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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的CT和MRI表现
徐蓉，杨秀军，李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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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儿童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IMT)的CT和MRI表现，以期提高临床医生对儿童 IMT影像表

现的甄别能力。方法 回顾性分析上海市儿童医院2015年1月至2020年8月经手术病理确诊的8例儿童 IMT患

者的CT和MRI影像和临床资料。8例中行CT平扫8例、CT增强扫描7例、MRI平扫和增强扫描2例。结果 8例

IMT的发生部位包括腹部4例、肺1例、四肢2例和左颈部1例。CT平扫表现为低密度或等密度团块软组织影，边

界清晰或欠清，形态不规则，位于腹部的肿块体积较大；增强扫描肿块实性成分表现为均匀或不均匀明显强化，延

迟期强化更显著，1例部分病灶周围环形强化明显。MRI表现为T1WI呈低信号、T2WI呈等或高不均匀信号；增强

扫描表现为T1WI轻度至明显不均匀强化。病理结果显示 IMT主要由梭形细胞和炎症细胞组成，免疫组织化学检

测全部病例平滑肌源性抗体(SMA)阳性。结论 儿童 IMT的CT和MRI影像表现特征对提示 IMT的诊断有一定的

价值，其确诊仍依赖于病理和免疫组织化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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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T and MRI features of inflammatory myofibroblastic tumor (IMT) in pe-

diatric patien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discrimination ability of IMT of the clinical doctors. Methods The CT and

MRI findings and clinical data of 8 cases with IMT verified by surgical pathology from January 2015 to August 2020 in

Shanghai Children´s Hospital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Of which, 8 cases had CT scan, 7 cases had CT enhance-

ment scan, and 2 cases had MRI scan and enhancement scan. Results The IMT of 8 cases located in abdomen (4 cas-

es), lung (1 case), limbs (2 cases), and neck (1 case). The CT scan imaging of the IMT presented with soft tissue masses

of low or equal density with well or ill-defined boundary and irregular shape, and the IMT located in abdomen was larg-

er than in the other locations; the solid components of the IMT presented with homogeneous or inhomogeneous enhance-

ment with obviously delayed enhancement, and circumference enhancement of the lesions was presented in 1 case with

CT enhancement scan. The MRI scan imaging of the IMT manifested low signal on T1WI, uneven equal or high signal

on T2WI; slightly to markedly uneven enhancement was presented with MRI enhancement scan. Tumors were mainly

composed of spindle-shaped fibrous cells and inflammatory cells on pathology. On immunohistochemistry study, smooth

muscle-derived antibody was positive in all cases. Conclusion To some extent, the CT and MRI features of IMT in pe-

diatric patients are helpful for inferring the diagnosis of IMT, but the final diagnosis of IMT relies on pathology and im-

munohistochemistry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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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inflammatory myofibroblas-

tic tumor，IMT)是临床上少见的一种间叶性肿瘤，具有
低度恶性或交界性肿瘤的特点。2002年世界卫生组
织(WHO)软组织肿瘤国际组织学分类专家组将其归
类为中间类型肿瘤并命名为 IMT，定义为“由分化的
肌纤维母细胞性梭形细胞组成的，常伴大量炎症细胞
[主要为浆细胞和(或)淋巴细胞]的一种肿瘤”[1-2]。国外
文献报道，IMT在儿童和青年多见[3]。然而，国内文献
报道的病例以成人居多，儿童罕见[4]。目前，关于儿童
IMT 的影像表现报道较少。笔者收集并总结了上海
市儿童医院经手术病理诊断证实 8例儿童 IMT的CT

和 MRI 影像和临床资料，旨在增强临床医生对儿童

IMT的CT和MRI影像特征的认识，以期提高临床医
生对儿童 IMT影像表现的甄别能力。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上海市儿童医院 2015 年 1

月至2020年8月经手术病理确诊8例儿童 IMT患者的
CT和MRI影像资料，其中男性 4例，女性 4例，年龄 3

岁11个月~11岁9个月，平均8.6岁。患儿的临床表现
与肿瘤的发生部位有关，其中4例发生在腹部，临床上
表现为发热、腹痛和腹部包块；1例发生于肺部的表现
为发热和咳嗽；2例发生于四肢和1例发生于左颈部，
均表现为肿块。

