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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和 MRI 鉴别诊断良恶性胆道梗阻的临床价值分析

周金泉

[摘要]目的:探讨 CT、MRI 在鉴别诊断良恶性胆道梗阻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选取胆道梗阻患者 128 例,所有患者入院均采取

腹部 CT 平扫 +增强检查,同时辅以 MRI 平扫 +动态增强扫描及胆系水成像。 对比分析患者 CT 及 MRI 诊断准确性及相关病

灶的定位与定性指标数据。 结果:CT 与 MRI 在患者病灶定位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在病灶的良恶性定性及诊断

准确率方面,CT 的诊断准确率为 78. 1% ,MRI 为 91. 4%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对于胆管扩张、双管征及实质性肿瘤

和肿大淋巴结的敏感性 MRI 与 CT 均能达到 100% 。 结论:CT、MRI 应用于临床胆道梗阻的良恶性诊断各有优劣,两者相互结

合,会有理想的诊断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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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胆道梗阻是临床常见的胆汁通过障碍性胆道系

统疾病,易累及胰腺、肝内外胆管、十二指肠及其四

周组织。 由于疾病解剖关系极其复杂,术前诊断难

度大,因此术前病灶的定位与定性对患者治疗方法

的选择、健康安全及预后康复具有重要意义[1]。 目

前临床对于该疾病的诊断及检查多采取彩超、CT 与

MRI 等医学影像方法,由于彩超适于患者初步筛查,
检查无创伤,操作简单快捷,临床应用广泛。 但超声

对于除胆道结石梗阻外其他原因所致胆道梗阻定性

准确性不高,而采用 CT、MRI 扫描,不仅节省了患者

的诊疗时间,还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疾病的诊断有效

性及准确性,为患者的积极有效治疗提供了科学依

据[2]。 本文就 CT 及 MRI 在胆道梗阻良恶性判断的

准确性及价值作一探讨。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 2013 年 3 月至 2016 年 3 月

我院收治的胆道梗阻患者 128 例,均进行MRI 与 CT
检查,其中男 72 例,女 56 例,年龄 20 ~ 70 岁。 所有

患者均符合《内科学》及胆道梗阻良恶性的判定标

准和相关疾病诊断的病理检验标准[2]。 经手术及

相关病理检查,良性 69 例(包括胆道结石 38 例,胆
管炎性狭窄 13 例,胆管囊肿 4 例,肿块性胰腺炎 14
例),恶性 59 例(包括胆囊癌 23 例,胆管癌 25 例,壶
腹癌 6 例,胰头癌 5 例);病灶分别定位于壶腹段、肝
门段、胰腺上段、胰腺段。 所有资料均经医学伦理委

员会批准后获得;患者均自愿参加本次试验并签署

相关同意知情书[3 - 4]。
1. 2摇 方法摇 CT 检查:选用 PHILIPS 16 排多层螺旋

CT 对患者进行影像学检查,患者需禁食 6 h 后行

CT 扫描,检查前 15 ~ 30 min 饮用 800 ~ 1 000 mL 温

开水,并指导患者进行相关呼吸训练;扫描范围自肝

顶部至十二指肠水平部以下,先进行常规平扫,然后

自以肘正中静脉 2. 5 ~ 3. 0 mL / s 注射碘佛醇注射

液,采用弹丸式注射 50 ~ 75 mL 或快速点滴 100 ~
150 mL,剂量通常不超过 150 mL,患者吸气后屏气,
进行 25 ~ 35 s 的动脉期扫描,60 ~ 70 s 的静脉期扫

描,180 s 后进入扫描延迟期;CT 增强扫描的相关参

数为:层厚为 2 mm,管电压 120 kV,管电流 302 mA,
矩阵 256 伊 256,螺距为 1,间隔为 2 mm。 MRI:平扫,
轴位 T1WI、T2WI,压脂 T2WI,冠状位 T2WI;增强扫

