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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对比增强 MRI 在骨科临床应用中的热点问题

余浪波，卿明松，赵春涛，彭笳宸

文题释义：

动态对比增强MRI：是利用连续、重复、快速的成像方法，通过获取注入对比剂前后的图像，经过一系列的计算分析得到半定量或定量参

数，是一种以病变、组织间的微血管系统为生理基础来评估病变、组织生理性质的功能成像新技术。

动态对比增强MRI灌注参数分析：主要有定性、半定量和定量分析3种方法。定性方法是时间强度曲线的形态学分析，其依赖于目测评估

感兴趣区域内是否存在早期动脉增强(而不是后期增强)，这是临床上最常用、最直观的分析方法，简单来说就是观察时间强度曲线的形态

区别。半定量方法是通过从时间强度曲线中计算几个参数，常用的半定量参数有初始曲线下面积、达峰时间、最大信号强度、最大斜率

等。定量分析主要通过药代动力学模型进行，获得可以反映血流灌注和血管通透性的常用参数：容量转移常数、速率常数、血管外、细

胞外间隙容积分数，血浆体积等。

摘要

背景：虽然传统平扫+增强磁MRI已被应用于骨骼肌肉成像多年，但不足以评估病变组织微观改变特征或病变组织活性，而动态对比增强

MRI可捕捉该方面的信息，在骨科影像学检查中显示出优势。

目的：综述动态对比增强MRI在骨科临床中的应用进展。

方法：通过计算机在CNKI数据库、PubMed数据库、Web of Science及万方数据库检索1900年1月至2020年2月收录的相关文献，检索词

为“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成像；骨肌肿瘤；关节炎；脊柱；骨折；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DCE-MRI)；
osteomuscular tumor；arthritis；spinal surgery；fracture”。

结果与结论：①目前在临床应用中，对于获取动态对比增强MRI图像的最佳扫描方法和分析这种图像的理想方法普遍缺乏共识，其参数分

析方法主要是定性、半定量和定量分析3种；②动态对比增强MRI已被广泛应用于心力衰竭、乳腺癌、前列腺癌、肾排斥反应和肝肿瘤等

不同疾病的非侵入性检测、定性和治疗监测等，在骨科临床的应用还不够成熟，但具有无限的潜力：其可以用于评估股骨颈骨折后的血

运情况及预测股骨头的存活能力、骨折后骨不连的区域灌注情况，关节炎等实体的骨灌注及畸形血管的检测；与常规成像相比，动态对

比增强MRI还可以更好地评估不同阶段腰椎灌注变化及椎间盘退变与终板灌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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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描述—
动态对比增强 MRI 是一种以病变、组

织间的微血管系统为生理基础，来评

估组织生理性质的功能成像新技术。

在一些特定的疾病中可展现出独特的

优势，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对动态对比增强 MRI 技术进行简单介绍，

并归纳总结动态对比增强 MRI 在骨科临床

中的应用进展，展望该领域未来的发展，

为骨科临床医师及影像科医师对动态对比

增强 MRI 的临床应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综述

动态对比增强 MRI 在骨科临床中的临床应用：
(1) 在骨骼肌肿瘤系统中的应用；
(2) 在创伤骨科中的应用；
(3) 在关节外科中的应用进展；
(4) 在脊柱外科中的应用进展。

动态对比增强 MRI 技术介绍：
(1) 动态对比增强 MRI 扫描方法现状及要求；
(2) 动态对比增强 MRI 扫描的分析方法。

动态对比增强 MRI 在骨科临床中
的应用进展及其技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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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0    引言  Introduction
在骨科临床工作中，医学影像学检查对于临床诊断及治

疗是不可或缺的，其中 MRI 平扫及增强检查在骨骼肌肉及组

织病变的定位、定性诊断中是具有明显优势的
[1]
。然而，传

统的 MRI 增强成像仅仅是某一时间点上组织强化的效果，虽

然可以结合平扫图像得到一些具有诊断价值的信息，但不能

获得局部区域血流灌注及组织血管通透性变化等微观功能的

信息。随着 MRI 成像技术的不断进步，出现了一些有利于诊

断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动态对比增强 MRI 就是其中之一。在

骨科临床应用中，肿瘤、炎症等病变区域的血流灌注和 ( 或 )

