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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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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性与癌性腹腔积液的CT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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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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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积液是某些疾病引起的腹腔内液体积聚过

多，引起腹腔积液的病因很多，结核性腹膜炎(Tu-

berculous peritonitis，TP)和癌性腹膜炎(Cancer perito-

nitis，CP)仍然是引起腹腔积液较常见的原因之一。

及时诊断对于患者预后非常关键。临床表现、诊断

性腹腔穿刺、腹腔镜，影像学检查都是诊断腹腔积

液性质的方法，但是结核性腹膜炎和腹膜癌病(CP)

的鉴别诊断仍然存在着挑战。本研究拟通过回顾

性分析 47 例获得临床病理诊断的大量腹腔积液患

者 CT 检查的资料，探讨 CT 诊断结核性腹膜炎及癌

性腹膜炎的鉴别诊断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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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18~75岁，

平均55岁。男性29例，女性18例，临床表现为腹痛、

腹胀，其他症状包括乏力、消瘦、食欲减退、发热、腹痛

以及呕吐等，其中部分病例表现为发热、纳差、消瘦，5

例患者表现为便血，以上病例资料均经过腹腔镜腹膜

活检取得病理资料。排除标准为有已知的恶性肿瘤

病史，CT检查发现明确的器官占位、或者明确的肝硬

化病史。

1.2 检查方法 使用GE 64排螺旋CT，扫描范围

从隔顶至耻骨联合下缘，扫描参数如下：电压120 kV。

电流310 mA，采集层厚5 mm，CT平扫结束后所有患者

进行增强扫描，造影剂总量 90~100 ml，注射速率为

3.0~3.5 ml/s，行双期扫描，分别于35 s和70 s获取动脉

期及静脉期图像；部分图像进行薄层重建后在

ADW4.3工作站进行MPR重建。

1.3 图像分析和统计学分析 由两位副主任医

师联合阅片。在不知病理结果的情况下分别作出诊

断，意见不一致经共同协商后得出一致意见；以最终

手术病理结果作为金标准，来计算 CT 及增强 CT 诊

断良恶性腹腔积液的准确率及符合率。并进行回顾

性分析总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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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其他。诊

断大量腹腔积液的标准是总量大于300 ml，断层扫描

在4个间隙可以看见腹水。

2 结 果

2.1 CT 诊断符合率 经临床病理证实结核性

腹膜炎36例，癌性腹膜炎11例，其中胃癌腹膜转移4

例，卵巢癌 5例，转移性腺癌 2例，CT诊断结核性腹

膜炎 22 例，最终经临床证实 20 例，诊断符合率为

98%。CT 诊断腹膜转移癌 9 例，经外科病理证实 9

例，诊断符合率为100%。CT诊断不能定性16例，最

终经腹腔镜活检证实结核性腹膜炎 14例，癌性腹膜

炎2例，其中1例为胃癌腹膜转移，1例为原发性腹膜

腺癌。

2.2 影像学表现 回顾性分析结核性腹膜炎36

例CT表现，17例表现为壁腹膜光滑增厚，13例腹膜

增厚不均匀，3例表现为结节样增厚。CT增强见壁腹

膜轻中度强化30例，结节状明显强化2例，明显线状

强化 4 例。4 例表现为肝脏被膜下脏壁层腹膜间积

液，增强扫描见肝脏包膜线状强化(见图 1)。3例CT

表现为肠系膜增厚呈团状、结节状或污垢状改变；7

例肠系膜密度较正常为高。大网膜改变：9例，其中5

例呈饼状改变，4例呈污迹样改变。13例肠系膜根部

及后腹膜淋巴结肿大，8例淋巴结钙化，增强扫描见

环状及结节状强化(见图2)。腹水分布：5例表现为包

裹性积液，增强扫描包裹的腹膜均匀线状强化；31例

表现为游离腹水，肠管漂浮在腹腔中央。2例显示心

包底不规则钙化(见图3)。腹水同时合并右侧胸水。

图1 结核性腹膜炎

注：A、B显示同一患者腹腔液性包裹，肝背膜下局限性液体包裹，增强扫描显示肝脏脏、壁层腹膜的强化；C病理证实为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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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诊断卵巢癌 5 例，2 例表现为腹膜均匀增

