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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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银 ，夏学富 ，王号号 ，邵 琼 ，张延春 ，李振新 

· 影像 医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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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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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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 

块、疼痛等症状、体征以属 中晚期，易诊断，预后 

差 。多层螺旋 CT的广泛运用，大大提高了肾癌 

的早期诊断及分期，及时手术切除能明显改善预后， 

有利于提高患者的生存率。我们对近2年来 CT诊 

断为肾细胞癌并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33例患者 CT 

影像进行分析，探讨多层螺旋 CT双期增强及三维 

重组技术在肾细胞癌影像特征及其诊断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7年5月至2009年12月，我院 

收治肾细胞癌33例，男21例，女l2例；年龄21～82 

岁。临床表现：无痛性 肉眼血尿 24例，腹部肿块 

6例，腰痛22例，无任何症状及体征者9例。病理 

证实为肾透明细胞癌(clear 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CCRCC)28例，乳头状肾细胞癌(papillary renal cell 

carcinoma，PRCC)5例。 

1．2 方法 使用 GE Light Speedl6型层螺旋 cT扫 

描仪。患者空腹平卧，扫描范围从肾上腺区至肾下 

极，先平扫后双期增强扫描，采用非离子型对比剂碘 

海醇(300 mgI／m1)，剂量 1．2～1．5 ml／kg，自肘静脉 

以高压注射器快速团注，流速 3 ml／s，皮质期延迟 

25～30 S，实质期延迟 60～80 S。扫描参数：电压 

120 kV，电流 250 mAs，层厚 5 mm，螺距 1．375：1，床 

速 13．75 mm／s，原始图像减薄，层厚 0．625 mm，对 

减薄后的图像进行多平面重组(MPR)、最大密度投 

影(MIP)。 

2 结果 

2．1 CT平扫表现 小肾癌以圆形、类圆形、稍低密 

度影为主，边界较清楚有 1 1例；肿块较大者多为不 

规则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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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1)。少见表现有：呈较均匀 

等密度3例，稍低密度或稍高密度4例；肾癌常伴有 

出血及钙化呈等高混杂密度影7例(见图2)，病灶 

呈囊性者 2例，肾周脂肪间隙受侵模糊 l2例。 

2．2 增强 CT表现 皮质期肿块呈不均匀明显强 

化26例，内见斑片状、裂隙状、不规则状低密度影， 

病理证实为病灶内有出血、液化坏死或囊变；实质期 

病灶密度明显减低，边缘较清楚。2例囊性病灶增 

强后囊壁厚薄不均、囊内有分隔，并见其中一壁结节 

强化(见图3)。3例高密度病灶增强后强化程度低 

于正常肾实质。皮质期扫描采集数据后图像处理使 

用 MPR／MIP方法进行 CT血管成像(CTA)，显示肿 

瘤供血动脉、肿瘤血管增粗迂曲26例；实质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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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R法显示肾周间隙受累或肾周筋膜受侵增厚 