血管的通透性都会发生改变，且均可以造成病变组织与正常

组织间物质的分布及代谢差异，动态对比增强 MRI 正是通过

捕捉这种微观的差别从而实现对检查组织的分析，因此，动

态对比增强 MRI 在骨科影像学检查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虽

然常规的 MRI 仍然是大部分疾病初步诊断的首选，但它们可

能不足以用于评估病变组织微观改变特征或病变组织活性，

动态对比增强 MRI 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接下来，该文将

一一介绍动态对比增强 MRI 的技术方法及其在骨科临床的应

用进展。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资料来源   通过计算机在 CNKI 数据库、万方数据库、

PubMed 数据库、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检索相关文献，检索

词为“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成像；骨肌肿瘤；关节炎；脊柱；

骨 折；dce-mri；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osteomuscular 

tumor；arthritis；spinal surgery；fracture”。查阅 1900 年 1

月至 2020 年 2 月期间收录的相关文献，同时对文章中参考

文献进行人工检索。共检索到文献 800 余篇，最终纳入 61 篇。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论述动态对比增强 MRI 技术及方法相关的文

献；论述动态对比增强 MRI 在骨科相关领域临床应用的文献。

排除标准：重复的文献；与该文内容无关的文献；质量

低且较陈旧的文献。

Abstract
BACKGROUND: Although traditional plain scan and 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has been used for skeletal muscle imaging for many years, it is not 
enough to evaluate the microscopic changes of diseased tissue or the activity of diseased tissue.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can 
capture this information and advantages are shown in orthopedic imaging examination. 
OBJECTIVE: To review the progress of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n orthopedics clinics.
METHODS: The relevant documents from January 1900 to February 2020 were retrieved in the CNKI database, PubMed database, Web of Science and Wanfang 
database by computer. The search terms were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keletal muscle tumor; arthritis; spine; fracture” in 
Chinese, and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CE-MRI); osteomuscular tumor; arthritis; spinal surgery; fracture” in English.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At present, there is a general lack of consensus on the best scanning method for acquiring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mages and the ideal method for analyzing such images in clinical applications. The parameter analysis methods are mainly 
qualitative, semi-quant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2)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non-invasive 
detection, qualitative and therapeutic monitoring of different diseases such as heart failure, breast cancer, prostate cancer, renal rejection and liver tumors.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in orthopedics is not mature enough, but has unlimited potential: It can be used to assess the blood flow after femoral neck fracture and 
to predict the viability of the femoral head, the regional perfusion of nonunion after fracture, bone perfusion of arthritis and other entities, and detection of 
deformed blood vessels.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imaging, in contrast,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can also better ass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es in lumbar spine perfusion, disc degeneration, and endplate perfusion at different stages. 
Key words: bone; MRI;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ment; skeletal muscle tumor; arthritis; spine; fracture; review 

How to cite this article: Yu LB, Qing MS, Zhao CT, Peng JC. hot issues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n 
orthopedics.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21;25(3):449-455. 

1.3   质量评估及数据的综合提取   检索中、英文文献，通过

题目及摘要进行初步筛选获得 115 篇文献，随后阅读全文，

根据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摘选 61 篇文献进行综述，见图 1。

图 1 ｜文献筛选流程图

文献检索 CNKI 数据库、万方数据库、PubMed 数据库、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通过入选与排除标准，初

