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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弹性成像及阴道超声检查 

在子宫颈占位性病变诊断中的对比研究 

张 敏 

· 影像 医学 · 

[摘要]目的：比较超声弹性成像及阴道超声在子宫颈占位性病变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对65例(109个)子宫颈占位性病灶 

进行纵横切面弹性扫查，将弹性图像分为 1—5级。同时采用阴道超声检查诊断肿块大小、形态、境界、边界、内部回声、有无 

钙化、后方回声改变等，将超声诊断结果与病理结果作对比。结果：阴道超声诊断子宫颈占位性病灶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 

度分别为85．71％、82．11％、82．57％；弹性成像横切面分别为100．00％、63．16％、67．89％；弹性图像纵切面分别为100．00％、 

58．95％、64．22％，与病理学诊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将阴道超声和弹性图像进行联合诊断，则横断面弹性图像 

分别为 85．71％、93．68％、92．66％；纵断面弹性图像分别为 85．71％、92．63％、91．74％，与病理学诊断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阴道超声、弹性成像、阴道超声联合弹性成像诊断子宫颈占位性病变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纵切面 

与横切面诊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超声弹性成像能为子宫颈占位性病变的诊断提供一定的信息，但仍需结 

合阴道超声诊断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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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f real-time elastography and 

transvaginal ultrasonography in diagnosis of cervical occupied lesions 

ZHANG Min 

(Ultrasonic Room，Xinhua Hospital，Xinhua Medical Group，Huainan Anhui 232052，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compare real-time elastography and transvaginal ultrasound in diagnosis of cervical oceupied lesions． 

Methods：Elastography screening was performed on 109 cervical occupied lesions in 65 patients，and the findings were classified into 

5 grades；transvaginal uhrasoungraphy was used to detect the tumor size，shape，state，border，internal echo，calcification and the rear 

echo changes；the results by the two methods were compared．Results：The sensitivity，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were 85．71％ ，82．11％ 

and 82．57％ ，respectively by tran svaginal uhrasoungraphy，while they were 100．00％ ，63．16％ and 67．89％ in cross section，and 

100．00％ ，58．95％ and 64．22％ in longitudina section，respectively by elastography．Statistical results showed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elastography and pathological diagnosis(P<0．01)．Transvaginal uhrasound in conjunction with real-time elastography in 

longitudinal section and cross section were 85．71％ ，93．68％ ，92．66％ and 85．71％ ，92．63％ ，91．74％ ，respectively，statistical 

results showe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elastography and pathological diagnosis(P>0．05)．The sensitivity，speeifity and 

the accuracy of real·-time elastography and transvaginal ultrasound and transvaginal ultrasound in conjunction with real--time elastography 

for cervical occupide lesion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1)，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eifference between cross—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sectional(P>0．05)．Conclusions：Elastosonography may provide som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diagnosis of cervical 

occupied lesions，but findings by transvaginal uhrasound are still indispensable for final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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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硬度是临床判断肿瘤组织良恶性的一种重 

要诊断指标，临床触诊作为最常用的检查手段可以 

提供该方面的部分相关诊断信息，但触诊通常主观 

性比较大，而阴道超声检查又无法提供组织软硬度 

的相关信息。近期发展起来的超声弹性成像可提供 

有关组织内部弹性特征的信息，它最早由 Oph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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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于 1991年提出，目前其研究主要集中于乳腺等 

部位的病变检测，但是在子宫颈疾病方面的研究尚 

刚刚展开。本研究旨在对比阴道超声和各种切面弹 

性超声在子宫颈疾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9年lO月至2010年3月，我室 

应用弹性成像技术诊断 65例子宫颈占位患者的 

109个病灶，年龄 24—71岁。其中子宫颈囊肿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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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9个)，子宫颈息肉5例(5个)，子宫颈息肉合 

并慢性子宫颈炎 27例(38个)，子宫颈肌瘤 3例(3 

个)，子宫颈鳞状细胞癌 6例(8个)，子宫颈腺癌 5 

例(6个)。子宫颈 良性病灶均经手术病理证实，恶 

性病灶均经子宫颈活检证实。 

1．2 仪器与方法 使用 EUB-6500HV型超声诊断 

仪，实时体腔4～8 MHz，患者取膀胱截石位，检查者 

用套有消毒避孕套阴道探头，首先行阴道超声检查， 

常规行横、纵切面，测量肿块大小，观察肿块形态、边 

界、内部回声、有无钙化等；最后加用超声弹性成像， 

取样框[即感兴趣区(ROI)]大于病灶范围。手持探 

头在病灶部位作微小振动，机器显示的压力以控制 

在 3—4为标准，弹性图像中彩色编码代表不同组织 

的弹性大小，绿色表示 ROI内组织的平均硬度，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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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表示较平均硬度更软，而蓝色表示比平均硬度更 

