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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应用MRI动态增强及波谱成像对乳腺癌早期诊断的价值
张显文，李 红，陈德华，张有为，李 娜，徐敬星

（三峡大学仁和医院影像科，湖北 宜昌 443003）

【摘要】 目的 探讨联合应用MRI动态增强及波谱成像对乳腺癌早期诊断的临床价值。方法 对选取的

73例女性患者依次行常规MR平扫检查、动态增强扫描、1H-MRS成像，观察良恶性病变时间-信号强度（TIC）曲

线类型和联合应用动态增强扫描及MRS成像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结果 良性组流入型和流出型曲

线分别为 56.76%和 10.81%，与恶性组（11.11% 、58.33%）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诊断的灵敏

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分别为89.04%、97.26%和94.53%，均明显高于MR平扫组（47.95%、58.91%、49.32%），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联合应用MRI动态增强及波谱成像对于乳腺癌的早期诊断具有比较好的临床应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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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value of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combined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MRS) in the the early diagnosis of breast cancer. Methods Sev-

enty-three female patients were successively performed with MR plain scan,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and
1H-MRS imaging. The benign and malignancy lesions time, TIC curve types, and diagnosis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combined diagnosi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inflow type curve and outflow type curve were 56.76%

and 10.81% in the benign group,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the malignant group (11.11%, 58.33%), P<0.05.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combined diagnosis were 89.04%, 97.26% and 94.53%, respectively, signif-

icantly higher than MR plain scan (47.95%, 58.91%, 49.32%), P<0.05. Conclusion Combination of dynamic con-

trast-enhanced MRI and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has pretty good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in the early diag-

nosis of breast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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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著·

乳腺癌在全国居女性恶性肿瘤的第二位，主要大

城市女性恶性肿瘤的第一位，因此，乳腺癌的发病对

家庭及社会都会产生巨大影响[1]。随着乳腺癌在人

群中的发病情况日趋严重，临床上对乳腺癌的诊断也

逐渐成为临床工作者所关注的一个问题，选择一种比

较有效的诊断方法在临床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

可以帮助早期的正确诊断，对疾病的预后及治疗方案

的制定都有很重要的作用[2]。本研究对经手术和病

理检查确诊的73例乳腺疾病患者在术前联合应用了

MRI动态增强及波谱成像进行诊断，并对其诊断价值

进行了分析，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1月至2012年6月

间采用乳腺钼靶或超声检查有/无阳性发现需进一步

确诊于我院行 MR 检查的 73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患者均为女性，年龄24~67岁（中位年龄48岁）。所有

病变均与针吸或病理对照。以上病例均依次行常规

MR平扫检查、动态增强扫描、1H-MRS成像。

1.2 方法 应用 GE signa 1.5T HD echospeed

MRI超导磁共振扫描仪，后处理工作站(ADW4.4)，双

侧乳腺相控阵线圈。患者取俯卧位足先进，双侧乳腺

自然悬垂于乳腺线圈内。扫描序列与参数如下：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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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平扫：常规三平面定位扫描后，横断面和矢状面