步筛选 800 余篇文献

英文文献 59 篇，

中文文献 2 篇

最终纳入文献

61 篇

2   结果   Results 
2.1   动态对比增强 MRI 扫描方法现状及要求   目前，在肌肉

骨骼系统中对于获取动态对比增强 MRI 图像的最佳扫描方法

和分析这种图像的理想方法普遍缺乏共识，这主要是因为不

同部位的扫描条件存在差异，因此在不同的组织或器官进行

检查时所采用的方法也存在差异。文章例举了临床不同研究

的扫描方法及相关参数，具体详见表 1。目前动态对比增强

MRI 在骨科的应用中主要两种序列方法：磁共振血管造影，

其专注于感兴趣区域的血液动力学，具有较低的解剖分辨率；

快速梯度回波采集序列，使用此序列可以具有较高解剖分辨

率和较低时间分辨率
[2]
。此外，就动态对比增强 MRI 的硬件

要求而言，1.5 T 或 3 T 扫描仪的磁强度均可应用于临床。但

首要条件是这些磁体需要基于先进梯度或平面回波成像的并

行成像序列、合适的相控阵线圈和电源注入器，且并行成像

可通过使用相控阵线圈 ( 具有多个元件的表面线圈 ) 对 k 空

间进行部分采集来减少扫描时间，并且无需提高性能即可执

行数据重建
[3]
。

2.2   动态对比增强 MRI 的分析方法   动态对比增强 MRI 的灌

注参数主要有 3 种分析方法：定性、半定量和定量分析
[8]
。

定性方法是时间强度曲线的形态学分析，其依赖于目测评估

感兴趣区域内是否存在早期动脉增强 ( 而不是后期增强 )，这

是临床上最常用、最直观的分析方法，简单来说就是观察时

间强度曲线的形态区别
[9]
，见图 2。而半定量的方法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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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强度曲线中计算几个参数，常用的半定量参数有初始

曲线下面积、达峰时间、最大信号强度、最大斜率等，见图 3。

最后，定量分析主要通过药代动力学模型进行，获得可以反

映血流灌注和血管通透性的常用参数：容量转移常数、速率

常数、血管外、细胞外间隙容积分数、血浆体积等
[10]
。最早

的药代动力学分析模型是由血浆和血管外细胞外空间组成的

间隔模型。在该模型中，假设对比剂以可逆过程扩散到血管

外细胞外空间中，该可逆过程的特征在于容量转移常数和速

率常数，容量转移常数是对比剂流入血浆和血管外细胞外空

间的速率，受血浆血流量和组织的渗透性的控制，这些指标

可发现肌肉骨骼肿瘤的血管分布，这对确定肿瘤的生存能力

和评估新辅助治疗后的治疗效果非常重要。此外，科研人员

又提出了许多药代动力学模型，如 Larsson(LM)、Brix(BM)、
Tofts and Kermode(TK)、extended TK(ETK) 等 [10-11]

，并且这些模

型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断的在演变和发展。

2.3   动态对比增强 MRI 在骨科临床中的应用进展

2.3.1   在骨骼肌肉肿瘤系统中的应用   几十年来，常规的平

扫 + 增强 MRI 检查一直用来帮助鉴别骨骼肌肉肿瘤或病变的

良恶性，然而这种模式在许多类型的组织中都可以看到强化，

如良、恶性实体也均表现为强化，因此在临床工作中可能会

产生误诊或漏诊。目前，动态对比增强 MRI 已被认为是一种

帮助鉴别良恶性病变的方法
[12]
，因为动态增强的时间模式包

含重要信息，包括灌注参数、组织血管通透性和间质间隙的

体积，且容量转移常数反映的是组织内毛细血管通透性及血

浆流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容量转移常数值越高则表示组织的

血浆流量和组织血管渗透性越高，对于肿瘤而言其容量转移

常数值越高表明其代谢越快，其恶性程度也可能越高
[13]
，

因此动态对比增强 MRI 被认为可以显示恶性骨骼肌肉肿瘤的

特征性。一项研究通过动态对比增强 MRI 来鉴别脊索瘤和骨

巨细胞瘤，发现骨巨细胞瘤容量转移常数和速率常数值明显

高于脊索瘤
[14]
。他们假设骨巨细胞瘤显微镜下观察到的高微

血管密度、不规则管腔、薄壁管腔和一些管壁中内皮细胞的

缺失可能表明肿瘤有渗漏的血管，提示与容量转移常数和速

率常数值的升高有关。DE CONINCK 等
[15]

