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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再生结节（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ｎｏｄｕｌｅ，ＲＮ）的病理学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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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再生结节在肝内弥漫分布，周围绕以增生的纤维组
织。结节内的肝细胞有脂肪变性，胆汁淤积、胆色素及含铁血黄
素沉积，纤维间隔内有不同程度的炎性细胞。结节内肝细胞和枯
否细胞的形态及功能基本正常，仅仅是组织结构不同于正常肝
脏，影响其发挥正常功能。部分再生结节内的肝细胞内部有铁沉

ＨｕｉＸＵ，Ｊｉｎｇ－ｘｉａ ＸＩＥ。。Ｚｈｅｎｇ－ｈａｎ ＹＡＮＧ
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ａｄｉｏｌｏｙ。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积，有研究发现，有铁沉积的ＲＮ（ｓｉｄｅｒｏｔｉｃ ｎｏｄｕｌｅｓ）特别是直径
大于８ｍｍ的结节，较无铁沉积的结节容易发生恶变№Ｉ。

Ｂｅｉｊｉｎ９１００１９１，Ｃｈｉｎａ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ａｄｉｏｌｏ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 ００７３０，Ｃｈｉｎａ

１．２不典型增生结节（ｄｙｓｐｌａｓｔｉｃ ｎｏｄｕｌｅ，ＤＮ）及ＤＮ癌变的
病理学表现
ＤＮ定义为至少有直径ｌｍｍ以上的区域，肝细胞呈不典型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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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改变，但组织学上无任何恶性肿瘤的证据”】。ＤＮ结节直径一般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Ｊｉｎｇ－ｘｉａ ＸｌＥ

在１０ｍｍ－２０ｍｍ之间。目前国内外常将不典型增生结节按照组织

Ｅ·ｍａｉｌ：ｃｊｒ．】ｄｅｊｉｎｇｘｉａ＠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

分化程度分为低级不典型增生结节（ＬＧＤＮ）和高级不典型增生结
本项目受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号：７０６３０９１）和首都医学
科学发展基金（项目号２００５－３１ １ ９）资助

节（ＨＧＤＮ）ｆ”。肉眼上ＬＧＤＮ常表现为直径ｌｃｍ左右的结节，周
围缺乏真正的包膜，但可有致密的纤维组织包绕。结节中可见多
个汇管区，常均匀分布，有时陷入结节的纤维间隔中。结节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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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无胆管伴行的动脉（５ｌ（ｕｎ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ｂ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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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ｎｔｒｉａｄａｌ ａｒｔｅｒｉｅｓ）（以下称非配对动脉）。ＬＧＤＮ与大的ＲＮ常难以

区分。ＬＧＤＮ有时可见肝细胞体积增大，并表现出一定的核异型
性，称之为大细胞性异型。
肝细胞癌（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ＨＣＣ）发生的主要危险因

ＨＧＤＮ不仅表现为细胞的异型性，还伴有组织结构的异型

素是肝硬化。近年来病理学，分子生物学以及相关影像学的研究

性。肉眼上体积常比ＬＧＤＮ略大一些。结节界限清楚，通常周围

认为肝硬化结节发展为ＨＣＣ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过程ｎ捌，称为

也有致密的纤维组织包绕，但有时局部也可以与周围肝组织融

“多步骤癌变（ｍｕｌｔｉｓｔｅｐ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ｉｎ 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

合。结节中肝细胞除了表现出ＬＧＤＮ的各种改变外，如大细胞性

具体为由肝硬化再生结节（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ｎｏｄｕｌｅ，ＲＮ）到低级不典型

异型，脂肪变，透明细胞改变等，还可以出现小细胞性异型，即

增生结节Ｏｏｗｅｒ ｇｒａｄｅ ｄｙｓｐｌａｓｔｉｃ ｎｏｄｕｌｅ，ＬＧＤＮ），到高级不典型增

肝细胞体积变小，核质比明显增加，细胞密度明显增加（常常是

生结节衄ｇｈ ｇｒａｄｅ ｄｙｓｐｌａｓｔｉｃ ｎｏｄｕｌｅ，ＨＧＤＮ），到包含ＨＣＣ中心

周围肝结节的２～３倍），胞质嗜碱性明显增加，这种小细胞性异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ｆｏｅｉ ｏｆ ＨＣＣ）的不典型增生结节，直到ＨＣＣ。组织

