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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I联合多层螺旋CT鉴别诊断肝脏良恶性结节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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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扩散加权成像(DWI)联合多层螺旋CT (MSCT)诊断肝脏良恶性结节的临床价值。方法 回顾

性分析2018年4月至 2021年 8月于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治疗的 96例肝脏良恶性结节患者的临床和影像资

料。根据临床及术后病理检查结果将患者分为良性组(n=71)和恶性组(n=25)，比较两组患者的影像学和实验

室检查资料，以手术病理结果为“金标准”，比较 DWI、MSCT单独及联合检查对肝脏良恶性结节的诊断效

能。结果 良性组患者的表面通透性(PS)、血容量(BV)和血流量(BF)分别为(2.05±0.61) mL/(min·100 g)、(1.37±
0.41) mL/100 g、(11.07±3.06) mL/(min·100 g)，明显小于恶性组的(18.20±5.89) mL/(min·100 g)、(5.17±1.42) mL/100 g、
(31.46±7.88) mL/(min·100 g)，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两组患者的平均通过时间(MTT)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良性组患者的平均表观弥散系数(ADC)值为(2.14±0.43)×10-3mm2/s，明显大于恶性组的(1.39±0.35)×10-3mm2/s，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MSCT诊断肝脏良性结节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分别为85.92%、95.31%、86.46%；

DWI诊断肝脏良性结节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分别为87.32%、95.38%、87.50%；MSCT和DWI联合诊断肝脏良

性结节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分别为91.55%、97.01%、91.67%。结论 DWI和MSCT均可准确反映肝脏结节

的良恶性，联合诊断可进一步提高诊断准确度，对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和预后评估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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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value of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combined with
multi-slice spiral CT (MSCT)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benign and malignant hepatic nodules.Methods The clini-
cal and imaging data of 96 patients with benign and malignant hepatic nodules treated in the Fourth People's Hospital
from April 2018 to August 2021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ccording to clinical and postoperative pathological ex-
amination results,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benign group (n=71) and malignant group (n=25). The imaging and labo-
ratory examination data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the surgical and pathological results were used as the

“gold standard”to compare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of DWI and MSCT alone and in combination for benign and malig-
nant liver nodules. Results The surface permeability (PS), blood volume (BV), and blood flow (BF) of benign group
were (2.05±0.61) mL/(min·100 g), (1.37±0.41) mL/100 g, (11.07±3.06) mL/(min·100 g), respectively, significantly low-
er than (18.20±5.89) mL/(min·100 g), (5.17±1.42) mL/(min·100 g), (31.46±7.88) mL/(min·100 g) in malignant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mean transit time (MT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 aver-
ag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value of the benign group was (2.14±0.43)×10-3 mm2/s,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1.39±0.35)×10-3 mm2/s of the malignant group (P<0.05).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in diagnos-
ing benign liver nodules were 85.92%, 95.31%, and 86.46% for MSCT, respectively, 87.32%, 95.38%, and 87.50% for
DWI, and 91.55%, 97.01%, and 91.67% for MSCT combined with DWI,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DWI and MSCT
can accurately reflect the benign and malignant liver nodules, and combined diagnosis can further improv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selection of clinical treatment plan and prognosis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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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肝脏疾病的高发地区，肝脏结节主要分为

良性和恶性两种类型，其中良性结节主要包括肝硬化

结节、肝囊肿、肝脏局灶性结节性增生等，恶性结节多

数情况下为肝脏恶性肿瘤，主要包括肝细胞癌、肝转

移瘤和胆管细胞癌等 [1]。肝硬化过程中，肝脏内会出

现大量增生的纤维组织，从而导致肝脏变硬、表面萎

··2237



海南医学2022年9月第33卷第17期 Hainan Med J, Sept. 2022, Vol. 33, No. 17

缩等，形成再生结节。若不及时采取治疗措施结节可

继发为门静脉高压，诱发胃底-食管静脉曲张等并发

症，或形成不典型增生结节，最终演变为肝细胞癌，严

重威胁生命健康[2]。肝脏结节病变的定性一直备受关

注，临床主要通过影像检查来进行鉴别诊断，包括计

算机断层扫描(CT)、磁共振成像(MRI)、数字减影血管

造影(DSA)、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PET)等，扩散加权

成像(DWI)是磁共振功能性成像技术，对水的扩散具

有极高的敏感性，扩散速度越快则信号越弱，反之则

信号越强，可在图像上形成明显对比[3-4]。表观扩散系

数(ADC)用于评价水分子扩散程度，与组织细胞结构

和细胞膜完整性密切相关，ADC值可准确反映病变组

织的生理状态。有研究指出，CT、MRI等检查多依赖

于病变形态和增强表现诊断，缺乏量化参数，极易造

成漏诊、误诊 [5]，故本研究对 DWI 与多层螺旋 CT
(MSCT)联合诊断肝脏良恶性结节的价值进行分析，以

期为疾病的诊断鉴别提供指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8年 4月至 2021
年 8月于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治疗的 96例肝脏良恶