T1WI、T2WI 及 STIR T2WI 扫描；T1WI：TR 500 ms，TE

min full，层厚 5.0 mm，层间距 0.5 mm，FOV 30~36 cm，

矩阵 384×224，NEX=2；T2WI：TR 4 500 ms，TE 85 ms，

层厚 5.0 mm，层间距 0.5 mm，FOV 30~36 cm（横断面）

和 20~24 cm（矢状面），矩阵 384×224，NEX=4。⑵

DCE-MR：应用可兼顾高空间分辨力、高时间分辨力

和高信噪比的 VIBRANT (Volume Imaging for Breast

Assessment)双侧乳腺成像技术，扫描参数为：TR 3

000 ms，TE 800 ms，矩阵256×256，层厚4 ~2 mm重叠

扫描，FOV 30~36 cm，NEX=4。以团注的方式注入对

比剂Gd-DTPA (北京北陆药业有限公司，规格10 ml：

4.69 g)，剂量 0.2 ml/kg，注射速率 0.2 ml/s，继以同样

速率用 20 ml 生理盐水冲刷导管壁内的残余对比

剂。注射对比剂前先扫描Asset校准和mask蒙片，注

药后连续采 12时相，单期扫描 41 s，采集图像 96幅。

⒀MRS：分别采用 J-PRESS和SS-PRESS序列进行检

查，体素选取包含病灶，同时尽可能避免周围脂肪组

织，一般体素默认大小15 mm3（一般取等于或大于默

认值），TR 1 500 ms，TE 110 ms/140 ms（在 J-PRESS

序列中TE 为一组TE的平均值），NEX=8，扫描前均

行匀场及脂肪抑制。

1.3 观察指标[3]及评价方法 以选用显示病

变最清晰的层面，取病灶强化最明显区为感兴趣区

(Region of interest，ROI)，ROI 大小为 10 mm2，利用

Functool中Standard软件（ADW4.4工作站）自动生成

时间—信号强度曲线 (Time-signal intensity curve，

TIC)，分析病灶的TIC曲线类型，与良恶性类型的分

布特点。将乳腺动态 MRI 的 TIC 曲线分为三型：Ⅰ

型：缓慢流入型；Ⅱ型：上升平台型；Ⅲ型：上升流出

型。将MRS原始数据同定位序列调入工作站，利用

Functool单体素波谱软件分析包进行频谱数据分析，

确定代谢物化学位移，主要观察 3.2 ppm处有无异常

增高胆碱（Choline，Cho）峰。以良恶性病变时间信号

—曲线类型、MR平扫检查和联合应用动态增强扫描

及MRS成像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作为观

察指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3.0软件包进行统

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本组73例乳腺疾病患者，经病理证实良性肿瘤37

例，其中慢性乳腺炎1例（图1），纤维腺瘤33例（图2），导

管内乳头状瘤1例，乳腺囊性增生病2例，肿瘤最大径

1.80~5.20 cm，平均3.00 cm；乳腺癌36例，其中导管原

位癌1例，浸润性导管癌28例（图3），浸润性小叶癌6例，

图1 慢性乳腺炎

注：A：右乳内下象限强化肿块；B：TIC曲线呈流出型；C：MRS图未测及Cho峰图。

图2 纤维腺瘤

注：A：左乳内下象限肿块；B：TIC曲线呈平台型；C：MRS图未测及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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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样癌1例，肿瘤最大径1.10~4.70 cm，平均2.70 cm。

2.1 良恶性病变的时间-信号曲线类型 流入

型和流出型曲线在良性组分别为 56.76%和 10.81%，

恶性组分别为 11.11% 和 58.33%，两组间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MR平扫检查和联合应用动态增强扫描及

