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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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方法 

磁共振 ＤＷＩ 及 ＡＤＣ 值在恶性肿瘤治疗疗效评估中的
临床应用研究
靳恒军

赵伟

【 摘要】

任千里

目的

研究磁共振功能成像 ＤＷＩ( 扩散加权成像) 及表观扩散系数( ＡＤＣ) 值在恶性肿瘤经

非手术治疗( 放射治疗、化疗、介入治疗等) 前后或以上治疗过程中的数值变化ꎬ来评估该治疗效果的应用
价值ꎮ 方法

收集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２０２２ 年 ２ 月本院收治的 １００ 例恶性肿瘤患者治疗后的 １０３ 个病灶ꎬ且所

有患者在治疗前后或治疗期间行常规 ＭＲＩ 扫描及 ＤＷＩ 序列扫描ꎬ分析 ＤＷＩ 成像序列显示肿瘤的信号特
点ꎬ测量并记录瘤灶的病灶最大径及 ＡＤＣ 值ꎮ 分析肿瘤大小变化与 ＡＤＣ 值变化之间的关系ꎮ 结果

恶

性肿瘤肿瘤最大径缩小或失去活性( 或部分失去活性) ꎬＡＤＣ 值升高ꎻ肿瘤治疗复查过程中最大径无明显
变化、病变基本稳定或肿瘤治疗无效复发、增大ꎬＡＤＣ 值无明显变化ꎻ肿瘤治疗中最大径增大或肿瘤前期
有效而缩小或失活后ꎬ后期再次复发或进展ꎬＡＤＣ 值减低ꎮ 结论

磁共振表观扩散系数值 ＡＤＣ 值可以对

瘤灶进行定量测量ꎬ有效反应瘤灶的治疗后效果ꎬ可对恶性肿瘤治疗疗效起到较好的评价作用ꎬ从而为临
床上进一步治疗提供可靠的依据ꎮ
【 关键词】

磁共振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４５.２

ＤＷＩ 及 ＡＤＣ 值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恶性肿瘤ꎻ

疗效评估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２２.１３.００８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ＷＩ ａｎｄ ＡＤ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ｔｕｍｏｒ Ｊｉｎ ＨｅｎｇｊｕｎꎬＺｈａｏ ＷｅｉꎬＲｅｎ Ｑｉａｎｌｉ.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Ｈｕａｉｂｅｉ ｃｉｔｙꎬＨｕａｉｂｅｉꎬ Ａｎｈｕｉꎬ
２３５０００ꎬ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Ｚｈａｏ ＷｅｉꎬＥｍａｉｌ:１１８３４４６６５４＠ ｑｑ.ｃｏｍ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ＤＷＩ (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ｉｍａｇｉｎｇ ) ａｎｄ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Ｄ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ｎｏｎ－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ｔｕｍｏｒｓ (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ꎬ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ꎬ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ꎬ ｅｔｃ.) ｏ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ｐｅｒｉｏｄꎬ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０３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ｏｆ １０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ｔｕｍｏｒｓ ｔｈｏｓｅ ｗｅｒｅ ａｄ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ｏｕ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ｆｒｏｍ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 ｔｏ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２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ａｎｄ ａｌ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ＭＲＩ ｓｃａｎｓ ａｎｄ ＤＷＩ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ｃａｎ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Ｔｈｅ ｓｉｇ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ｕｍｏｒｓ ｓｈｏｗｎ ｂｙ ＤＷＩ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ｗａ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ｔｕｍ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Ｃ ｖａｌｕｅ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ｕｍｏｒ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ＡＤ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ｗａ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ｔｕｍｏｒ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ｏｒ ｌｏｓｔ ｉｔ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ｒ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ｌｏｓｔ ｉｔ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Ｃ ｖａｌｕ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ｕｍｏ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ｄｉｄ ｎｏ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ꎬ ｔｈｅ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ｓｔａｂｌｅ ｏｒ ｔｈｅ ｔｕｍｏｒ
ｒｅｃｕｒｒｅｄ ｏ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ｏｒ 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Ｃ ｖａｌｕｅ ｄｉｄ ｎｏ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ＡＤＣ ｖａｌｕ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ꎬｉｆ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ｒ ｔｈｅ ｔｕｍｏｒ ｒｅｃｕｒｒｅｄ 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ｓｈｒｉｎｋ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ｒ 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ＡＤＣ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Ｒ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ｕｌ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ｕｍｏｒ ｌｅｓｉｏｎꎬ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ｕｍｏｒ
ｆｏｃｉꎬａｎｄ ｃｏｕｌｄ ｐｌａｙ ａ ｇｏｏｄ ｒｏｌｅ ｉ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ｔｕｍｏｒꎬｔｈｕ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ａ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ꎻ ＤＷＩ ａｎｄ ＡＤＣ ｖａｌｕｅꎻ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ｔｕｍｏｒꎻ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目前肿瘤疗效的评估主要是基于解剖影像学可
测量最大径变化的 ＲＥＣＩＳ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１.１) 标准ꎬ因组
织代谢方面的改变要早于形态学改变ꎬ在肿瘤缩小
与肿瘤细胞死亡间存在不同步性ꎮ 特别是随着分子
靶向药物及生物基因等治疗技术的出现ꎬ其近期疗
基金项目:淮北市科技局科研项目(２０２０ＨＫ０３)
作者单位:２３５０００ 安徽淮北ꎬ淮北市人民医院
通信作者:赵伟ꎬＥｍａｉｌ:１１８３４４６６５４＠ ｑｑ.ｃｏｍ

