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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混合性磨玻璃结节样腺癌的多层螺旋CT影像学特征分析

朱万荣,万柘君△

(南通大学附属海安县人民医院影像科,海安 226600)

摘要 目的:分析混合性磨玻璃结节样腺癌的多层螺旋CT(MSCT)表现,为肺腺癌的诊断及鉴别提供有价值的影像学特征。
方法:选取2013年1月—2015年10月南通大学附属海安县人民医院收治的112例混合性磨玻璃结节样腺癌患者(观察组)及

80例混合性磨玻璃结节样肺炎性病变患者(对照组),比较两组的 MSCT特征(胸膜凹陷、血管聚集征、边界清晰、分叶及晕厚

度),以及不同类型肺腺癌的 MSCT特征(密度、部位、数量、大小及形状)。结果:观察组胸膜凹陷、血管聚集征、边界清晰、分叶

及晕厚度不均的比例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不同类型的混合性磨玻璃结节样腺癌的密度、部位、数量、大小及形状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原位腺癌、浸润性腺癌表现为接近同层面的血管的比例高,中心性、偏中心性生长,

多为单发,直径>5mm,呈点状或多边形、不规则形;微浸润腺癌表现为低于同层面血管比例高、偏中心性生长、多为多发、直
径<5mm、呈圆形和椭圆形。结论:MSCT的影像学特征有助于肺部混合性磨玻璃结节样腺癌的鉴别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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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slicespiralCTcharacteristicsoflungadenocarcinomawithmixedground-glassopacity
ZhuWanrong,WanTuojun.(ImagingDepartment,TheAffiliatedHai'anPeoples’HospitalofNantong
University,Hai'an2266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analyzethemulti-slicespiralCT (MSCT)menisfectionoflungadenocarcinoma
withmixedground-glassopacity(MGGO).Methods:112lungadenocarcinomapatientswithMGGOinour
hospitalfromJanuary2013toOctober2015wererecruitedasanobservationgroup,and80pneumoniapa-
tientswithMGGOwerealsoselectedasacontrolgroup.MSCTfeaturesincludingpleuralindentation,vas-
cularsyndrome,clearboundary,lobulationandhalosignswerecomparedbetweenthetwogroups.Re-
sults:Theproportionsofpleuralindentation,vascularsyndrome,clearboundary,andhalosignoflungad-
enocarcinomaweresignificantlyhigherintheobservationgroupthanthoseinthecontrolgroup(P <0.
05).Thereweresignificantdifferencesinthedensity,location,quantity,sizeandshapeamongadenocarci-
nomainsitu(AIS),minimallyinvasiveadenocarcinoma(MIA)andinvasiveadenocarcinoma(IAC)with
MGGO(P<0.05).ThesolidcomponentsinAISandIASmainlyappearedwithhigherportionofvessels
locatedinthecloselayers,centraloreccentricgrowth,singlenodule,diameter>5mm,dottedorpolygo-
nal,irregularlyshaped.Thesolidnoduleswereusuallywithhigherproportionofvascularlocatedinthe
lowerlayers,eccentricgrowth,multiplenodules,diameter<5mm,roundandovalshapedinMIA.Con-
clusion:MSCTcharacteristicsmighthelptoidentifyanddiagnoselungadenocarcinomawithMGGO.
Keywords ground-glassopacity;lungadenocarcinoma;multi-slicespiralCT

  多层螺旋CT(MSCT)可通过分析疾病的影像

学特征进行定性诊断及鉴别诊断。混合性磨玻璃结

节是肺腺癌常见的表现形式,常具有细短毛刺、胸膜

凹陷、深分叶及支气管破坏等恶性征象,混合性磨玻

璃结节常提示患者处于病变早期或进展期,也有相

关报道称持续性存在磨玻璃结节则提示病变恶

化[1-2]。但也有相当部分肺炎性病变也表现为混合

性磨玻璃结节,因此需要谨慎鉴别。同时不同类型

的肺腺癌预后差异很大,准确鉴别有助于临床采用

合理的治疗方案。为此,本研究对比了肺腺癌与肺

炎性混合性磨玻璃结节的 MSCT影像学特征,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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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分析原位腺癌(adenocarcinomainsitu,AIS)、
微浸润腺癌(minimallyinvasiveadenocarcinoma,