性结节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1)所有病例均经

临床表现、实验室、病理、穿刺检查等检验证实；(2)入
组前均未进行手术、放化疗等相关治疗者；(3)入组前

1周内未进行造影检查；(4)无金属植入物或假体者；

(5)影像学资料、实验室检查资料等保存完整者。排

除标准：(1)肾功能化验指标异常者；(2)患有癫痫、幽闭

恐惧症者；(3)妊娠期和哺乳期者；④佩戴人工耳蜗、心

脏起搏器者。根据临床及术后病理检查结果将患者分

为良性组(n=71)和恶性组(n=25)。良性组患者中男性

37例，女性34例；年龄 29~71岁，平均(53.16±5.78)岁；

病灶直径 14~141 mm，平均(78.64±19.28) mm；疾病种

类：肝血管瘤41例，肝囊肿25例，肝脏转移瘤5例；病灶

位于肝右叶35例，肝左叶30例，尾叶6例。恶性组患者

中男性 24例，女性 21例；年龄 28~74岁，平均(53.47±
5.39)岁；病灶直径11~152 mm，平均(79.47±20.03) mm；

疾病种类：原发性肝癌20例，转移性肝癌5例；病灶位

于肝右叶14例，肝左叶8例，尾叶3例。两组患者的性

别、年龄、病灶直径和病灶位置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本院医学伦理

委员会批准。

1.2 检查方法

1.2.1 MSCT检查 检查前禁水禁食6 h，指导患

者进行屏气、呼吸训练。患者仰卧位，头先进，待呼吸

平静后应用GE BrightSpeed 16层螺旋CT进行常规平

扫，平扫范围为膈顶至髂嵴，固定扫描层面5 mm×8层；

随后经肘静脉注射100 mL造影剂，注射前嘱咐患者屏

气30 s，速率为4.5 mL/s，延迟扫描时间10 s，连续扫描

44.6 s，图像采集完成后上传至GE AW4.2工作站进行

数据处理，以下腔静脉、腹主动脉、门静脉分别为静脉

输出点、动脉输入点和参考感兴趣区，选取非病变区

域7个感兴趣区，计算平均通过时间(MTT)、表面通透

性(PS)、血容量(BV)和血流量(BF)。
1.2.2 MRI检查及后处理 采用GE Signa HDe

1.5T超导磁共振，体部相控阵线圈。扫描范围为膈顶

至右肾下极，对患者行轴位同反相位TIWI、T2W1、脂
肪抑制T2W1平扫和DW1扫描，观察病变DWI信号

特点，将图像分析层面置于病灶最大直径位置，利用

自身扩散成像软件对感兴趣区覆盖病灶进行ADC值

测量，避开囊变及坏死区，选择结节的实性部分作为

感兴趣区(ROI)，回避结节的边缘、钙化、伪影及内部液

化坏死区，同时避免ROI包含病变实性成分以外的区

域。ROI范围为 50 mm2，大小选择应尽量保持一致，

每处病灶测量三次取平均值。均由两名经验丰富的

影像科医师对检查结果进行诊断。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9.0统计学软件

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

符合正态分布且方差齐性，以均数±标准差(x-±s)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MSCT参数比较 良性组患者

的PS、BV和BF明显小于恶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而两组患者的MTT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的MSCT参数比较(x-±s)

组别

良性组

恶性组

t值
P值

例数

71

25

MTT (s)

14.83±6.05

15.27±6.44

0.308

0.759

PS [mL/(min·100 g)]
2.05±0.61

18.20±5.89

22.977

0.001

BV (mL/100 g)

1.37±0.41

5.17±1.42

20.425

0.001

BF [mL/(min·100 g)]
11.07±3.06

31.46±7.88

18.351

0.001

2.2 两组患者的ADC值比较 良性组患者的

平均 ADC值为(2.14±0.43)×10-3 mm2/s，明显大于恶

性组的(1.39±0.35)×10-3 mm2/s，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7.846，P<0.01)。
2.3 MSCT对肝脏结节良恶性的诊断价值 MSCT

检出良性结节 61例，恶性结节 22例，MSCT诊断肝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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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结节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分别为 85.92%、