效往往并不体现在肿瘤大小的显著变化上ꎬ而 ＭＲＩ
功能成像 － 扩散加权成像( ＤＷＩ) 对肿瘤治疗后的微
环境变化较为敏感ꎬ进而能在较早期评估恶性肿瘤
的治疗效果ꎮ 本研究通过患者于治疗前或治疗中及

后续治疗分别行 ＭＲ 常规扫描加扩散加权成像检查ꎬ
测量治疗前、后不同时间点肿瘤最大径和 ＡＤＣ 值ꎬ分
析各疗效组治疗前后不同时间点肿瘤最大径和恶性
肿瘤 ＤＷＩ 信号及 ＡＤＣ 值的动态变化趋势ꎬ对恶性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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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的疗效评估进行探讨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收集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２０２２ 年 ２ 月本
院收治的经临床确诊或经病理确诊的恶性肿瘤、且
经过影像评估无法手术或术前放化疗降期争取手术
等暂不手术的患者 １００ 例的 １０３ 个病灶ꎬ其中肝细胞
癌 ３０ 例ꎬ３２ 个病灶ꎻ消化道恶性肿瘤肝脏转移 ５ 例ꎻ
前列腺癌 ５ 例ꎻ 直肠癌 １１ 例ꎻ 宫 颈 癌 ４ 例ꎻ 鼻 咽 癌
８ 例ꎻ脑高 级 别 胶 质 瘤 １５ 例ꎬ１６ 个 病 灶ꎻ 脑 转 移 瘤
２２ 例ꎮ 其中男 ７０ 例、女 ３０ 例ꎬ年龄 １４￣８１ 岁ꎬ平均
(５７±１３) 岁ꎮ
２.方法:机器采用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Ｉｎｇｅｎｉａ ３.０Ｔ 高场强磁
共振ꎮ 患者治疗前行 ＤＷＩ 扫描 ＋ 常规平扫ꎬ必要时
增强扫描以辅助定位、精准测量ꎬ治疗后行 ＤＷＩ 检
查 ＋平扫ꎬ必要时增强检查以精准测量ꎮ 检查完成后
在后处理机器上对病变区测量 ＡＤＣ 值及肿瘤最大径
大小ꎮ ＤＷＩ 均采用轴位扫描ꎬ根据不同部位采取各
医院通用 Ｂ 值ꎬ颅脑 ＤＷＩ 检查 Ｂ 值常规 １０００ꎻ鼻咽
部等颈部肿瘤 ＤＷＩ 检查 Ｂ 值常规 ８００ꎻ肝脏、子宫、
前列腺、直肠等恶性肿瘤 Ｂ 值常规 １０００ꎮ
３.疗效评价:因肿瘤组织类型和细胞分布密度不
同ꎬ对每个 病 种 分 别 分 组ꎬ 分 为: ( １) 治 疗 前 组 ( Ⅰ
组) ꎻ(２) 缩小组( Ⅱ组) ꎬ肿瘤最大径缩小 ２０％ 以上ꎻ
(３) 稳定组( Ⅲ组) 最大径无明显变化ꎬ肿瘤最大径增
表１
病种 / 各治疗组

