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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特异性造影剂增强对信号噪声比率、
T2 弛豫时间和表观扩散系数值的影响

石摇 川1,孙志超2

[摘要]目的:了解钆塞酸二钠对信号噪声比率(CNR)、T2 弛豫时间和表观扩散系数(ADC)值的影响。 方法:比较肝实质、肝
癌和肝血管瘤注射钆塞酸二钠前后的 CNR、T2 弛豫时间和 ADC 值。 结果:肝癌和肝血管瘤在静脉期之间 CNR 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 0. 05),而平扫、动脉期、平衡期及肝胆期组间 CNR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动脉期、静脉期、平衡期和肝

胆期时的 CNR 显著高于平扫(P < 0. 01),而肝胆期显著高于动脉期、静脉期及平衡期(P < 0. 01);对 T2 弛豫时间和 ADC 影响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将 TSE T2WI 和 DWI 序列在注射对比剂平衡期扫描结束后采集图像,不影响病灶的

特征且能节约其扫描时间,有助于促进钆塞酸二钠更广泛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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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e liver specific contrast enhancement on signal鄄to鄄noise ratio,
T2 relaxation time 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value

SHI Chuan1,SUN Zhi鄄chao2

(1. Department of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2.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Langfang People忆s Hospital,Langfang Hebei 065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e gadoxetate disodium on signal鄄to鄄noise ratio(CNR),T2 relaxation time 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 Methods:The CNR and T2 relaxation times and ADC value in the liver parenchyma,liver cancer
and hemangioma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injection of gadoxetate disodium were compared. Results:The difference of the CNR in the
venous phase between liver cancer and hemangioma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whil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CNR in
plain phase,arterial phase,equilibrium phase and hepatobiliary phase between liver cancer and hemangioma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 05). The CNR in venous phase,arterial phase,equilibrium phase and hepatobiliary phas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plain phase(P < 0. 01),and the CNR in hepatobiliary phas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venous phase,arterial phase and
equilibrium phase(P < 0. 01). The difference of the T2 relaxation times and ADC value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Conclusions:The scanning image acquisition of T2WI DWI and TSE sequence after the injection of contrast agent and scan does not
aff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esion,and can save the scan time,which can help to promote the wider application of gadoxetate
disodium in clinic.
[Key words] gadoxetate disodium;signal鄄to鄄noise ratio;T2 relaxation time;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摇 摇 肝脏的检查方法多种多样,目前敏感性及特异

性最高的是 MRI,动态增强扫描不仅提高了病灶的

检出率,也提高了肝内疾病诊断率[1]。 随着对 MRI
动态增强的深入研究及对肝内疾病的进一步了解,
传统的普通对比剂尚有一些不足,已不能满足对肝

内许多疾病的诊断要求[2]。 目前,最典型的特异性

MRI 对比剂是钆塞酸二钠[3]。 钆塞酸二钠不但具

有普通对比剂的特点,而且还具有胆管造影剂的性

能,被肝细胞特异性摄取,改善了病变的特征性表

现,并提高了肝内占位性病变的筛查和诊断准确

率[4 - 5]。 然而,由于其扫描时间太长导致目前尚不

能广泛应用于临床。 本文就钆塞酸二钠对信号噪声

比率(CNR)、T2 弛豫时间和表观扩散系数(ADC)值
的影响作一探讨。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4 月

我院 MRI 图像 90 例,包括健康成人肝实质和经本

院病理科证实的肝癌、肝血管瘤各 30 例。 其中男

53 例,女 37 例;年龄 35 ~ 68 岁。 本研究方案经本

院伦理委员会认可和病人知情同意情况下执行。
1. 2 摇 扫描方案 摇 设备为 Siemens Avano 1. 5T 型

MRI 成像,8 通道体部相控阵线圈,呼吸门控双反转

快速自旋回波序列增强扫描,其中第一次有效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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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84 ms,第二次有效 TE 为 228 ms。 扫描序列:MRI
平扫(2D GRE T1WI,DWI,TSE T2WI)、3D VIBE(动
脉期,静脉期,平衡期)、DWI、TSE T2WI、DWI、TSE
T2WI、肝胆期。 经静脉团注特异性 MRI 对比剂钆塞

酸二钠,剂量标准为 0. 1 mL / kg,流速为 2 mL / s,然
后注射 25 mL 0. 9% 氯化钠注射液。 动脉期、静脉

期、平衡期在注射对比剂后 20 s、60 s、2 min 采集,
增强扫描后第一次 DWI、第一次 TSE T2WI、第二次

DWI、第二次 TSE T2WI、肝胆期在注射对比剂后 4、
7、15、20 min 采集。 DWI 图像参数如下:TR 1 700
ms,TE 90 ms,翻转角度 90毅,层厚 6 mm,矩阵 120 伊
192,b 值分别取 0 和 800 s / mm2 进行扫描。
1. 3摇 数据获取摇 通过 MR 数据在工作站进行定量

