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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前交叉韧带损伤 MRI 多征象与关节镜对照研究

向以四,陆志前,张摇 敏

[摘要]目的:探讨急性前交叉韧带(ACL)损伤的 MRI 多种征象的诊断价值。 方法:选择 ACL 损伤病人 23 例,在不告知关节

镜诊断结果前提下,由 2 名 MRI 诊断医师共同对 MRI 多种征象进行分析,统计各种征象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以及阳性预测

值,明确多种 MRI 征象出现率。 结果:采用 MRI 检查在 ACL 连续中断、ACL 走行异常、ACL 消失、ACL 吊桥征、胫骨前移、外侧

半月板后角后移、“对吻性冶骨挫伤及 Notch 征、空髁间窝征多种征象上具有较大的诊断价值(P < 0. 05 ~ P < 0. 01)。 ACL 损伤

的 MRI 直接征象中 ACL 消失敏感性最低(13. 04% ),而 ACL 局限或弥漫性信号增高或增粗特异性相对较低;其中韧带走行异

常诊断价值最大,其诊断敏感度、特异度及阳性预测值分别为 73. 91% 、100. 00%及 100. 00% 。 ACL 损伤的 MRI 间接征象中胫

骨前移位、外侧半月板后角后移、“对吻性冶 骨挫伤及 Notch 征、空髁间窝征 4 种间接征象具有较高的特异度,但敏感度均较

低,其中“对吻性冶骨挫伤及 Notch 征诊断价值最大。 结论:MRI 直接征象是急性 ACL 损伤诊断的主要依据,综合分析特异性

较强的间接征象,可减少 MRI 假阴性诊断率,同时对诊断 ACL 完全撕裂较部分撕裂的可靠性大,尤其是直接征象表现不典型

的急性 ACL 损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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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MRI multi鄄imaging with arthroscopy
in acute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injury

XIANG Yi鄄si,LU Zhi鄄qian,ZHANG Min
(Department of Radiolog,The People忆s Hospital of Xuancheng,Xuancheng Anhui 242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MRI multi鄄imaging in acute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 ACL) injury.
Methods:The multiple signs of MRI of ACL injury in 23 patients were analyzed by two MRI diagnostic physicians without knowledge of
arthroscopic diagnosis. The sensitivity,specificity and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multi鄄imaging were
analyzed,and the likelihood ratio of MRI multi鄄imaging was identified. Results:The values of MRI in the diagnosis of multi鄄imaging,
which included ACL continuous interruption,abnormality of ligament shape,disappearance of ACL,ACL suspension bridge sign,anterior
tibia,posterior angle of lateral meniscus,contusion of " proboscis" bone,Notch sign and empty intercondylar fossa sign,were great(P <
0. 05 to P < 0. 01). In MRI direct signs of ACL injury,the sensitivity of ACL disappearance was the lowest(13. 04% ),while the
specificity of ACL limited or diffuse signal enhancement or thickening was relatively low.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abnormality of ligament
shape was the greatest,and the diagnostic sensitivity,specificity and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were 73. 91% ,100. 00% and 100. 00% ,
respectively. Among the MRI indirect signs of ACL injury,the specificities and sensitivities of anterior displacement of tibia,posterior
angle of lateral meniscus,contusion of " kiss" bone,Notch sign and empty intercondylar fossa sign were higher and lower,respectively.
The diagnostic values of contusion of " kiss" bone and Notch sign were the greatest. Conclusions:The MRI direct sign is the main basis
in the diagnosis of acute ACL injury.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high specificity indirect signs can reduce the false negative
diagnostic rate of MRI,and it is more reliable to diagnose complete ACL tear compared with partial tear,especially for acute ACL injury
with atypical direct signs.
[Key words]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injury;knee joint;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摇 摇 膝关节前交叉韧带 (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ACL)损伤是常见的膝关节损伤之一,若诊治不及