 １２３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２２ꎬＶｏｌ.４３ꎬＮｏ.１３

大或缩小 １０％以下ꎻ(４) 进展或再复发( Ⅳ组) ꎬ肿瘤
最大径增大 ２０％ 以上ꎮ 以肿瘤治疗前、后或治疗过
程中多次复查ꎬ分别所测得的肿瘤最大径、ＡＤＣ 值ꎬ
来分析肿瘤最大径变化与 ＡＤＣ 值变化之间的关系ꎬ
进而评估肿瘤对治疗的反应ꎮ
二、结果
１.恶性肿瘤治疗后各组与治疗前组平均 ＡＤＣ 值
变化:肝癌治疗后缩小组和稳定组平均 ＡＤＣ 值高于
治疗前组和进展或复发组ꎻ肝转移瘤稳定组 ＡＤＣ 平
均值高于治疗前组和进展或再复发组ꎬ复发或进展
组 ＡＤＣ 平均值低于治疗前组( 图 １) ꎻ宫颈癌缩小组
平均 ＡＤＣ 值明显高于治疗前组和稳定组ꎻ前列腺癌
治疗后缩小组和稳定组平均 ＡＤＣ 值高于治疗前组
( 图 ２) ꎻ直肠癌治疗后缩小组平均 ＡＤＣ 值明显高于
治疗前组ꎻ鼻咽癌放疗后稳定组的平均 ＡＤＣ 值高于
治疗前组ꎻ脑转移瘤缩小组和稳定组平均 ＡＤＣ 值高
于治疗前组和进展或再复发组ꎻ脑高级别胶质瘤缩
小组平均 ＡＤＣ 平均值却稍低于治疗前组和稳定组ꎮ
见表 １ꎮ
２.恶性肿瘤肿瘤后 ＡＤＣ 值变 化 趋 势 与 疗 效 评
价:恶性肿瘤治疗后缩小组与治疗前组相比ꎬＡＤＣ 值
出现升高趋势ꎬ治疗有效ꎻ稳定组基本为 ＡＤＣ 值无明
显变化趋势ꎬ结合多模态 ＭＲＩ 基本为治疗后肿瘤坏
死或纤维化、病情稳定ꎮ

恶性肿瘤治疗前后 ＡＤＣ 值[ ｎ( ｘ
±ｓ) ]
肝癌

肝转移瘤

宫颈癌

直肠癌

治疗前组例数 / 平均 ＡＤＣ 值

３２ / (１.１２±０.４０)

５ / (１.２９±０.５６)

４ / (１.１９±０.３８)

１１ / (０.８２±０.５８)

治疗后稳定组例数 / 平均 ＡＤＣ 值

１７ / (１.３９±０.３３)

３ / (１.５２±０.６２)

３ / (１.３５±０.２０)

６ / (１.１８±０.１７)

鼻咽癌

前列腺癌

脑高级别胶质瘤

２ / (０.８８±０.０１)

２ / (０.８４±０.０１)

治疗后缩小组例数 / 平均 ＡＤＣ 值
治疗后进展或复发组例数 / 平均 ＡＤＣ 值
病种 / 各治疗组

６ / (１.２６±０.２５)
９ / (０.８１±０.２３)