在研究动态对比增强

MRI 和常规 MRI 在内生软骨瘤和软骨肉瘤中的价值中显示，

动态对比增强 MRI 对软骨肉瘤的诊断敏感性为 100%，特异性

为 63.3%，且预测软骨肉瘤的准确率为 93%，两者联合应用可

以获得最高的准确性。此外，当动态对比增强 MRI 清楚地显

示没有早期增强的迹象，而轻度延迟增强则可能对应于良性

病变。通过这样的原理可区别恶性肿瘤与脂肪瘤伴脂肪坏死、

朗格汉斯细胞增生症与恶性病变 ( 例如尤因肉瘤 ) 等 [16]
。而在

高级软组织肉瘤中，动态对比增强 MRI 被证明可以提高 MRI

成像在确定患者治疗反应中的准确性
[17]
，在这些患者中肿瘤

的生长是形成瘢痕和肉芽组织而不是坏死
[18]
。CHOI 等 [7]

的研

究表明，动态对比增强 MRI 相关参数显示肿瘤的大小、边缘、

神经血管受累情况、瘤体周围水肿和不均一性之间的关系，

可以明显区分良、恶性病变。

动态对比增强 MRI 不仅可提高骨骼肌肉肿瘤的诊断率，

还可作为术后疗效的评估工具，其有助于评估骨和软组织恶

性肿瘤在术前和新辅助化疗或放疗后的治疗效果及存活残

留恶性肿瘤的程度
[19]
。AMIT 等

[20]
对比了临床指标和动态

对比增强 MRI 在评估骨肉瘤新辅助化疗后组织学反应方面

的作用，证明斜率降低 >60% 是良好组织学反应的指标，且

可以更准确地判断组织的失活程度。它的意义在于指导、决

定是否需要改变化疗方案及时间，选择最佳手术时机，甚至

确定手术切除的范围。除此之外，在良性病变中的探索，

POTTECHER 等
[21]

发现骨样骨瘤疼痛的严重程度与其血管化

的丰富程度有关。而对于定量参数与半定量参数的区别，

LEPLAT 等
[22]

的研究认为动态对比增强 MRI 对良恶性分化的

敏感性较高，特异性较差，与半定量参数相似。综上，动态

对比增强 MRI 所呈现的独特优势将有助于临床医师对良恶性

表 1 ｜临床不同研究部位的扫描方法及相关参数

作者 仪器 部位 对比剂、剂量 动态扫描参数 总时长

杨松等
[4] 3.0 T

西门子 
髋关

节

钆喷替酸葡甲胺，

0.2 mmol/kg
轴 位 无 间 隙 扫 描 ( 重 复

时间 5.08 ms，回波时间

1.71 ms，反转角 15°，矩阵

265×448，层厚 3 mm，视野

360 mm×360 mm

约

30 min

BUDZIK 等
[5] 3.0 T

通用

电气

膝关

节

钆喷替酸葡甲胺，

0.1 mmol/kg
冠 状 面 无 间 隙 采 集 ( 视   

野 = 180 mm× 162 mm， 矩

阵 =180×160，层厚 =2 mm，

TR=4.8 ms，TE=2.1 ms，带

宽 =50 Hz，翻转角 =20°。
时间分辨率为 11s)

约

13 min

MUFTULER
等

[6]
3.0 T
荷兰贝

斯特

脊柱 钆喷替酸葡甲胺，

0.1 mmol/kg
矢状面扫描 ( 层厚 =3 mm，

视野 21 cm，重复时间 / 回
波时间 =3.4 ms/1.2 ms，翻

转角 30°，时间分辨率为

36.4 s)

约

13 min

CHOI 等 [7] 3.0 T
西门子

软组

织 ( 肿
瘤 )

钆喷替酸葡甲胺，

0.1 mmol/kg
轴位进行脂肪抑制无相交

间隙扫描 ( 重复时间 / 回波

时间 4.3 ms/1.47 ms，翻转

角 8°，层厚 2 mm，时间分

辨率 10-12 s)