时,病人的生活质量会受到严重影响[1 - 2]。 急性

ACL 是否断裂和断裂的程度是决定是否行关节镜

下韧带重建的关键,由于关节内血肿、关节肿胀或剧

烈疼痛等原因,前抽屉实验等常规物理检查易出现

偏差[3]。 国内单纯对急性 ACL 损伤 MRI 影像征象

研究报道不多,本研究回顾性分析我院 48 例膝关节

急性损伤行 MRI 和关节镜检查的资料,结合文献复

习,旨在探讨急性 ACL 损伤的 MRI 多种征象的诊断

价值。 现作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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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收集 2015 年 3 月至 2018 年 4 月

我院收治的 48 例膝关节急性损伤病例,纳入标准:
就诊时膝关节创伤或扭伤疼痛时间 < 2 周;均接受

MRI 及关节镜检查,且间隔时间少于 2 周。 排除标

准:合并 X 线明确的膝关节复杂骨折;合并恶性肿

瘤、血液系统疾患、急性炎症、结核及类风湿关节炎

等;有膝关节手术史者。 经关节镜证实急性 ACL 损

伤病例作为损伤组(23 例),其中男 15 例,女 8 例,
年龄 17 ~ 76 岁。 非 ACL 损伤病例(ACL 完好的其

他韧带或半月板损伤的病例)作为对照组(25 例),
其中男 16 例,女 9 例,年龄 15 ~ 70 岁。 临床表现为

不同程度肿胀、无法稳定行走或活动受限。
1. 2 摇 检 查 方 法 摇 MRI 检 查: 采 用 SIEMENS
Symphony鄄p 型 1. 5T 超导 MRI 仪,膝关节专用线圈,
仰卧位、足先进,中心定位髌骨下缘。 扫描相关参

数:矢状位: SE鄄T1WI ( TR 190 ms,TE 15 ms, FOV
28 cm 伊 28 cm)、T2WI 压脂( TR 3 400 ms,TE106
ms,FOV28 cm 伊 28 cm)、T2WI鄄fl2d(TR 217 ms,TE
18 ms,FOV 28 cm 伊 28 cm),冠状位:T2WI 压脂(
TR 4 760 ms,TE 11 ms,FOV 28 cm 伊 28 cm),横断

面:T2 WI( TR 2 880 ms,TE107 ms,FOV 32 cm 伊
32 cm);所有序列层厚 3 mm,层间距 0. 5 mm,矩阵

240 伊 256。 关节镜检查:所有病人均采用美国史塞

克公司全套关节镜系统。 常规消毒及麻醉处理,依
次观察关节软骨、半月板及韧带等。
1. 3摇 评价方法摇 在不告知关节镜诊断结果前提下,
由 2 名 MRI 诊断医师共同对 ACL 损伤相关的 MRI
多种征象进行分析,意见不一致时协商解决差异。
参阅文献[4 - 5],MRI 直接征象(ACL 本身形态和信

号的改变):(1)ACL 连续性中断或部分韧带纤维中

断;(2)ACL 走行异常:矢状面上,ACL 纤维不平行

于 Blumensaat 线 (即股骨髁间窝皮质线),倾斜角下

降或走行迂曲或呈波浪状;(3)ACL 消失:不管是矢

状面、冠状面还是横断面,ACL 纤维束完全断裂,断
端挛缩附着在胫骨平台上或股骨外侧髁内侧,导致

正常 ACL 走行区空虚无韧带组织显示;(4)ACL 信

号异常:即局限或弥漫性信号增高,边缘模糊;(5)
ACL 下止点撕脱性骨折,呈吊桥征,即使没有韧带

严重损伤,仍需要在关节镜下做复位固定术,因此也

归于完全撕裂[6]。 MRI 间接征象[4]:(1)胫骨前移

( > 7 mm);(2)外侧半月板后角后移;(3)后交叉韧

带(PCL) 角减小:矢状面上,PCL 向后弓形改变,

PCL 近段部分与远段部分所形成的夹角 < 105毅时,
提示 ACL 损伤;(4)韧带周围积液或积血,如三角区

积液,ACL 与 PCL 相交以下区域液体积聚;(5) “对
吻性冶骨挫伤及 Notch 征:即具有股骨外侧髁和胫骨

平台外后侧骨挫伤的表现;或具有股骨外侧髁凹陷

征 (Notch 征),股骨外侧髁凹陷深度加大伴骨挫

伤;(6)空髁间窝征:冠状面上,股骨外侧髁的内侧

面 ACL 止点空虚、未见低信号附着。 同时观察合并

其他损伤情况。 统计分析各种征象诊断的敏感度、
特异度以及阳性预测值。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MRI 多种征象及关节镜检查结果摇 关节镜证

