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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微血管成像技术在儿童期睾丸超声检查中的应用价值
吕永聪，朱智勇，李国瑞，詹薇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超声医学科，广东 佛山 528200)

【摘要】 目的 评价超微血管成像技术(SMI)在儿童期睾丸超声检查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随机选取2016年

1月至2018年3月在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行睾丸超声检查的儿童29例，均由主治医师或主治医师以上检查，分

别运用TOSHIBA APlio400或APlio500行SMI与高频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DFI)检测睾丸内是否存在血流信号以

及睾丸内血管分支数量，并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29例儿童58个睾丸，分别运用CDFI和SMI检测睾丸内血流信

号，CDFI检测0级、1级、2级血流分别为14个、39个、5个，SMI检测0级、1级、2级血流分别为1个、20个、37个，SMI

在血流显示率方面明显优于CDFI，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SMI技术在儿童期睾丸超声检查中能较好

显示睾丸内血流信号，真实反映睾丸内血流分布情况，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 儿童期；睾丸；超微血流成像技术；高频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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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ultra-microvascular imaging (SMI) in children's testicular ultra-

sound. Methods Twenty-nine children with testicular ultrasonography in Guang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from January 2016 to March 2018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examined by

the attending physician or above. The TOSHIBA APlio400 or APlio500 line SMI and high frequency were used respec-

tively. High-frequency 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 (CDFI) was used to detect the presence of blood flow signals in the

testis and the number of blood vessel branches in the testi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Results Twen-

ty-nine children with 58 testes were tested for blood flow in the testis by CDFI and SMI. CDFI detected 14, 39, and 5

blood flow in grade 0, grade 1, and level 2, respectively. SMI detected 1, 20 and 37 blood flow in grade 0, grade 1, and

level 2, respectively. SMI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CDFI in blood flow rate.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

cant (P<0.05). Conclusion SMI technique can better display the blood flow signal in the testis during childhood tes-

ticular ultrasound examination, which truly reflects the distribution of blood flow in the testis and has a high applica-

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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睾丸扭转是临床上常见的阴囊急症，早期诊断与

治疗是十分关键的，可以保留或恢复睾丸功能。彩超

具有快捷、无创、廉价、实时、可反复检查的优点，是睾

丸检查的首选检查方法。彩超诊断睾丸扭转主要是

检查睾丸内是否有血流显示、血流信号的多少以及多

普勒血流频谱的变化。查阅有关睾丸超声检查文献，

有文献提及婴幼儿正常睾丸的血流显示率很低，影响

彩色多普勒超声对血流异常改变的准确判断[1]。在超

声检查工作中，儿童期正常睾丸的血流显示率确实比

成人低，隐睾的血流显示率更低。本文选择我院2016

年1月至2018年3月间29例行睾丸超声检查的儿童，

应用超微血管成像(SMI)技术与高频彩色多普勒超声

血流显像(CDFI)分别检查睾丸内血流情况，对诊断结

果进行对比，旨在探讨超微血管成像技术在儿童期睾

丸超声检查中的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课题病例来源于 2016年 1月

至 2018年 3月期间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超声医学

科睾丸超声检查的29例体检儿童，年龄2~11岁，平均

(6.96±3.10)岁，超声诊断双侧隐睾1例，右侧隐睾1例，

右侧隐睾术后 1 例，余 26 例均正常。将 29 例儿童 58

个睾丸均进行超微血管成像(SMI)技术与高频彩色多

普勒超声(CDFI)检查。隐睾病例均经临床、手术诊断

明确。

1.2 仪器与方法 采用 TOSHIBA APlio400 或

APlio500 型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高频线阵探头，

频率 7~10 MHz，使用低速标尺，调节彩色增益至即将

出现噪音为止。患儿取仰卧位，暴露阴囊及腹股沟

区，通过二维灰阶超声进行扫查，观察睾丸大小、形

态、实质回声等。然后分别使用 SMI与CDFI进行对

照检查，采集图像储存于金盘工作站中。我们对每个

睾丸进行矢状切面扫查，观察每个切面中血管分支数

量，以显示血管分支数量最多的切面为评级切面，根

据切面中检测睾丸内血流分支的数量分为3级：0级为

无血流信号；1级为有3个以内的点状或短棒血流；2级

为有3个或3个以上的点状或短棒血流，见图1。图1A

与图 1F为同一隐睾血流显示情况，CDFI检测无血流

信号，SMI见一点状血流信号。

图1 睾丸超声检查图像

注：A，CDFI 0级；B，CDFI 1级；C，CDFI 2级；D，SMI 0级；E，SMI 1级；F，SMI 2级。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7.0 软件，将收集

到的病例资料、评估数据等信息输入数据库，核对后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58个睾丸分别运用CDFI与SMI检测睾丸内血流

信号情况，CDFI检测0级、1级、2级血流分别为14个、

39个、5个；SMI检测0级、1级、2级血流分别为1个、20

个、37个。两组数据经统计学分析，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χ2=16.942，P<0.05)，见表1。

表1 CDFI与SMI评价睾丸血流信号分级结果比较(个)
SMI分级

0级

1

0

0

1

1级

10

10

0

20

2级

3

29

5

37

CDFI分级

0级

1级

2级

合计

合计

14

39

5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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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目前彩色多普勒血流超声显像(CDFI)广泛应用于