硬。病例均经2位医生独立诊断得出结论，有分岐 

者则达成一致意见后得出结论。 

1．3 弹性图像病灶硬度分级 在弹性图像中，根据 

病灶区显示的不同颜色(即不同相对硬度)，将病灶 

内50％以上显示为绿色定义为以绿色为主，50％以 

上显示为蓝色定义为以蓝色为主，以此将弹性图像 

表现分为 5级。 I级：病灶区为囊性，基本不见实性 

成分，表现为红蓝绿色相间；1I级：病灶区与周围组 

织呈均匀的绿色；m级：病灶范围内显示以绿色为主 

(绿色区域面积 >90％)；Ⅳ级：病灶区呈杂乱的蓝 

绿相间或以蓝色为主(蓝色区域面积介于 50％ ～ 

90％)；V级：病灶区内几乎为蓝色覆盖(蓝色区域 

面积 >90％)(见图1～5)。 

1．4 阴道超声诊断指标 包括肿块大小、形态、边 

界、内部回声、后方回声改变等，内部出现散在强回 

声光点或粗糙 回声，伴有后方 回声衰减，诊断为 

恶性。 

1．5 联合诊断指标 以阴道超声为诊断基础，对于 

可疑恶性病灶，若弹性成像显示评分在Ⅳ ～V(包 

括Ⅳ级)，则归为恶性组，若弹性评分在 I～Ⅲ级 

(包括Ⅲ级)，则归为良I生组。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检验。 

图 1子宫颈囊肿 I级 

图2 子宫颈息肉Ⅱ级 

图3 子宫颈肌瘤Ⅲ级 

图4 子宫颈鳞状细胞癌Ⅳ级 

图5 子宫颈腺癌V级 

病理学诊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 

2)。阴道超声联合纵切面弹性成像诊断的灵敏度、 

特异 度 和 准 确 度 分 别 为 85．7l％、92．63％、 

91．74％，联合横切面弹性成像分别为 85．71％、 

93．68％、92．66％，与病理学诊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3)。纵横切面检查结果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4)。弹性成像、阴道超 

声及阴道超声联合弹性成像检查结果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1)(见表5)。 

2 结果 3 讨论 

109个病灶弹性图像根据上述标准进行分级 

(见表 1)。横切面弹性图像的诊断灵感度、特异度 

和准确度分别为 100．00％、63．16％、67．89％，纵切 

面弹性图像分别为 100．00％、58．95％、64．22％；阴 

道超声诊断分别为 85．71％、82．11％、82．57％，与 

子宫颈组织由纤维组织 、平滑肌组织及弹性组 

织组成，各段成分有很大差异 。子宫颈阴道部分 

主要由纤维组织及弹性组织组成，没有神经分布，因 

此子宫颈疾病早期无明显症状 ，失去治疗的最好 

时机。子宫颈部肿瘤往往是妇科普检时发现，一直 



J Bengbu Med Coll，April 2011，Vo1．36，No．4 

表 1 不同病理类型病灶的纵横切面超声弹性图分级情况(n) 表 3 阴道超声联合弹性成像与病理结果比较(n) 

病理类型 1 2 3 4 5 

诊断试验 — 合计 P 

表4 超声纵横切面弹性图像检查结果比较(17,) 

以来只能根据临床医生的妇检触诊来判断组织硬 

度，受经验和主观影响，没有固定依据来借鉴。近年 

来阴道超声检查发现子宫颈肿瘤的几率增高，而阴 

道超声检查通常根据肿瘤的边缘、形态和回声分布 

表5 弹性成像、阴道超声及阴道超声联合弹性图像检查结果比较( ) 