１ / １.２１
１ / ０.８７

治疗前组例数 / 平均 ＡＤＣ 值

８ / (１.７０±０.４３)

５ / (０.８１±０.１１)

治疗后稳定组例数 / 平均 ＡＤＣ 值

６ / (１.９０±０.１６)

３ / (１.０９±０.１８

治疗后缩小组例数 / 平均 ＡＤＣ 值
治疗后进展或复发组例数 / 平均 ＡＤＣ 值
注:平均 ＡＤＣ 值单位:×１０ －３ ｍｍ２ / ｓ

１ / １.６８
１ / ０.７４

讨论 临床上常用 ＲＥＣｌＳ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ｉｎ Ｓｏｌｉｄ Ｔｕｍｏｒｓ. ＲＥＣＩＳＴ) 标准来对非手术切
除的恶性肿瘤的治疗后进行效果评价ꎬ但主要依靠
评价 肿 瘤 大 小 变 化 的 ＲＥＣＩＳＴ 标 准ꎮ ｍＲＥＣＩＳＴ
(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ＲＥＣｔＳＴꎬｍＲＥＣＳＴ) 标准虽然增加了对治疗
后肿瘤坏死的考虑ꎬ但没有提出具体定量化的标准ꎮ
ＭＲ 扩散加权成像(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ｉｍａｇｉｎｇꎬＤＷＩ)
可通过检测活体组织内水分子的微观扩散运动状
态ꎬ进而反映机体内组织结构的生理及病理改变ꎬ从
而诊断疾病和监测恶性肿瘤治疗后的反应ꎮ 临床上
常用 表 观 扩 散 系 数 (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ꎬ

１ / ０.８７

１ / １.６４
０

１６ / (０.９０±０.２３)
７ / (１.０５±０.２７)
７ / (０.７７±０.０８)

６ / (１.１８±０.１７)
２ / (０.７６±０.０１)
脑转移瘤

２２ / (０.９０±０.２５)
５ / (１.０２±０.２１)
７ / (１.０９±０.２９)

１０ / (０.８０±０.１９)

ＡＤＣ) 值作为 ＤＷＩ 的定量数值ꎮ 磁共振 ＤＷＩ 图像结
合 ＡＤＣ 图可通过对肿瘤区域的 ＡＤＣ 值的定量测量ꎬ
提供一定的具体量化指标ꎬ并能消除 Ｔ２ＷＩ 穿透效
应ꎬ真正的从分子水平反应病灶组织的内部改变ꎮ
目前肝癌非手术主流治疗方式有:经导管肝动
脉栓塞化疗 ( ＴＡＣＥ) 、 射频消融、 药物化疗、 靶向药
物、生物基因等治疗ꎬ以 ＴＡＣＥ 最为常用ꎮ 对肝细胞
癌行 ＴＡＣＥ 术时ꎬ注入的高浓度化疗药物的细胞毒
作用和碘油沉积末梢微动脉血管致栓塞引起的缺血
缺氧ꎬ导致肿瘤细胞的细胞膜被直接或间接破坏ꎬ从
而诱导细胞发生凋亡或坏死ꎬ细胞数量减少、单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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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肝转移( Ｓ７ 段) 综合治疗前( Ａ￣Ｃ) :Ａ:ＤＷＩ 呈高信号ꎬＢ:ＡＤＣ 图ꎬＡＤＣ 值约 １.４５×１０ －３ ｍｍ２ / ｓꎻＣ:Ｔ２ＷＩ－ＦＳꎬ最

大径约 １９.８ ｍｍꎻ综合治疗后( Ｄ￣Ｆ) Ｄ:ＤＷＩ 呈高信号ꎻＥ:ＡＤＣ 值约 ０.９４×１０ －３ ｍｍ２ / ｓꎻＦ:Ｔ２ＷＩ－ＦＳꎬ最大径约 ２６.１ ｍｍꎮ 肿瘤最大
径增大ꎬ对应 ＡＤＣ 值明显减低

