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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ＣＴ三维重建技术观测颅底各孔径值并分析其形态和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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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５ ｎｌｎｌ。男性卵圆孔、棘孔、破裂孔大于女性，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Ｐ＜０．０１）。各孔显示率圆孔为８６％、卵圆孔为１００％，棘孔为９９％，破
裂孔为９９％。圆孔８０％为椭圆形，卵圆孔６６％为卵圆形，棘孔７７％为椭
圆形，破裂孔８２％为三角形。
结论：多层螺旋ＣＴ三维重建图像能够清晰地显示颅底的立体结构，显
示颅底主要孔径，测出的各孔径大小与解剖标本所测出的正常值比较

基本一致。

主题词：颅底；体层摄影术，ｘ线计算机方法；图像处理，计算机辅助贫
法；人体测量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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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一些病变如鼻咽癌等常侵及颅底结构，并常通过卵
圆孔、棘孔和蝶导静脉孔向颅内扩散。鼻咽癌伴有颅底

骨质破坏者达７３．９％，而卵圆孑Ｌ在鼻咽癌好犯之颅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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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孔道，为积累中国人的体质资料作出了贡献。在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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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底解剖结构复杂，是脑神经、血管、脑干出入颅
腔的部位。而中颅窝诸孑Ｌ道因其数量之多、分布之紧密
及与颅外联系之广泛而倍受临床关注。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有学者利用出土的成人颅骨标本直接测量了颅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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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折，损及颅底孑Ｌ道。临床上常需要通过影像学检查来
判断颅底骨质及各孔道是否有异常，为疾病的诊断、判

断进程及治疗提供帮助。７０年代ＣＴ的出现为颅底的
检查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方法，在软组织的病变合并有

骨质的改变时，ＣＴ检查很有意义，但有时观察骨质结
构的细节或小的骨结构缺损还不够理想【１］。多层螺旋
ＣＴ三维重建技术是１９９２年开始应用于临床，它能够

较全面、准确地显示颅底的立体结构，清晰地显示颅底
各孔道的大小、形态、走行及骨壁情况，并能通过计算
机软件的测量功能测出颅底某些孔道的内径大小Ｂ ３】。

Ｃａｌｌ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ｋｕｌｌ ｂａｓｅ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ｆｏｒａｍ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ｓｋｕｌｌ ｂａｓｅ．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ｐｅｒｔｕｒ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ｔｈｒｏｕｄｌ ＭＳＣＴ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Ｌｉ Ｙ，Ｚｈａｎｇ ＹＬ，Ｘｕ Ｆ
ｂａｓｅ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ａｒｅ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ａｔｏｍｉｃ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ｌｉ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ｔｈｅｉｒ ｓｈａｐ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示颅中窝的主要孔径，观察其形态，测量出主要孔的内

径大小，统计其正常值范围及男女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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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对象和方法

设计：对照性实验。
单位：大连医科大学解剖学教研室。
对象：随机抽取２００３—０６／２００４—０４大连医科大学

摘要
目的：探讨颅底内面多层ｃＴ三维重建图像效果及颅底各孔的正常值。
方法：随机抽取２００３—０６／２００４—０４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经颅
脑多层螺旋ＣＴ检查正常的成人２００例，男１００例，年龄２１－８５岁，平均
５４岁，女１００例，年龄１８～７８岁，平均５２岁。使用电子计算机三维重建
程序立体地显示颅底内面的圆孔、卵圆孔、棘孔和破裂孑Ｌ，并运用计算
机的测量功能测出重建图像的颅底各孔径的内径均值，观察其形态及
分析男女性别差异。
结果：圆孔、卵圆孑Ｌ、棘孔和破裂孔的最大径的平均值，男性左侧分别是
４．５７，８．２７，２．６６和８．９８ １１１１１１，右侧分别是４．５６，８．３８，２．６８和８．９２ ｍｍ；女
性左侧分别为４．３５，７．８２，２．１１和８．２１ ｍｉｌｌ，右侧分别为４．３２，７．７６，２．０８和

万方数据

附属第一医院的颅脑多层螺旋ＣＴ扫描图像正常的成
人２００例，其中男１００例，年龄２１－８５岁，平均５４岁，
女１００例，年龄１８—７８岁，平均５２岁。
设计、实施、评估者：设计为第三作者，资料收集、
评估为第一、二作者，均受过培训。
方法：使用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１６排多层螺旋
ＣＴ机，进行颅脑扫描，扫描条件为１２０