型与ＨＣＣ的发生关系密切。ＨＧＤＮ部分肝板排列不规则，可由

病理学及免疫组化研究表明【４，ｓ１，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肝窦的毛细

两排以上肝细胞组成。肝细胞可形成腺样结构，或出现间质硬化。

血管化（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和新生动脉血管生成（ｎｅｏ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结

这些细胞及组织结构的异型性可弥漫存在于结节中，也可灶性存

节血供也由以门静脉血供为主，变为以肝动脉血供为主。本文主

在于结节中。在ＨＧＤＮ中有时可以发现早期ＨＣＣ灶，出现所谓

要介绍肝硬化结节多步癌变的相关病理学及影像学研究进展。

的“结节中结节”（ｎｏｄｕｌｅ

１

肝硬化结节的病理学分类及形态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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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ｎｏｄｕｌｅ）病变阻．７．８１。

针对ＤＮ的随访研究发现有３０％～５０％的ＤＮ在５年内癌变（２】，

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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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ｍ酬ｏｆｏｎｃｏ限ｄＩｏＩ吲２０∞，ＶｏＪ，１ Ｎｏ．２
其中间隔时间最短者仅为４个月例。因此，无论从临床、病理、细
胞生物学及分子生物学角度来看，ＤＮ属于癌前病变，肝内有ＤＮ