10例，下腔静脉癌栓 3例，肾静脉内癌栓 8例，肾动 

静脉瘘 1例，腹膜后淋巴结转移 3例，肾上腺转移 

1例，肝转移 1例，肺转移 1例。 

3 讨论 

原发肾恶性肿瘤在成年人主要为肾细胞癌，男 

性高于女性 2～3倍，常见50岁以上 J。临床上常 

见血尿、肿块及腰痛(肾癌三联征)，已属肾细胞癌 

中晚期，较易诊断，但预后较差 J。肾细胞癌早期 
一 般无明显临床症状及体征，常在体检中或检查其 

他疾病时 B超偶尔发现，以小肾癌多见，现多排螺 

旋 CT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肾细胞癌的检出率和生 

存率。肾细胞癌主要来源于肾小管上皮细胞，另外 

约有6％也可由肾皮脂腺瘤变化而来。瘤体大小不 
一

，多数伴有出血、液化、坏死、纤维化斑块；肾细胞 

癌易侵犯肾包膜、肾筋膜、邻近的肌肉、血管，易形成 

肾静脉、下腔静脉瘤栓。晚期可发生肺、肝、脑、肾上 

腺等远处转移 J。肾细胞癌以 CCRCC多见，本组 

有 28例。 

肾细胞癌 CT平扫大部分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 

归纳：(1)肾轮廓的变化。肿块向肾外生长，可见肾 

影增大或局部向外膨隆，向内生长压迫肾窦脂肪变 

小或消失。(2)肿块的形态。小肾癌以圆形或椭圆 

形多见，境界比较清楚且整齐，少数边缘可模糊不 

清，外形可不整齐；较大肾癌大多呈不规则肿块，境 

界较模糊。(3)肿瘤的密度差异。小肾癌的密度大 

多数为均匀低密度，本组5例为低密度；少数为等密 

度或稍高密度，本组 2例为等密度。较大肾癌密度 

多不均匀，其内可有不同程度的液化、坏死、出血 、钙 

化，尤其以坏死改变最常见，本组有 l7例；肿瘤内急 

性出血呈稍高密度，本组有 2例；瘤内可伴有钙化， 

本组有5例，钙化多为沙粒样和不规则形，在肿块内 

中心或偏心部 J。较少见的囊性肾癌，表现为囊 

性，可有单囊和多囊，囊壁较厚且不均匀，不规则，常 

有壁结节，囊壁及分隔可呈斑点状、线条状及壳状， 

囊液不均匀。 

肾细胞癌的血供大多数是富血供(占 80％以 

上)，少数为少血供(占8％ ～15％)，无血供极为罕 

见 j。大多数肾细胞癌注入对比剂后皮质期肿瘤 

出现明显强化，而实质期强化迅速降低，呈“快进快 

出”样强化形式 J。在不同时相肿瘤的密度总是低 

于肾实质，从而有利于小肾癌的检出。囊性肾癌增 

强后囊壁、分隔及壁结节明显强化。本组病例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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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左肾细胞癌侵犯肾窦，平扫病灶呈混杂密度影内示小斑片状钙化影，病灶局部突向肾窦内，邻近肾盂扩张 (1A)；增强后皮质期肿块 

呈不均匀明显强化，内示多发增粗供血血管影 (1B)；实质期病灶强化效应减低 (1C) 图2 右肾细胞癌合并出血，平扫病灶呈等高混杂 
密度(2A)；增强后皮质期病灶不均匀强化 (2B)；实质期病灶强化效应稍减低(2C) 图3 右肾囊性肾细胞癌，皮质期右肾囊性肿物，囊 

壁及分隔厚薄不均，局部可见结节状增厚，呈明显强化 (3A)；实质期：壁结节及分隔强化，右肾静脉及下腔静脉内可见癌栓 (3B、3C) 

本符合肾细胞癌的富血供特点，对比剂呈“快进快 

出”样强化特征。 

肾细胞癌肾外 CT征象：双期增强扫描及三维 

重建技术可充分显示肾周间隙的细节，因而能较好 

地显示肾周间隙及肾筋膜侵犯 J，本组有 11例肾周 

筋膜侵犯 ，表现为局部肾周筋膜不规则增厚、模糊与 

肿瘤界限不清；肾静脉或下腔静脉瘤栓，本组有8例 

肾静脉瘤栓，3例合并下腔静脉瘤栓，主要征象增强 

后血管内低密度区和受累血管腔的扩大；淋巴结转 

移 ，本组有3例，常表现为淋巴结肿大；邻近器官的 

侵犯如肾上腺转移；血行转移常见于肺、肝、骨，本组 

肺、肝转移各 1例。 

肾细胞癌应常与以下几种 肾疾病鉴别诊断。 

(1)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此症含多种成分，内含 

血管、平滑肌、脂肪等组织，脂肪成分 CT值多在 一 

40～一100 Hu，肾细胞癌中很少有脂肪成分。(2) 

