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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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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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著·

结肠癌是发生于结肠部位的常见的消化道恶性

肿瘤，占胃肠道肿瘤的第3位，常发生于老年人，高峰

年龄为60~70岁。目前肠肿瘤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且

趋向年轻化。临床上早期大肠癌很少见，就诊时绝大

多数患者已属进展期癌。本文收集了 2010年 1月至

2011年 3月我院 33例 16排螺旋CT三期检查结肠癌

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结肠癌影像学特征。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男性 13例，女性 20例，男

女之比为1:1.5，年龄27~90岁，其中60~70岁者18例，

占55%。17例患者以上腹部不适、腹痛就诊，占50%；5

例仅以发现腹部包块就诊，占 15%；肠梗阻及便秘症

状者 7 例，占 21%；3 例出现便血，占 9%；贫血症状 4

例，占 12%；1例发现左颈部进行性增大肿物 2月，占

3%。

1.2 成像方法和检查技术 使用飞利浦 16 排

螺旋 CT 机，患者取仰卧位，扫描范围从膈顶至耻骨

联合，33例患者均行平扫、动脉期、静脉期三期扫描，

扫描中发现肝脏病变者再追加延迟期扫描。扫描参

数：管电压 120 kV，管电流 250 mAs，层厚 5.0 mm，床

进 10 mm，螺距 1.5 或 1，扫描范围从膈顶至盆腔。

经肘静脉注射非离子型造影剂碘海醇 80~100 ml

(300 mgl/ml)，采用高压注射器注射，流率为 3 ml/s，

动脉期延迟时间 25 s，静脉期延迟时间为 60 s，延迟

时间则根据患者循环时间和病变强化情况作出相应

调整。

2 结 果

2.1 肠壁增厚 33例患者中，出现肠壁增厚 15

例，形成肿块14例，狭窄与梗阻13例。

2.2 肠壁异常强化 33 例中明显异常强化 31

例，见图1和图2。另2例中1例肠梗阻导致肠管显著

扩张，另 1例腹腔大量积液推移肠管，肝脏出现多发

转移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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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乙状结肠癌肠管壁增厚，肠腔向心性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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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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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肠外侵润及转移 (1)浆膜面浸润14例；(2)

直接侵犯盆腔脏器 4例；(3) 17例出现肝脏转移，1例
转移灶中出现斑点状钙化；(4)淋巴结转移 12例；(5)

脾脏转移2例。
2.4 慢性胆囊炎及胆囊结石 33例中出现慢性

胆囊炎及胆囊结石6例。
3 讨 论

3.1 结肠癌的临床特征 临床上早期大肠癌很
少见，就诊时绝大多数患者已属进展期癌，除了血行
转移和淋巴转移，结肠癌和腹膜返折以上的直肠癌还
可能发生腹腔种植转移，大肠癌腹膜复发转移占复发
者的 50%左右[1]。临床上通常有数年的潜伏期，最常
见的症状是大便带血，缺铁性贫血或不明原因低热，
不明原因腹痛 [2]。早期临床症状多不典型，难于发
现。本组 33例均属进展期。2例则以肠梗阻及大量
腹水就诊，肠管病变部位异常强化影像学特征不明
显，笔者认为这与肠梗阻、腹水引起体液丢失、毒素吸
收、肠壁水肿等因素导致有效循环血量减少，肠壁血
流灌注足有关。对于高发年龄段有便秘的患者，应仔
细排查责任肠管。

3.2 结肠癌的CT检查注意事项 检查前1 d清
淡饮食，检查前4 h禁食。分别于扫描前30 min、5 min

口服清水 500 ml，不含造影剂的清水[3]可避免因造影
剂浓度干扰形成的伪影，更好的显示胃肠黏膜强化情
况，有利于肠壁及肠腔的显示。

3.3 影像学特征
3.3.1 CT 检查在结肠癌诊断中的价值 CT 检

查的目的在于明确病变侵犯肠壁的程度，向壁外蔓延
范围和远处转移，从而进行肿瘤分期并为治疗方案提
供依据，对于无特殊主诉而做常规腹部CT扫描的病
人，CT能检出临床上未怀疑的肿瘤[4]。本组1例仅以
左颈部淋巴结肿大查找原因就诊，经CT确诊为横结
肠癌，且为进展期，采取姑息治疗。螺旋CT对早期结
肠癌无明显价值，而对中晚期癌肿价值较大，经CT检
查分期，可指导临床手术及治疗方案的制定，具有较
高的临床应用价值。结肠癌的CT分期：Ⅰ期肠腔内
肿块，没有肠壁增厚。Ⅱ期肠壁增厚超过10 mm，但未

