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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高b值小视野扩散加权成像
对非肌层与肌层浸润性膀胱癌的鉴别价值

齐鑫，王建秋，李先琴，王伦志，张洋

(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科，四川 宜宾 644000)

【摘要】 目的 分析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NMIBC)和肌层浸润性膀胱癌(MIBC)的征象差异，探究磁共振

(MRI)采用不同高 b值小视野(rFOV)扩散加权成像(DWI)对两者的鉴别价值。方法 收集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2014年10月至2017年7月经手术病理证实的65例膀胱癌患者(109个癌灶，其中NMIBC 72个，MIBC 37个)的临床

和MRI资料，并分为NMIBC组和MIBC组，分析其术前常规MRI中 b值为 800 s/mm2、1 500 s/mm2，2 000 s/mm2时

rFOV DWI图像的不同征象，以及b值为1 500 s/mm2时两组的表观扩散系数(ADC值)比较，另选50例正常志愿者膀

胱壁与两者做ADC值比较。结果 两组间“马蹄征”、肿瘤下方低信号、肿瘤体积缩小、肿瘤信号减低、肿瘤下方膀

胱壁高信号5项DWI征象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NMIBC征象为“马蹄征”、肿瘤下方低信号、肿瘤体积

缩小、肿瘤信号减低，其阳性率分别为88.89%、83.33%、59.72%%、61.11%；MIBC征象为肿瘤下方膀胱壁高信号，阳

性率为86.49%；NMIBC、MIBC和正常膀胱壁的ADC平均值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NMIBC

和MIBC在 rFOV不同高 b值DWI成像时的征象存在明显差异，b值为 1 500 s/mm2时的ADC值有助于两者鉴别。

不同高b值 rFOV DWI图像对比观察在两者鉴别中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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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different signs between non-muscle invasive bladder cancer (NMIBC)

and muscle invasive bladder cancer (MIBC), to explor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reduced field-of-view (rFOV)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with different high b value at 3.0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on NMIBC and MIBC.

Methods Clinical and MRI data of 65 patients with bladder cancer (109 cancer focus, including 72 cases of NMIBC

and 37 casesof MIBC) confirmed by surgery and pathology from October 2014 to July 2017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Frist People's Hospital of Yibin.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NMIBC group and MIBC group. Different signs of rFOV

DWI in preoperative conventional MRI with b value of 800 s/mm2, 1 500 s/mm2, 2 000 s/mm2 were analyzed. The appar-

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value)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hen b value is 1 500 s/mm2. The ADC val-

ue of bladder tissue from 50 normal volunteers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wo groups. Results The DWI signs of

“horseshoe sign”, low signal below tumor, reduced tumor volume, decreased tumor signal and high signal of bladder

wall below tumor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MIBC group and MIBC group (P<0.05). The signs of

NMIBC were“horseshoe sign”, low signal below tumor, reduced tumor volume and decreased tumor signal, with the

positive rates of 88.89%, 83.33%, 59.72%, 61.11%, respectively. The signs of MIBC was high signal of bladder wall be-

low tumor, whose positive rate was 86.49%.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DC mean values between NMIBC,

MIBC and normal bladder wall (P<0.05). Conclusion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NMIBC and MIBC in

rFOV DWI imaging with different high b value, and ADC value is helpful to distinguish NMIBC and MIBC when the b

value is 1500 s/mm2. Comparative observation of rFOV DWI images with different high b values has important value in

distinguishing between NMIBC and MI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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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癌的临床分期主要为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

(non-muscle invasive bladder cancer，NMIBC) (比例为

70%~78%)和肌层浸润性膀胱癌(muscle invasive blad-

der cancer，MIBC) (比例为 22%~30%) [1]。根据《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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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N临床实践指南：膀胱癌(2016.V2)版》，在肿瘤分

期中，NMIBC和MIBC诊治路径完全不同，相应的预

后情况也不尽相同，同时涉及患者的生活方式、生活质

量等，所以临床和影像学评估膀胱癌是否侵及肌层非

常重要。随着扩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

ing，DWI)成像在膀胱肿瘤中的广泛应用，其检测和诊

断效能已获得广泛认可[2-5]，但在鉴别膀胱肌层是否受

累方面国内外报道较少。笔者团队通过不同高 b 值

(800 s/mm2、1 500 s/mm2、2 000 s/mm2)小视野(reduced

field-of-view，rFOV) DWI成像方法进行扫描，并测量肿

瘤及正常志愿者膀胱壁的表观扩散系数(apparent dif-

fusion coefficient，ADC)，根据所查国内外文献，还没

有发现应用本方案进行膀胱癌T分期的报道(本研究

方案获得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经过对NMIBC组和

MIBC组长时间的对比分析，发现两者之间一些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的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征象，旨在为两者的MRI鉴别提供帮助，为临床