实 ACL 完全撕裂 19 例,部分撕裂 4 例。 其中完全

撕裂分实质部撕裂 8 例、股骨端撕裂 6 例及胫骨端

撕裂 5 例。 MRI 直接征象:ACL 连续性中断或部分

韧带纤维中断、ACL 走行异常(见图 1)、ACL 消失

(见图 2)、ACL 局限性或弥漫性信号增高(见图 3)、
下止点撕脱性骨折呈“吊桥征冶 (见图 4)分别为 11
例、17 例、3 例、20 例、5 例。 MRI 间接征象:胫骨前

移(见图 5)、外侧半月板后角后移、PCL 角减小、韧
带周围积液或积血、“对吻性冶 骨挫伤(见图 6)及

Notch 征(见图 7)、空髁间窝征(见图 8、9)分别为 6
例、8 例、2 例、9 例、15 例及 9 例。 除 PCL 角减小、
韧带周围积液或积血 2 种征象出现在部分撕裂病例

(共 3 例)外,其余所有 4 种间接征象仅出现在完全

撕裂病例。 采用 MRI 检查在 ACL 连续中断、ACL
走行异常、ACL 消失、ACL 吊桥征、胫骨前移、外侧

半月板后角后移、“对吻性冶骨挫伤及 Notch 征、空髁

间窝征多种征象上比关节镜检查具有更大的诊断价

值(P < 0. 05 ~ P < 0. 01)(见表 1)。
2. 2摇 ACL 损伤的 MRI 征象评价结果摇 ACL 损伤的

MRI 直接征象中 ACL 消失敏感性最低(13. 04% ),
而 ACL 局限或弥漫性信号增高或增粗特异性相对

较低;其中韧带走行异常诊断价值最大,其诊断敏感

度、特异度及阳性预测值分别为 73. 91% 、100. 00%
及 100. 00% (见表 2)。 MRI 间接征象中胫骨前移

位、外侧半月板后角后移、“对吻性冶 骨挫伤及 Notch
征、空髁间窝征 4 种间接征象具有较高的特异度,但
敏感度均较低,其中“对吻性冶骨挫伤及 Notch 征诊

断价值最大(见表 3)。

3摇 讨论

摇 摇 关节镜检查是诊断急性 ACL 损伤金标准,但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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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关节镜与 MRI 多种征象对照结果(n)

关节镜

检查结果

ACL 连续中断

+ 摇 摇 - 摇 合计摇
ACL 走行异常

+ 摇 摇 - 摇 合计摇
ACL 消失

+ 摇 - 摇 合计摇
ACL 信号异常或增粗

+ 摇 摇 - 摇 摇 合计

ACL 吊桥征

+ 摇 摇 - 摇 合计摇
MRI 检查结果胫骨前移

+ 摇 摇 - 摇 摇 合计

+ 11 12摇 23摇 17 6 23 3 20摇 23摇 20 3 23 5 18 23 摇 6 17 23

- 0 25摇 25摇 0 25 25 0 25摇 25摇 5 20 25 0 25 25 摇 2 23 25

合计 11 37摇 48摇 17 31 48 3 45摇 48摇 25 23 48 5 43 48 摇 8 40 48

字2 10. 08 4. 17 18. 05 0. 13 16. 06 1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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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节镜

