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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对头皮下肿块的诊断价值

丁摇 亮,张摇 敏

[摘要]目的:探讨 CT 对头皮下肿块的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124 例头皮下肿块患者共 128 个病灶的临床资料及 CT 表

现。 结果:124 例中,男 92 例,女 32 例;120 例单发,4 例多发;良性占 93. 7% (120 / 128),恶性占 6. 3% (8 / 128)。 按其来源可分

为来源于头皮软组织肿块和来源于颅骨肿块,病变类型最多的前 3 位为脂肪瘤(44 / 128)、表皮样囊肿(19 / 128)、外毛根鞘囊

肿(17 / 128)。 结论:CT 能明确显示头皮下肿块的位置、大小、密度、形态及与邻近颅骨的关系,对诊断能起到较大的帮助,是临

床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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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tic value of CT in the masses of Scalp
DING Liang,ZHANG Mi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The People忆s Hospital of Xuancheng City,Xuancheng Anhui 242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CT in the masses of scalp. Methods: CT,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histological findings of 128 lesions from 124 patients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including clinical symptoms,age of onset, sex,
position of lesion,density of lesion,margin,and adjacent destruction of bones. Results:One hundred and twenty鄄four patients were
included,92 males and 32 females. There were 120 cases with singe scalp mass,and 4 cases with multiple scalps masses. 120 cases
(93. 7% )showed as benign masses,and 8(6. 3% )as malignant masses. According to the tissue origin,the masses may originate from
the scalp soft tissue or the skull. Lipoma(44 / 128),epidermoid cyst(19 / 128) and trichilemmal cystst(17 / 128) are consided as the
most common pathological type. Conclusions:The position,morphology,density of mass and adjacent destruction of bone could be well
indicated by CT,and this may produce an effective impact on diagnosis,CT scanning is the important assistant to clinicls.
[Key words] head and neck neoplasmas;tomography,X鄄ray computed

摇 摇 头皮下肿块的发生率较高,来源比较复杂,表现

各异,术前诊断有一定的困难,而影像学检查可以帮

助判断能否实施外科手术及手术范围,所以其影像

诊断非常重要[1]。 我们收集我院经过手术病理证

实的病例资料,回顾性分析其 CT 表现,探讨 CT 在

头皮下肿块中的诊断及应用价值。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搜集我院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3
月有完整头颅 CT 影像学资料并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头皮下肿块病例 124 例(128 个病灶)。 其中男 92
例,女 32 例;年龄 16 ~ 90 岁;120 例单发,4 例多发。
主要临床表现为头皮下肿块,可有疼痛或无明显临

床症状,质硬者移动度差,质软者可有一定的移动

度,伴有或不伴有溃疡。
1. 2摇 检查方法摇 采用 Siemens 双排或 Philips 16 排

螺旋 CT 机,横断位或冠状位扫描,层厚 5 ~ 6 mm,层

距 5 ~ 6 mm,电压 110 ~ 130 kV,电流 100 ~ 300 mA,
FOV 194 ~ 309 mm。

2摇 结果

2. 1摇 临床特征摇 头皮下肿块良性者多偶然发现,因
短期内增大明显和 /或疼痛就诊,病史可长达 30 年;
感染性病变可有破溃、红肿等症状;恶性病变多有疼

痛、破溃、出血,并可有腥臭味;部分可无明显症状。
2. 2摇 性别与部位 摇 124 例中男 92 例(74. 2% ),女
32 例(25. 8% )。 良性病变中男性占 74. 1% (86 /
116),女性占 25. 0% (30 / 116);恶性病变中男性占

75. 0% (6 / 8),女性占 25. 0% (2 / 8)。 肿块发生在枕

部占 46. 9% (60 / 128),额部占 21. 1% (27 / 128),顶
部占 21. 1% (27 / 128),颞部占 10. 9% (14 / 128)。
2. 3摇 病变种类摇 来源于皮下软组织肿块共 117 例

患者,共 121 个病灶。 脂肪瘤 44 例、表皮样囊肿 19
例、外毛根鞘囊肿 17 例(含增殖性外毛根鞘囊肿 1
例)、恶性肿瘤 8 例、皮脂腺痣及皮内痣 7 例、感染性