化再生结节摄取对比剂与周围肝组织相似。
３．２

ＤＮ

绝大多数ＤＮ在平扫ＣＴ上呈现等密度，动态增强扫描动脉

的病人为ＨＣＣ的高危人群。
在组织学上，ＨＧＤＮ与小肝癌鉴别困难［１０，ＩＩＩ，倾向于恶性的

期多数ＤＮ无明显强化，仅有４％左右的ＬＧＤＮ可表现为动脉血

标准【ｓＩ为：①显著的核异型性，②高核浆比，核的密度高于正常

供增多，而ＨＧＤＮ约有２０％－－３０％可出现动脉血供的增多。门静

两倍，③三层细胞或以上的肝板，数目较多的无胆管伴行的动脉；

脉期和平衡期，多数ＤＮ呈现等密度，ＤＮ也可因为周围的纤维

④核分裂像增多；⑤间质或门脉浸润。

组织延时强化而呈现相对略低密度。

２肝硬化结节多步癌变过程中血供变化情况

典型的ＤＮ的ＭＲＩ特点［１８，１９］为Ｔ１ｗＩ为高信号，Ｔ２ＷＩ为低

许多病理学家已经证明在ＲＮ—ＬＧＤＮ—ＨＧＤＮ—ＨＣＣ的

信号。如果ＤＮ含铁量明显增高，则在ＴｌＷＩ、Ｔ２ＷＩ上均表现为

过程中伴随着结节血供的变化，体现为门静脉血供的减少或消失

低信号。与ＨＣＣ的鉴别点是ＤＮ极少在Ｔ２ＷＩ上呈现高信号ｕ引。

及异常动脉血供的增加，其组织学基础是血窦（ｓｉｎｕｓｏｉｄ）的毛细血

最近有研究者［２０１分析了结节的信号强度与其血供之间的关系，研

管化、肿瘤新生血管生成及非配对动脉的增多［１２－１４】。

究发现Ｔ１ＷＩ上高信号的结节血供丰富，提示二者之间存在相关

ＲＮ的血供与周围相对正常肝组织的血供相类似——主要由

性。动脉血供增加是ＤＮ癌变的一个危险信号，ＭＲ动态扫描能

门静脉供血，有少量动脉血供存在。Ｒｏｎｃａｌｌｉｔ５１研究认为肿瘤微血

较好的反映病灶的动脉血供变化。在ＭＲ增强的动脉期，ＤＮ与

管计数及非配对动脉计数可以帮助诊断ＨＧＤＮ及ＨＣＣ。从ＤＮ到

外围肝脏组织相比呈稍低信号，而典型的ＨＣＣ在动脉期呈高信

ＨＣＣ，门脉供血阳性的结节从６８％下降到６％，动脉供血阳性的

号。但有时ＨＧＤＮ与分化好、动脉血供较少的小ＨＣＣ仍然难以

结节从４％上升到９４％¨５】。与肝硬化结节的恶变相对应，非配对

鉴别。在动脉期强化或无明显强化的结节中出现明显强化的小结

动脉占总的动脉的百分比也呈逐步增加的趋势，由ＬＧＤＮ的２１

节，即出现“结中结”现象要高度怀疑ＤＮ癌变的可能性。

％、ＨＧＤＮ的４７％到ＨＣＣ的９４％『１３１。ＲＮ—ＬＧＤＮ—ＨＧＤＮ—

Ｅａｒｌｓ等ｔ２１１用高分辨率ＭＲ对离体肝脏大体标本进行扫描发

ＨＣＣ发展过程中的血供变化，ｉｉｐ ｒ－Ｊ脉血供减少，动脉血供增加，

现，该方法可以发现９６％的ＤＮ（２４／２５），提示在体ＭＲ对ＤＮ的

成为ＣＴ、ＭＲ增强检查诊断肝硬化结节的基础。

低显示率可能还是由于呼吸运动或心跳等的干扰所致，因此有必
要针对ＤＮ进行扫描技术的进一步优化。

３肝硬化结节的影像学表现
３．１

无论是ＣＴ动态增强扫描还是ＭＲＩ动态增强扫描，反映ＤＮ

ＲＮ

ｃＴ平扫图像上，ＲＮ多数呈等密度，少数可呈略高或略低密

的血供变化都不够准确，ＣＴＡＰ和ＣＴＨＡ可以较准确反映ＤＮ门

度。动态增强扫描动脉期绝大多数Ｐ，Ｎ无明显强化，少数可出现

脉血供及动脉血供的变化。一般认为ＤＮ是乏动脉血供病变，随

轻、中度增强；门静脉期及平衡期多数ＲＮ仍为等密度，少数呈

着恶性程度的增加，结节内门静脉血供有减少趋势，而动脉血供

现略低密度。如果ｌ矾周围纤维增生比较明显，由于纤维组织的

逐渐增加。Ｔａｊｉｍａ等㈤认为，在ＤＮ的癌变过程中，门静脉的血

延时强化，在门静脉期或平衡期可衬托Ｉ矾为略低密度。

供减少之前大多数ＤＮ内部的肝动脉血供已经有损毁。在ＣＴＨＡ

ＲＮ在经肝动脉造影ｃＴ（ｃＴ ｈｅｐａｔｉｃ ａｒｔｅ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ＴＨＡ）和
经动脉门静脉造影ＣＴ（Ｃ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ｐｏ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ＴＡＰ）的表

现取决于结节的大小以及结节周围纤维间隔的厚度”６１，较大的结
节、较厚的纤维间隔较易显示。ＣＴＡＰ显示肝内弥漫的由低密度

上多数ＤＮ表现为血供与周围肝组织一致或减少，但也有少数ＤＮ
特别是ＨＧＤＮ表现为动脉血供增加ｌ在ＣＴＡＰ上，多数ＤＮ血供
与周围肝组织一致或仅略有降低，甚至可以略有增多。
经动脉门静脉造影磁共振成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

的纤维包绕的略高密度结节，ＣＴＨＡ显示南强化的纤维间隔包绕

ｄｕｒｉｎｇ

的低密度结节，提示此结节是以门静脉血供为主的良性结节【ｌ ７１。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项磁共振介入性诊断方法。首先由意大利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ｐｏ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ＲＡＰ）是在经动脉门静脉造影ＣＴ的