检查结果

外侧半月板后角后移

摇 + 摇 摇 - 摇 摇 合计摇
PCL 角阳性

+ 摇 摇 - 摇 摇 合计摇
韧带周围积液或积血

+ 摇 摇 - 摇 摇 合计摇
“对吻性冶骨挫伤及 Notch 征

+ 摇 摇 - 摇 摇 合计

空髁间窝征

+ 摇 摇 - 摇 摇 合计摇

+ 8 15 23 2 21摇 23 9 14 23 15 8 23 9 14 23

- 1 24 25 1 24摇 25 5 20 25 0 25 25 1 24 25

合计 9 39 48 3 45摇 48 14 34 48 15 33 48 10 38 48

字2 10. 56 16. 41 3. 37 6. 13 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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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摇 ACL 损伤的 MRI 直接征象评价结果

直接征象 敏感度 / % 特异度 / %阳性预测值 / %

ACL 连续性中断或部分中断 47. 83 100. 00 100. 00

ACL 走行异常 73. 91 100. 00 100. 00

ACL 消失 13. 04 100. 00 100. 00

ACL 局限或弥漫性信号增高或增粗 86. 96 80. 00 80. 00

ACL 吊桥征 21. 70 100. 00 100. 00

人需要住院且检查费用高、有创、或并发关节感染

等,并不能作为首选检查手段。 MRI 具有软组织分

辨率高、无创性、扫描快速、无放射性和多方位及多

表 3摇 ACL 损伤的 MRI 间接征象评价结果

间接征象 敏感度 / % 特异度 / %阳性预测值 / %

胫骨前移位 26. 09 92. 00 75. 00

外侧半月板后角后移 34. 78 96. 00 88. 90

PCL 角减小 8. 70 96. 00 66. 67

韧带周围积液或积血 39. 13 80. 00 64. 29

“对吻性冶 骨挫伤及 Notch 征 65. 22 100. 00 100. 00

空髁间窝征 39. 13 96. 00 90. 00

参数成像等优点,可直接显示 ACL 的走行、形态及

内部信号改变,对临床手术适应症选择及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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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目前是临床疑似 ACL 损

