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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形肺炎 12例 CT表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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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加利，余松涛，陈 岩，丁 强，孙静秋 

[摘要]目的：分析球形肺炎的CT表现，探讨CT诊断及鉴别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12例经临床及影像学确诊的球形肺 

炎的CT表现。结果：12例球形肺炎较常见的CT表现是病灶易发生在两肺下叶(背侧多见)。病变两侧缘垂直于胸膜，呈刀 

切样平直边缘 ，病变呈方形 ，即“方形征”，可作为其特征性表现。边缘模糊、毛糙或呈锯齿形 ，可见“晕征”。大部分病灶周围 

血管纹理增强，靠近胸膜处病灶胸膜反应明显。抗感染治疗后明显好转，肺门及纵膈未见肿大淋巴结。结论：球形肺炎与肺 

内其他球形病变的CT表现有相似之处，但球形肺炎具有较特殊的炎性病变CT征象，结合抗感染治疗动态观察，诊断应无困 

难。CT上应注意与周围型肺癌、结核球、肺梗死及早期和进展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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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diagnosis of spherical pneumonia：a report of 12 cases 

XU Jia-li，YU Song—tao，CHEN Yan，DING Qiang，SUN Jing—qiu 

(Department ofRadiology，The凡 Affiliated Hospital of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0bjective：To analyse the ima~ng features of spherical pneumonia(SP)and to differentiate the SP from other spherical 

lesions．Methods：Twelve cases of SP clinically verified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Results：The CT findings were as~llows：lesions 

were most frequently located in both lobus inferior pulmonis．Bilateral margins of the lesions were perpendicular to pleura with a straight 

cut-edge presenting a‘square sign’．Edge unsharpness，crude or Indentation ‘Halo—sign’，intensified vascular markings could also be 

seen；Adjacent pleural thickness，reduce of lesions after anti—inflammatory therapy was inclined to SP．There were no mediastinal and 

hilar lymph enlargememt．Conclusions：CT exam was an effective way to diagnose and differentiate SP from other spherical lesions． 

[Key words]pneumonia；tomography，X—ray computed 

球形肺炎因临床表现缺乏特征性，影像学上与 

肺内周围型肺癌、结核球、肺梗死及早期和进展期传 

染性非典型肺炎，易出现误诊、误治 卜 。我们对 

12例有完整临床或病理资料的球形肺炎作一回顾 

性分析，探讨其 CT表现特点、诊断及鉴别诊断意 

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肺球形肺炎 12例，男 9例，女 

3例；年龄 17～68岁。病程 l7天至 2个月。主要 

临床症状：发热 8例，咳嗽9例，白痰并痰中带血 

4例，胸痛不适 4例，无症状，体检发现 2例。实验 

室检查：白细胞升高 8例，血沉增快 4例。余无阳性 

发现。初诊 CT检查，4例拟诊为周围型肺癌，2例 

诊断肺结核，6例考虑球形肺炎。7例经系统抗感染 

治疗后临床症状消失，胸部 CT复查原病灶 5例吸 

收、消失，2例局部遗留少量纤维化索条，l例手术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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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2例穿刺活检，病理证实为球形肺炎，2例抗结核 

治疗后效果不佳，再行抗感染治疗病灶吸收、消失。 

1．2 检查方法 12例均采用螺旋 CT平扫，常规层 

厚 8 mm，间隔8 mm，螺距 1．5，120 kV，200 mA。部 

分对感兴趣区进行层厚 1～3 ITIB薄层扫描，重建间 

隔 1—3．0 mm，并进行多平 面重组 (muhiplanar 

reformation，MPR)。在标准肺窗及纵隔窗下对病变 

进行观察。 

2 结果 

2．1 病变部位 12例共 12个病灶，其中右肺下叶 

6例，左肺下叶 3例，右肺上叶 3例。位于胸膜下 

6例，邻近叶间胸膜2例，其余病灶与胸膜距离较 

大。 

2．2 病变的密度 肺窗观察 7例病灶密度均匀， 

5例病灶密度略不均匀，中心密度较高，边缘密度逐 

渐移行为低密度，1例病灶内可见小泡征(见图1)， 

1例病灶内可见支气管充气征，充气支气管外形不 

规则，管壁增厚。纵隔窗观察 4例病灶不能显示， 

5例病灶最大直径较肺窗缩小 1／2以上(完全消失 

型)(见图 2)，3例病灶最大直径较肺窗缩小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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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不完全消失型)。密度均匀一致。 

2．3 病变的形态、轮廓及边缘 病灶呈类圆形或方 

形9例，方形即病灶邻近胸膜时，病灶两侧缘垂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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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膜，呈刀切样边缘，致病灶似方形(见图3)，浅分 

