘要 目的:探讨 MRI在胎儿后颅窝囊性畸形诊断及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50例超声疑诊为后颅窝囊

性畸形的孕21~36周胎儿颅脑 MRI资料。比较产前产后小脑延髓池宽度测量差异,分析胎儿 MRI对后颅窝囊性畸形的诊断

符合率及比较产前产后 MRI的诊断结果。结果:产前 MRI测量小脑延髓池宽度与出生或引产后的测量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50例超声显示后颅凹囊肿或枕大池增宽病例中,经产后随访或引产证实25例存在后颅窝囊性畸形,其中

胎儿产前 MRI共诊断准确20例,包括典型Dandy-Walker综合征3例,变异型Dandy-Walker畸形2例,大枕大池9例,后颅窝

蛛网膜囊肿6例;MRI诊断结果符合随访结果共44例,总体诊断符合率为88%。结论:MRI能较好地显示妊娠中、晚期胎儿

后颅窝结构,为胎儿后颅窝囊性畸形的定性诊断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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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儿后颅窝囊性畸形为一组先天性后脑畸形疾

病,主要包括Dandy-Walker综合征(DWS)、大枕大

池及后颅窝蛛网膜囊肿。近年来,随着 MRI技术的

快速发展,且 MRI可以对胎儿进行较高质量的成

像,可作为超声的重要补充检查手段,尤其适用于中

枢神经系统病变的诊断和鉴别诊断[1],进一步优化

了诊断率。本文回顾性分析50例超声疑诊为后颅

窝囊性畸形胎儿的产前 MRI图像及随访结果,旨在

分析 MRI在胎儿后颅窝囊性畸形诊断中的价值,以
期为临床制定治疗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广西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收治的50例疑诊(超声显示后颅

凹囊肿或枕大池增宽)为胎儿后颅窝囊性畸形的胎

儿产前(21周至临产)MRI图像。孕妇年龄20~
36岁,平均(27.00±2.22)岁;孕周21~40周,平均

(29.54±2.10)周。50例研究对象中,43例顺产或

剖宫产,包括孕38周5例、孕39周33例、孕40周

5例,其中18例足月顺产后颅脑 MRI检查随访确

诊;7例孕妇产前诊断为胎儿畸形而自愿引产确诊。
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孕妇及家属签署知

情同意书。

1.2 病例纳入及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1)超声检查疑诊为胎儿后颅窝

囊性畸形者;(2)经产后随访或引产尸体解剖证实

者;(3)单胎妊娠者;(4)无产科并发症和合并症者;
(5)临床资料完整者。

1.2.2 排除标准 (1)多胎妊娠者;(2)恶性肿瘤患

者;(3)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4)未能配合完成研究

者;(5)失访。

1.3 检查方法

  检查前向孕妇介绍注意事项,去除金属异物。
检查设备采用飞利浦 Achieva1.5T超导磁共振成

像系统,体线圈。患者取仰卧位,头先进,孕妇取仰

卧位或侧卧位,定位中心为脐下3指。对胎儿颅脑

定位准确后行颅脑多序列多方位扫描,扫描序列包

括T1加权成像(T1WI)、弥散成像(DWI)、梯度回

波(BalanceFFE)、T2加权成像(SingleShotTSE),
扫描方位包括横断位、矢状位及冠状位,层厚4mm,
间距0.5 mm,矩 阵236×237,视 野300 mm×
304mm,2~3次激励。

1.4 图像分析与测量

  由两名高年资影像科诊断医师在标准位测量小

脑延髓池宽度,以小脑水平切面为标准,测量小脑延

髓池最宽处径线,测量3次取其均值,并观察小脑蚓

部发育情况。出生后进行随访,包括随诊 MRI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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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引产结果,将出生后随访 MRI、引产后尸检结果

与胎儿 MRI结果对照。以病理或随访结果为金标

准,计算磁共振对胎儿后颅窝囊性畸形的诊断符合

率。以<33周,33~39周及>39周为分组界限进

行分组[2],比较各组产前测量值与出生或引产后测

量值的差异。

1.5 统计学方法

  选择SPSS19.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处

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췍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胎儿小脑延髓池宽度测量结果

  胎儿小脑延髓池宽度 MRI测量结果与出生或

引产 后 测 量 值 比 较,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P >
0.05),见表1。

 表1 胎儿产前与出生或引产后小脑延髓池宽度比较

(mm,췍x±s)

MRI检
查时点

<33周
(n=20)

33~39周
(n=25)

>39周
(n=5)