描:LAVA鄄XV鄄动态。 采用常规 SE 序列 T1W1 和

T2W1 横断面扫描,冠状面的自旋回波快速序列扫

描,扫描相关参数设定为:重复时间为 7 226 ms,视
野范围为 30 ~ 32 cm,层厚 4 mm,无层间隔,成像时

间 2 ~ 4 min;自旋回波序列快速扫描的单次激发参

数设定为:重复时间 6 000 ms,视野划定 38 ~ 42 cm,
层厚 80 mm,矩阵 384 伊 384。 增强扫描以 2. 5 ~
3. 0 mL / s的速度对患者进行钆喷酸葡胺(二乙酸三

胺五乙酸钆双葡甲胺)注射液肘静脉注射,成人按

体质量一次 0. 2 mL / kg(或 0. 1 mmol / kg)静脉注射,
进行多期动态增强扫描(LAVA)。 选取 2 名资深影

像科医生组成分析小组,对参与实验的所有患者的

影像资料给予诊断评估,分析患者梗阻病灶的位置

与良恶性,具体诊断结果以手术及病理结果为金标

准,并与分析结果进行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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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配对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患者定位准确性比较摇 经与手术及病理结果

对照, CT 与 MRI 患者病灶定位准确率分别为

95. 3%与 96. 9%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见表 1)。

表 1摇 CT 与 MRI 检查患者病灶定位准确率比较(n)

MRI 检查
CT 检查

摇 病灶定位准确摇 病灶定位不准确摇
合计 字2 P

病灶定位准确摇 120 4 124

病灶定位不准确 摇 2 2 4 0. 17 > 0. 05

合计 122 6 128

2. 2摇 患者梗阻良恶性准确率比较摇 经与手术及病

理结果对照,对于病灶良恶性的诊断,MRI 的诊断准

确率达 91. 4% ,高于 CT 的 78. 1%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 0. 01)(见表 2)。

表 2摇 CT 与 MRI 检查患者病灶良恶性准确率比较(n)

MRI 检查
CT 检查

病灶定位准确摇 病灶定位不准确摇
合计 字2 P

病灶定位准确摇 94 23 117

病灶定位不准确 6 5 11 8. 83 < 0. 01

合计 100 28 128

2. 3摇 患者 MRI 与 CT 的检查敏感性比较摇 对于胆

管扩张、双管征及实质性肿瘤和肿大淋巴结疾病的

检查敏感性,MRI 与 CT 均高达 100% 。

3摇 讨论

摇 摇 胆道梗阻具有一定程度的致死风险,及时有效

的手术不仅可促进患者病情的好转,还可改善患者

的预后[5]。 研究[6 - 9] 显示,有效的术前诊断不但节

省患者的诊疗时间,减小治疗难度,还可以提高手术

安全性,缩短手术过程中对于病灶的探查时间,提高

手术的成功率,对患者的预后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以往临床对于该疾病的诊断多用超声检查,但其只