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14年10月至2017年7月

于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行 MRI 检查的膀胱癌的患

者，纳入研究的条件包括：(1)经手术病理证实为膀胱

癌并获知是否累及膀胱肌层；(2)在 MRI 检查前未行

治疗，膀胱内没有明显炎症存在，在 MRI 检查后 2 周

内病灶行手术治疗；(3)按既定方案进行扫描，病灶直

径≥1.0 cm。盆腔扫描中存在严重伪影干扰的不作为

研究对象。经筛选，符合以上条件的患者 65例，其中

男性 57例，女性 8例，年龄 42~89岁，平均年龄 68岁，

共有 109 个病灶，NMIBC 72 个(NMIBC 组)，MIBC 37

个(MIBC组)；另选 50例正常志愿者膀胱壁与两者做

ADC值比较。

1.2 检查前准备 检查前 1 h排空膀胱，保持检

查时膀胱适度充盈即可；如有血尿、血块、脓尿等检查

前应通过膀胱冲洗解决；撤出导尿管，并保证膀胱内

无或肿瘤周围无气体存在。检查前 24 h内排空直肠

并避免气体过多。

1.3 设备及扫描参数 使用 Philips 公司 Achie-

va 3.0TX超导型磁共振扫描仪，采用16通道体相控阵

线圈结合敏感度编码扫描技术行仰卧位膀胱扫描。

常规序列：包括冠状位和矢状位T2WI、轴位常规和压

脂 T2WI、轴位 T1WI，层厚 3 mm，层间距 0.3 mm。

DWI 序列：分别进行 b 值为 800 s/mm2、1 500 s/mm2、

2 000 s/mm2时的rFOV DWⅠ轴位成像，F0V为200 mm×

200 mm，层厚为 3 mm，层间距为 0.3 mm，激励次数

(NEX)为 12。

1.4 图像后处理与分析 将所有数据传输至Ex-

tended MR Workapace工作站，由1名高年资主治医师

对 DWI 图像进行评估、测量肿瘤 ADC 值。(1)判断

DWI图像质量合格标准：图像无明显变形，无显著伪

影，肿瘤变与邻近正常膀胱壁之间存在可辨别的信号

差异；(2)感兴趣区(ROI)的选择：采用局部测量法，在b

值为 1 500 s/mm2的DWI图像上病灶最大范围的层面

内，以小圆形感兴趣去(ROI)包括扩散受限明显的均匀

高亮肿瘤区，避开肉眼可见的囊变、坏死、出血及水肿

区所测，ROI 的直径均>5 mm；(3) ADC 值测量：在 b

值为 1 500 s/mm2时，选取ROI进行测量，每个癌灶进

行 3次测量，取其平均值作为肿瘤最终的ADC值，正

常志愿者膀胱壁ADC值测量选择膀胱无明显疾病，最

大层面壁厚≥0.5 cm。所有病例均采取盲法分析，由

腹部影像亚专业组 2名高年资主治医师完成，最终意

见达成一致。当 b 值分别为 800 s/mm2、1 500 s/mm2、

2 000 s/mm2时，观察NMIBC和MIBC两组病例的征象

差异，两组与正常膀胱壁间的ADC值差异，并记录、纳

入统计。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x-±s)表示，两样本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两样

本均数的比较采用 t检验，均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NMIBC组及MIBC组征象表现 72个NMIBC

病灶(72/109，66.06%)中，“马蹄征”阳性例数 64例，阳

性率为88.89%；肿瘤下方低信号阳性例数60例，阳性

率为83.33%；肿瘤体积缩小阳性例数43例，阳性率为

59.72%；肿瘤信号减低阳性例数 44 例，阳性率为

61.11%；DWI肿瘤下方膀胱壁高信号阳性例数7例，阳

性率为 9.72%。37 个 MIBC 病灶(37/109，33.94%)中，

“马蹄征”阳性例数 6例，阳性率为 16.22%；肿瘤下方

低信号阳性例数 8 例，阳性率为 21.62%；肿瘤体积缩

小阳性例数 5 例，阳性率为 13.51%；肿瘤信号减低阳

性例数10例，阳性率为27.03%；肿瘤下方膀胱壁高信

号阳性例数32例，阳性率为86.49%。两组间5个DWI

征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NMIBC组和MIBC组征象表现(P<0.05)