MRS成像诊断结果 MR平扫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

确度分别为47.95%、58.91%和49.32%，联合诊断的分

别为 89.04%、97.26%和 94.53%，联合诊断的灵敏度、

特异度和准确度明显高于MR平扫（P<0.05)，见表2。

3 讨 论

相关调查显示，乳腺癌在我国人群中的发病情况

正在逐步加重，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乳腺癌的

早期诊断是目前临床上的一个热点。我国乳腺癌筛

查工作起步较晚，筛查技术尚处于探索阶段，中晚期

患者的比例依然相对较高，这对乳腺癌治疗的疗效带

来了比较大的影响。选择有效的诊断方法对疾病进

行早期诊断，可以帮助早期治疗疾病，在一定程度上

也影响了疾病的预后[4]。因正常腺体和肿瘤组织两

者之间的强化方式及程度不同，因此对于常规MR扫

描难以发现的病灶，可以通过动态增强扫描进一步检

查和发现，同时还能将病灶的范围及形态更好显示出

来。在动态增强扫描下，良恶性病变的时间-信号曲

线类型往往不同，流出型曲线和流入型曲线分别多见

于良性和恶性病灶中。本研究结果显示，良恶性病变

的时间-信号曲线类型存在明显的差异，时间-信号强

度曲线对良恶性病变具有一定的鉴别作用，但仅靠其

形态对乳腺病变的良恶性进行鉴别，常常会有一定的

误差，临床上必须结合其他MRI影像特征才可做出

更准确的判断。随着MRI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尤

其是动态增强及波谱成像的逐步应用，进一步完善了

临床上对乳腺癌的早期诊断[5]。乳腺癌是一种血管

依赖性疾病，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通过半定量参数间

接反映肿瘤组织的微血管的分布，可以对肿瘤的血管

生成状态进行较为准确的评估，成为评价手术及预后

的一个重要指标[6]。磁共振波谱（MRS）是目前唯一

能够活体定量检测病变内化学物质的无创性影像检

查方法，能从分子水平反映组织的病理生理变化。

MRS主要是根据组织细胞的代谢情况对乳腺癌病理

改变进行表达的，由于乳腺组织中的某些化合物或代

谢物在一定的化学环境中可以发生一定的化学移位，

在磁共振波谱中的峰值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磁共振

扫描仪可将它们的这些变化采集，使其转化为数据波

谱，而这些化学信息代表体液或组织中相应代谢物的

浓度，可将组织细胞的代谢状况进行反映。MRS在

乳腺中的应用以是否能探及胆碱（Cho）峰作为鉴别

良、恶性的重要依据。Cho是细胞膜磷脂代谢的成分

之一，主要参与细胞膜的运输及扩散功能，与细胞和

组织的多种代谢途径相关。正常乳腺上皮细胞胆碱

含量极低，体外高场强共振波谱研究表明磷脂胆碱在

乳腺癌细胞株中的含量是正常乳腺上皮细胞的 16~

27倍。因此，联合采用MRI动态增强及波谱成像对

早期乳腺癌的诊断具有高度的特异性和准确性 [7-8]。

图3 浸润性导管癌

注：A：右乳内下象限肿块；B：TIC曲线呈流出型；C：MRS图示3.2 ppm处测及Cho峰

表1 良恶性病变的时间—信号曲线类型[例（%）]

病灶

良性

恶性

χ2值

P值

例数

37

36

流入型

21（56.76）a

4（11.11）

16.883

0.000

平台型

12（32.43）

11（30.56）

0.025

0.875

流出型

4（10.81）a

21（58.33）

18.300

0.000

注：与恶性肿瘤比较，aP<0.05。

表2 MR平扫检查和联合应用动态增强扫描及MRS成像诊断结果

[例（%）]

诊断方式

MR平扫

联合诊断

χ2值

P值

例数

73

73

敏感度

35 (47.95)

65 (89.04)a

28.565

0.000

特异度

43 (58.91)

71 (97.26)a

31.377

0.000

准确度

36 (49.32)

69 (94.53)a

36.932

0.000

注：与MR平扫比较，a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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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CT诊断良恶性腹腔积液的价值。方法 收集2008年8月至2009年12月临床以大量

腹水待查收住的患者47例，使用GE 64排螺旋CT，CT观察内容包括：①壁腹膜增厚的形式、分布范围及强化特

征；②腹水分布形式；③大网膜改变；④肠系膜改变；⑤腹腔淋巴结改变。结果 结核性腹膜炎中有5例表现为包

裹性积液，16例表现为壁层腹膜显著现状均匀强化；8例表现为肝脏背膜下高密度积液；4例表现心包膜的弧线

状钙化；7例表现为腹腔及腹膜后肿大淋巴结合并病灶中央钙化；结论 CT表现结合临床以及实验室检查可以

作为鉴别诊断腹水性质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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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tuberculous peritonitis and carcinomatous peritonitis by CT. Muhetaer, LI Hui,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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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CT in the diagnosis of tuberculous peritonitis and carcinoma-

tous peritonitis. Methods Forty-seven patients with massive ascites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08 to

December 2009 were examined with 64-slice spiral CT. The following aspects were observed: ① the form, distribu-

tion and enhanced features of peritoneal wall thickening; ② the distribution of ascites; ③ the change of omentum; ④

the change of mesentery; ⑤ the change of abdominal lymph nodes. Results Five patients showed encapsulated effu-

sion, 16 showed parietal peritoneum. Eight patients showed high-density effusion under liver membrane, and 4

showed pericardial calcification. Seven patients showed intra-abdominal and retroperitoneal lymph nodes combined

central calcified lesions. Conclusion CT findings combined with clinical findings and laboratory tests can be used to

identify the asc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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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联合采用MRI动态增强及波谱成像

的影像学检查手段对患者进行诊断，其诊断的灵敏度、

特异度和准确度均明显高于MR平扫检查和单一的

动态增强扫描，说明联合采用MRI动态增强及波谱

成像对于诊断乳腺癌具有比较高的准确性，它可以克

服MR平扫检查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诊断

的准确性，因此联合采用MRI动态增强及波谱成像

检查是临床上诊断乳腺癌的一种应用价值比较高的

诊断方式，它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疾病的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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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鉴别诊断腹水性质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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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tuberculous peritonitis and carcinomatous peritonitis by CT. Muhetaer, LI Hui,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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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CT in the diagnosis of tuberculous peritonitis and carcinoma-

tous peritonitis. Methods Forty-seven patients with massive ascites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08 to

December 2009 were examined with 64-slice spiral CT. The following aspects were observed: ① the form, distribu-

tion and enhanced features of peritoneal wall thickening; ② the distribution of ascites; ③ the change of omentum; ④

the change of mesentery; ⑤ the change of abdominal lymph nodes. Results Five patients showed encapsulated effu-

sion, 16 showed parietal peritoneum. Eight patients showed high-density effusion under liver membrane, and 4

showed pericardial calcification. Seven patients showed intra-abdominal and retroperitoneal lymph nodes combined

central calcified lesions. Conclusion CT findings combined with clinical findings and laboratory tests can be used to

identify the asc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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