图２

前列腺癌内分泌治疗前( 右侧移行带) ( Ｇ￣Ｉ) :Ｇ:ＤＷＩ 稍高信号ꎻＨ:ＡＤＣ 值约 ０.９２×１０ －３ ｍｍ２ / ｓꎻＩ:Ｔ２ＷＩ－ＦＳ 瘤灶最大

径约 ２０.８ ｍｍꎻ治疗后( Ｊ￣Ｌ) Ｊ:ＤＷＩ 呈稍高信号ꎻＫ:ＡＤＣ 值约 １.１６×１０ －３ ｍｍ２ / ｓꎻＬ:瘤灶最大径缩小显著ꎮ 肿瘤最大径明显缩小ꎬ
对应 ＡＤＣ 值明显升高

积的细胞密度减低ꎬ引起相应细胞间隙增大ꎬ水分子
扩散能力增强ꎬ故肿瘤 ＡＤＣ 值升高 [１￣２] ꎮ 未坏死或
复发病灶中ꎬ细胞增殖仍然活跃ꎬ细胞数量、密度增
多ꎬ细胞间隙相应变小ꎬ水分子自由扩散能力受限ꎬ
表现 为 测 量 的 ＡＤＣ 值 不 变 或 略 升 高 [３￣４] ꎮ 因 此
ＴＡＣＥ 治疗后ꎬ肿瘤区 ＡＤＣ 值越高ꎬ则肿瘤坏死往往
越明显ꎬ疗效越好 [５] ꎮ 射频消融( ＦＲＡ) 是近年来应
用的治疗肝癌的新技术ꎬ引发不可逆转的细胞内蛋
白变性、细胞膜脂质双分子层溶解等细胞改变ꎬ进而
导致病灶组织变性或热凝固坏死ꎬ水分子弥散运动
更加自由ꎬ病灶 ＡＤＣ 值普遍升高 [６] ꎮ 当肿瘤组织部
分残留或治疗好转后复发区扩散依然受限ꎬＤＷＩ 仍
为高信号ꎬ其 ＡＤＣ 值与术前相比可无明显差异ꎮ 对
于早期原发性肝癌 ＴＡＣＥ 术后的病灶ꎬ其癌细胞坏
死以凝固性坏死为主ꎬ坏死灶内的水分子含量较少ꎬ
ＤＷＩ 扫描也可表现为高或稍高信号ꎮ 必须结合增强
扫描序列综合判断ꎬ对病灶进行综合宏观分析ꎬ才能
对病灶评估达到更理想的效果ꎮ ＤＷＩ 的 ＡＤＣ 值从
微观方面为肝癌治疗后早期在未出现形态学改变
时ꎬ细胞数量和密度已经发生变化ꎬＡＤＣ 值可在肿瘤
略有缩小或形态无明显改变前ꎬ即可检测到病理改
变ꎬ使患者达到最恰当、及时的治疗ꎮ
本研究中ꎬ宫颈癌肿瘤缩小组患者放疗前 ＤＷＩ
呈明显高信号ꎬＡＤＣ 值较低ꎬ放疗后肿瘤最大径明显
缩小ꎬＡＤＣ 值升高ꎬＡＤＣ 值明显高于放疗前ꎮ 宫颈
癌稳定组放疗中 ＡＤＣ 值趋于稳定ꎬ肿瘤最大径无明
显变化ꎮ 宫颈癌的 ＤＷＩ 上显示高信号ꎬＡＤＣ 图呈低
信号ꎬ原因可能为宫颈癌细胞增殖速度快ꎬ细胞间排
列紧密ꎬ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水分子的扩散ꎬ 因此
ＤＷＩ 呈明显高信号ꎬＡＤＣ 图呈低信号ꎮ 宫颈癌患者
放疗后的肿瘤体积缩小ꎬＡＤＣ 值明显升高ꎮ 分析原
因为宫颈肿瘤经放疗后ꎬ癌细胞坏死ꎬ肿瘤体积减