单个结节由门静脉供血，ＣＴＡＰ上与周围肝实质强化相一致，只

Ｐａｖｏｎｅ等【２３１于１９９１年首创并应用于临床。目前已经取得了良好

是周围可见低密度的纤维环绕。还有一些ＲＮ在ＣＴＡＰ上表现为

的临床应用效果。在区分肝硬化结节与肝癌结节的应用方面，韩

略低密度，而在ＣＴＨＡ上表现为略高密度，提示可能有动脉血供

国学者１２４１做了细致的工作。他们发现在ＴＩＷＩ上为高信号，Ｔ２ＷＩ

的轻度增加。

上为等或略低信号，不能完全确定为ＨＣＣ的病灶，经过ＭＲＡＰ

弥漫陛分布的ＲＮ在ＴｌＷＩ上表现为均匀的粟粒样高信号影，

检查，认为其中一部分为ＨＣＣ，另一部分是ＤＮ，并且通过细针

在Ｔ２ＷＩ上呈等信号或稍低信号。结节周围的高信号的纤维间隔

穿刺活检或随访证实。因此，ＭＲＡＦ对在肝硬化背景的肝脏上发

使ＲＮ呈相对低信号。除了Ｂｕｄｄ－Ｃｈｉａｒｉ综合征的再生结节外，ＲＮ

现的结节定性有极大优势。

绝少在Ｔ２ＷＩ上呈现高信号，因此可以和大多数的ＨＣＣ鉴别，但

ＴＩＷＩ对鉴别ＤＮ与小ＨＣＣ价值不大，因为ＤＮ在Ｔ１ＷＩ上

是和ＤＮ鉴别还是有一定难度。部分铁沉积结节，由于铁的顺磁

为略高信号，而有较高比例的：Ｊ、ＨＣＣ在ＴｌＷｌ也可表现略高信号。

性效应，在ＴｌＷＩ和Ｔ２ＷＩ上都呈低信号。特别是ＧＲＥ序列能更

Ｔ２ＷＩ对于鉴别ＤＮ与小ＨＣＣ有较高的价值，ＤＮ在Ｔ２ＷＩ上几乎

好的反映铁沉积造成的局部磁场不均匀性所引起的信号降低。

不表现为高信号，而８５％～９０％的／］、ＨＣＣ在Ｔ２ＷＩ上表现为略高

ＲＮ主要由门静脉供血，动脉期ＲＮ无强化表现，门静脉期在

信号。因此对于肝硬化的病人，如果肝内结节在ＴｌＷＩ和Ｔ２ＷＩ上

强化的肝实质对比下，ＲＮ表现为边界清楚的低信号灶，有时在

均表现为略高信号，应首先考虑ＨＣＣ，而如果结节在ＴＩＷＩ表现

低信号结节周围可见强化不规则的纤维组织带，平衡期的图像上

为略高信号，在Ｔ２ＷＩ上为略低信号，则ＤＮ和小ＨｃＣ均有可能。

纤维增生的延时强化显示比ＣＴ平衡期更为明显，有助于再生结

动态增强扫描对于ＤＮ与ＨＣＣ的鉴别也有帮助，如果发现病灶出

节的显示。注射肝细胞特异性或枯否细胞特异性对比剂后，肝硬

现动脉血供增加，应高度怀疑为ＨＣＣ。如果诊断仍不明确可以考

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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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采用肝细胞或枯否细胞特异性对比剂增强，甚至ＣＴＨＡ和

