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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共振表观弥散系数值鉴别低级别星形细胞瘤
和室管膜瘤的价值
沈卫忠

宋爽

江苏盛泽医院放射科，江苏苏州
[摘

要]

215228

目的 ：分析磁共振表观弥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值鉴别低级别

星形细胞瘤和室管膜瘤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确诊的 31 例低级别星形细胞瘤、33
例室管膜瘤患者术前常规 磁共振成像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扩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及增强 MRI 检查结果，比较两组肿瘤实质区 ADC 值，并运用受试者特
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分析 ADC 值鉴别低级别星形细胞瘤和室管
膜瘤的价值。结果 ：低级别星形细胞瘤与室管膜瘤的 T1WI、T2WI 图像特征相似，低级别星形细
胞瘤 ADC 图呈稍高信号，室管膜瘤的 ADC 图呈等或稍低信号。低级别星形细胞瘤组平均 ADC 值
为（1.49±0.13）×10-3 mm2/s，高于室管膜瘤组的（1.01±0.08）×10-3 mm2/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ROC 曲线示，以 ADC 值 1.06×10-3 mm2/s 为界值，其鉴别低级别星形细胞瘤和室管
膜瘤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为 0.931，灵敏度、特异性、准确率分别为 94.81%、
96.43%、94.66%。结论 ：后颅窝肿瘤 ADC 值的测量简便易行，能够为低级别星形细胞瘤和室管膜
瘤的术前鉴别提供可靠参考，临床应用价值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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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objective was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in differentiating low-grade astrocytoma from ependymoma.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ere perfromed on the routine preoperativ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and enhanced MRI results of 31 cases of low-grade astrocytoma and 33 cases of
ependymoma were confirmed by surgery and pathology, ADC values in tumor parenchyma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the value of ADC value in differentiating low-grade astrocytoma from
ependymoma was analysed b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Results: T1WI and T2WI
images of low-grade astrocytoma were similar to those of ependymoma. ADC images of low-grade
astrocytoma presented slightly higher signal, while those of ependymoma presented equal or slightly lower
signal. The mean ADC value of the low-grade astrocytoma group was (1.49±0.13) ×10-3 mm2/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ependymoma group (1.01±0.08) ×10-3 mm2/s,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ROC curve showed that the ADC value of 1.06×10-3 mm2/s was the cutoff value, and
the area under curve (AUC) of differentiating low-grade astrocytoma and ependymoma was 0.931, and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were 94.81%, 96.43% and 94.66%,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measurement of ADC value of posterior fossa tumor is simple and easy, which can provide rel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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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for preoperative identification of low-grade astrocytoma and ependymoma, and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is worthy of affi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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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ting

星形细胞瘤和室管膜瘤均为后颅窝常见肿瘤，

公司），选用头部线圈。常规 MRI 平扫包括横断面

由于后颅窝肿瘤形态相似，常规 MRI 表现缺乏特

T1 液体衰减反转恢复（T1FLAIR）序列，扫描参数 ：

异性，影像学表现可能存在交叉重叠，易造成误

TR 2100 ms，TE 25 ms，TI 750 ms ；横断面快速自

[1]

诊 。室管膜瘤病理偏向良性，但若存在间变的组

旋回波 T2WI 扫描参数 ：TR 3000 ms，TE 110 ms ；

织学证据则拥有恶性潜能，故对于室管膜瘤，手术

冠状面 T2FLAIR 扫描参数 ：TR 8000 ms，TE 130 ms，

全切辅以术后放疗是重要治疗原则 ；星形细胞瘤

TI 2200 ms。成像层厚、层间距分别设定为 5 mm、

的治疗以改善患者神经功能、延长生存时间为主要

1.5 mm，视野 24×24 cm，矩阵 256×192。
常规 MRI 平扫完毕后行 DWI 检查，选用单

目的，可根据患者实际情况选择手术切除、放化
疗、联合治疗等方案

[2-3]

。术前准确诊断星形细胞

次激发自旋回波 - 回波平面序列，加频率选择脂肪

瘤和室管膜瘤有着重要临床价值。弥散加权成像

抑制技术，行横断面成像，扫描参数 ：TR 7000 ms，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的表观弥散系