黄色肉芽肿性肾盂肾炎。肾内肿块与肾细胞癌相 

似，但此症常有肾筋膜增厚并侵犯腰大肌常合并有 

肾结石。影像学表现与临床症状轻微两者相矛盾， 

可作鉴别依据。(3)肾囊性病变，如单纯性肾囊肿 

或多房性囊性肾瘤与囊性肾癌鉴别诊断。囊性肾癌 

的壁多不规则，且明显较囊肿壁厚 ，囊变区有不规则 

分隔或有壁结节，增强后实质成分明显强化。肾囊 

肿或多房性囊性肾瘤起壁较薄光滑无分隔及壁结 

节。(4)肾脓肿及肾周脓肿。肾脓肿临床上常有腰 

痛、发热等感染性症状 ，易向肾周扩展形成肾周脓 

肿，炎性病变血供不丰富，强化差，抗炎治疗有效。 

而肾细胞癌多为富血供，强化明显。 

应用多排螺旋 CT平 扫 +增强 扫描并结合 

MPR、MIP检查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可以清楚显示 

正常肾组织与肾癌间的界限，更能看到癌瘤与肾包 

膜之间的关系，这对判断癌瘤发展的程度有重要的 

作用。更有意义的是观察肾癌供血血管的情况，皮 

质期 MPR、MIP图像可显示肿瘤的供血动脉及增粗 

迂曲的肿瘤血管，此征象出现率 76％【71；其次可以 

明确肾静脉内或者下腔内有无瘤栓存在，对较大肾 

细胞癌还可观察其向外蔓延侵犯周围肾筋膜、肾上 

腺、局部淋巴结等，对肾癌分期和制定治疗方案有重 

大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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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旁超声心动图在急诊心血管疾病中的应用价值 

任永凤，王 洲。陈 飞，李 建，张伟丽，蒋爱清，殷延华，刘晓燕 

[摘要]目的：探讨床旁超声心动图在心血管疾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对经床旁超声心动图监测的105例急诊心血管病 

患者的临床及超声心动图资料进行分析。结果：检出阳性病例 101例 ，诊断阳性率为96．2％，其中心血管异常92例，胸腔积液 

9例，4例未见异常。与临床诊断相符的心血管疾病78例，符合率74．3％，其余27例均修正或改变了临床诊断与决策。结论： 

床旁超声心动图为临床急诊心血管疾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提供了安全、快捷、可靠的信息，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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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床旁超声心动图检查作为常规超声心动图 

的补充，已逐渐成为协助诊断紧急心血管突发事件 

的重要手段。以往对于急危重症患者，因设备和环 

境限制，多靠临床医生经验进行抢救和治疗，当病情 

稳定后方可进行进一步检查。随着超声设备及技术 

的进步，便携式超声的出现，为临床提供了很大帮 

助。本文回顾性分析 105例我院开展的急诊床旁超 

声心动图检查结果，以探讨其临床应用范围及价值， 

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5～2008年经床旁超声心 

动图检查的急症患者 105例，均为临床怀疑或为排 

除心血管疾病要求检查。其中男64例，女41例；年 

龄 18～81岁。主要所属科室有心内科 62例，ICU 

12例，急诊科 10例，呼吸 内科 7例，其他科 室 

14例。54例患者因突发胸痛、胸闷或呼吸困难等症 

状，为明确或排除其他诊断而申请做急诊超声检查； 

51例怀疑心血管疾病但诊断不明确，申请床旁超声 

心动图检查。 

1．2 仪器及方法 采用 GE Logiq．book型便携式彩 

色超声诊断仪，探头频率 1．7～3．4 MHz。检查时根 

据患者的病情决定检查体位，观察内容包括：各心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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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室腔大小、左心室射血分数，心室壁厚度及运动情 

况，瓣膜及血流动力学状态、大动脉位置关系及内 

径、弓降部情况。检查前仔细了解病史，了解医生所 

期望了解的内容，检查结束后及时将获得的信息反 

馈给临床医生。 

2 结果 

105例患者超声检查诊断阳性病例 101例，诊 

断阳性率为96．2％，其中检出心血管异常92例，包 

括急性心肌梗死43例，肺源性心脏病 10例，风湿性 

心脏病5例，肥厚性心脏病 12例，夹层动脉瘤4例， 

扩张性心肌病 3例，肥厚性心肌病2例，先天性心脏 

病2例，肺栓塞 2例，急性左心衰竭 3例，心包积液 

6例，胸腔积液9例，4例未见异常。与临床诊断相 

符的心血管疾病 78例，符合率 74．3％，其余 27例 

均修正或改变了临床诊断与决策。本组病例中，临 

床诊断急性左心衰竭的11例中，3例为风湿性心脏 

病，2例心包积液，3例胸腔积液；2例临床诊断心肌 

梗死的患者修正为主动脉夹层的诊断；肺栓塞4例， 

超声诊断2例，其余2例临床怀疑心血管疾病的诊 

断均修正或补充了诊断。 

3 讨论 

急诊床旁超声心动图检查作为常规超声心动图 

应用的拓展，始于20世纪 80年代早期，因能及时、 

方便、快捷地提供诊断和鉴别诊断而越来越受到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