小ꎬ细胞间隙扩大ꎬ使得水分子扩散增加ꎬＡＤＣ 值升
高ꎮ 国内部分学者研究显示 [７￣９] ꎬ宫颈癌放疗后体积
明显缩小ꎬ相应 ＡＤＣ 值显著升高ꎬ肿瘤最大径明显
与 ＡＤＣ 值呈负相关ꎬ最大径缩小ꎬＡＤＣ 值升高ꎬ表明
ＭＲＩ 成像对宫颈癌放射治疗后的疗效评价具有较高
的应用价ꎮ 由此可见ꎬ ＡＤＣ 值可反映宫颈癌放疗的
疗效ꎬ可根 据 宫 颈 癌 患 者 治 疗 过 程 中 的 ＡＤＣ 值 变
化ꎬ来评估肿瘤的治疗疗效ꎬ指导放疗方案的进行ꎮ
ＤＷＩ 序列的 ＡＤＣ 值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组织
细胞的生物学特性ꎮ 有研究表明ꎬ直肠肿瘤的分化
程度越低ꎬＴ 分期越高对应的 ＡＤＣ 值越低ꎬＴ３￣Ｔ４ 期
相比 Ｔ１￣Ｔ２ 期的 ＡＤＣ 值有下降的趋势ꎮ 直肠癌切
缘阳性( ＣＲＭ) 的 ＡＤＣ 值与阴性的 ＡＤＣ 值进行比较
分析ꎬ ＣＲＭ 阳 性 组 ＡＤＣ 值 低 于 ＣＲＭ 阴 性 组 [１０] ꎮ
说明随着肿瘤浸润深度的增加ꎬ更多的正常细胞被
肿瘤细胞取代ꎬ导致水分子扩散程度加重ꎬ表现为
ＤＷＩ 的 ＡＤＣ 值减低ꎮ 放疗或新辅助化疗后ꎬ直肠肿
瘤细胞发生坏死ꎬ单位体积细胞密度下降ꎬ水分子扩
散能力增强ꎬ对应 ＡＤＣ 值升高ꎬＤＷＩ 的 ＡＤＣ 值都可
很好的评估肿瘤治疗后的改变ꎮ 对于放疗后残留的
较小病灶常规 ＭＲＩ 序列敏感性较差ꎬ而 ＤＷＩ 图像则
可显示肿瘤呈高信号ꎬ与周围非肿瘤组织形成明显
对比ꎬ且可通过观察 ＡＤＣ 值变化进而判断肿瘤组织
的残留情况ꎮ 此外病灶放疗后因为肠壁组织水肿和
纤维化造成 ＭＲＩ 常规序列观察肿瘤组织受到一定影
响ꎬＡＤＣ 值可更确切显示肿瘤组织与水肿组织的差
别ꎮ 有学者研究得出完全缓解组和非完全缓解组治
疗后病灶长度和厚度均明显降低ꎬＡＤＣ 值明显升高ꎬ
ＡＤＣ 值是评估治疗早期效果的有效指标 [１１￣１２] ꎮ 病变
在治疗第 ２ 周即可发生明显变化ꎬ且治疗结束 ８ 周
后完全缓解组 ＡＤＣ 值明显高于非完全缓解组ꎮ 本
研究组治疗后病灶最大径明显降低ꎬＡＤＣ 值明显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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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ꎬ 提示放疗或新辅助化疗有助于促进肿瘤病灶消
退ꎬ表明 ＤＷＩ 的 ＡＤＣ 值对于此类治疗反应具有较高
价值ꎬ从而为手术治疗创造良好条件ꎮ
前列腺癌( ＰＣａ) 的保守治疗中的内分泌治疗是
通过降低体内的雄激素水平ꎬ进而抑制前列腺癌肿
瘤细胞的生长ꎬ导致癌细胞凋亡ꎮ 其中前列腺特异
性抗原 ( ＰＳＡ) 是 疗 效 评 估 的 重 要 临 床 指 标ꎬ 但 是
ＰＳＡ 的测定却不能完全评估 ＰＣａ 经激素替代治疗或
放疗后的疗效ꎮ 因为有约 ２０％ 的肿瘤在出现进展
时ꎬＰＳＡ 水平仍在正常水平ꎬ导致仅靠 ＰＳＡ 评估 ＰＣａ
的疗效存在很大的局限性ꎮ ＰＣａ 使含水量丰富的正
常腺上皮和腺管结构遭到破坏而取而代之成排列紧
密的肿瘤细胞和少量间质ꎬ引起细胞间隙含水量减
少ꎬ水分子扩散受限ꎬＡＤＣ 值下降ꎮ 内分泌治疗后ꎬ
对雄激素依赖敏感的癌组织由于雄激素水平的急剧
下降ꎬ引起肿瘤细胞的凋亡ꎬ细胞体积变小ꎬ细胞数
目减少ꎬ细胞间隙含水量增加ꎬ引起水分子扩散增
强ꎬ相应 ＡＤＣ 值升高 [１３] ꎮ 新辅助内分泌治疗后 ＰＣａ
的 ＭＲＩ 检查 ＡＤＣ 值具有显著变化ꎬ且变化数值与治
疗反应程度相关 [１４￣１５] ꎮ 次外ꎬ内分泌治疗后组织细
胞代谢及功能方面的变化要早于形态学改变ꎮ 内分
泌治疗后ꎬＤＷＩ 的 ＡＤＣ 值结合 Ｔ２ＷＩꎬ不仅仅通过对
病灶形态学的观察ꎬ且可通过 ＡＤＣ 值定量评估 ＰＣａ
治疗后的疗效ꎮ 本研究中ꎬ前列腺癌肿瘤最大径缩
小组 ＡＤＣ 值高于治疗前组ꎮ 另 ２ 例最大径稳定组ꎬ
而 ＤＷＩ 信号强度减低ꎬＡＤＣ 值升高ꎬ肿瘤细胞发生
坏死ꎮ 由此得出 ＤＷＩ 的 ＡＤＣ 值可以作为前列腺癌
新辅助内分泌治疗效果的评估手段ꎬ并能预测治疗
效果 [１６] ꎮ
既往有研究表明ꎬ胶质瘤治疗后肿瘤坏死、细胞
密度减低ꎬ而肿瘤进展则由于肿瘤细胞增殖ꎬ细胞密
度增加ꎬＡＤＣ 值变化范围有助于判断胶质瘤治疗效
果 [１７] ꎮ 但由于肿瘤治疗后组织不均质ꎬ其内常混杂
有小坏死、 出血灶和血管源性水肿ꎬ因此少数研究
的结果 与 上 述 结 论 有 所 不 同ꎮ 本 研 究 中ꎬ 稳 定 组
ＡＤＣ 值最高ꎬ缩小组 ＡＤＣ 平均值却稍低于治疗前组
和进展或再复发组ꎮ 分析原因可能为由于肿瘤治疗
后病变内不均质ꎬ肿瘤复发内可伴发坏死灶和较明
显的血管源性水肿ꎬ传统的 Ｂ 值为 １０００ｂ 的 ＤＷＩ 不
能有效避免以上因素的干扰ꎬ导致肿瘤复发的 ＡＤＣ
值不一定低于治疗后坏死 [１８] ꎮ 治疗有效的强化病
灶内仍可能存在其他影响扩散受限病变的因素ꎬ如
微小出血灶、胶质增生或纤维化等ꎬ而这些扩散受限
病变的 ＡＤＣ 值可能小于肿瘤进展的 ＡＤＣ 值ꎬ最终
导致强化病灶的 ＡＤＣ 值减低ꎮ 有研究发现采用高 Ｂ
值( ｂ － ３０００) ＤＷＩ 对肿瘤进展的敏感度、特异度和准