MIA)以及浸润性腺癌(invasiveadenocarcinoma,

IAC)MSCT表现的差异,以期为肺部混合性磨玻璃

结节样腺癌的鉴别和诊断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3年1月—2015年10月

南通大学附属海安县人民医院胸外科诊治的 MSCT
表现为混合性磨玻璃结节的112例肺腺癌患者为观

察组,MSCT表现为混合性磨玻璃结节的80例肺炎

性病变患者为对照组。观察组病例纳入标准:(1)经
术后组织病理学诊断为肺腺癌;(2)MSCT表现为混

合性磨玻璃结节;(3)影像学检查显示无纵隔淋巴结

转移及远端器官转移;(4)临床病史、实验室检查及

影像学检查资料完整;(5)年龄45~75岁。对照组

病例纳入标准:(1)经组织病理学诊断或临床随访为

肺炎性病变;(2)MSCT表现为混合性磨玻璃结节;
(3)临床病史、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检查资料完整;
(4)年龄45~75岁。排除标准:(1)肺外恶性肿瘤、
肺转移瘤;(2)肺部急性感染性疾病;(3)严重肝、肾
功能障碍;(4)肺部先天性疾病;(5)胸廓手术史;(6)
结缔组织病及代谢性疾病。观察组中,男61例,女
51例;年龄31~78岁,平均(54.5±4.7)岁;其中左

肺44例,右肺46例,双肺22例。对照组中男41例,
女39例;年龄30~79岁,平均(53.9±4.2)岁;其中

左肺33例,右肺34例,双肺13例。两组性别、年
龄、病变部位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P>0.05),具有可比性。患者均自愿参与本研

究,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本研究已经过医院伦理

委员会审核批准。

1.2 检查方法 检查设备为东芝Aquilion16排螺

旋CT(补充仪器信息),患者取仰卧位,头先进,定
位中心为胸骨柄。患者深吸气后屏气进行胸部CT
扫描,扫描范围自肺尖以上至横隔以下,扫描参数如

下:电压为120kV,电流100mA,层厚5mm,间距

5mm,矩阵512×512,螺距0.993。发现病灶后进

行靶 扫 描,电 压 为 120kV,电 流 260 mA,层 厚

1mm,间距1mm,矩阵512×512,螺距1.375。重

建方法包括多平面重组、最大密度投影,采用肺窗及

纵隔窗观察病变特征,包括部位、数量、形态、边缘、
密度、大小、与邻近组织关系,主要观察点包括胸膜

凹陷、血管聚集征、边界清晰、分叶及晕厚度等。

  每位患者的 MSCT图像需要由至少3名影像

学专业人员进行诊断和分析,评价指标为患者病灶

实性成分的大小、所处位置、数量以及密度。病理图

片的诊断由至少3名病理学专业人员进行。经病理

学诊断对组织实质进行定性,25例为AIS,52例为

MIA,35例为IAC。

1.3 观察指标 比较肺腺癌及肺炎性病变病灶的

MSCT特征(胸膜凹陷、血管聚集征、边界清晰、分叶

及晕厚度),并比较不同类型肺腺癌 AIS、MIA 及

IAC的 MSCT 特征(密度、部位、数量、大小及形

状)。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对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其中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췍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频

数或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混合性磨玻璃结节的 MSCT征象比较 
在所有表现为混合性磨玻璃结节的病灶中,胸膜凹

陷、血管聚集征、边界清晰、分叶及晕厚度不均在观

察组中的比例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均P<0.05),见表1。

2.2 不同类型肺腺癌的MSCT特征比较 混合性

磨玻璃结节的 AIS、MIA及IAC在密度、部位、数
量、大小及形状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见表2。其中,AIS接近同层面的血管的

比例较高,而 MIA低于同层面血管比例较高;AIS
多呈中心性生长,MIA及IAC则多呈偏于中心性生

长;AIS及IAC多为单发,直径>5mm多见,MIA
多为多发,直径<5mm多见;AIS多呈点状或多边

形,MIA多呈圆形和椭圆形,IAC多呈不规则形。

表1 两组混合性磨玻璃结节的 MSCT征象比较[n(%)]

组别 n 胸膜凹陷 血管聚集征 边界清晰 分叶 晕厚度不均

观察组 112 65(58.0) 72(64.3) 90(80.4) 68(60.7) 69(61.6)
对照组 80 34(42.5) 36(45.0) 33(41.3) 29(36.3) 28(35.0)

χ2 4.510 7.053 31.000 11.173 13.216
P 0.034 0.008 0.000 0.00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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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AIS、MIA及IAC的 MSCT特征比较[n(%)]

MSCT特征 AIS
(n=25)

MIA
(n=52)