病变 6 例、神经源性肿瘤 4 例、纤维瘤及纤维组织瘤

样增生 3 例、钙化上皮瘤 3 例、脂溢性角化病 2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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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附件良性肿瘤向毛源性分化 2 例、皮样囊肿及

皮脂腺囊肿各 2 例、头皮血管瘤及骨化性肌炎各 1
例。 来源于颅骨的肿块 7 例,其中骨瘤及嗜酸性肉

芽肿各 2 例、血管瘤 1 例、炎性反应性病变 1 例、坏
死骨碎片及少量增生纤维组织 1 例。
2. 4摇 CT 表现摇 脂肪瘤境界清晰,呈丘状或类圆形,
其中 40 例可见包膜样影,CT 值 - 52 ~ - 180 HU。
34 例密度均匀(见图 1),其余 10 例可见分隔样影

(见图 2)。
表皮样囊肿中 10 例为软组织密度,CT 值 30 ~

66 HU(见图 3),其中有 2 例含有散在点状钙化;6
例为水样密度,CT 值 4 ~ 17 HU;3 例为脂肪密度

(见图 4),CT 值 - 60 ~ - 154 HU,其内未见分隔。
18 例形态规则,呈类圆形或卵圆形,边界清晰,1 例

合并感染形态不规则,密度不均匀,并可见积气。
外毛根鞘囊肿均为稍高及高密度,CT 值为 32

~ 110 HU,境界清晰,其中 12 例含有钙化(图 5),呈
球形或类圆形;1 例增殖性外毛根鞘囊肿表现为丘

状软组织影,未见钙化。
2 例皮样囊肿及 1 例皮脂腺囊肿均为脂肪密度

(见图 6 ~ 7),其内未见分隔,测 CT 值 - 112 ~ - 142
HU,另 1 例皮脂腺囊肿为水样密度。 钙化上皮瘤中

2 例呈软组织样密度,其中 1 例含有钙化,另 1 例表

现为单纯结节状钙化(见图 8)。 骨化性肌炎呈卵圆

形,其内可见多发高密度钙化影(见图 9)。 皮脂腺

痣及皮内痣、脂溢性角化病表现为以头皮为基底向

外呈结节状或丘状软组织隆起(见图 10)。
其余良性软组织肿瘤无特异性,感染性病变中

有 4 例境界不清。
恶性肿瘤表现为软组织密度,其中 3 例鳞状细

胞癌形态不规则,呈菜花状,密度不均匀,相应头皮

正常三层结构消失,其中 1 例伴溃疡形成 (见图

11)。 本组病例恶性肿瘤均未引起颅骨破坏。 骨瘤

表现为以颅骨外板为基底的骨性隆起(见图 12)。
嗜酸性肉芽肿表现为类圆形骨质破坏区,局部可见

死骨及软组织块影。 颅骨血管瘤为梭形低密度影,
中心蜂窝样改变,颅骨外板皮质缺失,略呈膨胀性。
1 例病变与血管瘤表现相似,病理为坏死骨碎片及

少量增生纤维组织。 颅骨炎性反应性病变表现为囊

状骨质破坏区。

3摇 讨论

摇 摇 头皮软组织包括皮肤(表皮、真皮、皮肤附件及

皮下组织)、浅筋膜、颅外肌(颅顶肌、耳外肌、颞肌)
和帽状腱膜及颞筋膜、腱膜下结缔组织、颅骨外膜五

层结构。 CT 上通常只能显示三层结构:最外层为表

皮、真皮及附件形成的 1 ~ 2 mm 厚的线状中等密度

影,其下为皮下脂肪及浅筋膜形成的低密度含脂层,
一般厚 5 ~ 8 mm,贴近颅骨的最内层视部位不同而

不同:于颅顶肌、耳外肌、颞肌及腱膜部所在部位则

相应较厚,呈与肌肉等密度,其余部位则几近于直贴

颅骨。 由于头皮软组织的解剖特点,其肿块的来源

比较复杂[1]。
从本组病例结果可以看出,脂肪瘤最为常见,

CT 表现为脂肪密度,诊断较为简单。 其次为各类囊

肿,常见的有表皮样囊肿、外毛根鞘囊肿、皮样囊肿

及皮脂腺囊肿。 表皮样囊肿是起源于胚胎第 3 ~
5 周发生移位的外胚层神经管,表面有角化的复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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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状上皮薄膜,其内主要成分为角蛋白与胆固醇,少
数其内容物内含有液体胆固醇及三酰甘油等纯脂成