态变化，那么可以利用ＣＴ灌注成像得到肝脏整体以及病变局部

ＣＴＡＰ检查。

肝动脉及门静脉的血流量，来定量的评价结节的血供情况以进行

目前临床上对ＤＮ的处理尚无标准方案，由于ＤＮ毕竟还不

鉴别诊断。国外有学者［２９１利用单层螺旋ＣＴ进行了ＤＥＮＡ诱发大

是恶性病灶，因此临床上—般主张对病变进行定期追踪，有癌变

鼠肝硬化一肝癌模型的灌注研究。他们采用的数学模型是去卷积

征象则及时进行外科处理。以下表现可能提示ＤＮ已经癌变：①

模型，可以计算六种灌注参数：肝脏灌注指数，平均通过时间、

结节直径大予３厘米；⑦结节近期内迅速增大；③Ｔ２ＷＩ上由低

肝脏分布容积、总肝血流量、肝动脉血流量、门静脉血流量。研

信号变为等信号甚至略高信号；④Ｔ２ＷＩ上低信号的大结节内出

究发现ＣＴ灌注可以定量的观察肝内肝硬化结节恶变过程的血供

现相对略高信号的小结节，即“结节中结节”征象，⑤病灶出现

的动态变化过程。但是他们的研究也有限度，主要在于采用的是

假包膜。⑥病灶内门静脉血供减少，而动脉血供增加。⑦病灶内

单层螺旋ＣＴ，只能进行单层的灌注研究，另外，没有将ＣＴ灌注

出现脂肪变性；⑧结节摄取肝细胞或枯否细胞特异性对比剂的能

参数与病理匕血管生成的变化进行对比研究。但通过这项动物实

力降低。

验，我们已经看到了ＣＴ灌注在肝硬化再生结节癌变研究中的应

３．３小ＨＣＣ

用价值。

小ＨＣＣ在ＣＴ平扫上可表现为略低密度圆形、类圆形病灶，

４．２

ＭＲ灌注研究

但有相当部分病灶为等密度，平扫常不能显示，特别是直径在ｌ

目前的肝脏磁共振灌注成像主要是采用对比剂首过法：对比

厘米以下的微ｄ、ＨＣＣ ｃＴ平扫的检出率不到１５％，因此ｄｘＨＣＣ检

剂经团注进入血管后，利用超决速成像技术，检测对比剂首过组

出和定性诊断需要进行动态增强扫描。多数小ＨＣＣ动脉血供不

织或者病变组织血管时引起的局部信号强度改变，获得感兴趣区

同程度增加。病灶内动脉血供增加的程度与小ＨＣＣ的分化程度

的时间一信号强度曲线来评价肝脏的微循环改变。要注意的是，

有一定关系，中等分化或低分化的小ＨＣＣ一般动脉血供增加较

肝脏存在肝动脉和门静脉双重供血，且其微循环结构十分复杂，

为明显；高分化者血供可以没有明显增加，动脉期可仅有轻微强

另外，对比剂浓度与ＭＲ图像上的信号强度之间的关系并非像ＣＴ

化甚至不强化。门静脉期病灶多呈现等密度或略低密度，平衡期

所用的碘对比剂与ＣＴ值之间那样的线性关系，因而对肝血流灌

病灶多呈现略低密度。病灶包膜的显示对于小ＨＣＣ的诊断颇有

注精确的定量十分困难。目前，尚没有可以精确计算肝血流灌注

价值，动脉期无明显强化，门静脉期或平衡期出现延时强化。

量的商业软件。多数肝脏ＭＲ灌注成像的研究仅是针对肝脏时间

小ＨＣＣ的信号强度由于癌组织分化程度高低、癌组织内微

一信号强度曲线进行的半定量的研究，得到组织血流灌注及肿瘤

量金属元素的沉积、细胞坏死、脂肪变性等表现多样性。动态增

血管化的半定量信息。也有少数作者［３０．３１１应用特定的数学模型得

强扫描的表现与ＣＴ动态增强相似。约有１０％～１５％的小ＨＣＣ可

到了肝血流灌注的定量信息，但其计算过程十分复杂，目前只在

发生脂肪变性，通常为分化较好的ｄ、ＨＣＣ，化学位移成像技术对

实验室中应用，还远未得到普及。

为略高信号，反相位像上其信号强度明显降低。特异性对比剂的

我们建立了大鼠的肝硬化多步癌变模型，利用ＭＲ Ｔ１ＷＩ灌
注研究了大鼠ＤＮ和ＨＣＣ的血流动力学特点【３２ｌ。结果表明ＭＲ灌