征象

“马蹄征”

肿瘤下方低信号

肿瘤体积缩小

肿瘤信号减低

肿瘤下膀胱壁

高信号

组别

NMIBC组

MIBC组

NMIBC组

MIBC组

NMIBC组

MIBC组

NMIBC组

MIBC组

NMIBC组

MIBC组

总例数

72

37

72

37

72

37

72

37

72

37

阳性例数

64

6

60

8

43

5

44

10

7

32

阳性率(%)

88.89

16.22

83.33

21.62

59.72

13.51

61.11

27.03

9.72

86.49

χ2值

56.17

39.67

21.18

11.36

62.68

P值

0.00

0.00

0.00

0.00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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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肿瘤 DWI 征象比较 NMIBC 征象

(图 1)为“马蹄征”、肿瘤下方低信号、肿瘤体积缩小、

肿瘤信号减低，其中“马蹄征”和肿瘤下方低信号阳

性率表现最好。MIBC 征象为肿瘤下方膀胱壁高信

号(图 2)。

2.3 ADC值比较 72例NMIBC的ADC值范围为

(0.63~1.17)×10-3 mm2/s，平均值为(0.91±0.21)×10-3 mm2/s；

37 例 MIBC 的 ADC 值范围为(0.57~0.82)×10-3 mm2/s，

平均值为(0.68±0.10)×10-3 mm2/s；50 例正常膀胱壁的

ADC值范围为(0.63~1.17)×10-3 mm2/s，平均值为(1.01±

0.10)×10-3 mm2/s。平均ADC值MIBC明显低于NMIBC，

而 NMIBC 明显低于正常膀胱壁，三者间比较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4 病理表现 NMIBC：72例中、低级别尿路上

皮癌 30 例(图 1A，30/72，41.67%)，高级别尿路上皮癌

42例(42/72，58.33%)。MIBC：37例均为高级别尿路上

皮癌(图 2A，37/37，100.00%)，其中 8 例病理报告提及

伴有鳞状分化(8/37，21.62%)。

图1 男，51岁，尿路上皮癌(低级别)，未侵及肌层

注：A，病理图示瘤细胞分化及排列稍紊乱，轻度异型(HE染色，10×10)；B、C、D，b=分别为800 s/mm2、1 500 s/mm2、2 000 s/mm2时肿瘤DWI图像，显

示“马蹄征”(短箭头)、肿瘤下低信号(长箭头)，在不同b值时均可显示，可见随着b值升高，肿瘤体积缩小、肿瘤信号减低。

图2 男，60岁，尿路上皮癌(高级别)，侵及肌层

注：A，病理图示瘤细胞巢状、条索状排列，细胞异型明显(HE染色，10×10)；B、C、D，b=分别为 800 s/mm2、1 500 s/mm2、2 000 s/mm2时肿瘤DWI图

像，显示肿瘤突入下方膀胱壁，显示为高信号(长箭头)，不同b值时均可显示，随着b值升高，肿瘤体积未缩小，肿瘤信号未减低。

3 讨 论

临床目前主要采用诊断性经尿道电切术(UTRBT)

