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１６一

中国医学计算机成像杂志２００６年第１２卷第１期

Ｃ Ｔ、Ｍ Ｒ

Ｉ配准对圆孔、卵圆孑Ｌ、棘孑Ｌ的显示
付

胡超苏

杰

何少琴周良平

顾雅佳

目的：分析ｃＴ、ＭＲＩ圆孔、卵圆孔及棘孔的显像及特征表现，探讨ｃＴ、ＭＲＩ显示的圆孑Ｌ、卵圆孔及棘孑Ｌ在鼻咽
癌放射治疗靶区勾画的意义。材料和方法：２０例未经治疗的无脑神经侵犯鼻咽癌患者行ｃＴ、ＭＲＩ扫描，在
Ｐｉｎｎａｃｌｅ３吲７．ｏ工作站上采用互信息法配准后分析、评价圆孔、卵圆孔及棘孔在ｃＴ、ＭＲＩ图像上显示特点。结
果：在ｃＴ骨窗上圆孔显示为低密度的管状结构，卵圆孔及棘孔显示为低密度的孔状结构。７例（３５％）圆孔在
ＣＴ上为双侧显示，５例（２５％）为单侧显示，８例（４０％）未见显示。全部患者卵圆孔、棘孔在ＣＴ上均为双侧显示，
卵圆孑Ｌ两侧对称者１３例（６５％），不对称者７例（３５％）。卵圆孔呈圆形８侧（２０％），呈椭圆形３２侧（８０％）。棘孑Ｌ
两侧对称３例（１５％），两侧不对称者１７例（８５％）。全部病例圆孔在ＭＲＩ各个序列上均未见显示，卵圆孔及棘孔
在Ｔ。ｗＩ、Ｔ：ＷＩ上均未见显示，在增强Ｔ，ｗＩ上表现为高信号血管影。全部患者卵圆孔及棘孔在增强Ｔ。ｗＩ上为
双侧显示，卵圆孔两侧对称１３例（６５％），两侧不对称７例（３５％）；呈圆形８侧（２０％），呈椭圆形３２侧（８０％）。增强ｃＴ
未见圆孔、卵圆孑Ｌ及棘孔内血管显示。结论：在ＭＲＩ上对圆孑Ｌ的识别还有很大困难，但是ＭＲＩ可以显示正常卵圆孑Ｌ
及棘孑Ｌ，为今后直接在ＭＲＩ勾画鼻咽癌靶区（卵圆孔）制定放疗计划提供了影像解剖及靶区确定的依据。
关键词圆孔卵圆孔棘孑Ｌ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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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孑Ｌ、卵圆孔位于颅中窝，毗邻鼻咽，是鼻咽癌较

