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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性湿肺的螺旋ＣＴ诊断（附６０例分析）
梁昆如，康江河
（福建医科大学教学医院厦门中山医院影像科，福建厦门３６１００４）

摘要：目的

探讨螺旋ｃＴ对创伤性湿肺诊断及鉴别诊断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６０例创伤性湿肺病人的螺旋ｃＴ资

料，观察其ＣＴ征象，并加以总结。结果ＣＴ表现分为４型：（１）间质型ｌＯ例，肺血管影增粗、模糊，（２）弥漫实变型】５例：肺实质内
散在斑点状、小片状稍高密度灶；（３）云雾型２０例，呈磨砂玻璃改变的云雾状稍高密度灶（即“面纱征”）；（４）节段实变型１５例，大
片状或呈叶、段分布的高密度灶。结论螺旋ｃＴ能够明确显示创伤性湿肺的部位、类型、范围和发现合并伤的存在，是目前诊断创
伤性湿肺有效的检查手段之一。
关键词：肺；创伤性湿肺；体层摄影术，ｘ线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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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性湿肺是胸部闭合性损伤后，肺内的液体及

３５

ＨＵ，窗宽３００ ＨＵ）观察；５１例复查２～３次。

２

结果

分泌物增多，积蓄在肺泡和支气管中所形成的一种综
合病症…。本病首先由Ｂｕｒｆｏｒｄ等于１９４５年报告和命
名旧１。我院自１９９８—０５～２００３—０９在４００例胸部创

创伤性湿肺病灶分布大多见于中下肺野。本组发

伤患者中，经临床、ＣＴ追踪观察确诊湿肺者６０例，现

生于中下肺野者４５例，出现于单侧者３６例，双侧者

对创伤性湿肺的发病机理、ＣＴ诊断与鉴别诊断进行分

２４例。螺旋ＣＴ表现：（１）问质型１０例，表现为肺血管

析，旨在提高对此病症的影像学表现的认识。

影不均匀增粗、模糊（图１）；（２）弥漫实变型１５例，表
现为单侧或双侧肺实质内大小不等的斑点和／或斑片
状稍高密度灶，边缘模糊，多沿支气管走行分布，部分

１材料与方法
本组６０例，男３２例，女２８例。年龄６—７６岁，平

融合成片（图２）；（３）云雾型２０例，亦称“面纱征”，表

均３１．２岁。致伤原因：车撞伤３３例，砸伤９例，高处

现为一侧或双侧肺野透光度减低，呈磨玻璃样改变，形

坠落伤７例，跌伤８例，爆炸伤３例。临床表现：多数

似蒙上一层“薄纱”，透过“薄纱”可见到正常走行的肺

表现为胸痛、胸闷、咳嗽、呼吸困难及意识不清等。受

纹理（图３）；（４）节段实变型１５例，表现为肺内大片状

伤至首次检查时间：最短者４０ ｒａｉｎ，最长者４８ ｈ，大多

或呈叶、段分布的高密度灶，其内密度欠均匀，边缘常

在６ ｈ内。

不规则（图４）。

全部病例均使用ＳＯＭＡＴＯＭ

Ｐｌｕｓ

４型螺旋ＣＴ扫

描机；行常规胸部螺旋ＣＴ检查，层厚５～１０ ｍｍ，采用

３讨论

肺窗（窗位一６００ ＨＵ，窗宽１２００ ＨＵ）与纵隔窗（窗位

３，１创伤性湿肺的发生机理心引

①肺循环障碍：肺

循环障碍是湿肺形成的根本原因。当胸部承受外来撞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１ｌ一２９
作者简介：梁昆如（１９５８一），男，内蒙古包头市人，本科，副主任医
师，硕士学位。研究方向：医学影像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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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后，使悬于胸腔的肺和胸壁相撞，致肺毛细血管广泛
受损，致部分血液淤阻和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使体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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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质型：左侧肺门血管影增粗、模糊，且粗细不均图２弥漫实变型：双侧肺野内散在斑点状、小片状稍高密度灶，边缘模糊
云雾型：右下肺内片状呈磨玻璃样稍高密度改变，其内可见正常肺纹理走行

