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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AR技术在去除腰椎金属植入物伪影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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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飞利浦去金属伪影算法(O-MAR)在去除腰椎内固定术后金属植入物伪影中的价

值。方法 收集2017年1~7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实施腰椎内固定术的30例患者。行腰椎CT扫描后，

使用常规迭代算法(iDose4)和去金属伪影迭代算法(O-MAR)分别对扫描后数据重建。对比两组重建图像上金属伪

影面积、噪声值、信噪比、图像质量等参数，观察O-MAR去除伪影的效果。结果 O-MAR在轴位、矢状位和冠状位

上金属伪影面积分别比 iDose4减少91.9%、87.3%和88.9%，差异均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重建算法的

背景噪声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是O-MAR信噪比和图像质量评分均明显好于 iDose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使用飞利浦O-MAR技术可以有效去除腰椎金属植入物伪影，虽然无法抑制背景噪声，但可以提高图

像信噪比，改善图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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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Philips O-MAR (metal artifacts reduction) iterative algorithm in

CT metal artifacts reduction of implants after lumbar internal fix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30 patients undergoing lum-

bar vertebrate internal fixation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between January 2017 and

July 2017 were enrolled. After the lumbar CT scanning, the post-scan data were reconstructed by two iterative algorithm

methods—iDose4 and O-MAR. Four parameters including the area of metal artifacts, noise level,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and image qualit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algorithms. Results The area of metal artifacts on images of

O-MAR reduced 91.9% , 87.3% , 88.9% respectively on axial, sagittal and coronal dimension compared with iDose4,

which we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P<0.01). Although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algorithms in

background noise level (P>0.05), the SNR and image quality improved significantly on O-MAR than on iDose4 (P<

0.05). Conclusion Philips O-MAR iterative algorithm can effectively remove artifacts of the lumbar metal implant. Al-

though O-MAR could not restrain the background noise, it can be used for improving the SNR and imag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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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腰椎内固定术后患者常需要对内固定螺钉
及邻近骨质结构进行评估，多排 CT 是最常用的方
法。但常规的螺旋扫描会在金属植入物周围形成线
束硬化伪影，严重影响对临近结构的观察[1]。飞利浦
去金属伪影迭代算法(O-MAR)是一项基于线性内插
法的可去除金属伪影的重建算法 [2]。本研究使用
O-MAR 技术对腰椎内固定术患者做 CT 扫描后的重
建，与常规算法进行对比，探讨O-MAR技术对金属伪
影去除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 2017年 1~7月在南京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施行腰椎内固定术的患者 30 例。
患者临床诊断为椎管狭窄、腰椎滑脱、椎体骨折等疾
病，所有患者在椎体固定术后2 d内做CT扫描观察植
入螺钉固定情况。患者年龄 45~66岁，男性 12例，女
性18例。

1.2 检查方法 所使用机器为飞利浦 128 排
iCT。扫描所用管电压为120 kV，管电流140~250 mAs，
准直器设置 128×0.625，层厚 0.585。扫描后使用迭代
算法(iDose4)和去金属伪影迭代算法(O-MAR)分别进
行重建。除重建算法不同外，其余使用相同的重建参
数，重建层厚 1.5 mm，层间距 1.5 mm，重建矩阵为
512 × 512，窗宽 1 500，窗位 500，均使用标准滤过
(STD)。对所得图像在星云工作站进行矢状位和冠状
位的重建。重建完成后对两组图像进行测量评估。