叶2例。最大直径在 2～6 cm。病灶边缘模糊，呈 

晕圈样 5例，边缘毛糙或呈锯齿形 6例。 

图 1 纵膈窗示内有小空泡影 图2 抗感染3O天后，病变明显缩小 图3 左肺下叶背段类方形肿块，密度均匀，周围有模糊 

影，两侧边缘锐利 ，如刀切样垂直于胸膜， “方形征 ” 

2．4 病灶周围及胸膜 病灶周围小片状略高密度 

影 6例，位于胸膜侧或非胸膜侧。病灶肺门侧有粗 

大血管影，与肺门相连 5例，病灶周围的血管纹理增 

粗 6例。病灶邻近胸膜反应 8例，其中包括叶间胸 

膜增厚及渗出 2例。胸膜下病灶与胸膜宽基底相 

连。所有病例未见肺门及纵膈内肿大淋巴结。 

2．5 抗感染治疗后复查 10例经系统抗感染治疗 

后变小或消失，其 中3例局部出现少量纤维索条 

(见图2)。 

3 讨论 

球形肺炎是由细菌或病毒引起的急性炎症，以 

细菌性多见，常为肺炎双球菌和葡萄球菌感染，因其 

影像学上表现为球形或类球形而称之为球形肺炎。 

其病理基础为炎性渗出物，经抗感染治疗后能完全 

吸收或基本吸收。文献  ̈报道其形成机制可能有： 

(1)炎性渗出物除经支气管蔓延外，还能通过肺泡 

孔蔓延，向周围呈离心性蔓延、扩散，形成球形；(2) 

大叶性或节段性肺炎，通过肺泡孔向心性吸收过程 

中形成的一种球形病灶；(3)由于抗生素的广泛应 

用，大叶性或节段性肺炎发展受到限制而形成球形。 

其形成可能与病原菌的毒性程度、数量以及机体的 

反应能力有关。病变大多位于分泌物易滞留的下垂 

部位，在病变过程中，肺泡壁和其他肺结构没有造成 

损坏或坏死，有别于机化性肺炎，肺炎后形成的炎性 

假瘤及球形肺不张，后者存在较长时间，并持续不 

变。临床上，绝大多数患者有明确的呼吸道炎症病 

史，部分患者痰中带血丝。 

球形肺炎在 CT上表现为孤立性圆形或类圆形 

病灶，以两肺下叶、近胸膜面较为常见。最大直径多 

在 3 cm以上，2 om以下略少见。从病灶的密度看， 

肺窗密度均匀或不均匀，可呈中心高密度，并逐渐移 

行，边缘密度略减低，呈晕圈样改变，此征在其他类 

型孤立性球形病灶中较少见 。其病理机制可能 

与病灶周围的炎性渗出有关，本组 5例见此征象。 

文献 报道，由肺窗变为纵隔窗病灶面积变化不到 

1／2，此影像称为不完全消失型；由肺窗变为纵隔窗 

病灶面积缩小超过 1／2，此称为完全消失型。完全 

消失型肺炎多见。本组病例，纵隔窗观察，在排除病 

灶较小、部分容积效应因素的基础上，多数病灶在相 

同层面其面积缩小超过 1／2或不能显示，少数病灶 

缩小并不明显，说明球形肺炎完全消失型及不完全 

消失型均可见，但完全消失型在球形肺炎出现几率 

较高。本组 1例病灶内见一小泡征，既往此征多在 

肺腺癌的诊断中讨论，并认为有诊断价值。在球形 

肺炎病灶中出现有何意义尚不清楚。球形肺炎内支 

气管气像的出现率较机化性肺炎低 。本组仅1例 

显示有此征象。病灶的形态多呈类圆形或方形，病 

灶邻近胸膜时，病灶两侧缘垂直于胸膜，呈刀切样边 

缘，致病灶呈方形，称之为“方形征”(见图 1)。此 

征具有特征性。胸膜下病灶与胸膜接触面较宽。病 

灶边缘模糊，除出现晕圈征外，边缘毛糙或呈锯齿 

形，符合炎性病变的表现。病灶周围常常伴有零星 

小片状略高密度影，可位于胸膜侧或非胸膜侧，无一 

定规律性，病灶肺门侧血管影粗大，病灶周围的血管 

纹理增粗，但走形自如，边缘模糊，是炎性病变造成 

的周围充血现象。文献 报道，CT观察球形肺炎胸 

膜反应性增厚粘连远优于普通 x线，由于病灶邻近 

胸膜，易造成胸膜炎性渗出、少量胸腔积液及胸膜肥 

厚。胸膜病变范围较大，本组 8例，其中包括叶问胸 

膜增厚及渗出2例。 

本组 5例病灶区经薄层螺旋 CT扫描、螺旋 CT 

薄层重组，MPR、VR在显示病灶形态、边缘、密度及 

胸膜改变方面优于常规横断面 CT；MPR+VR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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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管气像、病灶周边血管的观察更有明显的优势。 