确率均高于传统 Ｂ 值( ｂ － １０００) ＤＷＩ( Ｐ 均 < ０.０５) ꎮ
但本组稳定组 ＡＤＣ 平均值最高ꎬ提示它仍对高级别
胶质瘤的治疗疗效有一定的参考价值ꎮ
脑转移瘤常血供丰富ꎬ在 ＤＷＩ 上常表现为环状
高信号ꎬＡＤＣ 值较低ꎬ内部坏死囊变部分无弥散受限
表现 为 为 低 信 号ꎬ ＡＤＣ 值 较 高ꎮ 对 于 脑 转 移 瘤 的
ＤＷＩ 疗效 观 察 研 究 不 多ꎬ 本 研 究 缩 小 组 和 稳 定 组
ＡＤＣ 平均值高于治疗前组和进展或再复发组ꎮ 本组
病例中 ２ 例小细胞肺癌脑转移的 ＤＷＩ 明显高信号ꎬ
ＡＤＣ 值显著降低ꎬ接近急性期脑梗死ꎬ而因造成误
诊ꎬ后经复查确诊ꎮ 该病例组多次治疗后病灶明显
缩小ꎬＡＤＣ 值显著升高ꎮ 因此ꎬＡＤＣ 值变化可反应
脑转移瘤的治疗疗效ꎬＡＤＣ 值升高提示治疗有效ꎮ
综上所述ꎬ ＤＷＩ 及 ＡＤＣ 值可反应人体恶性肿
瘤的内环境变化ꎬ对其疗效评估有很大价值ꎮ 但本
研究有一定局限性:由于病变的 ＲＯＩ 均为采用人工
手绘、没有采取多 Ｂ 值进行比较ꎬ且本病例组病种较
多ꎬ单病种的研究不充分ꎬ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肿
瘤的 ＡＤＣ 值可能会出现一定误差ꎬ后续研究尚需更
大的数据进一步进行统计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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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骨超声定位下外冲击波治疗梨状肌综合征的临床
疗效
王昭力
【 摘要】