和Ｔ：ｗＩ及矢状面Ｔ。ｗＩ平扫，横断面和冠状面行增强

易侵犯的部位。鼻咽癌易沿着神经孔裂向颅底和颅内

化学脂肪饱和扫描。扫描参数：层厚５ｍｍ，层距５

生长”］。圆孔、卯圆孔受侵为局部晚期鼻咽癌。随着

矩阵２５６×２５６，激励次数２～４次。Ｔ。ｗＩ（ＦＳＥ，ＴＲ

３ＤｃＲＴ和ＩＭ ＲＴ技术的广泛使用，鼻咽癌临床靶区

３４０ｍｓ，ＴＥ

勾画显得尤为主要。靶区勾画不足会影响到肿瘤控

８５ｍｓ）：增强化学脂肪饱和Ｔ。ｗＩ（ＦＳＰＧＲ，ＦＬＩＰ

制，靶区勾画过大则正常组织过量照射，增加并发症。

ＴＲ ２００ｍｓ，ＴＥ

圆孔、卵圆孔及棘孑Ｌ原发肿瘤较少，缺乏影像及临床报

０．１ｍｍ０１／ｋｇ。

道，关于该部位ＭＲＩ研究更为少见。ｃＴ显示骨结构

１１．５ｍｓ）；Ｔ１ＷＩ（ＦＲＦＳＥ，ＴＲ

ｍｍ，

４５００ｍｓ，ＴＥ
８５。，

２．５ｍｓ）。造影剂为马根维显，剂量为

三、配准方法和分析方法

清晰，ＭＲＩ则软组织分辨率高，国内至今尚未见两者

全部ｃＴ、ＭＲＩ图像经网络传输至Ｐｉｎｎａｃｌｅ３㈣７．ｏ

结合共同研究该区域的报道。为探讨ＭＲＩ显示的圆

工作站，分别由医师或物理师在Ｐｉｎｎａｃｌｅ３心７．０上采用

孔、卵圆孑Ｌ及棘孔在鼻咽癌靶区的勾画，我们通过ｃＴ

互信息法来配准，同时由医师来评价配准结果。在配准

与ＭＲＩ配准的方法进行研究，分析圆孔、卵圆孔及棘

及评价时所有参与人员对患者的临床情况采用盲法。医

孔的显像及特征表现，为在ＭＲＩ上勾画鼻咽癌临床

师分别在Ｐｉｎｎａｃｌｅ３㈣７．ｏ工作站上来勾画ｃＴ、ＭＲＩ图

靶区提供解剖依据。

像圆孔、卵圆孔及棘孔。记录两侧是否对称、形状（圆形、
椭圆形）及是否缺如。分析、评价圆孔、卵圆孔及棘孔在

材料和方法

ＣＴ、ＭＲＩ图像上显示特点。

一、一般情况
２０例未经治疗的无脑神经侵犯鼻咽癌患者。其中

结

果

男性１３例，女性７例，年龄３０～６５岁（中位４３岁），Ｔ，

一、ＣＴ显示圆孔、卵圆孔及棘孔（表１）

３例、Ｔ：１３例、Ｔ，４例。

ＣＴ未显示圆孔、卵圆孔及棘孔破坏。在ＣＴ骨窗上

二、ＣＴ／ＭＲＩ检查

圆孔显示为孔壁边缘为高密度骨皮质影，其内为低密度

ｃＴ扫描采用ＰＨＩＬＩＰｓ公司８５ｃｍ大孔径ｃＴ模

的管状结构（图１）；卵圆孔及棘孔显示为每一侧孔壁边

拟机。全部病例均在放射治疗体位下行横断面ＣＴ、

缘为高密度骨皮质影，其内为低密度的孔状结构（图２）。

ＭＲＩ扫描。ｃＴ轴位扫描范围由中脑到第六颈椎水平，

７例（３５％）圆孔在ｃＴ上为双侧显示，５例（２５％）为单侧

层厚为５ｍｍ，间距为５ｍｍ。颅底区域采用骨窗（窗宽

显示，８例（４０％）未见显示。全部患者卵圆孔、棘孔在ｃＴ

２２００Ｈｕ，窗位２５０Ｈｕ），其余部位采用软组织窗（窗宽

上均为双侧显示，卵圆孔两侧对称者１３例（６５％），不对

４００Ｈｕ，窗位４０Ｈｕ）。ＭＲＩ扫描采用ＧＥ

Ｔ

称者７例（３５％）。卵圆孔呈圆形８侧（２０％），呈椭圆形

双梯度ＭＲ扫描仪，扫描范围由中脑到第四颈椎水

３２（８０％）侧。棘孔两侧对称３例（１５％），两侧不对称者

平。全部患者均使用ＴｏｒｓｏＰＡ线圈，均行横断面Ｔ１ ｗＩ

１７例（８５％）（表１）。增强ｃＴ未见圆孔、卵圆孔及棘孔

Ｓｉｇｎａ １．５

１Ａ

Ｂ

图１圆孑Ｌ。ｃＴ（Ａ）上显示（长箭头为
圆孔），ＭＲＩ（Ｂ）未见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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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圆孔、卵圆孔及棘孔在ＣＴ的显示