-

图注：1 型 ( 持续性 )，进行性信

号强度增加；2 型 ( 平台型 )，最

初的峰值，然后是相对恒定的增

强；3 型 ( 消退 )，急剧摄取，然

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强减少

图 2 ｜定性分析中常见的 3 种不

同增强模式

时间

信号强度
类型 1

类型 3

类型 2

图 3 ｜常见

的半定量参

数示意图
基线

初始曲线下

面积

最大

斜率

时间结束

时间

达峰

时间

初始

时间
最大

斜率

时间

信号强度

最大信号强度

初始信号强度

结束时信号强度

最大斜率信号强度



452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第25卷｜第3期｜2021年1月

综  述

肿瘤鉴别诊断、疾病变化评估及治疗的掌控。

2.3.2   在创伤骨科中的应用  动态对比增强 MRI 可作为临床

上研究股骨颈骨折后股骨头血运灌注水平的一种工具。动态

对比增强 MRI 相关参数可显示有关局部动脉和静脉灌注不足

的客观信息，这些信息可能有利于更准确地评估股骨头的存

活能力，使手术预后的结果预测更加准确，帮助骨科医师前

瞻性地为患者选择特定的治疗方案。DYKE JONATHAN 等
[23]

的研究认为患侧股骨头的动脉流入和静脉流出区域灌注降低

是显著的，并且可以量化，这也与 JONG-EUN 等
[24]

的动物实

验结果相一致。KAMANO 等
[25]

对 29 例股骨颈骨折患者伤后

24 h 内行动态对比增强 MRI 检查，股骨头灌注完全增强者预

后良好。KONISHIIKE[26]
对 22个股骨颈骨折进行了类似的评估，

并报告在那些股骨头灌注没有增强的患者中，随后发生股骨

头坏死的风险很高，其动态对比增强 MRI 风险预测的准确率

为 89%; 当灌注减少 70% 时，他们可以检测到股骨头部分的

骨坏死。还有研究表明，股骨头外侧柱早期灌注水平良好提

示血运开始重建，预后较好；另一方面，缺乏灌注的外侧柱

坏死预示着不良的预后。病变股骨头的再血管化部分比正常

髋部有更高的强化，可能与血管扩张、通透性增加有关，这

些血运重建区也与正常髋部相比表现出延迟增强
[27]
。最新

的一项研究表明，动态对比增强 MRI 是一种简单、无创、

易推广方法，并可以比较准确地判断股骨颈骨折后股骨头血

运情况，若与术中股骨头钻孔术联合评估可以获得更准确的

结果
[28]
。

股骨颈骨折复位内固定常伴随着较高的并发症 ( 骨不愈

合、股骨头坏死和晚期塌陷 ) 发生，因此再次手术的概率也

增加
[29]
。虽然创伤性骨折和与之相关的股骨头微细血液供应

受损被认为是这些并发症的主要病因之一，然而 LAZARO等
[30]

的研究认为虽然股骨颈骨折后损害了股骨头血流供应血管，

影响流入和流出系统，导致股骨头细胞死亡和节段性损伤，

但是假如能够早期评估股骨头血流微循环的灌注，再加上紧

急的切开解剖复位和稳定的固定，尽管在动态对比增强 MRI

成像上发现了很高的小节段骨坏死，仍可有很好的临床疗效。

此外他们还报道，当血管受损和残余灌注减少超过 67% 将导

致股骨头坏死
[30]
。所以，如何利用动态对比增强 MRI 检测

股骨头血运微循环及灌注变化，值得更加深入的研究，希望

能够更加准确地为骨科医师治疗股骨颈骨折指导方向。

骨不连发生占所有骨折的 5%-15%，这取决于骨折的部

位、软组织损伤程度和感染的严重性
[31]
，以前的重点集中

于临床分类不愈合严重程度评分上，以使其治疗标准化。而

目前动态对比增强 MRI 在评价骨灌注和骨不连手术成功方面

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一项初步的研究证明，动态对比增强

MRI 在评估骨折不愈合方面是可行的
[32]
，主要原理是通过评

估骨不连裂隙内的血管灌注情况进行分析。FISCHER 等
[33]

利

用动态对比增强 MRI 检测骨折术后骨不连的区域灌注，与骨

折术后成功恢复的病例相比，结果显示在随访 6，12，26 周

时成功恢复的病例检测区域显示明显更高的灌注。

骨不连的重要影响因素是感染。WESTGEEST 等
[34]

