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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敏感加权成像在脑静脉血管畸形中的应用价值
张国权 , 李景

(淮安市洪泽区人民医院影像科磁共振室，江苏 淮安 223100)

【摘要】 目的 探讨磁敏感加权成像(SWI)在脑静脉血管畸形(CVM)中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分析淮安

市洪泽区人民医院 2012年 6月至 2016年 12月收治的 36例CVM患者的影像资料，所有患者均行常规MRI平扫、

静脉注射GD-DTPA增强、SWI加权成像，6例行CT平扫。结果 36例共发现37个CVM病灶，另有3例伴发海绵

状血管瘤(CCM)，SWI序列均得到明确显示，TIWI发现病灶 25个，T2WI发现病灶 28个，增强扫描所有CVM病灶

都能够显示，但只显示明显扩张的髓静脉及增粗的引流静脉，而SWI明确显示所有扩张的髓静脉成放射状汇入

增粗的引流静脉，呈典型的“水母头“征，对3例伴发海绵状血管瘤亦能够明确显示，病灶周围铁环征较常规MRI明

显增宽。结论 SWI能够明确显现CVM特征“水母头”样表现，并且无需注射对比剂清晰显现细小髓静脉，是目前

诊断脑静脉血管畸形的重要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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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 (SWI) in cerebral ve-

nous malformations (CVM), Methods The imaging data of 36 patients of CVM from June 2012 to December 2016 in

our hospital were reviewed. All patients underwent routine MRI, Gd-DTPA enhanced scan, and SWI. Six patients re-

ceived CT scans as well. Results A total of 37 CVM lesions were found in the 36 patients, and 3 patients were compli-

cated with cavernous hemangiomas (CCM). All the lesions were showed in SWI, and 25 lesions were detected in T1WI

and 28 in T2WI. Enhanced MRI showed all the lesions with images of enlarged medullary veins and draining vein, while

SWI clearly showed all the lesions with enlarged medullary veins and draining vein expressed as a paradigm of“caput

medusae”. The three cases of cavernous hemangiomas were showed clearly in SWI in which“ironcircle”sign surround-

ing the foci was obviously enlarged than that showed in routine MRI. Conclusion SWI can clearly display image fea-

tures of CVM, detect more small venous drainage without contrast media, and is an important method for the diagnosis

of C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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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静脉血管畸形 (cerebral venous malformation，

CVM)以往被认为是一种罕见病，多在尸检中偶然发

现。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医学影像技术的发

展，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数

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

广泛应用，尤其磁敏感加权成像(susceptibility weight-

ed imaging，SWI)等新技术的出现，临床上明显提高对

脑静脉血管畸形的检出率和诊断准确性，其发病率呈

上升趋势，现在被认为是一种最常见的隐匿性脑血管

畸形[1]。本研究回顾分析 36例CVM患者的临床和影

像资料，旨在探讨SWI在CVM的中的诊断价值，提高

对本病的认识。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2年 6月至 2016

年 12 月洪泽区人民医院确诊的 36 例 CVM 患者的影

像及临床资料，患者年龄23~65岁，中位年龄46岁；男

性 19例，女性 17例；所有患者中，12例没有临床症状

体检偶然发现，3例伴海绵状血管瘤继发出血，其余患

者因不同程度头疼、头晕、癫痫抽搐就诊。

1.2 检查方法 采用飞利浦(Philips) 1.5T高场磁

共振扫描仪，使用8通道颅颈联合线圈，所有患者均常规

行横断及矢状位T1WI (TR 500 ms、TE 15 ms)、T2WI

(TR3656 ms、TE100 ms)常规横断、冠状位。层厚5 mm，

层间距 1 mm。增强扫描：经肘静脉注射造影剂

GD-DTPA，剂量0.1 mmol/kg，注射速度3 mL/s；SWI使

用小角度高分辨率 3D 梯度回波(Flip angle10º)，矩阵

512×512，采集原始图像通过软件后处理得到 SWI

最 小 信 号 强 度 投 影 图 像 (minimal intensity projec-

tion，MinIP)，进行分析。CT 扫描采用 Phlips6 排螺

旋 CT 机，扫描视野 25 cm，层厚 6 mm，层间距 0

mm，电压 120 kV，电流 300 mA，窗宽 85~100 Hu，窗

位 30~40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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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病灶分布 本组共发现CVM病灶37个，所