1.3 观察指标和评价方法 伪影面积的测量与
计算，在后处理工作站上选取轴位图像，在螺钉显示
较多的层面进行测量。观察金属植入物周围信号，图
像内黑色无正常组织的区域为伪影区，测量螺钉四周
所有的伪影面积，然后相加即为该幅图像金属植入物
所造成伪影的总面积。使用同样的方法测量矢状位
和冠状位上的伪影面积。图像噪声值的测量及信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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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的计算：测量图像中空气和一侧腰大肌的CT值和
SD值分别作为噪声和信号的强度值。然后将上面测
量值代入信噪比的公式，信噪比=信号强度/噪声强度，
即可得到该图像的信噪比。对图像质量的评估使用
主观评价法，1 分为不合格，无法辨别各主要解剖结
构，信号模糊不可诊断；2分为较差，解剖结构显示尚
可，螺钉周围存在大量伪影；3分为可接受范围，解剖
结构可明确显示，存在部分伪影但不影响诊断；4分为
良好，骨质结构及植入物均可较好显示，但对于植入
物细节的观察存在瑕疵；5分为优秀，骨质结构及植入
物边缘清晰，无明显伪影，细节显示良好。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8统计学软件分析数
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计量资料两两比
较使用配对 t检验，图像质量的评估使用配对非参数
Wilcoxon秩和检验，均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伪影面积比较 使用 iDose4重建图像，伪影

影响较大，在螺钉长轴前后方出现条状金属伪影。对
图像进行多方位后处理，在矢状位和冠状位上伪影也
较重。使用O-MAR后伪影面积明显减少，差异有显
著统计学意义(P<0.01)，见图 1 和表 1。统计数据显
示，在轴位、矢状位和冠状位上伪影面积分别减少
91.9%、87.3%、88.9%。

2.2 图像噪声及信噪比比较 对于背景噪声水
平，两种算法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是

O-MAR 图像提高了图像的信号强度，从而使得信噪
比相对于 iDose4 显著性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2。

2.3 图像质量比较 iDose4图像质量的评分平均
为3.03分，O-MAR图像质量评分平均为4.1分，O-MAR

图像质量明显高于 iDose4，采用配对非参数Wilcoxon

秩和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3 讨 论

腰椎病变，如腰椎间盘突出、腰椎滑脱、腰椎骨折
等在外科治疗中常需要放置金属螺钉进行内固定。
对于腰椎内固定术后的患者需要对金属植入物是否
在位、植入物有无松动或裂痕、有无继发感染以及对
临近组织有无压迫等情况进行评估[3]。CT 扫描可以
对腰椎内固定手术效果进行评估，但是内固定螺钉在
射线下会产生严重的金属伪影。因此如何在CT检查
中有效的去除金属植入物带来的影响，提高图像质量
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金属伪影是指CT扫描或后处理过程中产生的不
属于机体正常信号的图像阴影[4]。金属伪影产生的原
因是X线穿过高密度的金属物时产生衰减，导致对应
金属物在射线方向后方投影数据缺如。而金属物周围
组织因部分容积效应，光量子不足引起信号丧失，从而
产生金属伪影[5]。金属伪影常表现为星条状暗区或放
射状高密度影。金属伪影会导致正常信号的缺失，降
低图像的清晰度，影响病变观察，甚至导致漏诊或误
诊[6]。对于金属伪影去除的办法，目前有双源CT使用
的双能量去金属伪影法和对应于单源单能多排CT去
除金属伪影的方法，包括射线束硬化校正法、线性内插
的标准化正弦图修复法和分频去伪影法[7]。

本文所探讨的O-MAR是以线性内插为基础，综合
了以上三种技术的一种去金属伪影的迭代算法。其基
本原理是：首先应用标准加权的滤波反投影法进行阈值
分割，从而建立一种只有金属的图像；再根据只有金属
的图像投影确定因穿过金属而被损坏的投影；最后舍弃
沿金属轨迹的投影，用未穿过金属的相邻投影的内插数
据替换，从而达到减少金属伪影的效果[8]。本研究结果
表明，使用O-MAR所得图像的伪影面积比 iDose4重建
所得图像伪影明显减少(P<0.01)。在 iDose4重建图像
上金属植入物周围组织轮廓无法显示，在O-MAR重建

表1 两种重建算法伪影面积比较(x-±s，mm2)

