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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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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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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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盘植入是严重的产科并发症，是造成围产期出

血常见的原因，严重影响围产期母儿健康[1]。根据胎

盘植入的深度的不同可以分为植入性胎盘、黏连性胎

盘及穿透性胎盘。早期的诊断及对其植入深度的评

价有助于指导临床诊疗，影像学检查在其评价中应用

最为广泛，其中超声最为常用，但其分辨率低，受患者

脂肪厚度、肠道气体等因素影响，部分患者无法准确

评价[2]。MRI则可以避免以上缺点，通过多方位、多序

列成像，能够更直观的显示病变的部位、形态及信号

特征，更好地评价病变特征[3]。本研究中，作者通过对

100例疑诊为胎盘植入患者实施MRI检查，探讨胎盘

植入的MRI特征及诊断价值，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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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100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年龄 20~40岁，平均(30.5±

4.8)岁，其中有子宫手术或剖宫产手术史34例，前置胎

盘 38例，人工流产史 28例。最终经病理证实 52例存

在胎盘植入。医务人员向所有受检者介绍研究目的

及方法，受检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经临床拟诊，

并有最终手术病理结果；自愿接受盆腔MRI检查；临床

及影像学资料完整。排除标准：子宫先天畸形、恶性肿

瘤、急性感染性疾患；幽闭恐惧症者；严重肝肾心功能

不全者；各种原因不能配合研究者。

1.3 方法 磁共振仪器选用GE excite3.0T超导

磁共振成像系统，ADW4.6后处理工作站，16通道相控

阵体线圈。患者取仰卧位，头先进，定位中心选择耻

骨联合上 2 cm，扫描范围包括整个子宫及盆腔内结

构，扫描方位包括横断位、矢状位及冠状位。盆腔平

扫扫描序列包括T1加权像、T2加权像、T2脂肪抑制序

列及DWI序列，平扫结束后进行增强扫描，扫描参数

如下：TR/TE=shortes/shortest，matrix=256×256，voxel=

4 mm × 4 mm，thk=5 mm，gap=l mm，FOV=400 mm ×

330 mm。DWI序列选择SE-EPI序列。扫描结束后将

MRI 成像数据传输至 ADW4.6 后处理工作站，采用

Functiontool进行各项后处理，DWI重建获得ADC图，

对病灶部位 ADC 值进行测量，测量 3 次，取其均值。

采用多平面重建对强化容积数据进行分析，从横断

位、矢状位、冠状位及斜位对病变部位、形态、边缘及

强化特征进行分析。

1.4 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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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MRI诊断标准 MRI表现为子宫结合带、肌

层及浆膜层信号部分或完全中断，边界模糊。其中子

宫壁和胎盘的边界模糊，胎盘侵入局部肌层为黏连性

胎盘；胎盘大面积侵入肌层，两者边界模糊为植入性

胎盘；胎盘穿透子宫肌层、浆膜层并累及周围组织为

穿透性胎盘。

1.6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9.0统计软件包进

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例表示，计量资料以均数±标

准差(x-±s)表示，三组间数值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

比较采用 t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MRI对胎盘植入的诊断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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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1。

2.2 胎盘植入的 MRI 征象 胎盘植入的 MRI

直接征象见表 2，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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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图 1~图 4。

2.3 不同类型胎盘植入ADC值比较 黏连性胎

盘ADC值明显高于其他类型胎盘植入，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F=4.308，P<0.05)，植入性胎盘和穿透性胎盘间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116，P>0.05)，见表3。

表2 胎盘植入的MRI直接征象(n=52)
直接征象

子宫结合带改变

子宫肌层改变

子宫浆膜层改变

强化改变

分类

模糊

中断

稍高信号胎盘组织

模糊

中断

稍高信号胎盘组织

异常强化

例数

22

6

8

17

6

7

19

百分比(%)

42.3

11.5

15.4

32.7

11.5

13.5

36.5

表1 MRI对胎盘植入的诊断效力(例)
磁共振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44

8

52

阴性

6

42

48

合计

50

50

100

病理

468.6)×10-3 mm2/s for placenta accreta and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placental implantation

(P<0.05). The ADC values were (1 375.2±242.8)×10-3 mm2/s and (1 366.1±198.7)×10-3 mm2/s for implanted placenta and

penetrating placenta, respectively, witho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There are characteristic signs

for placenta accreta on MRI, which has high clinical value.