表现为高信号血管影，未见明显低信号骨皮质边界

内血管显示。

二、ＭＲＩ显示圆孔、卵圆孔及棘孔

（图２）。全部患者卵圆孔及棘孔在增强Ｔ。ｗＩ上为双

ＭＲＩ未显示圆孔、卵圆孔及棘孔破坏。全部病例

侧显示，卵圆孔呈圆形８侧（２０％），呈椭圆形３２侧

圆孔在ＭＲＩ各个序列上均未见显示（图１）；卵圆孔及

（８０％）。两侧对称１３例（６５％），两侧不对称７例

棘孔在Ｔ。ｗＩ、Ｔ：ｗＩ上均未见显示，在增强Ｔ，ｗＩ上

（３５％）。ＭＲＩ增强Ｔ。ｗＩ上显示每一侧高信号血管影
２Ａ

Ｂ

图２卵圆孔、棘孔。ＭＲＩ（Ａ）、
ｃＴ（Ｂ）上显示，长箭头为卵圆
孔，短箭头为棘孔。

为卵圆孔内副脑膜中动脉和棘孔内脑膜中动脉，在

性圆孔。两侧圆孔面积、长径、宽径无差异。圆孔呈圆

ＣＴ上未能得到显示。

形占４２．５％±４．５％。卵圆形约３１．７％±４．３％，其余

讨

论

占２５．８％±４．１％。ＣＴ研究发现其宽径和高径分别为
３．１３ｍｍ、２．６４ｍｍ。ＣＴ片上圆孔多为椭圆形，约

圆孔、卵圆孔、棘孔是位于颅中窝的固有骨性解剖

８０％，真正呈圆形的仅占２０％。本研究主要集中在其

结构。颅中窝由蝶骨和颞骨组成，其上有许多孔与裂，

显示方面而未进行测量。研究结果表明圆孔可以在常

是神经和血管的通道，由前内向后外排列有眶上裂、视

规ｃＴ上很好显示，但是在ＭＲ未能显示，可能由于

神经管、圆孔、卵圆孔、棘孔、破裂孔等。蝶骨的卵圆孔及

ＭＲ的骨皮质信号与周围软组织对比度不高造成的。

棘孔相互比邻。卵圆孔内走行副脑膜中动脉及下颌神

卵圆孔及棘孑Ｌ在胚胎发育中均起源于破裂孔，两

经，棘孔内走行脑膜中动脉剀。颅底孔裂间隙复杂，解剖

者是分析颅底病变时观察的重点。卵圆孔位于蝶骨大

结构变异很大，随扫描层厚，角度差异其形状表现各异，

翼的后外侧向前外倾斜的骨管，内有三叉神经下颌支、

其影像诊断也十分困难。该部位原发Ｉ生病变较少，一直

副脑膜中动脉等通过。前外侧壁为蝶骨大翼的后缘，

以来未引起注意，准确地显示其解剖结构及邻近关系，

后内侧为翼蝶嵴，其长轴与颅底矢状轴成４０。～６００交

对颅底病变定位和定性诊断可提供更多信息。

角。棘孔位于蝶骨大翼的后外角，卵圆孔的后外方。为脑

圆孑Ｌ位于颅中窝内，外面被面颅骨遮挡。位于眶上

膜中动脉进入颅内的骨管，绝大多数在卵圆孔长轴的延

裂的外下方，是蝶骨大翼基底部的连接颅中窝和翼腭

长线上，紧邻蝶岩缝，少数情况下如蝶骨大翼骨化不全

窝骨性管道，圆孔都位于蝶窦内面。圆孔内有三叉神

时，则棘孔的内后缘不完整，直接与蝶岩缝相通Ｈ］。骆

经上颌支、圆孔动脉和导静脉通过。钱亦华等ｂ１报道

成等ｂ１报道ｃＴ上卵圆孔绝大多数呈卵圆形，占６５％，

６０例圆孑Ｌ内外口均大于管内径管性圆孔呈两端大中

半月形占２４％，梭形占５％，肾形占３％，窄条形占

间小的哑铃形，左管长大于右管长，其中有１例未成管

２％，圆形占１％，其中宽径＜３ｍｍ，有４％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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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是卵圆孔的后内缘缺损，约７％；另１种是卵圆孔