图４节段实变型：左下肺见大片高密度灶．

密度较高，边缘不规则且模糊

渗入间质及肺泡而形成湿肺。②支气管一肺泡阻塞：

骨窗观察胸骨、胸椎、肩胛骨、锁骨及肋骨的骨折情况；

肺部创伤后所引起的支气管痉挛，以及气道分泌物与

④对少量的胸腔积液、少量气胸、肺泡撕裂所致的小的

积血的增加，引起缺氧及肺泡毛细血管通透性改变，均

囊状影，ＣＴ显示明显优于ｘ线胸片。尤其螺旋ＣＴ扫

可影响肺通气功能，加重创伤性湿肺的症状。③颅脑

描比普通ＣＴ扫描速度更快，一般常规胸部平扫只

损伤的影响：部分病例并发有颅脑损伤时，可直接刺激

需１０～２０ ｓ，受病人的呼吸干扰较轻，图像显示更清

中枢神经系统，造成肺过度通气，使肺表面活性物质向

晰，而且还可获得无间断的容积图像数据，能形成高质

肺泡内释放，或由于抗利尿激素增加与神经血管反应

量的三维图像，更适合于复杂结构的显示。

失调，产生碱中毒后引起大脑血管收缩和大脑缺氧，促

３．３创伤性湿肺的鉴别诊断¨’８’９１

使肺血管发生反射性挛缩，使体循环的液体移向肺组

鉴别：两者发生机理不同，湿肺的发生与前面所述因素

织，造成肺动脉高压，产生肺水肿。本组中共有２８例

有关，其病理改变是以肺间质、肺泡内出血、水肿及微

合并有不同程度的脑损伤，占４６．７％，可见其与湿肺

小肺不张为特点，临床症状较轻；而肺挫裂伤的形成因

的关系密切。

素多数认为与强烈的高压波有关，当强大的暴力作用

３．２螺旋ＣＴ在创伤性湿肺诊断中的价值

①与肺挫裂伤的

创伤性

于胸壁时，胸廓受压或挫伤，声门反射性紧闭，肺内压

湿肺主要分布于中下肺，集中于肺野外周，无节段分布

力忽然升高，使肺组织产生挫伤，引起肺水肿及出血；

规律Ｈ Ｊ。ｃＴ对创伤性湿肺诊断较胸片敏感；Ｔｏｏｍｂｓ

肺挫裂伤的病理损伤较重，一般肺挫裂伤多发生于肺

等¨１报道，胸部钝性损伤ｘ线阳性率仅为ｃＴ的１／４。

受伤侧，而创伤性湿肺与受伤部位常无直接关系，其发

螺旋ｃＴ具有较高的密度分辨力，结合文献旧’６１，其ｃＴ

生常晚于肺挫裂伤，多于伤后３ ｈ出现；肺挫裂伤的

表现主要分为４型。①间质型：表现为肺血管影增粗、

ＣＴ表现为肺内片状、斑点状高密度影，中心密度较高，

模糊；其病理改变为肺间质内的出血与渗出。②弥漫

且吸收较慢，一般为１—３周；而湿肺多表现为薄雾状

实变型：肺实质内散在斑点状、小片状稍高密度影；其

“面纱征”，随着渗血的增多，可融和成大片高密度灶；

病理改变为肺血管的小范围或大范围的肺泡内出血。

湿肺吸收消散快，多于３～７ ｄ吸收消失。②与创伤性

③云雾型：呈磨玻璃样改变的云雾状稍商密度灶（即

肺血肿鉴别：创伤性肺血肿ＣＴ表现为圆形、椭圆形或

“面纱征”）；其病理改变为肺泡和肺间质内的弥漫渗

梭形致密影，边缘清晰锐利，形态固定，密度较高且均

出。④节段实变型：ＣＴ表现为大片状或呈叶、段分布

匀，比湿肺出现晚，消散也慢，少者数天，多者可数月。

的高密度灶；其病理改变为肺组织内毛细血管损伤，肺

③与肺炎鉴别：多发斑片状及大叶性或节段性分布的

泡和间质出血、水肿所致。本组在４００例胸部创伤中，

创伤性湿肺，其ＣＴ表现与肺炎相似。此时，应根据临

创伤性湿肺约占１５％（６０／４００），以云雾型多见，共见

床症状及病史，肺炎患者一般无外伤史，且常有发热症

１５例，占２５％（１５／６０）。肺创伤的检查以普通ｘ线和

状；如创伤性湿肺在４８ ｈ后阴影继续扩大，应怀疑有

ｃＴ检查为主，而ｃＴ检查优点更为突出口’“：①为横断

创伤性湿肺合并感染的可能。

面图像，可避免重叠现象，能显示ｘ线平面难以发现

总之，螺旋ＣＴ分辨力高，扫描速度快，时间短，形

的损伤部位及轻微损伤；②它的密度分辨力与空间分

成容积扫描，避免因呼吸运动所致病变遗漏现象。在

辨力远胜于普通ｘ线检查方法；③除可应用肺窗、纵

显示、明确肺部损伤的部位、性质、类型、范围和发现合

隔窗观察图像，发现肺部、纵隔损伤情况外，还可应用

并伤方面，明显优于ｘ线片及普通ＣＴ，是诊断创伤性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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