应用可以提高小ＨＣＣ的检出率和诊断正确率。注射肝细胞特异

注成像可以成功地评价ＤＮ和ＨＣＣ的血供情况，ＨＣＣ为明显富

性对比剂ｆ２５１（如Ｍｎ－ＤＰＤＰ或Ｇｄ－ＢＯＰＴＡ）后多数小ＨＣＣ表现为

血供病变。ＤＮ的血流动力学较为复杂。实验共取得了１４个ＤＮ，

不摄取或低摄取，少数高分化的小ＨＣＣ表现为摄取正常而排空

其中有４个ＤＮ有与周围肝组织相同的灌注曲线，显示了部分ＤＮ

延时。使用枯否细胞特异性对比剂［２６１后，绝大多数ｄｘＨＣＣ表现为

与周围肝组织有相同的血供。另外的ｌＯ个ＤＮ与周围肝组织相比，

不摄取或低摄取，仅有少数病灶的摄取与周围肝组织接近。另外，
ｄｘＨＣＣ还可以表现为“结中结”型，即在ＤＮ结节中合并小的ＨＣＣ

显示为乏血供的血流动力学特点。Ｖｏｇｌｌ３３１研究了不同分化程度
ＨＣＣ的ＴｌＷＩ灌注曲线特点，发现高分化ＨＣＣ的灌注曲线为速

病灶。在ＭＲ ＴＩＷＩ，这种病变可以表现为显著低信号的大结节

升速降模式，而低分化ＨＣＣ的灌注曲线未显示出速升的特点，灌

中出现等信号中心，Ｔ２ＷＩ可以表现为低信号大结节中包含较高

注成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供ＨＣＣ的分化程度的信息。

于病灶内脂肪变性的检出非常敏感，在同相位像上脂肪变性表现

信号结节。
４

４．３肝脏组织特异性对比剂的应用

组织特异性对比剂在ＨＣＣ诊断与鉴别诊断中的研究成为热
点。常用的组织特异性对比剂包括两类：一类是被网状内皮细胞

ＣＴ．ＭＲＩ功能成像在肝硬化结节诊断中的应用

４．１

ＣＴ灌注成像研究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Ｉｍａｇｉｎｇ，ＣＴＰ）

系统（肝脏ＫＵＰｆｆｅｒ细胞）特异性摄取的超顺磁性氧化铁

在提供形态学信息的同时，也能够提供血流动力学信息。Ｍｉｌｅｓｆ明

ＣＴ灌注成像（Ｃｏｍｐｕｔｏ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ｕｐｅｒｐａｒａ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ｉｒｏｎ ｏｘｉｄｅ，ＳＩ ＬＯ）对比棼Ｊ。另一类是被肝细胞

及Ｖａｎ Ｂｅｅｒｓ［２８］的研究发现肝硬化时肝动脉灌注量（ｈｅｐａｔｉｃ

特异性摄取，随后通过胆道系统排出体外的肝胆特异性对比剂，

ａｒｔｅｒｙ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ＨＡＰ）增加，门静脉灌注量（ｐｏｒｔａｌ ｖｅｉｎ ｐｃｒｆｕｓｉｏｎ，ＰＶＰ）

包括Ｍｎ—ＤＰＤＰ（ｍａｎｇａｆｏｄｉｐｉｒ）、Ｇｄ—ＢＯＰＴＡ（ｇａｄｏｂｃｎａｔｃ）、Ｇｄ－

减少，Ｖａｎ Ｂｅｅｒｓ采用的双入单室（ｄｕａｌ·ｉｎｐｕｔ ｏｎｅ—ｃｏｍ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ｌ

ＥＯＢ—ＤＴＰＡ（ｇａｄｏｘｃｔｉｃ ａｃｉｄ）。

ｍｏｄｅｌ）去卷积模型还可以计算对比剂分布容积（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ＳＰＩＯ增强ＭＲＩ的主要成像序列为Ｔ２ＷＩ和Ｔ２＊ＷＩ，肝脏

ＤＶ）及平均通过时间（ｍｅａ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 ｔｉｍｅ，ＭＴｒ），他发现肝硬化