95.31%、86.46%，见表2。

2.4 DWI对肝脏结节良恶性的诊断价值 DWI
检出良性结节62例，恶性结节22例，DWI诊断肝脏良

性结节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分别为 87.32%、

95.38%、87.50%，见表3。

2.5 MSCT和DWI联合诊断肝脏结节良恶性的

价值 MSCT和DWI联合诊断检出良性结节65例，恶

性结节23例，MSCT和DWI联合诊断肝脏良性结节的

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分别为 91.55%、97.01%、

91.67%，见表4。

2.6 典型病例 患者女性，66岁，乙肝、肝硬化

10余年，病理结果：肝Ⅳ段小结节灶(LR-5级，肝癌)。
MRI平扫+增强显示肝Ⅳ段示类圆稍长T1稍长T2信
号，DWI呈高信号，ADC值减低，病灶最大直径约

1.6 cm；增强：快进快出，动脉期，病灶信号高于周围

肝实质，静脉期，信号低于周围正常肝实质。影像学

图像见图1~图3。

表2 MSCT对肝脏结节良恶性的诊断价值(例)

MSCT

良性

恶性

合计

良性

61

10

71

恶性

3

22

25

合计

64

32

96

病理诊断

表3 DWI对肝脏结节良恶性的诊断价值(例)

DWI

良性

恶性

合计

良性

62

9

71

恶性

3

22

25

合计

65

31

96

病理诊断

表4 MSCT和DWI联合诊断肝脏结节良恶性的价值(例)

DWI

良性

恶性

合计

良性

65

6

71

恶性

2

23

25

合计

67

29

96

病理诊断

图1 DWI呈高信号，ADC值减低，病灶最大直径约1.6 cm

图3 平扫、四期动态增强、延迟期

注：A，平扫稍长T1信号；B~E，四期动态增强：快进快出，动脉期，病灶信号高于周围肝实质，静脉期，信号低于周围正常肝实质；F，延迟期：病灶

信号进一步减低、明显低于肝实质。

图2 T2WI呈稍长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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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肝脏良性结节是肝脏结节性病变中最常见的，疾

病早期借助精确高效的诊查手段可提高临床疗效和

治愈率[6]。MRI、超声造影、MSCT、彩色多普勒血流现

象技术等影像学检查可有效反映肝脏病变的数目、位

置，有利于临床医生进行鉴别诊断[7]。CT检查具有简

单便捷、安全可靠等显著优势，对肝脏结节性病变、弥

漫性肝脏病变的检出效果较好[8]。MRI对肝脏组织分

辨力高，可进行多参数成像[9]。MRI动态增强扫描被

认为是目前临床诊断最佳的检查方法，但对小血管

瘤、恶性病变等鉴别较为困难 [10]。DWI注重结合疾

病微观、形态与功能，可从功能成像角度进行疾病鉴

别 [11-12]。为有效诊断肝结节病变程度，本研究通过对

我院收治的肝结节患者采用DWI与MSCT进行检查，

结果显示良性组MSCT参数中PS、BV和BF均明显小

于恶性组，分析其原因可能为：(1)肝脏恶性结节发生

后，动脉-肝静脉/门静脉脉间短路，影响血运，从而导

致病灶及周围组织灌注异常，同时发生形态学改变；

(2)肝脏恶性结节内含有大量促血管生成因子，使病灶

呈现高灌注状态[13-14]。在实际工作中，常使用ADC值

对病变进行量化分析，若病灶内液体成分多，则水分

子运动较为自由，ADC值较高。本研究中良性组平均

ADC值明显大于恶性组。这是因为肝脏恶性肿瘤组

织细胞结构较密，导致水分子活动受限，DWI高信号

为肿瘤实质部分，低信号为坏死、出血部分，呈混杂信

号，肝恶性结节ADC图像信号不均匀，ADC值低于肝

脏良性结节[15-16]。MSCT诊断肝脏良性结节的灵敏度、

特异度和准确度分别为85.92%、95.31%、86.46%；DWI
诊断肝脏良性结节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分别为

87.32%、95.38%、87.50%；MSCT和DWI联合诊断肝脏

良性结节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分别为 91.55%、

97.01%、91.67%，表明MSCT和DWI联合诊断肝脏良

性结节的诊断准确度更高。良恶性结节的外部形态

和内部结构均存在显著差别，良性结节生长缓慢、包

膜完整、边界清晰；恶性结节细胞体积通常较大，故排

列紧密，细胞间隙小[17-18]。肝脏血流动力学是反映肝

脏代谢的重要指标，故对肝组织灌注进行测量可有效

反映其功能和代谢状况。利用MSCT进行肝脏灌注

成像检查，获取相应动态扫描时间/密度曲线，计算

PS、BV和BF等值，可直观反映组织灌注状态 [19]。同

时，DWI上病变信号强度在肝脏良恶结节的鉴别诊断

中起重要作用，但DWI成像也存在信噪比较低等缺

点，使得检查部位的解剖结构显示不清，与MSCT联

合诊断可有效提高诊断准确率[20]。

综上所述，ADC值和MSCT的血流动力学参数

均可有效反映肝脏结节的病变性质，DWI与MSCT

联合应用可有效提高肝脏良恶性结节的诊断准确

度，这对疾病的治疗和预后都具有重要意义，值得临

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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