要包括范围。我们通过勾画ＭＲＩ上鼻咽癌ＣＴＶ再与

长轴与颅底矢状轴垂直，有１例。棘孔ＣＴ片上呈椭圆

ｃＴ对比其包括范围来判断其是否符合要求。结果表

形占７７％，圆形占２０％，裂隙样占３％。单侧内后缘缺

明在颅底区域可以识别卵圆孔来帮助勾画鼻咽癌

损２例ｂ】。本组ＣＴ资料显示卵圆孔呈圆形８侧

ＣＴＶ，为今后直接ＭＲＩ勾画鼻咽癌靶区制定放疗计

（２０％），呈椭圆形３２侧（８０％），两侧对称３例（１５％），

划提供有用依据。但是颅底区域变化大，该方法识别

两侧不对称者１７例（８５％）。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观测其

卵圆孔及棘孔还需要进一步的训练后才能达到。另

是否可以在Ｍ Ｒ横断面上显示，故未扩大病例研究进一

外，本研究发现正常圆孔ＭＲＩ上难以识别，而在ＣＴ

步分析其形状分型。鼻咽癌侵犯翼腭窝时，可沿三叉神

上也仅显示其中一部分。

经上颌支达圆孔，导致圆孔扩大和破坏。Ｌａｉｎｅ等陆１报

总之，通过上述初步研究我们可以认为从ＭＲＩ

道三叉神经上颌支是头颈肿瘤嗜神经侵犯的常见部

上也可以识别正常卵圆孔及棘孔，但是对圆孔的识别

位，表现为三叉神经上颌支增粗，卵圆孔扩大，三叉神

还有很大困难。ｃＴ、ＭＲＩ对两者的显示有互补作用。

经池占位，海绵窦侧壁膨隆和咬肌萎缩等。

结果表明卵圆孔作为鼻咽癌ｃＴ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ＣＴ薄层扫描可显示所有正常圆孔、卵圆孔和棘

ＲＩ上识别为今后直接在Ｍ ＲＩ勾画鼻咽癌靶区制定

Ｍ

孔，但是在ＭＲＩ的研究较少，易被忽略。鼻咽癌在我

放疗计划提供了影像解剖及靶区确定的依据。进一步研

国是高发肿瘤，世界上８０％鼻咽癌发生在我国。鼻咽

究将集中在有卵圆孔及棘孔侵犯的患者中进行。确定该

癌浸润性生长可通过颅底孔裂或骨质破坏直接侵入颅

方法在鼻咽癌患者ｃＴＶ勾画的意义及作用。

内，可见于初发病例更常见于复发病例ｎ］。Ｃｈｏｎｇ等隋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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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准和单独ＭＲＩ上确定圆孔、卵圆孔及棘孑Ｌ，再进一
步通过ＭＲＩ对上述结构勾画来判断ＭＲＩ的准确
性。在Ｍ ＲＩ上卵圆孔、棘孔均是通过其内在的动脉增

强来确认，无法观测到骨皮质，其大小、边界尚难在
ＭＲＩ上明确确定。卵圆孔、圆孔均是鼻咽癌ＣＴＶ所需

万方数据

９徐坚民，钱立，王国红，等．从ＭＲＩ表现探讨鼻咽癌颅底和颅内侵
犯途径．临床放射学杂志，１９９９，１８：６６８～６７０
１０ Ｃｈａｌｌ ＲＭＣ，Ｔｅｏ ＰＭＬ，ＣｈＯｉ ＰＨＫ，ｅｔ ａＪ．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ｄｏｓｉｍｅｔｒ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Ｃ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２００１．５８：１４３～１５３

ｏｆ

ａ

ｃｏＩⅣ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ｎａｓ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 ０ｎｃｏｌ，

CT、MRI配准对圆孔、卵圆孔、棘孔的显示
作者：
作者单位：

付杰， 胡超苏， 何少琴， 周良平， 顾雅佳
付杰,胡超苏,何少琴(510010,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射治疗科)， 周良平,顾雅佳
(510010,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射诊断科)