IAC
(n=35) χ2 P

密度 接近同层面的血管 18(72.0) 21(40.4) 21(60.0) 7.631 0.022
低于同层面的血管 7(28.0) 31(59.6) 14(40.0)

部位 中心性生长 19(76.0) 8(15.4) 8(22.8) 30.542 0.000
偏于中心性生长 6(24.0) 44(84.6) 27(77.1)

数量 单发 20(80.0) 16(30.8) 28(80.0) 27.569 0.000
多发 5(20.0) 36(69.2) 7(20.0)

大小 >5mm 16(64.0) 21(40.4) 26(74.3) 10.555 0.005
<5mm 9(36.0) 31(59.6) 9(25.7)

形状 点状或多边形 20(80.0) 7(13.5) 4(11.5)
圆形和椭圆形 3(12.0) 32(61.5) 6(17.1) 67.997 0.000
不规则形状 2(8.0) 13(25.0) 25(71.4)

3 讨 论

  肺部磨玻璃结节是肺部病变常见的表现形式,
即肺野中出现磨玻璃样略高密度灶,其内肺纹理清

晰可见,在肺部高分辨率CT图像中其特征更加清

晰[3-4]。肺腺癌、肺炎性病变、肺出血、渗出等均可以

表现为混合性磨玻璃结节影,但各具有不同的形态

学特征,其中对于肺腺癌及肺炎性病变的鉴别诊断

尤为重要[5-6]。以往研究认为肺内的局灶性密度增

高影,因其密度不能完全掩盖支气管血管束,形状像

磨砂玻璃,65%~85%的肺部磨玻璃结节为肺腺癌

结节[7]。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胸膜凹陷、血管聚

集征、边界清晰、分叶及晕厚度不均的比例均显著高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提

示可采用 MSCT影像学特征对表现为混合性磨玻

璃结节的肺腺癌及肺炎性病变进行鉴别。良、恶性

磨玻璃结节影像学特征存在明显的差异与其生物学

行为有关,肿瘤病变不均匀膨胀性生长并沿相关间

隙或组织浸润,可引起分叶、晕厚度不均,内部纤维

组织增生导致周边组织收缩导致胸膜凹陷及血管聚

集。而炎性病变上述征象较少,但由于炎性浸润,其
边界多模糊。MSCT影像表现为混合性磨玻璃结节

的恶性病变中50%以上为IAC[8]。细胞在不同程

度的浸润下会影响混合性磨玻璃密度影周围的分叶

征和毛刺征,有可能会出现血管聚集并移位,在

MSCT影像上表现为胸膜凹陷、血管聚集移位等[9]。

  研究表明,AIS和 MIA均由Clara细胞或Ⅱ型

肺泡上皮细胞形成,沿肺泡壁及支气管生长,出现浸

润或多层堆积时,表现为混合密度的磨玻璃结节。
浸润初期的病灶一般为圆形或类圆形,当出现明显

浸润后,受细胞分化程度及生长速度等因素的影响

而表现为形状不规则,所以IAC的形状一般为不规

则形[10-11]。本研究中,AIS、MIA及IAC在密度、部
位、数量、大小及形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中,AIS接近同层面的血管的比例

更高,中心性生长,多为单发,直径>5mm多见,呈
点状或多边形;而 MIA及IAC则多呈偏于中心性

生长,多为多发,直径<5mm多见,多呈圆形和椭

圆形,IAC多呈不规则形。这是由于病灶内中心血

供的缺乏导致内部含液腔隙及继发性纤维化,AIS
病灶的实性成分表现为多边形或条索形,密度较高。

MIA及IAC病灶实性部分与肿瘤浸润密切相关,因
此实性部分与磨玻璃晕分界不清,而IAC中实性部

分多为多个结节融合而成。这些征象有助于 AIS、

MIA及IAC的定性诊断。

  综上所述,MSCT的影像学特征有助于肺部混

合性磨玻璃结节样腺癌的鉴别和诊断。

参考文献:

[1] 张勤勇,周小燕,陈甲信,等.伴肺外恶性肿瘤史患者肺

部CT检查的应用价值[J].广西医科大学学报,2015,

32(5):828-829.
[2] 秦福兵.纯磨玻璃结节定量CT鉴别肺浸润性腺癌与

浸润前病变和微浸润腺癌[J].中国医学计算机成像杂

志,2016,22(1):22-26.
[3] 李雪梅.肺局灶性磨玻璃结节的高分辨CT表现与病

理对照分析[J].哈尔滨医科大学学报,2016,50(1):67-

70.
[4] 苏维维,肖湘生,刘 靖,等.CT灌注成像参数评估孤

立性肺结节的诊断价值—Meta分析[J].实用放射学杂

志,2016,32(2):196-199.