侵及周围组织。Ⅲ期A侵及周围组织，但未扩张到盆
腔侧壁；Ⅲ期B扩张到盆腔侧壁。Ⅳ期有远处转移[5]。
33例中Ⅲ期B4例，Ⅳ期20例，仅有8例行手术切除，2

例行直肠内支架植入术。
3.3.2 结肠癌淋巴结转移 好发淋巴结转移，如

肠壁脂肪垂内的结肠淋巴结，邻近结肠壁系膜内的结
肠旁淋巴结，结肠系膜中部血管旁的系膜血管淋巴结
也叫中间淋巴结组，结肠系膜根部淋巴结，颈部其余
淋巴结跳跃式转移[6]。12例淋巴结转移病例中，1例
发生左颈部淋巴结跳跃式转移，其余 11例均发生相
邻结肠旁淋巴结转移。

3.3.3 结肠癌与胆囊结石的相关性 两者具有
正相相关性[7]，有共同的致病因素：高脂肪、高蛋白、
低纤维素，胆汁酸可能诱导结肠癌细胞增殖。本组病
例数6例，占0.18，其相关性还需大量病例支持。

3.3.4 结肠癌肝脏转移 17例肝转移病变均表
现为平扫稍低密度，1 例肝内转移灶出现斑片状钙
化，动脉期肿瘤边缘呈轻-中度的环形强化，静脉期肿
瘤显示为相对低密度。其病理基础是肿瘤边缘部的
肿瘤细胞比较丰富，而中心部的纤维间质较多，且常
伴有肿瘤内部的凝固坏死[8]，静脉期肿瘤内部呈相对
低密度，是显示肝内转移的最好时期，动脉期肿瘤边
缘的纤维间质性反应和炎性细胞浸润血供丰富强化
明显。首诊肝脏出现具有以上影像学特征的占位，需
要排除消化道肿瘤。

本组病例已属进展期，其影像学特征较为典型，
易于把握。但结肠癌因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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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临床诊断的准确性和疾病的检出率。

早期结肠癌，多无临床症状，如何运用多层螺旋
CT直、结肠充气成像及多种重建技术提高病变的检
出率是今后工作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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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直肠壁增厚，直肠系膜筋膜密度混杂

睾丸良性病变的MRI诊断
邱喜雄，雷 益，杜立新，冯宇宁，陈华生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放射科，广东 深圳 518035）

【摘要】 目的 探讨睾丸良性病变MRI的表现及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12例经病理证实的睾丸良

性病变患者的MRI平扫及增强扫描的影像资料。结果 12例患者中，良性畸胎瘤 2例，表皮样囊肿 2例，leydig

细胞瘤3例，肉芽肿性炎症3例，结核2例。MRI对睾丸病变定位准确，大多数病变具有一定特征性，良性畸胎瘤

可含有脂肪组织或钙化灶，表皮样囊肿有包膜存在，炎症和结核鉴别主要依靠阴囊隔是否有侵犯，leydig细胞瘤

无明显特征，容易误诊。结论 运用MRI仔细观察睾丸良性病变的形态特征、信号、强化程度及周围情况，有利

于病变的定位，有助于病变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关键词】 睾丸；良性病变；磁共振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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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I diagnosis of the benign lesions in Testis. QIU Xi-xiong, LEI Yi, DU Li-xin, FENG Yu-ning, CHEN Hua-she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Shenzhen, Shenzhen 518035,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appearances and diagnostic value

of the benign lesions in testis. Methods The data of plain and contrast MRI of benign lesions in testis of 12 patients

was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Of the 12 patients, benign teratoma was found in 2 patients, epidermoid cyst

in 2 patients, leydig cell tumor in 3 patients, nonspecific inflammatory mass in 3 patients, and tuberculosis in 2 pa-

tients. MRI could display and locate the testicular lesion accurately, most of which had characteristic imaging appear-

ances on MRI. Benign teratoma showed adipose tissue or calcification stove, and epidermoid cyst had envelope. The

differential identification of inflammation and tuberculosis relied mainly on the isolation of the scrotum infringed or

not. Leydig cell tumor showed no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and could be easily misdiagnosed. Conclusion Observing

carefully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signal, enhancement and situation of the benign lesions in testis with MRI

is helpful for the diagnosis, differential diagnosis, and location of the lesion.

【Key words】 Testis; Benign les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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