刊名：

中国医学计算机成像杂志
CHINESE COMPUTED MEDICAL IMAGING
2006,12(1)
2次

英文刊名：
年，卷(期)：
被引用次数：

参考文献(10条)
1.邓成柱;吴恩惠 鼻咽及相关间隙的CT诊断 1984
2.Ginsberg LE;Pruett SW;Chen MYM Skull- base foramina of the middle cranial fossa:reassessment of
normal variation with high- resolution CT 1994
3.钱亦华;郑靖中;上官丰和 圆孔的外面观察和测量及其面积的回归方程[期刊论文]-解剖学杂志 1997
4.蔡锡类 圆孔、棘孔和相邻结构变异的X线研究 1994(12)
5.骆成;李监松;常莎 中颅窝孔道的CT研究及临床评价[期刊论文]-海南医学院学报 1999
6.Laine FJ;Braun IF;Jensen ME Perineural tumor extension through the foramen ovale:evaluation with
MR imaging 1990
7.罗道天;黄文虎 鼻咽癌颅内侵犯的MRI诊断[期刊论文]-中国医学计算机成像杂志 1999(2)
8.Chong VF;Fan YF;Khoo JB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within transcranial spread:CT and MR
characteristics 1996
9.徐坚民;钱立;王国红 从MRI表现探讨鼻咽癌颅底和颅内侵犯途径[期刊论文]-临床放射学杂志 1999(11)
10.Chau RMC;Teo PML;Choi PHK Three - dimensional dosimetric evaluation of a conventional
radiotherapy technique for treatment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2001

本文读者也读过(10条)
1. 沈云霞.何玉泉.邢元龙.薛祖平.崔磊.张祥华 国人卵圆孔穿刺深度X线解剖测量的研究[期刊论文]-医学影像学
杂志2004,14(11)
2. 何玉泉.沈云霞.唐军华.何书 CT扫描观察及测量国人颅底卵圆孔[期刊论文]-医学影像学杂志2006,16(3)
3. 邓兆宏.刘伟.王金勇.Deng Zhao-hong.Liu Wei.Wang Jin-yong 下颌神经阻滞入路的相关解剖结构特征[期刊论
文]-中国临床康复2006,10(46)
4. 何玉泉.沈云霞.张祥华.邢元龙.陈福元.孙卫兵.HE Yu-quan.SHEN Yun-xia.Zhang Xiang-hua.XING Yuan-long.
CHEN Fu-yuan.SUN Wei-bin 国人颅骨卵圆孔的形态观察及测量[期刊论文]-南京医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5,25(7)
5. 占大兴.柯国平 颅骨圆孔的应用解剖与临床[期刊论文]-数理医药学杂志2000,13(4)
6. 姜晓钟.赵云富.邹爱萍.高宏.苗林.周洁 经圆孔外口神经切断术治疗上颌神经痛的临床应用(附48例报告)[期刊
论文]-口腔医学研究2000,16(2)
7. 付杰.胡超苏.应红梅.胡伟刚.何少琴 CT/MRI配准对圆孔、卵圆孔、棘孔、舌下神经管及舌下神经的显示[会议
论文]-2006
8. 付杰.胡超苏.应红梅.胡伟刚.何少琴.FU Jie.HU Chao-su.YING Hong-mei.HU Wei-gang.HE Shao-qin CT/MRI配
准对圆孔、卵圆孔、棘孔、舌下神经管及舌下神经的显示[期刊论文]-中国癌症杂志2006,16(6)
9. 崔广学.邓凤坤.李光清.CUI Guang-xue.DENG Feng-kun.LI Guang-qing 颅底圆孔外口神经切断术治疗三叉神经
Ⅱ支痛[期刊论文]-内蒙古医学杂志2008,40(11)

10. 何玉泉.何书.沈云霞.张祥华.崔海燕.龚沈初.HE Yu-quan.HE Shu.SHEN Yun-xia.ZHANG Xiang-hua.CUI Haiyan.GONG Shen-chu X线下显示颅底卵圆孔的新方法及其临床价值[期刊论文]-医学影像学杂志2009,19(5)

引证文献(2条)
1.周顺成.章斌.韩培辉.倪峰.孙伯阳.丁寅 眶下裂法测量下颌偏斜程度的研究[期刊论文]-临床口腔医学杂志
2011(5)
2.赵充.卢泰祥 鼻咽癌放射治疗技术规范浅析[期刊论文]-肿瘤学杂志 2009(7)

本文链接：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yxjsjcx200601004.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