睾丸及附件检查中，主要通过测量睾丸大小，观察睾

丸位置及其实质回声图像、睾丸血流信号多少、血流

分布情况以及血流速度综合诊断睾丸疾病，睾丸血流

显示情况对于诊断睾丸疾病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日常超声检查工作中，成人睾丸血流显示率非常

高，但儿童期睾丸血流显示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儿

童睾丸发育不成熟，血管细小，血流稀少，血流速度缓

慢，常规CDFI血流信号显示较为困难[2]，特别是隐睾

症、睾丸发育不良病例。张建东等[1]、张娟娟等[2]运用彩

色多普勒血流显像技术均提及儿童睾丸血流信号显示

率低，影响睾丸内血流异常改变的准确判断。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新技术不断应用。目

前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中超微血管成像技术(SMI)

已被推广应用。SMI是一种全新的微血管超声成像技

术，其采用新的多普勒算法，可高帧频、高分辨率地检

测低血流速度的微血管，理论上较彩色多普勒超声血

流显像更易检测出血流速度较低的微血管，在无需造

影的情况下即可对病变的微血管成像[3]。本文观察病

例有3例隐睾患儿，4个隐睾，运用CDFI检测均无明显

血流信号。运用SMI检测有3个隐睾见少许点状血流

信号，并且通过多普勒超声检测到血流频谱，只有1个

隐睾未显示明显血流信号。隐睾症是指睾丸未能按

正常发育过程从腹膜后下降至阴囊底部。隐睾常较

正常侧睾丸发育差[4]，体积较大的隐睾可见少量血流

信号，体积较小的可无明显血流信号[5]。隐睾常常导

致睾丸发育不良，患侧睾丸较小，血流信号明显少于正

常睾丸。由此可见，发育不良的隐睾运用常规彩色多普

勒超声检查有一定的局限性，而SMI对隐睾内血流的显

示明显高于CDFI，更能真实反映隐睾内血液供应情况。

睾丸扭转又称精索扭转，常见于儿童和青少年，

分为完全性扭转和不完全性扭转。主要是先天阴囊

解剖异常、精索过长等原因，加上剧烈运动或暴力，

引起精索扭转，导致睾丸内血流明显减少或完全消

失。儿童期睾丸血流显示率较低，应用CDFI检查也

容易产生睾丸扭转假阳性诊断。本文观察病例中，

运用CDFI检测 0级血流 14例，该 14例运用SMI检测

0 级血流仅有 1 例，10 例检出 1 级血流，3 例检出 2 级

血流。数据表明，SMI 对儿童期睾丸血流检出率明

显优于CDFI。其中这 1例CDFI及SMI均检测为 0级

血流的患儿具有隐睾病史，而并非睾丸扭转导致的

睾丸坏死，从而引起的睾丸内血流消失，这说明对于

儿童期睾丸超声检测无血流显示的病例，不能轻易

诊断睾丸扭转。诊断睾丸扭转，首先观察睾丸内血

流信号情况，睾丸扭转早期即可出现睾丸内血流异

常改变，睾丸内血流信号完全消失或明显减少。部

分不完全睾丸扭转患儿的患侧睾丸可出现血流信号

明显减少，通过双侧睾丸对比检查，有利于提高诊断

准确率。也有部分睾丸扭转患儿自行复位后出现睾

丸充血，彩超检查睾丸反而出现丰富血流信号，误诊

为急性睾丸炎。其次观察二维图像，在睾丸扭转早

期，睾丸结构与回声无明显异常变化，4~6 h 后可见

患侧睾丸大小正常或轻度增大，实质回声减低，分布

均匀或欠均匀 [6]。最后必须结合病史、体征、相关化

验结果，可以做出准确诊断。由此可见，观察睾丸内

血流信号情况可以早期诊断睾丸扭转，较二维图像

提前 4~6 h，SMI检测儿童期睾丸血流显示率高，准确

显示睾丸血流信号情况，为临床早期诊断提供依据，

为早期治疗赢得时间。

SMI 在诊断儿童其他睾丸疾病中也有一定的优

势，比如急性睾丸炎、隐睾恶变等。儿童急性睾丸炎

常有发生，主要超声表现：睾丸普遍性的增大，内部回

声减低，回声不均匀，可合并睾丸鞘膜积液，透声差，

睾丸内血流信号普遍较丰富。儿童睾丸血流显示率

较低，运用CDFI检查，对于早期急性睾丸炎睾丸结构

及回声变化不明显的病例容易出现假阴性诊断，运用

SMI检查可发现睾丸内血流信号较正常增多，通过双

侧睾丸对比，有利于做出准确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可

降低炎症对睾丸的损害。隐睾癌变声像图：阴囊内未

见正常睾丸，在腹股沟、睾丸上端、腹膜后等部位可见

不均匀强回声肿块，边界清晰，内血流信号较丰富[7]。

隐睾应用CDFI检测较难检测出血流信号，SMI仅能见

少许点状血流信号，若见丰富血流信号，则高度警惕

隐睾恶变的可能。

综上所述，SMI在儿童期睾丸血流检出率明显优

于CDFI，可以更准确可靠反映睾丸内血流情况，提高

儿童期睾丸疾病诊断的准确性，具有较高临床应用价

值，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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