产前测量值 8.31±0.72 7.95±0.81 7.83±0.79

出生或引产
后测量值 7.89±0.66 7.86±0.72 7.79±0.68

t 1.923 0.415 0.086

P 0.062 0.679 0.934

2.2 MRI对胎儿后颅窝囊性畸形的诊断效力分析

  50例疑诊病例中,胎儿 MRI诊断存在后颅窝

囊性畸形共25例,其中产前MRI共诊断准确20例,
包括典型Dandy-Walker综合征3例,变异型Dan-
dy-Walker畸形2例,大枕大池9例,后颅窝蛛网膜

囊肿6例,误诊5例。此外,胎儿 MRI诊断不存在

后颅窝囊性畸形且符合随访结果共24例,总体诊断

符合率为88%。

2.3 胎儿后颅窝囊性畸形的 MRI表现及随访结果

2.3.1 典 型 Dandy-Walker综 合 征3例 产 前

MRI能清晰显示小脑蚓部发育不良、第四脑室扩张

并与扩大的后颅窝相通,伴小脑发育不良2例。引

产后尸检证实为典型 Dandy-Walker综合征3例。
最小者为孕23周,最大为孕27周,诊断符合率为

100%,见图1。

2.3.2 变 异 型 Dandy-Walker畸 形4例 产 前

MRI显示小脑蚓部不同程度发育不良,4例均伴有

后颅窝轻度增宽。其中1例产前误诊为 Dandy-
Walker畸 形,引 产 后 尸 检 证 实 为 变 异 型 Dandy-
Walker畸形。1例产前 MRI误诊为大枕大池、2例

产前 诊 断 为 变 异 型 Dandy-Walker畸 形,顺 产 后

MRI随访至出生后6个月均证实为变异型Dandy-
Walker畸形合并有胼胝体发育不全。最小者为孕

23周,最大为孕33周,诊断符合率为50%,见图2。

2.3.3 大枕大池12例 产前 MRI显示枕大池体

积增大,但无张力及占位效应。MRI随访5例至晚

孕或分娩后后颅窝宽度恢复正常,顺产4例 MRI随

访至出生后6个月后颅窝仍增宽。2例随访并引产

尸检证实为变异型DWS,1例经MRI随访为枕大池

蛛网膜囊肿。最小者为孕21周,最大为孕36周,共
误诊3例,诊断符合率为75%,见图3。

2.3.4 后颅窝蛛网膜囊肿6例 产前 MRI显示后

颅凹囊性占位,有张力,其中有明显占位效应4例。
顺产5例 MRI随访至出生后6个月证实,引产1例

尸检证实。最小者为孕23周,最大为孕35周,诊断

符合率为100%,见图4。

A、B:DWS畸形,孕23周,小脑蚓部发育不良,第四脑室扩

张与扩大的后颅窝相通,小脑天幕抬高。

图1 小脑蚓部发育不良、第四脑室扩张并与扩大的后颅窝

相通的产前 MRI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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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DWS变异型,孕33周,小脑下蚓部发育不良(箭头处),第四脑室形态、大小尚正常,与稍增宽的后颅窝相通。C、D:图生

后一个月复查示后颅窝仍稍增宽,小脑下蚓部发育不良,胼胝体嘴部及压部缺如。

图2 小脑蚓部不同程度发育不良及伴有后颅窝轻度增宽的产前 MRI图

A、B:枕大池,孕36周,后颅窝增宽,未见有明显占位效应,内

可见分隔(箭头处),小脑蚓部及第四脑室形态、大小正常。

图3 枕大池体积增大,但无张力及占位效应的产前 MRI图

A、B:蛛网膜囊肿,孕35周,后颅窝局限性增宽并有占位效应

(箭头处),小脑蚓部及第四脑室形态、大小正常。

图4 后颅凹囊性占位,有张力且有明显占位效应的产前

MRI图

3 讨 论

  自1983年首次报道 MRI可以作为胎儿生长发

育的检查方法以来[3],MRI已逐渐广泛应用于胎儿

中枢神经系统、颈面部、胸腹部及泌尿生殖系统等多

个部位病变的诊断,尤其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诊断

方面有很高的准确性。产前超声诊断典型Dandy-
Walker综合征比较明确,但对变异型Dandy-Walker
畸形的诊断,特别在合并有胼胝体发育不全的诊断

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大枕大池与蛛网膜囊肿超声均

诊断为囊性病变,但未能作出囊肿的定性诊断。本

研究中病例均为产前超声发现后颅窝囊性病变,建
议孕妇行 MRI进一步检查。MRI可清晰准确地显

示胎儿后颅窝的发育变化,可依据囊性病变的部位、
信号特点以及与周围组织的关系等作出病变的初步

定性诊断,且其测量具有客观性及准确性[4]。本研

究中,磁共振可以较清晰显示后颅窝结构,并可以精

确的测量小脑延髓池宽度,结果显示与出生或引产

后测量值比较,产前磁共振测量小脑延髓池宽度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产前磁共振对小脑延髓池宽