ＫＶ，３００ ｍＡ，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１—５９２６

Ⅲｍ‘咖群ｔｏｍ

２６

ＣＮ ２１—１４７０／Ｒ

ｋｆ２３３８５０８３＠ｓｉｎａｃｏｍ

卒岂笙多层ＣＴ三维重建技术观测颅底各孔径值并分析其形态和
＋。’ｏ‘性别差异

扫描基线为耳眦线，以１０ ｍｍ层厚作螺旋扫描，重建

．２．２．３棘孔ＣＴ片上呈椭圆形占７７％，圆形占２０％，

层厚为１．２５ ｍｍ，每圈螺旋转速为１．０ ｓ（１．Ｏ ｓ／转），

裂隙样占３％。其长径内外侧大于女眭，且有显著陛差别。

螺距为０．５６２：１，扫描范围为１０ ｃｎｌ。扫描结束后利用电

２．２．４破裂孔ＣＴ片上三角形占８２％，方形占１１％，

子计算机三维重建程序软件，直接获得横断扫描原始

椭圆形占７％。内侧观男性孑Ｌ径大于女性，且有显著性

数据，在工作台上用表面阴影遮盖显示重建术法进行

差异，外侧观无明显差异。

颅底三维重建，用骨重建方式，重建图像可沿ｘ、Ｙ、Ｚ

３讨论

轴３６０。旋转，任意切割和放大，并运用计算机的测量功

３．１

能测出颅底各孔径的大小。具体成像步骤如下：选择对

与以往资料的比较以往，通过出土的颅骨成人
标本对颅底诸孔进行测量，总结出破裂孔近似三角形

象＿ｈｅａｄ菜单＿Ｂｗ、Ｆａｃｉａｌ－－－｝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Ｒｅ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占８３．１％，方形或圆形占１６．９％，破裂孔底宽左侧为

翻转图像＿调阈值（２５０—３００）一点ＤＦＯＶ放大视野叶

（６．６７＋０．１１）ｍｍ，右侧为（６．６７＋０．１１）ｍｍ，高度左侧为

选择测量工具＿测出各孔径的长径，并观测其形态。
主要观察指标：颅底各孔内径的平均值及其形态。

（７．６８＋０．１１）ｍｍ，右侧为（７．６１＋１．０３）ｍｍ【４】。卵圆孔呈卵

统计学分析：数据处理由第二作者完成。数据全

圆形占６５％，半月形占２４％，梭形占５％，肾形占
３％，其长径左（１０．７０—５．３５）ｍｍ，右（１０．３０—４．９）

部输入计算机中，并用Ｅｘｃｅｌ系统建立数据库，用

ｍｍ，宽径左（６．７０—２．３５）ｍｍ，右（７．１５～２．３０）ｍｍ。

１．５系统进行数据的统计学处理。性差的显著性

棘孔长径左（６．６０－１．６５）ｍｍ，右（５．８０－１．８００）ｍｍ，

ＳＰＳＳ １

用大样本的Ｍ检验。

宽径左（４．８５～１．１０）ｍｍ，右（３．９５－１．１０）ｍｍ。本文利用

２结果

多层ＣＴ三维重建图像测出上述诸孔的值与上述报道

２．１

实验结果数量分析观察对象共计２００例，除男

基本一致。作者用多层ＣＴ三维重建图像测量的颅底

女性卵圆孔和女性左侧棘孔没有脱失外，其他孔都有

各孔的值较骆成等［５１用普通ＣＴ狈０量颅底各孔的值更

不同程度脱失（各孔显示率圆孔为８６％、棘孔为９９％，

接近于颅骨标本的值。

破裂孔为９９％）。原因是各孔的显示率不一定都是

３．２

１００％，对无法显示的本实验没有随机补充。

颅底孑Ｌ道是具有一定深度和倾斜度的骨Ｉ生管道，用头

２．２统计推断通过电子计算机三维重建程序软件处

颅平片拍摄时，管壁及周围结构相互投影重叠，轮廓模

理，可从颅底的内侧面观测颅底诸孑Ｌ，见图１和图２。

糊。ＣＴ扫描采取横断管壁长轴的扫描技术，能消除管

本文从颅底内侧面观测了圆孔、卵圆孔、棘孑Ｌ和破裂

壁及其周围结构相互投影重叠的现象，对孑Ｌ道形态真

孑Ｌ，内侧观测项的基本统计值见表１。

实性的反映优于头颅平片；ＣＴ还可同时显示孔道各壁

多层ＣＴ三维重建技术对颅底孔道测量的研究意义

结构及其与周围组织的关系，因而其测量精确度显著
高于头颅平片；ＣＴ具有较高的密度分辨力，对颅底孔
道的研究优于多轨迹断层摄影。多层ＣＴ三维重建技
术可显示直观而精确的立体图像，使图像更为清晰、细
致、柔和，便于微小结构的观察，同时减少了测量误差，
因而该技术是目前活体上研究颅底孔道大小和形态的
图１
颅中窝ＭＳＣＴ３Ｄ显示圆孔和图２颅中窝ＭＳＣＴ３Ｄ显示卵圆孔、
卵圆孔
棘孔和破裂孔