TE 80 ms， 层 厚、 层 间 距 分 别 设 定 为 5 mm、

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值能够定

1.5 mm，视野 24×24 cm，矩阵 128×128。扩散

量评估活体组织内水分子扩散情况，客观反映肿瘤

敏 感 梯 度 场 应 用 于 X、Y、Z 轴 3 个 相 互 垂 直 的

组织学特征，已在多种肿瘤的鉴别诊断中得到了广

方向，扩散敏感系数（b）值分别选取 0 s/mm2 和

泛应用 [4]。此次研究选取 64 例患者，就 ADC 值

1000 s/mm2。通过软件完成 ADC 值测量，测量方法 ：

鉴别低级别星形细胞瘤和室管膜瘤的价值进行了

取患者肿瘤均匀实质部分 3 个点，测量 3 次 ADC

探讨，现将研究方法与结论总结如下。

值平均数，作为肿瘤平均 ADC 值（所取部分应避

1
1.1

资料与方法

开瘤壁、囊变、钙化、坏死等区域）；
ADC 值 =ln（S2/

一般资料

S1）/（b1-b2），S2、S1 为不同扩散敏感系数 b 值

整理 2014 年 5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间后颅窝肿

下弥散加权像的信号强度。

瘤行术前磁共振扫描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

DWI 检 查 完 毕 后 行 MRI 增 强 扫 描， 选 用

分析。入选病例均经手术及病理检查明确诊断，其

T1FLAIR 序列，以标准剂量（0.1 mmol/kg）钆喷

中低级别星形细胞瘤 31 例，世界卫生组织（WHO）

酸葡胺（Gd-DTPA）为显像剂，行横断面、矢状

分级均为Ⅱ级，纳入低级别星形细胞瘤组 ；室管膜

面和冠状面成像。

瘤 33 例，WHO 均为Ⅱ级，纳入室管膜瘤组。两

1.3

组患者年龄、性别及肿瘤部位分布详见表 1。
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比较（n/%）

MRI、DWI 及 增 强 MRI 检 查 结 果， 以 及 ADC

临床资料

低级别星形细胞瘤组
（n=31）

室管膜瘤组
（n=33）

值的差异，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年龄（岁）

42.26±7.59

43.64±7.33

男

23（74.19）

19（57.58）

女

8（25.81）

14（42.42）

侧脑室

0（0.0）

17（51.52）

第四脑室

7（22.58）

15（45.45）

额叶

12（38.71）

0（0.0）

行分析，ADC 值以（x±s）表示，并采用 t 检验，

额颞叶

10（32.26）

0（0.0）

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ROC 曲线采用

胼胝体

2（6.45）

1（3.03）

Medcalc 12.7.0 医学软件绘制。

表1

性别
肿瘤部位

1.2

分析方法
分析低级别星形细胞瘤和室管膜瘤的常规

检查方法
患者先行常规 MRI 扫查，使用 MAGNETOM

Verio 3.0T 超导性核磁共振成像系统（德国西门子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根据曲线下
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判断 ADC 值鉴别
低级别星形细胞瘤和室管膜瘤的价值。
1.4

统计学分析
对本临床研究的所有数据采用 SPSS 18.0 进

2
2.1

结果
常规 MRI、DWI 及增强 MRI 检查表现
低级别星形细胞瘤肿瘤实质部分 MRI 的 T1 加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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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图1

b

低级别星形细胞瘤 DWI

（a ：DWI 像呈稍高信号 ；b ：ADC 图呈稍高信号）

a
图2

b

室管膜瘤 DWI

（a ：DWI 像呈高信号 ；b ：ADC 图呈等信号）
94.66%。见图 3。

权像呈稍低或低信号，T2 加权像呈高信号，DWI
图呈等或稍高信号，ADC 图均为稍高信号（图 1）；
室管膜瘤肿瘤实质部分 MRI 的 T1 加权像呈低信号，
T2 加权像呈不均匀高信号，DWI 图呈稍高或高信
号，ADC 图为等或稍低信号（图 2）。
2.2

ADC 值测量结果
低 级 别 星 形 细 胞 瘤 组 平 均 ADC 值 为

（1.49±0.13）×10-3 mm2/s， 高 于 室 管 膜 瘤 组 的
（1.01±0.08）×10-3 mm2/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2.3

诊断价值分析
ROC 曲线示，以 ADC 值 1.06×10-3 mm2/s 为

界 值， 其 鉴 别 低 级 别 星 形 细 胞 瘤 和 室 管 膜 瘤 的
AUC 为 0.931，灵敏度、特异性、准确率分别为

图 3 ADC 值鉴别低级别星形细胞瘤和室管膜瘤的 ROC 曲线

图3

3 讨论

ADC 值鉴别低级别星形细胞瘤

和室管膜瘤的 ROC 曲线

室管膜瘤好发于儿童和青壮年人群，占颅内胶质瘤的 4%~19%，主要来源于

室管膜细胞，包括细胞型、乳头型、透明细胞型、

94.81%、96.43%、94.66%。见图 3。

脑室和脊髓中央管的室管膜细胞，包括细胞型、乳头型、透明细胞型、伸长细胞

3

患者临床表现也存在差异，如肿瘤位于第四脑室常
第四脑室常引发颅内高压、头痛症状，而第三脑室内室管膜瘤则易引起阻塞性脑

讨论
室管膜瘤好发于儿童和青壮年人群，占颅内胶

质瘤的 4%~19%，主要来源于脑室和脊髓中央管的

伸长细胞型共 4 种亚型，根据肿瘤侵及部位不同，

型共 4 种亚型，根据肿瘤侵及部位不同，患者临床表现也存在差异，如肿瘤位于
[5-6]
引发颅内高压、头痛症状，而第三脑室内室管膜瘤
积水
。室管膜瘤具有播散种植能力，其播散转移率约为 3%~12%，是影响患