·583·朱万荣,等.肺部混合性磨玻璃结节样腺癌的多层螺旋CT影像学特征分析



[5] 彭明政,李 钊,周建华,等.三维重建技术在肺磨玻璃

结节外科诊治中的应用及价值[J].中华胸心血管外科

杂志,2016,32(2):89-93.
[6] 宋婷妮,曾勇明,周 旸.双能CT单能谱成像检测不

同性质孤立性肺结节的实验研究[J].中国医学计算机

成像杂志,2016,22(1):33-38.
[7] 罗 军,纪 祥,张柏林.CT平扫征象在孤立性肺结节

诊断中的应用价值[J].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2016,

15(4):402-405.
[8] 吴业君,孙玲玲.多层螺旋CT灌注成像正增强积分及

达峰时间在孤立性肺结节鉴别诊断中的应用[J].广东

医学,2015,36(23):3659-3661.
[9] 李 西,范 丽,肖湘生.肺部纯磨玻璃结节的CT研

究进展[J].国际医学放射学杂志,2016,39(1):31-34.
[10]方金忠,张文奇,王和平,等.螺旋CT薄层靶扫描对孤

立性肺结节与支气管关系的诊断价值与病理对照[J].
医学影像学杂志,2016,26(2):234-238.

[11]王自立,黄 胜.肺局灶性磨玻璃密度结节(fGGO)的

多层螺旋CT(MSCT)特征与病灶良恶性的相关性分

析[J].中国CT和 MRI杂志,2016,14(2):49-51.

(本文编辑:高 勇) 

广西医科大学学报 2017Mar;34(3)

收稿日期:2016-07-27

盐酸利托君对先兆早产患者血清Th1/Th2细胞因子及宫颈
分泌物FFN、IGFBP-1、MMP表达水平的影响

梁婵玉,朱燕莉

(广西河池市人民医院产科,河池 547000)

摘要 目的:研究盐酸利托君对先兆早产患者血清Th1/Th2细胞因子及宫颈分泌物胎儿纤连蛋白(FFN)、磷酸化胰岛素样生

长因子-1(IGFBP-1)、基质金属蛋白酶(MMP)表达水平的影响。方法:选取2013年2月至2015年4月于河池市人民医院进行

治疗的68例先兆早产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硫酸镁治疗组(对照组)和盐酸利托君治疗组(观察组),每组34例。比较两

组患者的保胎成功率、治疗前、后的血清Th1/Th2细胞因子及宫颈分泌物FFN、IGFBP-1和 MMP的表达水平。结果:观察组

的保胎成功率为97.06%,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0.59%(P<0.05);治疗前两组的血清Th1/Th2细胞因子及分泌物FFN、IG-
FBP-1、MMP表达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治疗后24h、48h及72h观察组血清Th1细胞因子、FFN、

IGFBP-1、MMP、白介素(IL)-6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均P<0.05),血清IL-4及IL-10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盐酸利托君对先兆早产患者的血清Th1/Th2细胞因子及宫颈分泌物FFN、IGFBP-1、MMP表达水平有积极的改善作用,能有

效提高患者的保胎成功率,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 盐酸利托君;先兆早产;Th1/Th2;FFN;IGFBP-1;MMP
中图分类号:R71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930X(2017)03-0386-04

DOI:10.16190/j.cnki.45-1211/r.2017.03.016

InfluenceofritodrinehydrochlorideontheserumTh1/Th2cytokineslevelsandFFN,IGFBP-1
andMMPexpressionincervicalsecretionsofpatientswiththreatenedprematurelabor
LiangChanyu,ZhuYanli.(ThePeople'sHospitalofHechiCity,Hechi547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studytheinfluenceofritodrinehydrochlorideonthelevelsofTh1/Th2cytokinesin
serumandfetalfibronectin(FFN),phosphorylatedinsulin-likegrowthfactor-1(IGFBP-1)andmatrix
metalloproteinase(MMP)expressionincervicalsecretionofpatientswiththreatenedprematurelabor.
Methods:68patientswiththreatenedprematurelabortreatedinourhospitalfromFebruary2013toApril
2015wereselectedandrandomlydividedintoacontrolgroupandanobservationgroup,with34casesin
eachgroup.Thepatientsinthecontrolgroupreceivedmagnesiumsulfate,whilethoseintheobservation

groupreceivedritodrinehydrochloride.The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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