【Key words】 Magnetic resonance; Uterus; Placenta implantation; Uterine junctional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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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患者34岁，人工流产后延迟出血，病理诊断为残留胎盘植入

注：横断位(A)及矢状位(B) T1WI增强显示子宫后壁明显增厚，增强扫描呈不均匀强化（箭头）。矢状位T2WI (C)显示子宫后壁片状高低混杂信

号，与正常肌层分界不清(箭头)。

图3 患者36岁，孕34+周

注：冠状位(A)、横断位(B)及矢状位(C) T2WI压脂序列显示中央型前置胎盘，胎盘与子宫后下壁子宫结合带模糊，胎盘血管迂曲增多，肌层菲薄，

并见粗大迂曲血管伸入肌层（箭头）。

图4 患者40岁，孕34周，病理诊断穿透性胎盘。

注：矢状位(A、B)横断位(C) T2WI压脂序列显示中央型前置胎盘，胎盘与子宫后壁子宫结合带模糊，部分植入肌层（箭头）。

图1 患者33岁，孕28+周，病理诊断为植入性胎盘

注：冠状位(A)及矢状位(B)T2WI压脂序列显示中央型前置胎盘，胎盘与子宫后下壁交界面模糊(C)，见粗大迂曲血管伸入肌层(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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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胎盘植入是严重的产科并发症，是导致围产期出

血的重要原因之一。胎盘植入与子宫机械性损伤及

高龄产妇有密切关系，研究指出，人工流产、剖宫产是

胎盘植入重要的危险因素[4]，也有研究发现前置胎盘

发生胎盘植入的概率明显增高。根据胎盘植入的程

度，胎盘植入可以分为黏连性胎盘、植入性胎盘及穿

透性胎盘。随着植入程度的加重，患者发生围产期出

血的概率升高，且出血量会明显增加，甚至会发生DIC

等严重临床后果，严重威胁孕妇及围产儿生命安全[5]。

MRI 无电离辐射，适合胎儿及孕妇检查，安全性

高。MRI具有良好的软组织分辨率，T2加权像对子宫

结合带清晰显示，从而对病变范围进行准确定位。通

过多参数多序列成像，MRI可以通过分析病变在不同

序列中的信号特征，推断病变成分 [6-7]。胎盘植入在

MRI图像中表现为子宫结合带、子宫肌层甚至子宫浆

膜层内异常信号，或者部分中断，严重者可以累积子

宫外脏器，如膀胱、盆壁等 [8]。静脉注射含碘造影剂

后，胎盘植入呈不均质强化，与正常子宫内膜、肌层强

化存在差异。本研究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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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胎盘植

入对子宫结合带侵犯最为常见，根据其植入程度的差

异表现为子宫内膜结合带模糊、中断。而植入性和穿

透性胎盘则表现为子宫肌层甚至浆膜层中断。在T2

加权像和T2脂肪抑制序列中，上述征象表现得最为清

晰。在间接征象中，本研究显示胎盘内信号不均质

(53.8%)、子宫肌层变薄(32.7%)及胎盘血管迂曲增多

(25.0%)较为常见，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DWI为磁共

振功能成像，可以反映水分子运动情况。通过DWI图

像特征及其重建获得的ADC图，能够直观和量化的显

示病变的形态学特征及弥散受限程度。胎盘植入病

变中存在细胞水肿，其细胞密集，间隙小，会导致水分

子运动受限，引起弥散受限，ADC值降低，DWI信号增

高[9]。本研究结果显示，黏连性胎盘ADC值明显高于

其他类型胎盘植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植入性胎

盘和穿透性胎盘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随

着胎盘植入程度的加重，黏连性胎盘和穿透性胎盘病

变中弥散受限程度更加严重，从而导致ADC值降低。

除了细胞间隙小等原因外，胎盘植入类型的位置和深

度、血流灌注、胎盘老化及继发性改变均有可能影响病

变ADC值的变化[10]。本研究通过对MRI诊断效力的分

析发现，在52例经病理证实的胎盘植入患者中，磁共振

共诊断准确44例胎盘植入，其诊断敏感度、特异度及准

确度分别为84.6%、87.5%和86.0%，诊断价值高。

综上所述，胎盘植入MRI具有特征性的表现，通

过对子宫结合带、子宫肌层及浆膜层形态及信号的观

察可以对胎盘植入程度进行分析，DWI则可以量化地

反映病变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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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同类型胎盘植入ADC值比较(x-±s，×10-3 mm2/s)

病理类型

黏连性胎盘

植入性胎盘

穿透性胎盘

F值

P值

例数

14

25

13

ADC值

1 657.5±468.6a

1 375.2±242.8

1 366.1±198.7

4.308

0.019

注：分别与植入性胎盘及穿透性胎盘比较，at=2.489、2.074，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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