等特征对子宫颈部占位性病变进行良恶性判别 ，敏 

感度和特异性均不理想。弹性成像的应用是根据各 

种不同组织(包括正常和病理组织)的弹性系数(应 

力／应变)不同，在加外力或交变振动后其应变(主 

要为形态改变)也不同，收集被测物体某时间段内 

的各个片段信号，根据压迫前后反射的回波信号获 

取各深度上的位移量，计算出变形程度，再以灰阶或 

彩色编码成像。因此弹性成像可以反映所测组织的 

硬度 J，组织弹性系数越大表示组织硬度越大。 

弹性系数小，受压后位移变化大的组织显示为红色， 

弹性系数大，受压后位移变化小的组织显示为蓝色， 

弹性系数中等的组织显示为绿色。借弹性成像中图 

像色彩反映组织硬度，根据子宫颈的解剖结构，子宫 

颈前面、两侧及后面都有平滑肌和结缔组织形成的 

韧带固定子宫颈和阴道上部，阴道探头贴近子宫颈， 

操作者较易掌握压力的匀称，子宫颈部与声源距离 

较近一般不会出现假阳性或假阴性结果，子宫颈发 

生病变时，子宫颈组织就会发生病理改变。因此弹 

性成像技术的应用，会对子宫颈疾病诊断提供明显 

帮助。 

本文对65例患者共 109个病灶进行弹性成像 

检查与病理结果对照，探讨弹性成像鉴别 良恶性子 

宫颈病变的价值。以弹性成像评分Ⅳ级以上为恶性 

病变，Ⅲ级以下为良性病变。通过与病理结果对照 

分析，纵切面弹性成像诊断子宫颈占位性病变的灵 

敏度、特异度、准确度分别为 100．o0％、63．16％、 

67．89％，横切面弹性成像诊断的灵感度、特异度、准 

确度分别为 100．00％、58．95％、(下转第404页) 



形态多不规则 ，多数纵横比<2，外形趋圆形，略成分 

叶状，有时可见融合，边缘血流丰富，阻力指数常较 

高。据此我们认为，乳腺肿块患者同时伴有腋窝淋 

巴结肿大，应高度怀疑为恶性。 

高频超声对乳腺肿块的大小及位置判断非常准 

确，但在对肿块良、恶性的判断上存在误诊情况 ，主 

要原因是少数乳腺的 良恶性肿块在二维 图像及 

CDFI表现中存在交叉现象。本组 171例乳腺肿块 

中有l0例误诊，误诊率为5．8％。82例良性组病例 

中，有 6例术前误诊为恶性，误诊率为 7．3％；误诊 

的6例中，1例为单侧乳腺增生小叶误诊为乳腺导 

管癌，1例为炎性肉芽肿伴腋窝肿大淋巴结误诊为 

乳腺癌，1例为乳腺导管内乳头状瘤误诊为导管癌， 

另有 3例乳腺纤维腺瘤误诊为乳腺癌，纤维腺瘤直 

径均>2 cm，外形呈分叶状，纵横比>I，内部回声不 

均，后方可见回声衰减，内部及周边血流丰富，收缩 

期血流峰值流速均在 20 cm／s左右。恶性组 89例 

中，术前4例误诊为乳腺纤维腺瘤，其中有3例建议 

穿刺活检，病理诊断为乳腺癌，1例经其他检查怀疑 

为乳腺癌，后经手术证实。4例误诊的乳腺肿块直 

径均 <2 em，外形规则，后方回声增强，内无“砂粒样” 

特征性钙化，周边及内部均未探及明显血流信号。 

综上所述，高频超声结合 CDIF可以确定乳腺 

肿块的数目、大小、位置以及与周围组织的关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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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可以对临床提供极大的帮助。现代超声可以作为 

乳腺疾病检查的首选方法，但在确定乳腺肿块的性 

质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在做乳腺超 

声诊断时，除了综合分析和评价肿块的二维图像、血 

流Adler分级、血流速度及阻力指数外，还需结合患 

者的病史、临床表现以及其他检查，从而不断提高乳 

腺疾病的诊断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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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00页)64．22％，纵横切面弹性成像灵敏度、 

特异度、准确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阴道超声诊断 

子宫颈占位性病变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分别为 

85．71％、82．11％、82．57％，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虽然弹性成像的准确度较阴道超声 

低，但其灵敏度明显高于阴道超声，而阴道超声联合 

弹性成像检查 ，其横切面灵感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分 

别为 85．7l％、93．68％、92．66％，纵 切面分别 为 

85．71％、92．63％、91．74％。与阴道超声相比，其特 

异度、准确度均高于阴道超声，其灵敏度与阴道超声 

的灵敏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本研究中子宫颈息肉 

合并慢性子宫颈炎的38个病灶，弹性成像评分纵切 

面误诊 37个 ，横切面误诊 33个，分析原因可能为长 

期慢性子宫颈炎，纤维结缔组织增生及合并钙化，子 

宫颈组织变硬所致。3个子宫肌瘤病灶中纵切面弹 

性成像评分误诊2个，手术切除后病理证实此 2个 

病灶内肌纤维成分含量较纤维结缔成分少，质地 

较硬。 

综上所述，弹性成像不能代替阴道超声检查，但 

可作为阴道超声一种补充。同时也说明了弹性成像 

诊断于宫颈占位性病变还存在一些问题 ，部分诊断 

存在假阴性或假阳性，这是否与恶性病变内部存在 

坏死、液化或良性病变内部存在机化、钙化及弹性成 

像评分标准、检查的手法等有关 ，有待进一步探讨。 

而阴道超声与弹性成像联合诊断，诊断的敏感度、特 

异度、准确度均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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