有病例中，有35例患者是单发病灶，仅有1例是多发病灶

(位于右侧小脑半球，见两个病灶)，伴有海绵状血管瘤3

例。位于幕上病灶28个，其中位于顶叶3个(图1A~D)，

两侧基底节区、额叶16个(图1 E~H)，颞叶7个，枕叶2个；

幕下8例共9个病灶，其中右侧小脑半球5个病灶，左侧小

脑半球3个(图1I~L)，1个位于桥脑腹侧。

图1 脑静脉血管畸形患者的影像资料

注：A~D：患者，男，45岁，CT平扫右顶叶小片状高密度影，MRI平扫病灶呈小条状T1低信号、T2流空低信号，周围小片状高信号，SWI呈典型

“水母头”征，清晰显示细小髓静脉；E~H：患者，男，13个月，两侧基底节区条状流空信号，前纵裂池迂曲血管影，SWI相位图清晰显示异常细

小静脉，部分引流入上矢状窦；I~L：患者，女，46岁，左侧小脑半球静脉畸形伴海绵状血管瘤，呈不均匀短T1长T2信号，病灶周围见”铁环”征，

SWI表现为类圆形低信号，周围见水母头样细小异常静脉。

2.2 影像表现 本组常规MRI扫描共发现28个

CVM病灶，8例未明确显现；其中T1WI序列显示引流

静脉呈管状或圆点状等T1或长T1信号；短T1信号病

灶 1 个；25 个病灶细小髓静脉显示模糊，呈线状低信

号，余显示不清楚；T2WI序列28个病灶引流静脉均可

显示，呈管状或线状短T2信号26个病灶，长T2信号2

个病灶，呈轮辐样向引流静脉汇聚，均明确显示伴发

病灶铁环征；经肘静脉注射GD-DTPA MRI增强扫描，

所有CVM病灶髓静脉及引流静脉均明显强化，呈水

母头样改变；CT平扫大多数病灶未明确显现，仅有 2

例病灶呈线状或斑点状高密度，周围髓静脉未显现，3

例伴发海绵状血管瘤仅 1例呈并不规则钙化，余均未

明确显示。 SWI表现 本组所有病灶均清晰显示，呈

典型“水母头”样改变，并且对细如发丝的纤细深髓静

脉，在不注射造影剂的情况下也能够明确显示，病灶

测量显示范围较常规MRI扩大；3个伴发海绵状血管

瘤病灶较常规MRI及CT平扫更清晰，并且病灶范围

较常规MRI扩大。

3 讨 论

3.1 病理与解剖 脑血管畸形包括动静脉畸形

(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AVM)、海绵状血管畸形

(cavernous malformation，CCM)、发 育 性 静 脉 畸 形

(CVM)，毛细血管扩张征(capillary telangiectasias)，后

三种均为慢血流，常规MRI显示欠佳[2]；CVM又称脑

发育性静脉异常，属于解剖变异，主要为脑深部髓质

内多支扩张呈车轮状排列细小静脉汇入一支或多支

迂曲增粗的引流静脉，病理上血管壁可见增生、纤维

样变性及钙化，缺乏弹力纤维组织，血管间为正常脑

··82



Hainan Med J, Jan. 2018, Vol. 29, No. 1

组织，由于静脉引流常能满足脑组织的正常生理需

要，大多数患者没有明显临床症状，易伴发海绵状血

管瘤 [3]，如合并海绵状血管瘤，常增加出血的风险 [4] 。

本组病例就有3例病灶邻近部位伴发海绵状血管瘤继

发出血就诊。有研究表明，CVM是最常见的隐匿脑血

管畸形，约占脑血管畸形的 63%，大多数分布于脑深

部白质，脑室前后角附近、小脑半球，多位于幕上[5]，本

组报道就有 28个病灶位于幕上、脑深部白质，与报道

基本一致。

3.2 CVM 的常规 MRI 及 CT 表现 CT 平扫对

CVM 的诊断价值有限，常为阴性表现[6]，本组病例只

有2例CVM病灶呈条状或斑点状高密度，髓静脉未显

现。CVM 周围一般无水肿和占位效应，常规MRI平

扫可以显示较大病灶，其信号高、低与病灶血管流速

快慢有关：流速较快的，T1WI、T2WI多表现为管状或

条状流空低信号，流速较慢则呈 T1WI 高信号、T2WI

稍高信号，对部分细小髓静脉显现欠清，仅能显示病

灶的大致轮廓，本组有8例病灶未明确显示；有报道认

为，常规 MRI 对脑血管畸形有一定的限度，尤其是

CVM 畸形血管的显示，有时即使注射造影剂增强扫

描，对小血管显示都不理想，分析可能是与 T1WI、

T2WI对磁化率细微变化相对不敏感，而CVM畸形血

管多为慢速血流、细小血管，因此常规MRI容易对此

类病灶误诊、漏诊，本组研究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7]。

3.3 SWI表现特点、诊断价值 以往MRI成像主

要观察不同组织、病变的信号高低，是一种强度成像；

SWI是近年来出现的新的成像技术，具有高分辨率、

高信噪比特点，对显示病灶数目、部位、范围较常规

MRI具有明显优势[8]，SWI主要显示不同组织或病变

之间的磁敏感性差异，比T2WI对组织的磁敏感差异

更为敏感，包括强度图与相位图，可以进行融合处理，

采用最小信号投影，使最后成像组织对比度增大的无

创技术[9]，SWI是一种 3D采集，主要依赖于血氧饱和

度，不受血流速度和方向的影响，静脉内含脱氧血红

蛋白较多[10]，因此SWI对流速慢的畸形血管显示极佳，

非常适合CVM及其伴发病灶的显示；甚至无需造影

剂可发现MRA、增强MRI不能显示的小病变，并能更

好的显示细小引流静脉；本组研究，所有 CVM 病灶

SWI均能够明确显示，呈“水母头”样典型表现，并且

清晰显示常规MRI不能显现的细小髓静脉。

3.4 SWI的局限性 SWI对磁场强度要求较高,

高场强MRI设备有利于SWI信号采集[11]；SWI对流速

快的动脉血管显示没有任何优势，对于AVM畸形，从

组成上主要包括供血动脉、畸形血管团、引流静脉三

部分，供血动脉的血流速度快，畸形血管团内亦含有

较多高流速动脉血管。因此，SWI对AVM中动脉血管

显示欠佳。

综上所述，CVM是良性病变，临床上多采取保守

治疗，但对部分伴发海绵状血管瘤等容易出血病灶往

往须手术治疗，术前确诊非常重要，SWI对CVM病灶

显示具有独特优势，尤其对病变范围、细小髓静脉及

周围情况显示更准确、更全面，是目前诊断CVM的最

重要的检查方法，在日常工作中具有重要推广、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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