目的

探究在肌骨超声引导下采用体外冲击波治疗梨状肌综合征的临床效果ꎮ 方法

选

择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２０２１ 年 ７ 月于本科确诊并行体外冲击波治疗的 ８０ 例梨状肌综合征患者为研究对象ꎬ依
据治疗方法差异随机分为对照组( 常规体外冲击波治疗组) 与治疗组( 肌骨超声引导下体外冲击波治疗
组) 两组ꎬ每组各 ４０ 例ꎮ 分别于治疗前后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疼痛程度( ＶＡＳ 评分) 及改善程度、髋关节活
动能力( Ｈａｒｒｉｓ 评分) 、下肢功能障碍( ＯＤＩ 评分) 、患侧梨状肌厚度以及患者满意度ꎮ 结果

治疗前ꎬ两组

患者在疼痛程度( ＶＡＳ 评分) 、髋关节活动能力( Ｈａｒｒｉｓ 评分) 、下肢功能障碍( ＯＤＩ 评分) 及患侧梨状肌厚

度方面对比未见明显差异( Ｐ>０.０５) ꎮ 治疗后ꎬ两组患者在疼痛程度( ＶＡＳ 评分) 、髋关节活动能力( Ｈａｒｒｉｓ

评分) 、下肢功能障碍(ＯＤＩ 评分)及患侧梨状肌厚度方面均较治疗前有显著改善(Ｐ<０.０１)ꎬ且治疗组改善情
况更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ꎮ 治疗后ꎬ患者满意度方面治疗组优于对照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４.５０７０ꎬ
Ｐ ＝ ０.０３３８<０.０５)ꎬ且治疗组总体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Ｚ ＝ ２.０７６５ꎬＰ ＝ ０.０３８０<０.０５)ꎮ
结论

肌骨超声引导下采用体外冲击波治疗梨状肌综合征可达到精准治疗的目的ꎬ并能有效提高临床疗

效以及患者满意度ꎮ
【 关键词】

肌骨超声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８５

体外冲击波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梨状肌综合征ꎻ

临床疗效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２２.１３.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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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Ｔｉａｎｊｉ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Ｔｉａｎｊｉｎꎬ３００２１１ꎬ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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