1.2 CT检查 8例患者均行螺旋CT平扫，其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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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进行了CT增强扫描。采用GE LightSpeed VCT螺旋
扫描仪。对不配合患儿检查前30 min按1 mL/kg计算用
量给予5%水合氯醛口服。扫描参数：120 kV、80 mAs、
矩阵 512×512、层厚 0.625 mm、重建层厚 5 mm。增强
扫描应用碘佛醇注射液(江苏恒瑞)，使用高压注射器
按 2 mL/kg以 3.0 mL/s速率经手背静脉团注。左颈部
和四肢病变增强扫描延迟时间在注射对比剂45s后进
行；腹部病变分别于注射对比剂后18 s、48 s和218 s行
动脉期、静脉期和延迟期扫描。所有图像存储后经传
输系统传送至工作站，图像经多层面重建、容积再现
等进行后处理。

1.3 MRI 检查 2 例患者行 MRI 平扫和增强扫
描。采用Philips Ingenia 3.0 T超导MRI成像仪。行横
轴位T1WI、冠状位T2WI、横轴位VIBE和T2WI-SPIR

扫 描 ，常 规 平 扫 后 经 肘 静 脉 按 0.2 mL/kg 推 注
Gd-DTPA行矢状位、横轴位和冠状位T1WI增强扫描，
层间距2 mm、层厚5 mm。

1.4 手术和病理观察指标 8例患者均行手术治
疗，其中7例完整切除、1例部分切除。术中观察肿瘤
的部位、形态、大小、浸润生长情况及其毗邻关系，与
各病例的术前影像资料进行相应比较。留取8例患者
的切除组织标本送光镜和免疫组织化学(Immunohisto-

chemistry，IHC)检查。IHC检查指标包括平滑肌源性
抗体(SMA)、波形丝蛋白(Vimentin)、特异性肌源性抗
体(MSA)、ALK、CD117、CD34和S-100等。

2 结果

2.1 影像学表现

2.1.1 CT 表现 8 例均表现为低密度或等密度
团块软组织影，边界清晰或欠清，形态不规则，CT值为
30~50 HU，其中位于腹部的肿块体积较大。增强扫描
肿块实性成分表现为均匀或不均匀明显强化，延迟期
强化更明显，增强后CT值为60~150 HU。1例位于胃
底部的CT表现为胃底部胃壁明显增厚，呈团块样异常
软组织密度影，形态欠规则，边界欠清，轮廓欠光整，其
内可见斑片状高密度钙化影，增强后表现为明显异常强
化，与邻近正常胃壁分界不清，胃腔变小(图1)。1例位
于后腹膜的CT表现为左中下腹部脊柱左前方左肾下方
一不规则团块状混杂密度影，边界欠清，边缘呈分叶状，
跨过中线，大小约94.11 mm×78.83 mm×92.87 mm，病
灶内伴有斑片状钙化影，增强后表现为不均匀明显强
化，邻近脏器受压移位，腹腔干及其分支、腹部静脉受压
移位(图2)。1例乙状结肠来源的CT表现为腹腔、盆腔
内多发不规则软组织密度团块影，最大约为62.00 mm×

59.32 mm×65.21 mm，密度不均，增强后病灶大部分区
域表现为明显不均匀强化，部分病灶周围环形强化明
显，囊性区域强化不明显(图3)。1例位于右肺的CT表
现为不规则团块状软组织密度影，密度均匀，边界毛
糙，轮廓欠规则，局部胸膜增厚、黏连(图4)。位于四肢
及左颈部的CT均表现为团块样异常软组织，边界清

晰，内部密度均匀，增强后病灶明显强化，见图5。

2.1.2 MRI表现 平扫肿块T1WI呈低信号、T2WI

呈稍高或高信号，信号多不均匀；增强后病灶轻度至明显
不均匀强化。1例胃底部MRI表现为胃底部一团块状异
常信号影，边界欠清，轮廓欠规则，T1WI呈低信号、T2WI