Ｋｕｐｆｆｅｒ细胞摄取ＳＰＩＯ，铁的磁敏感Ｉ生效应导致肝脏信号降低，而

患者的ＭＴＴ明显延长，肝脏ＣＴ灌注指标与肝硬化的严重程度呈

大多数肝脏恶性肿瘤病变，尤其是转移性病变，由于病灶不含有

也有相关性。因此，利用ＣＴ灌注成像有望于将来用于评价肝硬

Ｋｕｐｆｆｅｒ细胞而不具有摄取ＳＰＩＯ的功能，信号强度没有明显衰减，

化病变程度及治疗的效果。

从而使病变与肝脏的信号对比增加。

我们已经知道肝硬化结节多步癌变的过程中伴随着血供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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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肝细胞性病变如ＲＮ和ＤＩＮ可以摄取ＳＰＩＯ，而ＨＣＣ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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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Ｏｎ∞ｍｄＩＯＩＯ甜２００略，Ｖ０１．１ Ｎｏ．２

有Ｋｕｐｆｆｅｒ细胞或者功能较羞，因此少摄取或不摄取ＳＰ［Ｏ，因此

ＦＮＨ和部分高分化ＨＣＣ具有摄取Ｍｎ

ＤＰＤＰ的功能，但是由

可以帮助诊断硬化肝脏内相关结节。有研究１３４１显示，ＨＣＣＸ，ｊ＿ＳＰＩＯ

于缺乏完整的胆道排泄结构，对比剂在其内滞留，在延迟期扫描

的摄取程度与其分化程度有相关性，但高分化ＨＣＣ ＳＰＩＯ增强后

中（如增强２４ｈ），周围肝实质内Ｍｎ—ＤＰＤＰ已明显排泄，信号下

的影像表现与ＤＮ有一定的重叠，对鉴别诊断也造成一定的困难。

降，肿瘤的高信号与周围组织低信号形成对比，所以延迟期扫描

鉴于普通细胞外间隙对比剂和ＳＰＩＯ的小同特点，有许多研

有利于这类病变的检出和定性。分化差的ＨＣＣ在Ｍｎ—ＤＰＤＰ引入

究者【３５１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肝脏双对比剂ＭＲ增强成像。研究发

后，由于病灶不具有摄取Ｍｎ．ＤＰＤＰ的功能，增强后在肝脏强化

现双对比剂增强扫描检查在病变的检出率及鉴别诊断方面均优于

峰值时间内扫描与周围肝实质形成明显对比，有利于病灶的检

单对比剂，并且可以获得较单对比剂更多的信息。当应用单一对

出，２４ ｈ延迟像上病灶周缘可见强化，边缘强化可能与恶性肿瘤

比剂时，高分化ＨＣＣ与ＤＮ在影像表现上会有重叠如高分化ＨＣＣ

向周围组织浸滑ｆ生生长和肿瘤压迫周围肝实质导致对Ｍｎ－ＤＰＤＰ

会摄取ＳＰＩＯ，有些ＤＮ可以表现为富血供，而ＨＣＣ可以表现为

排泄不畅有关。

乏血供。双对比剂的应用可以帮助进行鉴别诊断。尽管双对比剂

由于ＭＲ技术的不断进步，多动脉期动态增强扫描得以实

ＭＲ成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检查费用和延艮了检查时间，但是

现，钆类非特异性对比剂的诊断价值明显提高，同时钆类非特异

非常有助于肝移植患者的术前评估。

性对比剂具有副作用小、安全性高和价格便宜等优点，因此，在

肝胆特异性对比剂被肝细胞特异性摄取后，由于具有增加组

ＭＲ增强检查中仍然处丁主导地位。网状内皮细胞特异性对比剂

织Ｔ１弛豫率的作用，在Ｔ１ＷＩ上肝脏和具有肝细胞功能的病变

和肝胆特异性对比剂可以提供更多补充信息，对肝脏局灶性病变

信号明显增加，而不具有肝细胞功能的病变信号无变化。Ｍｎ

的诊断优势在于识别病变的肝细胞性与非肝细胞性。Ｇｄ·ＤＴＰＡ

ＤＰＤＰ增强ＭＲＩ有助于肝细胞性结节的鉴别诊断，可以提高ＨＣＣ

和特异性对比剂联合应用可能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的检出率，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供ＨＣＣ的分化信息”６１。Ｒ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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