伤病人的首选筛查技术。 本文将急性 ACL 损伤

MRI 表现与关节镜对照发现,ACL 断裂出血、松弛、
断端扭曲及移位构成了 ACL 形态和信号改变的直

接征象,不涉及 ACL 本身形态及信号的相关 MRI 表
现构成间接征象。 正确分析这些 MRI 征象对提高

急性 ACL 损伤诊断的精确性意义重大。
急性 ACL 损伤 MRI 直接征象表现各异,其差异

与损伤程度密切相关。 完全撕裂可出现韧带不连续

或消失,即“连续性中断冶或“韧带消失冶,断裂处因

出血和水肿表现为局限或弥漫性信号异常即“信号

异常冶 [7],出现韧带张力消失或松弛、韧带倾斜度减

低时表现“走行异常冶;出现 ACL 下止点撕脱性骨折

时呈“吊桥征冶。 急性 ACL 损伤中,实质部最为常

见,其次是股骨附着处,最后是胫骨附着处[8 - 9]。 本

组经关节镜证实的 19 例完全撕裂病人均具备上述

1 项或多项直接征象,撕裂部位发生概率与上述文

献报道相似,我们认为应重点观察 ACL 实质部及股

骨附着处情况以减少漏诊。 ACL 解剖结构及走行

较复杂,下端起自胫骨髁间隆起前内侧,斜向后上方

外侧、纤维束扇形分布股骨外侧髁内侧面,与关节镜

直视下观察 ACL 相比,MRI 单一切面很难完整显示

ACL,需结合矢状位、冠状位及横断面多方位观察,
建立全方位立体观。 本组 4 种直接征象中,“韧带

走行异常冶诊断价值最大,我们认为与 MRI 多方位

成像技术密不可分,其次本组数据因急性 ACL 完全

撕裂病例所占比例较高(19 / 24,79. 17% ),不难理

解 ACL 因张力异常、断端扭曲移位等“韧带走行异

常冶征象出现率更高。
本组 ACL 局限或弥漫性信号增高或增粗特异

性相对较低。 事实上,因急性损伤髁间窝区水肿、
ACL 的内部固有信号改变、结构伪影、矢状面股骨

髁附着点的部分容积及 ACL 变性等因素干扰,相对

关节镜下直观、完整显示 ACL 而言,该征象对于是

否存在损伤以及损伤程度鉴别仍存在不足[10 - 11]。
另外,本组 ACL 信号消失征敏感性较低,有部分学

者[3]认为该征象更多见慢性或陈旧性 ACL 损伤病

例,可能与多数慢性或陈旧性损伤 ACL 残端已完全

或大部分吸收有关,本组样本数量有限,这一观点需

进一步证实。
急性 ACL 损伤 MRI 间接征象具有较高特异性,

但敏感性较低,结合直接征象综合分析可以提高诊

断 ACL 损伤的准确性[12]。 李梅等[13] 认为 MRI 间

接征象可减少 MRI 假阴性诊断而避免发生漏诊。
本组间接征象中“对吻性冶骨挫伤及 Notch 征诊断最

有价值,两者发生机制相同,即当 ACL 断裂时,胫骨

前移、内旋,股骨外侧髁和胫骨平台后外侧面发生撞

击,引起相应部位的骨挫伤或骨折,王海波等[14] 将

两个征象归为一类,可进一步提高 ACL 完全撕裂的

敏感性及特异性。 值得一提的是,本组结果中间接

征象胫骨前移、外侧半月板后角后移、“对吻性冶骨

挫伤及 Notch 征、空髁间窝征均仅只见于完全性撕

裂病人,而部分性撕裂的病例,往往缺乏上述 4 种间

接征象或出现的间接征象不具备特征性。 MAIR
等[15]较早对骨挫伤研究发现,ACL 完全断裂的骨挫

伤发生率(94% )远高于不完全断裂(17% )。 于星

鹏等[16] 同样认为随着 ACL 损伤程度增加,伴随的

间接征象亦逐渐增多,本研究与上述观点一致,出现

“对吻性冶 骨挫伤及 Notch 征高度提示 ACL 完全

撕裂。
与关节镜检查相比,韧带周围积液或积血征象

在本组中并不是特征性很强的间接征象。 许建荣

等[17]研究发现膝关节 ACL 正常的其他损伤也常见

韧带周围积液或积血征象,并认为任何膝关节损伤

合并滑膜增生及滑膜外积液水肿很常见,另 ACL 走

行区髁间窝滑膜丰富,很容易导致该区域结构不清。
除本文所列间接征象外,一些少见间接征象如

Segond 骨折、髌韧带迂曲及髌下脂肪垫切割损伤

等[18]均未出现,可能因本组数据样本量少,其诊断

价值有待收集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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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研究者[10]对大一、大二和大三年级的护理本科

学生调查发现,倦怠水平在大二年级最高,大一年级

和大三年级较低。 这个结果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
反映出学生的倦怠水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会随

着年级的变化产生波动。 主要原因在于,大一年级

刚进校一切都很新鲜,学习压力小,到了大二、大三

年级接触到专业课后学习压力大,倦怠感增加。 到

了毕业年级由于找工作和面临即将离开大学,离别

之情冲淡了学习倦怠感。
3. 2摇 学习倦怠、坚韧人格与学习动机之间的关系摇
研究[11]发现,个体的自我知觉、积极情绪通过自我

决定在激发大学生自主性动机或内化受控性动机上

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这意味着个体的情绪感受会影

响学习动机,这和本研究的结果相一致。 学习动机

和学习倦怠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减轻学生的

学业倦怠感是提高学生动机和学习成绩的有效途

径。 在个人人格特质方面,本研究着重考察了坚韧

人格方面。 本研究有着坚韧人格的个体可以克服各

种困难,有助于提高学习效果,本研究证明了这个结

果。 已有研究表明坚韧人格对大学生学习动机有显

著影响;归因方式对学习动机具有良好的预测作

用[12]。 人格和气质不一样,具有后天的可变性,故
在教育教学中要着重培养学生的坚韧人格,从而帮

助提高学习动机和学习成绩。
综上所述,本研究显示男生和女生其学习动机、

学习倦怠和坚韧人格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在学习倦

怠上年级差异极为显著,大三年级学习倦怠最高,大

一和大四年级最低;学习动机随着年级的增加逐渐

下降。 学习动机和学习倦怠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学习动机和坚韧人格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参 考 文 献 ]
[1] 摇 周誉昌. 关于提高大学生学习主动性的探讨[ J] . 广东工业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12):165.
[2] 摇 黄友泉,谢美华. 大学生学习主动性因子结构探索及现状调