呈不均匀等高信号、T2W-SPAIR呈不均匀稍高信号；增

图1 女，11岁，胃 IMT
注：A，CT平扫示胃底部团块样异常软组织密度影，形态欠规则，边界欠

清，轮廓欠光整，内见斑片状散在钙化影；B，增强后明显异常强化。

图2 男，11岁，后腹膜 IMT
注：A，CT平扫示不规则团块状混杂密度影，边界欠清，边缘呈分叶状，

其内伴有斑片状钙化影；B，增强后呈不均匀明显强化。

图3 男，10岁，乙状结肠 IMT
注：A，CT平扫示腹腔、盆腔内多发不规则软组织密度团块影；B，增强

后病灶大部分区域呈明显不均匀强化，部分病灶周围环形强化明显。

图4 女，4岁，肺 IMT
注：A，CT平扫示(肺窗)密度均匀不规则团块状软组织影；B，(纵隔窗)

密度均匀不规则团块状软组织影。

图5 女，10岁，右大腿 IMT
注：A，CT平扫示密度均匀团块样异常软组织；B，增强后明显均匀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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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后T1WI明显不均匀强化(图6)。1例后腹膜MRI平扫

T1WI呈低信号、T2WI呈不均匀高信号；增强后病灶轻度

强化，病灶包绕腹主动脉及左侧髂动脉(图7)。

2.2 手术所见 8 例患儿均行手术治疗，7 例手

术完整切除肿块，1例位于后腹膜的因肿块巨大，并包

绕腹主动脉及左侧髂动脉等重要血管，无法一期完整

切除，遂行肿块部分切除并取材行活检术。1例腹、盆

腔多发肿块术中证实肿块来源于乙状结肠，另盆腔的

两个病灶为种植灶，位于右侧骨盆入口处及腹膜返折

处，直径分别为1 cm及2 cm。

图6 女，11岁，胃 IMT
注：A，MRI平扫T1WI呈低信号；B，T2WI呈不均匀等高信号；C，增强后明显强化。

图7 男，11岁，后腹膜 IMT
注：A，MRI平扫T1WI呈低信号；B，T2WI呈高信号；C，增强后轻度强化。

2.3 病理结果 8例均经病理诊断证实为 IMT。

肿瘤均为实性肿块，灰白色，质地中等，切面呈结节状

或分叶状。镜检肿瘤组织主要由梭形细胞和炎症细

胞呈束状排列构成(图8A)。IHC结果：SMA 8例阳性、

Vimentin 7例阳性(图8B)。

3 讨论

IMT是临床上少见的一种间叶性肿瘤，既往其曾

被认为是一种炎性假瘤，随着 IHC、分子病理学等检测

手段的发展和进步，证明其实为一种真性肿瘤 [5]。

2002年WHO软组织肿瘤国际组织学分类专家组将其

定义为“由分化的肌纤维母细胞性梭形细胞组成的，

常伴大量炎症细胞[主要为浆细胞和(或)淋巴细胞]的

一种肿瘤”[1-2]。IMT的病因和发病机制目前尚未完全

阐明，其可能与手术、创伤、感染和炎症反应等有关。

IMT的发生部位以肺部最为常见，也可发生于腹腔、

腹膜后、盆腔和四肢等部位[6]。本组 8例患儿，病变位

于腹部4例、肺部仅1例，四肢2例和左颈部1例。IMT

的临床表现主要与肿瘤的发生部位有关。肺 IMT多

发生于肺外周胸膜下，通常表现为发热、咳嗽、咳痰、

胸痛和胸闷等 [7]。本组 1 例肺 IMT 表现为发热和咳

嗽。腹部 IMT 常以腹痛为首发症状，本组病例腹部

IMT表现为腹部包块、发热和腹痛。本组四肢和左颈

部 IMT则是以体检发现肿块为首发表现。

病理上 IMT 主要由分化的肌纤维母细胞性梭形

图8 IMT的病理表现

注：A，镜下病变主要由梭形细胞和炎症细胞呈束状排列(HE×100)；B，

IHC染色肿瘤细胞SMA阳性(×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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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组成，伴有大量淋巴细胞、浆细胞及嗜酸粒细胞