和磁共振成像(MRI)判断有无膀胱肌层受累，前者是

有创性检查，适合局限性及形态扁平的病变，后者是

无创性检查，软组织分辨率高，检查范围大，但也存在

无法取得活检的缺点[1]。DWI成像是目前唯一能够在

活体内探测水分子运动的影像学技术，可以较早的反

映正常组织的组成信息、细胞密度以及病理状态下组

织成分与水分子交换的功能状态等，随着肿瘤组织的

生长，肿瘤细胞体积及核浆比例增大，其组织内部水

分子的自由扩散运动明显受限，DWI 上表现为高信

号，ADC定量值减低，实际工作中常以ADC值对其进

行量化分析[6-7]。

3.1 成像方案的选取和优势 有研究表明 rFOV

DWI成像可以增加图像的空间分辨率，有效减少磁敏

感伪影及化学位移伪影，并且已经在不同部位得到良

好的应用 [8-9]，王艳春 [10]证实在膀胱癌中应用 rFOV

DWI可以取得较好的成像效果。由于观察膀胱肌层

是否受累的几个细微征象很重要，比如“马蹄征”的

“蒂”、肿瘤下方增厚的黏膜下层、肿瘤下方高信号等[6]，

rFOV DWI可以更加清晰地显示这些有利的征象，因此

可以提髙判断膀胱癌是否侵及肌层的准确性[10]。由于

扩散系数 b 值越小，ADC 值稳定性越差，b 值越大，

ADC值越接近真实扩散值，但磁敏感伪影和化学位移

伪影越重[11]，本研究的初始条件即为在不影响判断的

前提下尽量提高 b 值，在我们的临床应用中，运用

fFOV DWI成像方法 b值可提高至 2 000 s/mm2。范瑜

等[12]研究发现当b值为1 500 s/mm2时，可获得较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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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C值，有助于膀胱肿瘤的早期发现和准确分期，我们

在研究中亦发现如此，并且其图像质量和软组织分辨率

较好，故在ADC值测量选取b值为1 500 s/mm2时。随着

b值的提高，膀胱癌会发生体积减小、信号减低等变化，为

探究这种变化对鉴别NMIBC和MIBC有何意义，故本

研究采用 rFOV 不同高 b 值(800 s/mm2、1 500 s/mm2、

2 000 s/mm2) DWI成像，效果比较满意，并发现在不同

b值下，NIMBC和MIBC的变化具有特征性差异。

3.2 有统计学意义的MRI征象 “马蹄征”又被

称“弓形虫征”、“拱桥征”，当肿瘤基底部位于膀胱顶

壁或底壁时，轴位扫描也可表现为“环形征”，本质上

为肿瘤基底部的“蒂”与高信号肿瘤的对比表现[6]。肿

瘤下方低信号即肿瘤与膀胱壁之间存在一层低信号

组织，与肿瘤的主体病理成分不同，主要由纤维组织、

毛细血管、炎性细胞以及水肿成分组成，术后病理已

证实其为增厚的黏膜下层。两种征象的主要区别是黏膜

及黏膜下层是否向瘤内纠集[3，13]，DWI可以区分黏膜下层

是否有肿瘤侵犯，而在T2像和增强图像上则不能[3，13]，故

DWI可以减少肌层侵犯的假阳性率[9，14]。虽然随着 b

值的变化，肿瘤本身可发生大小及信号高低的变化，

但上述两种征象仍然稳定、可辨别。b值逐渐提高后，

部分肿瘤会有不同程度的体积减小和信号减低，尤其

以NMIBC组为多，根据笔者收集的病例与病理结果，

NMIBC 组中，低级别出现体积缩小征象出现率为

73.33% (22/30)，信号减低出现率为80.00% (24/30)，高

级别出现率分别为45.24% (19/42)、47.62% (20/42)，在

MIBC病例组中，出现率分别为13.51% (5/37)、27.03%

(10/37)，根据本研究及很多关于DWI研究膀胱肿瘤的

报道来看[10，15-16]，笔者推测此征象除与分期相关外，很

可能与肿瘤分级有一定相关性。出现肿瘤下方膀胱

壁高信号时，DWI图像显示肿瘤基底部膀胱壁信号中

断或增厚，相应膀胱肌层出现肿瘤样高信号，或呈突

破膀胱壁的高信号团块影，已有较多文献证实膀胱壁

出现高信号为肿瘤累及肌层的表现[3，6，10]，与本研究相

符。近年来有很多文献报道膀胱癌的ADC值明显低

于膀胱周围正常组织和良性肿瘤的ADC值，并且膀胱

癌ADC值与肿瘤分级的相关性等已得到证实[4，14，17]，这

与癌组织中肿瘤细胞生长密集、细胞异型性大、核浆

比例高、细胞外水分子扩散受限有关，故DWI信号增

高，ADC值降低。研究结果显示ADC值可以用来区

分膀胱癌是否侵及肌层，与王艳春[10]、Rosenkrantz等[18]

的研究结论符合，均表明 ADC 值对 NMIBC 及 MIBC

具有一定鉴别价值。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不同高 b 值 rFOV DWI 成

像得出的征象差异在NMIBC组和MIBC组中具有一定

特征性和统计学差异，具有较高的鉴别价值，可更好的

为膀胱癌治疗方案制定提供依据，但两者也存在一定

的交叉，在实际工作中既要个别研究，又需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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