分析,为了评估钆塞酸二钠对肝实质和肝病灶 T2 信

号强度(SI)和 DWI 序列的影响,分别计算注射对比

剂前后的 T2 弛豫时间、ADC 值和肝实质 - 病灶的

CNR。 T2(ms) = (TE2 - TE1) / ( lnSI1 - lnSI2),其
中 TE1 是第一次回波时间(84 ms),TE2 是第二次

回波时间(228 ms),lnSI1 和 lnSI2 分别是第一、二次

回波时间测量 SI 的对数;ADC 值能够通过工作站直

接获取;CNR = | SI 病灶鄄 SI 肝实质 | / SD 噪声。
1. 4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t 检验、方差分析及 q 检

验。

2摇 结果

2. 1摇 肝癌和肝血管瘤在注射对比剂前后的 CNR 情

况摇 肝癌和肝血管瘤在静脉期之间 CNR 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 > 0. 05),而平扫、动脉期、平衡期及肝

胆期组间 CNR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
P < 0. 01);在组内,动脉期、静脉期、平衡期和肝胆

期 CNR 显著高于平扫(P < 0. 01),而肝胆期显著高

于动脉期、静脉期及平衡期(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肝癌与肝血管瘤注射对比剂前后对 CNR 的影响(ni = 30;x 依 s)

分组 平扫 动脉期 静脉期 平衡期 肝胆期 F P MS组内

肝癌 53. 24 依 13. 75 78. 26 依 14. 01** 89. 32 依 12. 79**## 93. 17 依 7. 93**## 112. 26 依 8. 39**##吟吟阴阴 103. 47 < 0. 01 136. 441

肝血管瘤 61. 72 依 15. 23 88. 93 依 16. 39** 95. 70 依 14. 39**# 109. 32 依 7. 16**## 125. 78 依 7. 31**##吟吟阴阴 105. 67 < 0. 01 162. 472

t 2. 26 2. 71 1. 82 8. 28 6. 54 — — —

P < 0. 05 < 0. 01 > 0. 05 < 0. 01 < 0. 01 — — —

摇 摇 q 检验:与平扫比较**P < 0. 01;与动脉期比较#P < 0. 05,##P < 0. 01;与静脉期比较吟吟P < 0. 01;与平衡期比较阴阴P < 0. 01

2. 2摇 注射对比剂前后对 T2 弛豫时间的影响摇 注射

前后肝实质、肝癌和肝血管瘤组间 T2 弛豫时间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而注射后肝实质、肝癌

和肝血管瘤组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
表 2、图 1)。

A B
A: B:!"#$%&; !"#$%'

( !"#$%&' )*+,1 TSE T2WI

2. 3摇 注射对比剂前后对 ADC 值的影响摇 注射前后

肝实质、肝癌和肝血管瘤组间 ADC 值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 < 0. 01),而注射后肝实质、肝癌和肝血管

瘤组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见表 3、图
2)。

3摇 讨论

摇 摇 MRI 是目前肝成像方法中最主要的方法,注射

钆塞酸二钠进行增强扫描能改善病变的特征性表

摇 表 2摇 肝实质、肝癌和肝血管瘤注射对比剂前后对 T2 弛

豫时间的影响(ni = 30;x 依 s)

分组
注射

对比剂前

注射

对比剂后 7 min摇
注射

对比剂后 15 min
F P MS组内

肝实质 107. 3 依 7. 5摇 109. 4 依 8. 3 110. 7 依 8. 2摇 1. 38 > 0. 05 64. 127

肝癌 143. 3 依 15. 3** 147. 2 依 16. 8**149. 3 依 17. 5** 1. 01 > 0. 05 274. 193

肝血管瘤 152. 7 依 19. 1**#153. 1 依 20. 7**154. 5 依 22. 0** 0. 06 > 0. 05 425. 767

F 78. 89 64. 90 60. 10 — — —

P < 0. 01 < 0. 01 < 0. 01 — — —
MS组内 218. 383 459. 873 285. 830 — — —

摇 摇 q 检验:与肝实质比较**P < 0. 01;与肝癌比较#P < 0. 05

摇 表 3摇 肝实质、肝癌和肝血管瘤注射对比剂前后对 ADC 值

的影响(ni = 30;x 依 s; 伊 10 - 3)