度的测量值具有相对较好的准确性。

3.1 Dandy-Walker综合征

  是一组特殊类型的后颅窝畸形,胎儿发生率约

为1/30000,其病因尚不确切。一般可将其分为典

型 Dandy-Walker和 Dandy-Walker变异型。典型

Dandy-Walker的 MRI表现:(1)囊性扩张的第四脑

室与后颅窝相沟通;(2)小脑蚓部缺如或发育不良,
伴或不伴小脑半球发育不良;(3)后颅窝扩大;(4)小
脑幕、横窦及窦汇受压抬高;(5)可合并中枢神经系

统的其它畸形,如胼胝体发育不良、神经元移行障碍

等[3,5]。根据以上典型的影像改变 MRI诊断此畸形

并不难,因此在本组病例中诊断符合率较高。由于

正常小脑蚓部发育至妊娠15~18周完全闭合,因此

18周之前诊断此病应慎重,疑诊病例要在18周后复

查。

  DWS变异型更为常见,MR表现囊性扩大的四

脑室与枕大池相沟通,小脑蚓部发育不良,但不存在

后颅窝扩大及小脑幕抬高[5]。所以有文献已不再使

用Dandy-Walker变异型,而改称为小脑蚓部发育不

良[6]。有学者认为DWS畸形小脑蚓部缺如大于小

脑蚓部体积的50%,而DWS变异型小脑蚓部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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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小脑蚓部体积的50%[7]。本文中所涉及的病例

主要是通过比较胎儿小脑延髓池宽度测量结果,当
其径线测量数据均小于相应孕周正常范围则判断为

蚓部发育不全,而小脑上蚓部无明显异常而将其归

为变异型DWS,可能存在着人为测量误差的问题。
当给出胎儿为DWS或变异型DWS时,孕妇或其家

属从优生优育的角度来考虑,一般都会考虑选择终

止妊娠,但当各测量数据与正常孕周相差不大,又不

能将该病变的诊断完全排除时,建议孕妇定期复查。

3.2 大枕大池

  是指后颅窝的枕大池脑脊液腔扩大,不与第四

脑室相通,Barkovich等[8]指出大枕大池与小脑、四
脑室胚胎发育异常或蛛网膜囊肿形成有关。MRI表

现为后颅窝扩大,一般前后径>10mm为异常,无小

脑半球及小脑蚓部发育不良,无后颅窝扩大,无颅骨

内板受压或缺损,小脑幕不抬高[9]。尤其在胎龄较

小的胎儿往往可见后颅窝池较大,所以在观察到后

颅窝池增大时,应该定期复查,判断其是正常发育还

是异常就显得尤为重要。本组病例中有6例诊断为

大枕大池的妊娠妇女到分娩前或分娩后的 MRI随

访中发现后颅窝宽度已基本恢复正常,3例 MRI随

访发现小脑蚓部与正常孕周不符而将诊断修正为变

异型DWS,提示小脑延髓池的发育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需要进行严格的随访,观察其宽度与孕周的关

系。

3.3 蛛网膜囊肿

  发病原因尚不明确,目前有几种推测[10-11]:(1)
可能是在胚胎发育时,有小块蛛网膜落入蛛网膜下

腔内发展而成;(2)胚胎发育过程中,脉络丛博动导

致髓周网分离及脑脊液反向流动。MR表现为后颅

窝颅板内侧孤立囊性的脑脊液样信号,边缘光滑锐

利,位于中线小脑的后方,或偏一侧,不与第四脑室

及枕大池相通,无小脑发育不良,同时其明显的特点

是当囊肿较大时具有占位效应,颅骨可出现受压变

簿,枕部轻度向后膨出,小脑轻度受压向前贴近脑

干。基于以上表现诊断该病变难度不大,在本组病

例中诊断符合率亦较高,但囊肿较小无占位将就时

仍需注意与大枕大池鉴别。

  综上所述,虽然超声(US)目前仍是胎儿首选影

像学检查方法,但它受骨骼、脂肪、气体影响大,对操

作者技术及经验要求高。MRI软组织分辨率高,无
骨骼伪影,可以客观的显示胎儿后颅窝结构,获得超

声不能显示的额外信息,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US检

查的不足,对胎儿后颅窝囊性畸形的定性诊断有重

要意义,为临床釆取科学的决策提供一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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