表１颅中窝主要孔道测量项基本统计值及性差的显著性检验结果

ｌｉ垫：婴２
男

项目

女
内径

ｎ

…
亡删

＋Ⅲ
佃＋删

８６
圆孔
１００
卵圆孔６
９８
棘孔ｏ
９９
破裂孔“
圆孔卵８６
１００
圆孔６
棘ｉｌ．６
１００
９９
破裂孔８

４．５７±１．２１
８．２７±１．１８
２．６６±０．９６
８．９８±１．５４
４．５６±１．１７
８．３８±１．１０
２．６８±０．８７
８．９２±１．５２

ｎ

９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９
９１
１００

９９
９９

内径
４．３５±０．８５

多层螺旋ＣＴ三维重建图像，是指经计算机程序
处理将连续断层扫描所收集到的信息重建为直观的
立体图形。因为螺旋ＣＴ扫描没有间隔时间，能在很短
的时间内做大范围扫描，人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和器官

７．８２±ｏ．９２

可用一次螺旋扫描来完成，还可任意选择重建间隔，

２．１１±０．５０
８．２１±１．９２
４．３２±０．９８
７．７６±ｏ，９０

在感兴趣的部位重建图像。利用微机处理就能够看到
传统轴位图像、多层面重构和三维图像。我们用的是

２．０８±ｏ．４５
８．３５±１．８９

表面阴影重建术，它是按表面数学模式进行计算机处

性别差异：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１
２．２．１

一种最佳方法。

圆孔ＣＴ片上圆孔呈椭圆形占８０％，圆形占

２０％。圆孔长径男性略大于女陛，但无显著性差异。

理，将超过预设的ＣＴ阈值的相邻象素连接而重组成

图像，图像表面有明暗之区别。表面阴影重建术重建

２．２．２卵圆孔ＣＴ片上绝大多数呈卵圆形，占６６％，

后通过调整图像的ＣＴ观察阈值，舍去阈值外结构来
对阈值内结构进行三维成像，利用图像的灰度差别即

半月形占２６％，梭形占４％，肾形占３％，圆形占１％。内

可产生立体效果，该法被公认为是现今综合立体展示

外侧观左右侧卵圆孔男均大于女，且有显著性差异。

骨骼解剖和病理状态的最好方法Ｍ。表面阴影重建术

万方数据

‘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１－５９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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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卷

第３３期

２７

重建的准确性与阈值范围的选择有关，阈值选择过

的临床价值圆孔：圆孔内有上颌神经通过，鼻咽癌侵

高，会造成重建图像中的“假孔”，影响诊断。阈值选

及翼腭窝时，可沿三叉神经上颌支达圆孔，导致圆孔扩

择过低，周围轮廓分辨不清，细小结构易漏。本组ＳＳＤ

大和破坏。

重建选择颅骨阈值在２５０－３００ Ｈｕ，．可真实地显示颅

卵圆孔：位于蝶骨大翼的后外侧，其内有三叉神经
下颌支、脑膜中动脉的脑膜副支和下颌神经脑膜支通

底结构。
多层螺旋ＣＴ三维重建技术在颅底孔道测量中的

过。因颅底许多病变可累及该孔，而引起广泛注意。通

应用及优点：①多层螺旋ｃＴ的扫描速度大大提高，一

过对该孑Ｌ的测量研究，可对该孔有关的疾病如鼻咽癌、

次扫描时间只用普通ＣＴ所需时间的１／６～１／８，Ｘ线管

三叉神经鞘瘤、滑膜肉瘤、脑膜瘤及囊腺瘤加以甄别。

球损耗小，照射量减少了１５％～４０％，空间分辨率高，采

棘孔：棘孔为脑膜中动脉进人颅内的骨管，脑膜瘤

集信息量大等。②多层螺旋ｃＴ三维重建揭示了颅底

脑膜中动脉供血增加，棘孔常扩大，鼻咽癌侵及颅底时

的立体形态，有助于临床医生将影像与实际解剖相结
合。③可以在任意轴向和角度旋转，选择暴露各孔道

也可破坏此孔。

的最佳视角观察，有助于更清晰地显示各孔道。④通

动脉亦从其临近进入颅内，鼻咽癌、脊索瘤和鞍旁脑膜

过对颅底孔道的测量，确定一个正常值范围，有助于

瘤可引起破裂孔扩大和破坏。

破裂孔：破裂孑Ｌ内有咽升动脉的脑膜支通过，颅内

致谢：大连友谊医院的孙丽主任医师也参与资料的收集工作，在

医生对颅底病变的诊断。
多层螺旋ＣＴ三维重建的不足及影响因素：①多
层螺旋ＣＴ层面在分布曲线的有效层厚大于扫描层

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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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螺旋ＣＴ三维重建技术对颅底孔道测量研究