分组
注射

对比剂前

注射

对比剂后 4 min
注射

对比剂后 11 min
F P MS组内

肝实质 1. 13 依 0. 21摇 1. 13 依 0. 15 1. 13 依 0. 13 摇 摇 0. 00摇 > 0. 05摇 0. 028

肝癌 0. 88 依 0. 09** 0. 87 依 0. 07** 0. 86 依 0. 08** 0. 46 > 0. 05 0. 007

肝血管瘤 0. 98 依 0. 01**## 0. 96 依 0. 11**##0. 95 依 0. 11**## 0. 86 > 0. 05 0. 008

F 27. 25 39. 72 48. 05 — — —

P < 0. 01 < 0. 01 < 0. 01 — — —
MS组内 0. 017 0. 013 0. 012 — — —

摇 摇 q 检验:与肝实质比较**P < 0. 01;与肝癌比较##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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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并提高了肝内占位性病变的筛查和诊断准确率。
大约 50%的对比剂被肝细胞摄取,在静脉注射对比

剂 20 min 后的肝胆期肝实质强化程度最高,因此有

15 min 间隔可获取动态增强图像和肝胆期图

像[6 - 8]。
本研究发现,注射钆塞酸二钠后各期与注射钆

塞酸二钠前相比,CNR 明显增高且在肝胆期最高,
此期病灶显示最为清晰,肝胆期对肝内病变具有更

高的诊断率[9]。 钆塞酸二钠是一种 MRI 特异性对

比剂,具有普通对比剂的特点,据报道[10],经注射后

部分首先进入细胞外间隙再经肾脏排泄,此期与普

通造影剂差异不大;剩余的部分对比剂与血浆蛋白

相结合,被正常的肝细胞(库弗细胞为主)所吸收,
最后由胆道系统所排出,肝胆期的信号强度最高。

本研究显示注射对比剂后 T2 弛豫时间与注射

对比剂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据报

道[11],T2 弛豫时间受 MRI 扫描方式的影响较小,对
肝实质和肝内病变的 T2 弛豫时间进行研究更具有

客观性,并且能够形成正常或病理组织的特征性表

现。 本研究发现钆塞酸二钠对肝实质和病灶 T2 弛

豫时间的影响不大,提示可以在注射钆塞酸二钠后

进行 TSE T2WI 序列扫描。
有学者[12]研究发现肝实质和肝内病变的 ADC

值在注射对比剂后 5 min 会减少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 0. 05),认为 DWI 可以在注射对比剂后进行

DWI 图像采集。 CHOI 等[13]通过对 34 例 50 个病灶

的 3. 0T MRI 图像的不同 b 值研究发现肝实质和肝

内病变的 ADC 值注射对比剂后无明显的差异,认为

ADC 值在注射钆塞酸二钠后对 DWI 图像无影响,可
以取代之前认为的 DWI 应在平扫时采集。 SAITO
等[14]通过对 30 例肝癌病人和 42 名健康成人在

1. 5T MRI 经注射特异性对比剂后 4 min 和 20 min
DWI 图像研究发现,在 b 值分别为 100、800 s / mm2

时的 ADC 值均不受钆塞酸二钠影响,亦认为可以将

DWI 在注射钆塞酸二钠后进行数据采集。 在最近

的一次关于钆塞酸二钠对 ADC 值影响的报道中也

发现钆塞酸二钠对 ADC 值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15]。 本研究发现注射对比剂前后 ADC 值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因此,DWI 序列可以在平衡期后采

集,减少扫描总时间。
综上所述,在注射对比剂钆塞酸二钠后 20 min

的肝胆期对病灶的 CNR 最高,有利于提高病灶的检

出率和诊断率,注射钆塞酸二钠后对 T2 弛豫时间和

ADC 值的影响均无统计学意义,因此,本研究认为

将 TSE T2WI 和 DWI 序列放在注射钆塞酸二钠平衡

期扫描结束后再采集并不影响肝实质或肝内病变的

特征,并能够节约扫描总时间,进一步促进钆塞酸二

钠更广泛地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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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相比,留守经历

大学生的 AQ 发展水平无明显不同,自我概念发展

水平略差,可以通过提高大学生认识自我的能力,进
一步加强其 AQ 的培养。 此外,本研究样本相对局

限,样本量相对较小,结果尚需要更多的研究数据支

持。 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扩大取样的总体和样本量,
扩大取样信息,进一步验证留守经历大学生的 AQ
和自我概念的特点、影响因素及二者的关系,并进一

步探讨通过提高自我概念和 AQ 水平促进大学新生

心理健康的具体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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