厚，3 例表现为腹膜结节状增厚，5 例均未显示附件

区明确占位表现，显示网膜饼征 3 例，1 例网膜结

节样改变，腹腔淋巴结不规则钙化 1 例。腹膜转移

性腺癌 3 例，均表现为大量腹水，网膜饼样改变，肠

管堆积粘连，腹腔内广泛致密、蚕茧样包裹性积

液，增强扫描包裹的腹膜呈结节样强化。肠系膜

受累 1 例，表现为肠系膜放射状改变。腹腔淋巴结

肿大 1 例。胃癌并腹腔转移 4 例，均表现胃壁的增

厚，增强扫描黏膜面均匀强化，腹膜均匀增厚 2 例，

肠管均表现为自由漂浮状，未显示网膜饼样改变

(见图 4)。

图 2 CT平扫 注：图 2A、B显示腹膜后肿大淋巴结，并可见淋巴结内钙化；图 3 结核性腹膜炎 注：显示心包底不规则钙化，腹水同时合并

右侧胸水。

图4 胃癌

注：A、B显示腹腔大量游离液体，右侧协腹膜不规则增厚，胃壁增厚缺乏特异性；C病理证实为胃癌腹膜腔转移。

3 讨 论

腹水是以各种原因引起腹腔内游离液体的积聚

为特征的病理过程，可出现于心、肝、肾脏疾病以及

炎症性、肿瘤、营养不良等疾病过程中，临床表现各

异，随着实验室检查和各种影像诊断技术的发展，

许多由原发病变引起的腹水患者可以明确诊断，但

仍有一部分患者难以确诊。尤其是渗出性腹水，临

床高度怀疑癌,但找不到原发病灶，无病理资料证

实；怀疑结核性腹膜炎但经正规内科试验性抗结核

治疗无效。腹水常规检测项目对其病因诊断有很

大的局限性，影像学检查(B超、CT、MRI 等) 对空腔

脏器、腹腔、大网膜、肠系膜和粘连等病变的诊断确

诊性较差，各种影像学诊断结果的不一致性也使最

后诊断难以作出。

结核性腹膜炎是结核的少见表现形式，占所有结

核患者中的 4%，被认为是由于经血缘性或淋巴传播

而来的肠系膜淋巴结破裂所致，直接通过泌尿系结核

直接蔓延是一种少见形式 [1]。酒精中毒、糖尿病、

激素治疗以及艾滋病患者为易感人群。病理改变

上分为三型：⑴渗出型：表现为腹腔内浆液纤维蛋

白性渗出；⑵粘连型：大量纤维蛋白与纤维组织增

生使得肠系膜/肠系膜淋巴结与肠管间发生广泛粘

连；⑶干酪型：少见类型，表现为腹膜干酪性坏死，

并粘连形成多房状小脓肿。当多种病理改变同时

并存时，称为混合型 [2]。

恶性腹腔积液来源型恶性肿瘤的腹膜种植，最新

的研究发现，恶性腹腔积液是由淋巴吸收减少和腹腔

液体产生增多所致。淋巴吸收减少系由恶性肿瘤细

胞侵犯淋巴管引起阻塞所致。腹腔毛细血管网生成

液体增多是由于恶性肿瘤细胞产生一些生物活性肽，

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和碱性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这些

生物活性肽作用于腹腔毛细血管使之扩张渗透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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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从而渗入到腹膜腔的蛋白质增多，腹膜腔胶体渗

透压升高，液体聚积形成腹腔积液。

结核性腹膜炎以及腹膜转移癌除了产生腹水以

外，同时合并有腹膜、大网膜、肠系膜及腹腔淋巴结

的改变，壁腹膜的 CT 平扫及增强表现形式有均匀

现状强化，不规则增厚、以及结节样强化；大网膜改

变有网膜污迹样改变、结节样改变以及网膜饼；肠

系膜改变为包绕血管束的增厚的软组织带以及软

组织肿块的弥漫性侵润及结节状改变[3]。本研究组

选择对象均为大量腹水性质待查的患者，腹水量无

明显区别，两组间关于壁层腹膜、肠系膜以及大网

膜改变均有不同程度的重叠，不能作为两者鉴别诊

断的依据。关于腹水的密度，本研究未做观察分

析，部分作者认为 TP 的密度要高于癌性腹膜炎，高

密度腹水是结核性腹膜炎(TBP)的特点，低密度腹水

可能为 TBP 的早期 [4]。但我国学者亦证实，根据腹

水密度判别其性质并不可靠，且低密度腹水，并不

一定是 TBP 的早期，腹腔镜及病理上，已看到明显

的干酪坏死结节，但同时所见到的腹水，并不是高

密度腹水[5]。

本研究TBP组中在腹水分布形式上有 5例表现

为包裹性积液，肠道纠集粘连，增强扫描被包裹的

腹膜表现为均匀现状强化，类似脓肿的表现，病理

均证实为结核性腹膜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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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包膜增厚和包膜下多发小结节灶，增强扫描被包

裹的脏壁层腹膜强化及结节样强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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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例表现为淋巴结环形强

化。以上表现单独存在或合并存在可作为结核性

腹膜炎较特异性的表现。

本文认为，尽管结核性腹膜炎和癌性腹膜炎两

者 CT 表现有重叠，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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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膜线状均匀强化，肝脏脏壁层腹膜之间包裹性积

液及包裹腹膜的显著强化，以及腹膜后及肠系膜淋

巴结钙化，腹膜或心包膜的线状钙化等是诊断结核

性腹膜炎较特异的征象，腹膜癌病主要转移来源是

卵巢以及消化道，大量腹水往往会掩盖卵巢肿块，

有时肠道及胃壁不规则增厚又缺乏诊断特异性，此

时结合临床病史以及实验室检查结果，会对诊断提

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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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例结肠癌多层螺旋CT诊断与分析
史云波

(普洱市人民医院放射科，云南 普洱 665000)

【摘要】 目的 探讨结肠癌在16排螺旋CT上的直接与间接影像征象。方法 回顾性分析33例结肠癌的

螺旋CT影像表现。结果 结肠癌主要CT表现有肠壁增厚、强化异常、肠腔肿块、肠腔狭窄、肠梗阻、周边外侵、

腹腔脏器转移。结论 结肠癌因肿瘤生物学行为及所发生部位的不同，其影像表现多样，对特征性影像加以把

握，以提高临床诊断的准确率和疾病的检出率。

【关键词】 结肠癌：螺旋CT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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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is and analysis of 33 cases of colon cancer with multi-slice spiral CT. SHI Yun-bo.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Puer People's Hospital, Puer 665000, Yunnan,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imaging signs of colon cancer on 16-slice spiral

CT. Methods The CT manifestations of 33 cases of colon cancer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The main

CT manifestations of colon cancer included bowel wall thickening, strengthening abnormity, intestinal mass, intestinal

stenosis, intestinal obstruction, peripheral foreign invasion, and abdominal metastases. Conclusion The CT manifes-

tations of colon cancer vary according to the biological behavior and the location of the tumor. Good grasp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manifestations can help improve the accuracy rate of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he detection rate of disease.

【Key words】 Colon cancer; Spiral CT;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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