描述性统计

２．２

统计推断

Ｂｅｄｉｓ Ａ．Ｐｕｔｚ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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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ｓｋｕｌｌ ａｎｄ ｂｒａｉｎ．Ａ皿艘Ａｍ Ｊ Ｎｅｕｒｏｒａｄ／ｏ／１９９３；１４（３）：５５１－９

潜伏期差实测范围上肢１．４－１６．３ ｍｓ，下肢１．５－１４．５ ｍｓ。３例神

（上接第２４页）

２结果
２．１

Ｒａｙ ＣＥ Ｊｒ，Ｍａｆｅｅ ＭＦ’Ｆｒｌｅｄｍａｎ Ｍ，ｅｔ ａ１．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ｃ１、ｉｍａｇｉｎｇ ｉｎ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ｎｅｃｋ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Ｒａｄｉｏｌ Ｃｌ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 １９９３；３１（１）：
１８１—９４
Ｚｏｎｎｅｖｅｌｄ ＦＷ，Ｆｕｋｕｔａ Ｋ．Ａ ｄｅｃａｄｅ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ａ
ｒｅｖｉｅｗ．Ｐａｒｔ 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ｖｅｓｔ Ｒａｄｉｏｌ １９９４；２９（５）：５７４—８９

经远端断伤者，远端神经皮质电位未引出，跨越受伤部位同名神
６ｌ例全部完成检测进入结果分析。

经皮质电位引出。５例短潜伏期体感诱发电位基本正常者４例疑
为肘管综合征（３肘１腕），另１例双手麻木伴左手尺侧胀痛１２

２，２．１短潜伏期体感诱发电位和神经传导速度检测结果

ｄ，５例峰间潜伏期差实测范围Ｏ．２－０．５ ｍｓ，其中２例左右皮质电

６１例短潜伏期体感诱发电位检测５６例（９２％）异常，基本正常

位波幅完全重叠。

者５例。６ｌ例神经传导速度检测均有异常。１５例有不同程度肌

３讨论

肉萎缩者，同芯针电极肌电图检查受损神经支配肌肉大多可见

本组资料表明：上肢神经正中、尺、桡、肌皮、和下肢腓总、胫

失神经电位。６ｌ例受检者共选择８４条神经传导速度异常神经

后神经受损后，在相应的体感区域刺激，循其感觉通路均能引出

作一级体感皮质原发反应配对检测，无脱落者。８４条神经皮质

皮质电位（神经完全断伤除外），且体感诱发电位检测异常结果

电位峰潜伏期均比配对同名神经峰潜伏期延长（Ｐ＜０．０５）。

与同侧神经传导速度检测结果具有明显相关性。

２．２．２异常短潜伏期体感诱发电位根据神经受伤部位分类

各

另外，神经传导速度数据结果加上同一画面受损与非受损

种嵌压综合征２５例：④腕管综合征１２例１３手：表现为刺激患侧

同名神经皮质电位潜伏期及波幅图像对比更直观，也更容易被

拇指或食指正中神经时，一级体感皮质原发反应潜伏期明显延

受检者和临床医师认同。＿级体感皮质原发反应检查对各种嵌

长，刺激同侧腕上方正中神经潜伏期基本正常。左右跨腕关节皮

压综合征肘管综合征或跗管综合征可从另一个角度反应正中神

ｍＳ。蝴寸管综

经、尺神经或胫后神经是否受损或嵌压。因此，作者认为，对单纯

合征１０例：表现为刺激患侧小指潜伏期延长，健侧小指一级体感

周围神经损伤者可采用神经传导速度和体感诱发电位检测，必

皮质原发反应潜伏期正常，分别刺激肘下和肘上（相距１０ ｃｍ）

要时再用针极肌电图检测，体感诱发电位检测为周围神经损伤

或腕上尺神经的一级体感皮质原发反应潜伏期有差异。峰间潜伏

定位诊断供了新的可靠的客观依据。

期差实测范围１．６～８．０ ＩＩｌｓ。⑧跗管综合征３例４足，患侧跨踝关节

４

皮质电位峰间潜伏期差异常，峰问潜伏期差实测范围２．７－－４．６船。

１

单肢单神经及单肢双神经以上合并损伤３ｌ例：表现为患

２

质电位峰间潜伏期差明显异常，实测范围１．４－１６．４

侧受损神经皮质电位峰潜伏期较健侧同名神经明显延长。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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