方法

iDose4

O-MAR

t值
P值

例数

30

30

轴位

1 218.1±827.2

65.2±24.3

3.99

<0.01

矢状位

54.5±10.4

6.9±3.8

3.64

<0.01

冠状位

176.3±59.6

19.5±5.7

3.38

<0.01

图1 1例腰椎内固定术后CT扫描后不同重建算法所得图像比较

注：A，C，E为O-MAR重建图像，B，D，F为 iDose4重建图像。

表2 两种重建算法噪声和信噪比比较(x-±s)

方法

iDose4

O-MAR

t值
P值

例数

30

30

空气(背景噪声)

967.1±24.2

961.6±17.9

1.37

>0.05

腰大肌(信号强度)

79.2±18.5

45.6±18.6

2.62

<0.05

信噪比

2.91±0.94

3.39±0.92

1.98

<0.05

表3 图像质量对比 (例)
方法

iDose4

O-MAR

例数

30

30

1

0

0

2

4

0

3

21

6

4

5

15

5

0

9

平均得分

3.03

4.1

P值

0.02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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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盘植入的MRI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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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胎盘植入的MRI特征及诊断价值。方法 选取2016年8月至2017年7月间广州市番禺

区石碁人民医院100例疑诊为胎盘植入患者为研究对象，均接受MRI检查。以病理学诊断结果为标准，分析MRI

对胎盘植入的诊断效力。观察胎盘植入的MRI直接及间接征象，比较不同类型胎盘植入ADC值差异。结果 在

52例经病理证实的胎盘植入患者中，MRI诊断准确 44例，其诊断敏感度、特异度及准确度分别为 84.6%、87.5%和

86.0%。胎盘植入的MRI直接征象中，子宫结合带模糊比例最高，为42.3%，其次为异常强化，比例为36.5%。此外，

其常见的间接征象包括胎盘内信号不均质(53.8%)、子宫肌层变薄(32.7%)及胎盘血管迂曲增多(25.0%)。黏连性胎

盘ADC值为(1 657.5±468.6)×10-3 mm2/s，明显高于其他类型胎盘植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植入性胎盘和

穿透性胎盘ADC值分别为(1 375.2±242.8)×10-3 mm2/s和(1 366.1±198.7)×10-3 mm2/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胎盘植入MRI具有特征性的表现，临床应用价值高。

【关键词】 磁共振；子宫；胎盘植入；子宫结合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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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RI features and clinical value in diagnosis of placenta accreta.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of suspected placenta accreta diagnosed in Shiqi People's Hospital of Panyu District of

Guangzhou City from August 2016 to July 2017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pathology results, the diagnos-

tic efficacy of MRI for placenta accreta was analyzed. After observing those direct and indirect MRI signs of placenta ac-

creta, the differences of ADC values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placenta implantation were compared. Results In 52

cases of pathologically proven placenta accreta, MRI diagnosis was accurate in 44 cases.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MRI were 84.6%, 87.5% and 86.0%, respectively. In the direct MRI signs of placenta accreta, uterine junc-

tional zone indistinct on MRI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largest proportion (42.3%), followed by abnormal enhancement

(36.5%). In addition, the common indirect signs included the inhomogeneity of placenta signal (53.8%), myometrial thin-

ning (32.7%) and increased placental vascular tortuosity (25.0%). The ADC value of adherent placenta was (1 6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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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上可清晰显示。O-MAR虽然无法减小背景噪声水
平，但通过改善信号的强度，图像的信噪比显著提高。
同时由于伪影的减少和信噪比的提高，O-MAR相对于
iDose4明显改善了图像质量。这表明O-MAR技术在
去除金属伪影上的效果非常好。O-MAR技术还有许多
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比如O-MAR所得图像的准确性
如何，在不同扫条件下的效果有无差异，对不同类型的
金属植入物效果有无不同等。

总之，O-MAR技术可以有效去除CT扫描中的金
属伪影，提高图像对比和信噪比，改善图像质量，为腰
椎内固定术后图像观察和诊断提供更准确的数据，
O-MAR 技术可以在腰椎固定术后的 CT 扫描中常规
使用，可以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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