[5-6]

[7]
。室管膜瘤具有播散种
则易引起阻塞性脑积水
者预后的主要原因
，故多数观点均认为，对于室管膜瘤患者，应优先实施全切

手术并联合术后放疗，据报道，规范化治疗方案可使室管膜瘤患者 5 年生存率达

8

到 37%~69%[8]。
星形细胞瘤起源于变异的星形细胞，约占神经上皮组织肿瘤的 75%，可分为
局限性星形细胞瘤、弥漫浸润性星形细胞瘤 2 种类型。临床一般将 WHO Ⅰ~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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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后颅窝肿瘤的价值，结果显示，其鉴别诊断灵

预后的主要原因 ，故多数观点均认为，对于室管

敏度、特异性、准确率均在 94% 以上，说明 ADC

膜瘤患者，应优先实施全切手术并联合术后放疗，

值在区分低级别星形细胞瘤和室管膜瘤中拥有良

据报道，规范化治疗方案可使室管膜瘤患者 5 年生

好的临床应用价值。需要注意的是，有研究指出，

存率达到 37%~69%[8]。

平均 ADC 值测量时易受肿瘤不均质影响，如感兴

星形细胞瘤起源于变异的星形细胞，约占神

趣区选择时未避开囊变坏死区可造成 ADC 值升高，

经上皮组织肿瘤的 75%，可分为局限性星形细胞

而感兴趣区包括钙化常导致 ADC 值下降 [17-18]。因

瘤、弥漫浸润性星形细胞瘤 2 种类型。临床一般将

此，准确选择感兴趣区，严格避开肿瘤内囊变、坏

WHO Ⅰ ~ Ⅱ级星形细胞瘤定义为低级别星形细胞

死、出血区，最大限度剔除影响平均 ADC 值的因素，

瘤，该类患者自发病至临床症状出现约需 2 年，其

可以提高诊断的准确度。

症状的发生发展与颅内压增高、肿瘤生长所致周围

此外，部分低级别星形细胞瘤和室管膜瘤的

脑组织压迫有关，影响患者病程及预后的主要原因

ADC 值存在重叠，故在 ADC 值分析的基础上，结

为病变发生恶性进展 [9-10]。

合肿瘤部位、是否存在囊变等 MRI 图像表现，有

目前临床关于室管膜瘤、星形细胞瘤诊断和治

望使两种后颅窝常见肿瘤的鉴别依据更为全面。

疗的报道较多，但关于两种疾病鉴别诊断的报道则

综上所述，测量后颅窝肿瘤 ADC 值能够为低

较为缺乏，而室管膜瘤、低级别星形细胞瘤的临床

级别星形细胞瘤和室管膜瘤的鉴别诊断提供可靠

表现与影像学表现均存在大量相似之处，因此，如

依据，结合常规 MRI 图像上肿瘤结构特点予以综

何实现早期准确诊断以指导合理治疗，就具有重大

合分析，对于指导临床鉴别诊断有着重要价值。

的临床价值。
DWI 是目前仅有的可以测量水分子在活体上
扩散运动并进行计算和成像的技术，该技术可通过
描述活体组织中水分子跨膜运动、自由运动等微
观运动状态，为肿瘤性质的判断提供一定参考 [11]。
ADC 值反映的是 DWI 图上各方向水分子自由运动
的速度和程度，ADC 值越高，水分子移动速度越快，
单位时间内水分子丢失则越多，此时 DWI 图信号
低、图像较暗

[12]

。本研究结果示，与室管膜瘤与

低级别星形细胞瘤的常规 MRI、增强 MRI 表现均
存在相似之处，与过往报道具有一致性 [13]，而两
种肿瘤的 ADC 图则存在明显差异，即低级别星形
细胞瘤的 ADC 图均为稍高信号，室管膜瘤的 ADC
图均为等或稍低信号，产生这一区别的原因主要
为 ：室管膜瘤质地柔软，瘤体向四处延伸，肿瘤细
胞排列疏密不一，最常见的病理形态为血管周围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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