等炎症细胞。IMT分为3种类型：黏液型、纤维型和梭

形细胞密集型 [8]。本组 8 例均为梭形细胞密集型。

IHC染色SMA均阳性、Vimentin 7例阳性。

IMT 发病率低，影像学表现缺乏特异性[9]。既往

研究报道 IMT的CT平扫表现为实性或囊实性软组织

密度影，边界清晰或欠清；通常腹部肿块体积较大；肿块

的密度与组成肿块的成分相关，肿块体积较大伴囊变和

坏死时密度不均匀，肿块较小时通常密度较均匀[10]。增

强CT表现为肿瘤实性成分呈不均匀明显强化，并呈渐

进性和延迟性强化更显著的特征[11]。本组病例CT平扫

表现为低密度或等密度团块软组织影，边界清晰或欠

清，形态不规则，其中位于腹部的肿块体积较大；增强

扫描肿块实性成分表现为均匀或不均匀明显强化，延

迟期强化更显著；这些CT影像特征与上述文献[10-11]报

道的一致。另外，本组1例后腹膜的增强CT表现为肿

块包绕腹主动脉和左侧髂动脉生长与既往文献[12-13]报

道部分腹部 IMT肿块包绕腹部血管生长的特点相一

致。本组病例增强CT的表现与既往报道结果的显著

区别在于本组仅有1例乙状结肠来源的病例其部分病

灶周围环形强化明显，有别于季敏等[6]报道的周围环

形强化是 IMT病变CT增强后常见的影像学特征，造

成这种结果的差异可能和两个研究中病例的不同及

病例病灶的各组成成分的占比不同有关。增强CT显

示病灶周围环形强化对提示 IMT的诊断具有一定的

价值[6]。

本组 1例胃和 1例后腹膜 IMT患儿行MRI检查，

肿块在平扫时T1WI均呈低信号、T2WI分别呈不均匀

等高信号和不均匀高信号；增强扫描分别表现为

T1WI明显不均匀强化和病灶轻度强化；肿块边界都

相对清晰。本组病例 IMT的MRI表现与文献报道[6，12]

的基本一致。本组1例后腹膜 IMTMRI将病灶和被病

灶包绕的腹主动脉及左侧髂动脉清晰区分，进一步表

明MRI在评价病灶与周围血管毗邻关系方面的独特

优势，提示术前MRI检查对指导累及邻近血管的病灶

的手术切除范围具有重要作用。

因为 IMT的影像表现缺乏特异性，临床上往往容

易造成误诊。故各部位 IMT尚需与该部位的其他病变

鉴别。肺 IMT需与周围型肺癌、肺结核球、肺错构瘤、

肺孤立性淋巴瘤、肺脓肿和球形肺炎等鉴别；腹腔 IMT

需与胃肠道间质瘤及位于腹腔的胃肠道外间质瘤等鉴

别；肠系膜 IMT需与肠系膜囊肿、淋巴瘤、囊性畸胎瘤

和间质瘤等鉴别；腹膜后 IMT需与恶性纤维组织细胞

瘤、淋巴瘤等鉴别；软组织内的 IMT需与神经组织来源

的肿瘤(如：神经鞘瘤、神经纤维瘤等)进行鉴别；最终的

鉴别诊断仍依赖于病理学和 IHC检查。IMT的治疗首

选手术完整切除病灶，不能完整切除的病灶行部分切

除后可结合化疗及靶向激酶抑制剂等综合治疗[14]。

综上所述，儿童 IMT的CT平扫表现为低密度或

等密度团块软组织影，通常边界清晰或欠清，形态不

规则，其中位于腹部的肿块体积较大；增强扫描肿块

实性成分表现为均匀或不均匀明显强化，延迟期强化

更显著，部分病灶周围环形强化明显。MRI 表现为

T1WI低信号、T2WI呈等或高信号，信号不均匀；增强

扫描表现为T1WI轻度至明显不均匀强化。临床上，

当遇见具有上述影像特征的病变时，临床医生应将

IMT作为备选诊断加以甄别，有助于其对 IMT诊断能

力的提高，但毕竟 IMT 的影像表现缺乏特异性，IMT

的最终确诊仍依赖于病理和 IHC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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