对 64层螺旋 CT常规容积扫描数据进行薄层重组 

和 MPR与 VR重组 ，在不增加患者辐射量的情况 

下，给予病灶三维立体的形态学观察，有利于提高球 

形肺炎特殊征象的显示率，对球形肺炎的诊断与鉴 

别诊断均有重要价值。2例发现病灶边缘支气管管 

壁轻度增厚，并延伸进入病灶内，病灶外支气管管壁 

亦轻微增厚，管腔无狭窄。符合支气管管壁增厚长 

度越长、管壁增厚的厚度越轻，肺癌的可能性越小这 
一

观点。这一征象对球形肺炎的鉴别诊断有意义。 

在鉴别诊断时主要应与周围型肺癌、结核球及 

早期和进展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相鉴别。(1)周围 

型肺癌 CT上多呈分叶状，部分呈深分叶，边缘多见 

细短毛刺 ，分界清晰，密度均匀或可见小片状坏死， 

增强扫描强化可均匀或不均匀。(2)结核球好发于 

两肺上叶，分界多较清晰，边缘粗大毛刺，走形僵直， 

实质易液化、钙化，伴有卫星病灶，增强扫描呈周围 

强化、包膜样强化或无强化。以上均为周围型肺癌 

及结核球的较典型表现，而无或缺乏球形肺炎晕圈 

样密度、方形征、胸膜下病灶与胸膜接触面较宽，周 

围血管纹理增强等炎性病变征象。(3)传染性非典 

型肺炎在早期及进展期可出现类圆形片状影，而且 

具有较高发生率，均以下肺野及胸膜下部位为多 

见 j，与球形肺炎表现有相似之处。但传染性非典 

型肺炎密度多为磨玻璃样，轮廓清晰，边缘光滑。邻 

近胸膜无明显反应，动态观察病灶变化迅速，可资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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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4)肺梗死。肺梗死病灶多位于胸膜下，呈基 

底紧贴胸膜的楔形，临床上患者多有下肢静脉血栓 

或心脏病病史。 

综合以上表现，球形肺炎的 CT征象基本反映 

了炎性病变的病理过程。即晕圈样密度，肺窗变为 

纵隔窗病灶面积的变化，病灶边缘模糊、毛糙或锯齿 

形，两边刀切样垂直于胸膜的方形征，周围血管纹理 

增强，邻近胸膜反应性增厚、渗出及病灶内支气管的 

变化；极少有肺门及纵隔淋巴结增大，结合临床及实 

验室表现，诊断时应想到炎性结节的可能性，系统抗 

感染治疗，动态观察病灶的变化则不难作出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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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细胞癌多层螺旋 CT影像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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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肾细胞癌的多层螺旋 CT影像特点及其诊断价值。方法：对33例术后病理证实的肾细胞癌，术前行多层螺 

旋cT平扫、增强扫描。结果：cT平扫肾癌表现以圆形、类圆形、稍低密度影为主，边界较清楚有 11例；28例位于肾实质外围 

可凸出肾轮廓之外 ；低密度为液化坏死 17例。较均匀等密度 3例，稍低密度或稍高密度 4例；伴有出血及钙化呈等高混杂密 

度影 7例，病灶呈囊性者 2例，肾周脂肪间隙受侵模糊 12例。增强后实质成分强化，液化坏死区无强化。对减薄后的图像进 

行多平面重组、最大密度投影，显示下腔静脉及肾静脉内充盈缺损及动静脉瘘。术后病理为。肾透明细胞癌 28例，乳头状肾细 

胞癌5例。结论：肾细胞癌cT表现有一定的特征性，多层螺旋cT对‘肾细胞癌影像特征的显示及诊断准确性高。 

[关键词]肾肿瘤；肾细胞癌；断层摄影术，x线计算机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R 737．11 [文献标识码]A 

[收稿 日期]2010-09-02 

[作者单位]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人民医院 1．放射科，2．泌尿外科， 

3．检验科 ，221011 

[作者简介]张 银(1976一)，男，主治医师． 

肾细胞癌是肾脏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占肾恶性 

肿瘤的 75％ ～85％，来源于肾小管上皮，发生在肾 

实质内的肿瘤 。由于临床症状隐匿，早期小肾癌 
一 般无明显临床症状和体征，常常在体检或因其他 

疾病就诊时行 B超或 cT检查时发现，出现血尿、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