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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正中矢状断层 MRI大脑距状沟分型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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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明确 状沟在欠状断层 MRI的形态规律，为横断层距状沟的识别提供参照。方法：30名健康成人志愿者头颅 

7 inIll层问距矢状位 T．MRI数据 ， eFihn 1．5上作站内， 于典型形态、辅于连续结构追踪法和“3D—Cursor”技术 3种方法对 

距状沟进行识别并分 ； 与60侧尸脑内侧面距状沟后段分型结果相结合。结果：欠状断层 MRI距状沟的位置、形态具有稳 

定性 ，旁 中欠状Ⅲ『距状沟可以分为弧型21．67％、单峰型40．00％、双峰型31．67％及二峰型 6．67％共 4种类型。结论：综合 

应JtJ上述 3种方法，能够准确客观地识别矢状断层 MRI的距状沟，并可为横断层影像距状沟的识别提供准确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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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ing of calcarine sulcus on lateral median sagittal planes and its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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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hjective：To identify the morphous f；eature ot’ealcarine sulcus(CS)on sagitta|MRI plane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denti6'ing CS on transverse MRI planes．Methods：The data of 30 beahhy aduh sagittal—sectional MR1 was imported into efihn 

workstation in the form of Dieom 3．0．Typical morphous，continuous tracing and 3D—Cursor were employed for the identification，and the 

postm’ior segments ot CS on median planes of 60 corpse brains were classified for comparison．Results：The morphous and localization of 

the CS were stable；the CS 011 lalera1 median saggital planes could be classified as coin,ha，unimodal，double—hump and three—hump． 

Conclusions：The CS can be identified accul’atel}’by typical morphous，continuous tracing and 3 D—Cursor，which will help to identify CS 

Oil transveise Mill pla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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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叶呐沟的变异性较大，距状沟为枕叶内最恒 

定和最具定位参照价值的脑沟，视觉中楸功能 和 

临近脑回病灶的精确定位均需以距状沟为参照。功 

能影像和解剖影像获得的是二维断层影像，因此在 

断层准确识别兴趣 的结构就尤为重要。脑表面脑 

沟走行迂曲复杂，距状沟仅在欠状断层 L形态特点 

明显，本研究即探讨矢状断层 MRI距状沟的位置、 

形态特点，并对旁正中矢状面距状沟进行分型，以期 

为矢状面枕叶痫灶和视皮质功能区的精确定位提供 

解剖学参照，并进一步为横断面影像距状沟的识别 

提供精确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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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60侧 大脑半球 内侧 面图像的获取与距状沟后 

段分型 数码相机摄取60侧尸脑半球内侧面图像， 

JPEG格式。以胼胝体平面为标准旋转，将网像插入 

Powerpoint 2003，描绘出距状沟后段曲线并行分型 

统计。 

1．2 MRI数据的获取、旁正中矢状断层上距状沟的 

识别与分型 30名健康成年志愿者(知情同意)，男 

15名，女 15名；年龄 20～75岁。1．5T超导磁共振 

扫描仪，层间距7 iIlnl，正中矢状断层记为S0层面， 

左右侧旁开的第一个层面记为 ±s】，旁开的第二个 

层面记为 -4-s2。扫描后的数据以 Dicom 3．0格式保 

存并导人 eFilm 1．5工作站，转换为 JPEG格式，用 

Photoshop 8．0打开旁正中矢状断层( =±7 iilm) 

的JPEG格式图像，以连合问径平面为标准旋转，旋 

转后的图像插入 Powerpoint 2003描绘出距状沟曲线 

并行分型统 。 

1．3 连续矢状断层 MRI距状沟的识别 对于距状 

沟的识别主要是基于矢状面典型形态，辅以连续结 

构追踪法 、“3D。Cursor”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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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60侧大脑半球 内侧 面距状沟后段 分型 楔舌 

后回的出现使得部分距状沟后段被分成两段，本研 

究中没有将一段型距状沟和两段型距状沟分开统 

计。距状沟后段共分4型，以弧型居多，s型和线型 

次之，下凹型最少(见表 1)。 

2．2 大脑旁正 中矢状断层 (X=±7 mm)MRI距状 

沟分型 此分型亦为距状沟呈一段和两段型一起统 

计，旁正中矢状断层( =±7 nM'n)距状沟分4型，单峰 

型和双峰型居多，弧型次之，三峰型最少(见表2)。 

表 1 大脑内侧面距状沟后段分型(n=60) 

表2 旁正中矢状断层 MRI上距状沟分型(n=6O) 

2．3 矢状断层 MRI距状沟的位置、形态特点 蔓 

维断层 MRI中，距状沟在矢状断层的形态最为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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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是识别横、冠状断层距状沟的参照。矢状断层距 