产生切面图像,全方位多角度地观察病灶及周围组

织;而内镜逆行性胰胆管造影(ERCP)及经皮经肝

胆道造影(PTC)的检查技术具创伤性,操作复杂,检
查安全性低,极易失败,其应用受到限制[10]。 CT 与

MRI 方便、快捷、无创,而且所耗时间短,具有较高的

应用价值。

CT 尤其是多层螺旋 CT 不仅可以获得分辨率

较高的横断面图像,还可以根据容积数据进行相关

的多平面重建,且重建图像质量较高,甚至可进行任

意角度的曲面重建[11],因此 CT 图像对于患者胆管

壁及胆管内部腔隙的具体情况可以清晰显示,有利

于对病灶形态及其与周围组织的解剖关系进行准确

评估。 对于胆结石患者,CT 扫描部分显示为等、低
密度,不易发觉,而 MRI 方法可以清晰显示,并可将

胆系病理及解剖清楚地勾画出来,并进行良恶性的

区分,该方法无创伤性,无辐射,操作安全简便,成功

率较高,MRI 平扫及动态增强结合胆系水成像,对于

胆管系统的延续性及整体性进行清晰显示,胆道肿

瘤性病变引起的梗阻及胆管炎性狭窄的显示,对比

效果明显,观察视野开阔,病灶直观,为疾病的诊治

及术后评估提供了科学有效的依据[12]。
本研究结果显示,CT 与 MRI 均能准确定位病

灶,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而对于疾病

良恶性的诊断准确性,CT 为78. 1% ,低于 MRI 的

91. 4% (P < 0. 01);对于胆管扩张、双管征及实质性

肿瘤和肿大淋巴结疾病的检查敏感性,MRI 与 CT
均高达 100% 。

MRI 与 CT 虽具有较好的诊断效果,但仍有缺

陷存在,CT 对胆管内微小的或者泥沙样的结石不能

够很好地检出,并且对于壶腹癌及十二指肠乳头区

的炎症具有较大检出难度,而当患者胆汁成分复杂、
胆汁稀少或者胆囊萎缩时,MRI 检查会受到相应的

影响,同时具有大量腹水的患者 MRI 检查效果也不

理想。 总之,CT、MRI 应用于胆道梗阻的良恶性判

断各有优缺点,临床应用可将两者进行有效结合,可
使诊断效果更加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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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束化护理在脑外伤患者鼻饲中的应用

井摇 翠,王摇 静

[摘要]目的:探讨脑外伤患者鼻饲中实施集束化护理的效果。 方法:选择脑外伤行鼻饲患者 96 例,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各 48 例。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实施集束化护理模式,对 2 组患者相关临床指标和护理满意度及并发症发

生情况进行比较。 结果:观察组患者 ICU 住院时间、鼻饲时间和通气时间均明显少于对照组,住院费用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 01);观察组腹泻、食物反流、吸入性肺炎、胃潴留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P < 0. 05 ~ P < 0. 01);观察组护理满意度 91. 67% ,
高于对照组的 72. 92% (P < 0. 05);观察组患者营养状况良好 60. 42% ,营养中等 31. 25% ,营养不良 8. 33% ,对照组患者干预

后营养良好 43. 75% ,营养中等 27. 08% ,营养不良 29. 17% ,观察组患者营养状况优于对照组(P < 0. 05)。 结论:集束化护理

可有效促进脑外伤鼻饲患者恢复,缩短住院时间,降低住院费用,也可帮助降低并发症发生,和谐护患关系,提高机体营养状

态,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脑外伤;鼻饲;集束化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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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icacy of cluster鄄based care model in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brain injury
JING Cui,WANG Jing

(1. Department of Outpatient,2. Department of Invasive Techn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PLA General Hospital,Beijing 100869,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cluster鄄based care model in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brain injury.
Methods:Ninety鄄six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brain injur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the digital table method(48 cases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were nursed using routine care and cluster鄄
based care model,respectively. The related index,care satisfaction rate and complications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hospital stay,ventilation and nasogastric time,and hospital expense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The incidences of diarrhea,food reflux,aspiration pneumonia and gastric retention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to P < 0. 01).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rate in observation group(91. 67% )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72. 92% ) (P < 0. 05). The ratios of good,medium and malnutrition nutrition condition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60. 42% ,
31. 25% and 8. 33% ,respectively. The ratios of good,medium and malnutrition nutrition condition in control group were 43. 75% ,
27. 08% and 29. 17% ,respectively. The nutrition condition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Conclusions:The cluster鄄based care model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recovery,short the hospital stay,reduce the hospital expense,
control complication,maintain the harmonious nurse鄄patient relationship and improve the nutritional status in nasal care patients,which
is worthy of application in clinic.
[Key words] traumatic brain injury;nasal care;cluster nursing

摇 摇 近年随交通不断发展,车祸事故引发的脑外伤

逐年增加。 脑外伤是一种极为凶险的外伤类型,具
有极高的致残率及致死率,直接威胁患者的生命安

全。在脑外伤患者抢救过程中采取机械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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