查[J] . 高等理科教育,2013(4):76.
[3] 摇 孙建荣. 从教育心理学视角分析大学生学习倦怠[ J] . 陕西教

育(高教),2018(5):74.
[4] 摇 戴晓阳. 常用心理评估量表手册[M].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

社,2013.
[5] 摇 韩利娟. 大学生课堂学习主动性的提升及教学方法研究[ J] .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7,30(15):151.
[6] 摇 何玲玲. 中学生学习动机与学习自主性的相关性研究[D].

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4.
[7] 摇 张玮凌,陈卫萍. 独立学院大学生学习动机影响因素及对策

研究[J] . 西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8(1):38.
[8] 摇 罗杰,周瑗,潘运,等. 性别在大学生学习适应与学习倦怠关

系中的调节作用[J] . 中国特殊教育,2013(6):69.
[9] 摇 赵浩,张灵聪. 女大学生学习自控力与学习倦怠的关系[ J] .

集美大学学报,2018,19(2):43.
[10] 摇 张颖,崔美玲,于思琪,等. 不同年级本科护生自我效能感与

学习倦怠情况调查与分析[ J] . 护士进修杂志,2016,31(4):
322.

[11] 摇 毛晋平,张洁. 大学生自主 - 受控学习动机特点及相关因素

的调查[J] . 现代大学教育,2010 (2):91.
[12] 摇 刘燊,杨韵. 大学生坚韧人格、归因方式与学习动机[ J] . 中国

健康心理学杂志,2014,22 (8):1228.

(本文编辑摇 赵素容)

(上接第 519 页)
[8]摇 史福东,左金增,刘仕杰,等. 磁共振成像与关节镜诊断前交

叉韧带损伤的对比研究[ J] . 中国全科医学,2014,17 (9):
1083.

[9] 摇 王道安. MRI 对前交叉韧带损伤的诊断意义及其与关节镜比

较研究[J] . 中国 CT 和 MRI 杂志,2017,15(7):146.
[10] 摇 张南,钱学江,刘中冲,等. MRI 对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诊

断的假阳性及假阴性的病例分析 [ J] . 医学影像学杂志,
2017,27(5):887.

[11] 摇 程瑾,刘霞,杜湘珂. 三维 MR 影像对前交叉韧带损伤诊断价

值的研究[J] . 中华放射学杂志,2012,46(12):1105.
[12] 摇 廖云,孙仁权,廖国栋. MRI 多征象分析在膝关节前交叉韧带

损伤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分析[J] . 中国 CT 和 MRI 杂志,
2015,13(6):101.

[13] 摇 李梅,姚伟武,杨世埙,等. 膝关节损伤的前瞻性研究:MRI 诊
断与关节镜对照[ J] . 中国医学计算机成像杂志,2004,10

(4):258.
[14] 摇 王海波,张振勇,段宏伟,等. 膝关节急性前交叉韧带撕裂的

常见 MRI 征象分析[ J] . 中国中西医结合影像学杂志,2015,
10(13):484.

[15] 摇 MAIR SD,SCHLEGEL TF,GILL TJ,et al. Incidence and location
of bone bruises after acute pos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injury[J] .
Am J Sports Med,2004,32(7):1681.

[16] 摇 于星鹏,王毅. 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核磁共振影像与关节

镜检所见对比分析的研究[ J] . 牡丹江医学院学报,2010,31
(5):16.

[17] 摇 许建荣,邓霞. 前交叉韧带不全撕裂的 MRI 诊断[J] . 中国医

学计算机成像杂志,2000,6(6):401.
[18] 摇 徐金泽. Segond 骨折及合并损伤的影像学分析[ J] . 浙江临床

医学,2017,19(9):1703.

(本文编辑摇 刘畅)

225 J Bengbu Med Coll,April 2019,Vol. 44,No.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