状沟纵贯枕叶前后，中部略上突，其下方为初级视皮 

质的舌回，前段上方为扣带回峡部，后段上方为初级 

视皮质的楔叶。距状沟占据 SO～±S2或(±S3)， 

相当于距状沟沟深的大致范围(17．5～24．5)mm。 

S0距状沟前段几乎不显示，后段多呈弧型；±S1距 

状沟显示最为完整，较 S0曲折，出现楔叶和舌回的 

凸凹；±s2距状沟变短，接近消失，其上下脑回亦呈 

凸凹状(见图 1)；仅部分样本在 ±S3有距状沟出 

现。总体上，距状沟z值在连续矢状断层没有明显 

变化，位于 AC—PC平面附近。由内向外，距状沟前 

端点的位置逐渐前移，后端点位置在 S0一±S1变化 

不大，在 ±s2、±S3距状沟本身明显变短，后端点位 

置明显靠前。 

3 讨论 

本研究选择对尸脑内侧面距状沟后段和活体旁 

正中矢状断层 MRI距状沟进行分型研究，是基于以 

下原冈：采用活体影像数据进行研究更符合生理状 

态下人体结构的特点，距状沟本身的形态特点(由 

后向前，距状沟前段的位置逐渐外偏，在正中矢状断 

层距状沟前段 显示或显示不完全)决定其在旁正 

中矢状断层 示最为完整；另外，MRI反映的是一定 

层厚所有结构影像信息，正中矢状断层图像为相应 

层厚内左右两侧大脑半球结构的重叠影像，较为混 

乱，不适宜观察研究。此外，为了补充脑表面的距状 

沟信息，我们观察了60侧尸脑，距状沟前段因脑干 

和小脑的遮蔽，难以完全显示，同时距状沟前段形态 

图 l 距状沟存连 续矢状断层M }：形态变化规律 

门色虚线为距 状沟 ， 

f j色实线为 定位线 。 

距状沟与顶枕 沟夹角为60。 

S0：X=0 mm： 

一 S1：X=7 mm： 

S2：X=l 4 mill： 

+Sl：X=7 mm： 

十S2：X=l 4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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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很小，一般不会影响分型结果 ，故仅对尸脑 

内侧面距状沟后段进行分型，其结果与崔志潭等 

略有差别，原L大1可能为形态分类存在一定的主观性， 

不同学者对同一条沟的分型和沟型命名存在差别。 

旁欠状断层距状沟似肠曲样折叠，随着影像技 

术的进步，扫描的层面越来越薄，当层厚小于从楔叶 

或舌回上突起的脑回高度时，距状沟在横断层应该 

足两条或多条，而不是习惯上认为的一条横行脑沟。 

国内断层解剖书籍和图谱 在横断层上仅标识出 
一 条距状沟或不标识，为了更准确地识别横断层上 

距状沟，我们将旁正中矢状 MRI距状沟分为四型： 

弧型、单峰型、双峰型和j峰型。薄层扫描时，弧形 

和单峰型距状沟在横断层上的出现规律相同，在较 

高层面(Z=15～0 IIllI1)距状沟一般出现两条，第 

1条(位于前方)距状沟之前为扣带回峡部，若顶枕 

沟出现，则距状沟之前为楔叶；第 2条距状沟之后为 

楔叶；两条距状沟之问为舌回。由于距状沟一般前 

端位置较后端稍高，在偏下层面(Z=一3～一18 

lllm)当距状沟前端消失而后端存在时，横断层上表 

现为枕叶内侧面近枕极处一条较浅的距状沟，此条 

距状沟之前为舌回、之后为楔叶。双峰和二峰型者， 

距状沟上下脑 回的凸凹多发生距状沟中部 (Z： 

12～3 film)， I 部也是距状沟的最高部位，定位线与 

双峰型距状沟有 3个交点，在横断层上且『J对应 3条 

距状沟，第 1条距状沟之前为楔叶，第 1、2条之 和 

第 2、3条之间均为舌同，第3条距状沟之后为楔叶， 

参照矢状断层图像，我们很容易理解横断层上沟旧 

对应关系；双峰和三峰型距状沟除_r位置较高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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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有明显凸凹外，位置偏下的前部和后部均较为平 

坦，此时横断层(z=0～一l8 mm)距状沟与楔叶、 

舌回的关系规律与弧型、单峰型者相同。 

本研究首次对旁正中矢状面距状沟进行分型， 

阐述其对识别横断层距状沟的意义，并进一步明确 

横断层距状沟与楔叶、舌回的位置关系。矢状断层 

MRI距状沟的识别联合应用典型形态识别法、连续 

结构追踪法¨和“3D—Cursor”技术 ，克服了单纯典 

型形态识别依赖经验的缺点，做到有据可依。 -4-S1 

距状沟较大脑内侧面曲折，楔叶和舌回呈肠曲样相 

对，有研究 表明，良好的脑沟发育与相关区域较 

发达的脑功能相关，特定区域皮质折叠的增加标志 

着此区域演化较为先进，这应该是人类视觉功能进 

化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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