分,还会有出血、钙盐沉积[2 - 3]。 外毛根鞘囊肿是来

源于毛发根部的囊性病灶,多数有钙化及角化物,是
一种皮肤附属器肿瘤[4]。 皮样囊肿含有皮肤附件

如毛发、汗腺、皮脂腺和毛囊等[5]。 皮脂腺囊肿为

先天潴留囊肿,内容物为皮脂[6]。 诸囊肿成分较为

复杂,CT 表现取决于其内成分,典型的水样密度较

为少见。
当表皮样囊肿、皮样囊肿及皮脂腺囊肿以类脂

成分为主时,表现为脂肪密度,与脂肪瘤难以区分,
本组中有 6 例误诊为脂肪瘤。 张兰等[5]认为脂肪瘤

密度相对均匀,CT 值更低;但本组病例中脂肪瘤内

分隔发生率较高,与前三者相比密度差别不明显。
诸囊肿有可能因感染或其内含高蛋白、陈旧出血、钙
化而表现为高密度;本例中皮样囊肿及皮脂腺囊肿

未见高密度表现,而外毛根鞘囊肿及大部分表皮样

囊肿表现为高密度,形态类似。 从本组病例结果可

以看出,外毛根鞘囊肿较高密度表皮样囊肿密度更

高一点,且钙化发生率高,形态多样,可为点状、结节

状及条状,多分布于外周带,部分外毛根鞘囊肿可被

钙化覆盖;表皮样囊肿的钙化发生率较低,为点状,
分布不均匀。 外毛根鞘囊肿与增殖性外毛根鞘囊肿

表现类似,难以区别,常需要通过病理鉴别[4]。
实性密度肿块中钙化上皮瘤及骨化性肌炎亦多

发生钙化。 钙化上皮瘤是起源于毛囊的外根鞘细胞

的良性皮肤附属器肿瘤,钙化、骨化是其特点,表现

为皮下类圆形或扁平状软组织影,部分可见点状及

斑块状钙化[7 - 8]。 骨化性肌炎是以肿块内异常骨化

为主要表现的疾病,表现为片状、层状及团块状钙

化[9]。 本组病例显示,与常发生钙化的外毛根鞘囊

肿相比,钙化上皮瘤的形态不如前者饱满,前者多呈

球形,而皮下单纯结节状钙化影,则要考虑钙化上皮

瘤的可能;骨化性肌炎的钙化特点是随着病理病程

的演变而变化[9]。
本组病例显示,多数头皮软组织肿块位于头皮

下,少数肿块如皮脂腺痣、皮内痣及脂溢性角化病则

以头皮表皮为基底向外呈丘状隆起;鳞状细胞癌形

态多不规则,呈菜花状隆起,可突破头皮最外层,良
性肿瘤则未见此症状;其余头皮实性软组织肿块特

异性不大,最终诊断依靠病理学检查。 部分恶性肿

瘤亦可见侵犯邻近颅骨形成骨质破坏[5],但本组病

例中没有发现。
来源于颅骨的肿块在实际工作中以骨瘤最为常

见,多无症状,手术者较少,表现为颅骨外板的骨性

隆起,诊断较为简单。 其他的颅骨肿瘤均可引起骨

质破坏,各有特点:嗜酸性肉芽肿表现为类圆形穿凿

样骨质破坏,其内可见地图样骨质缺损及纽扣样死

骨,并可形成软组织肿块[10];颅骨血管瘤起源于板

障,后向外累及外板并向外膨隆,少数影响内板,个
别穿破内板累及硬脑膜,与周围组织分界清楚,引起

的骨质破坏呈膨胀性,边缘锐利,外板部分缺失,内
板变薄,中心呈蜂窝状,内有高密度斑点和纤维骨分

隔[11]。
头皮下肿块成分复杂,种类繁多,CT 能清晰显

示头皮下肿块的大小、位置、境界、形态、密度及与颅

骨的关系等。 本研究表明,CT 检查可在临床诊断、
治疗头皮下肿块中提供参考,可以推广应用。 本研

究的局限性包括没有 CT 增强扫描,部分病变数量

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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