的研

究发现，在 791 个长骨开放性骨折中 17% 的病例发生了骨

不连，发现深部感染是最关键的因素。对于感染的病例，手

术必须分多次应用，并延迟进行骨折内固定手术，此外对于

感染确诊的金标准是病理活检，但这需要术中切除标本后才

能诊断。CHRISTIAN 等
[35]

一项早期研究表明，动态对比增强

MRI 的高灌注有助于发现感染。随后他们的研究发现，动态

对比增强 MRI 预测骨不连的敏感性为 75%，特异性为 87%，

且较高的体质量指数和较低 NUSS 评分与治疗失败相关。然

而，目前动态对比增强 MRI 只能为诊断提供辅助信息，术前

感染评估中还应该结合超声联合诊断。最后，骨不连的患者

应早期进行动态对比增强 MRI 分析，如果骨不连区域灌注低，

缺乏骨质巩固和持续性疼痛的迹象，应考虑早期手术。希望

这种早期评估与干预可以缩短整个治疗期，使患者更快地重

返工作和社会生活。

此外，NG 等
[36]

报道在舟状骨骨不连或延迟愈合的情况

下，动态对比增强 MRI 在评估近端骨块中的血运方面提供了

更高的准确性。然而，DONATI等 [37]
、LARRIBE等 [38]

的研究表明，

动态对比增强 MRI 没有提供任何额外的信息来帮助评估舟状

骨的生存能力。据 DONATI 等报道，动态对比增强 MRI 对近

端骨坏死的评估能力实际上比常规 MRI 差，这可能与他们之

间设备及扫描方法不同有关，不同的硬件设施可能会影响最

终的效果。

2.3.3   在关节外科中的应用进展   炎症在骨性关节炎发病机制

中的作用正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其机制可能和软骨下骨髓

血管化密切相关。有研究表明，动态对比增强 MRI 可以识别

动物骨关节炎软骨下骨髓血管化的改变
[39]，这些改变出现在

软骨损伤可见之前，并且与骨关节炎的严重程度相关，因此

在非侵入性条件下获得对人类骨关节炎软骨下骨髓血管化客

观评估的机会，可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骨关节炎的病理生理

学。在评估早期关节炎患者时，通常不会为了常规的临床目

的而评估骨灌注，然而，软骨下骨灌注在软骨丢失的发展过

程中是一个潜在的重要参数。正如所上述所说，LEE 等
[40]

在

动物模型中通过动态对比增强 MRI 评估发现，软骨下灌注的

减少与关节软骨损伤的后续发展呈正相关。BUDZIK 等
[5]
对 19

例晚期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进行了膝关节检查，用动态对

比增强MRI评估股骨胫骨内侧和外侧室的软骨下骨髓血管化，

并在 MRI 图像上对骨关节炎病变进行分级，最后结论是动态

对比增强 MRI 评估的软骨下骨髓血管化改变与人类骨关节炎

的严重程度相关，与上述实验结论一致。此外，NUSMAN 等
[41]

的前瞻性临床随访研究表明，对动态对比增强 MRI 最大强化

的评估能够预测静止期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出现临床症状，从

而可指导临床医师对于其静止期的治疗与评估。

滑膜炎是滑膜的炎症，可以在不同的疾病过程中发生，

包括骨关节炎和炎性关节炎 ( 如类风湿性关节炎 )[42]
。动态

对比增强 MRI 在骨关节炎和炎性关节炎中可观察到滑膜炎

的存在，这可能是关节炎发病的潜在重要因素，因为滑膜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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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导致关节疼痛加重，潜在的加重骨关节炎病变，并可

能导致膝关节置换的风险。一些研究已经评估了动态对比增

强 MRI 在滑膜炎中的效用，并得出结论：动态对比增强 MRI

的发现可用于提示骨关节炎和炎性关节炎中存在组织学滑膜

炎
[43-44]

。RIIS 等
[43]

对比了膝关节骨关节炎患者的动态对比

增强 MRI 和常规 MRI 成像结果，显示动态对比增强 MRI 可

检测出此类患者的疼痛程度与滑膜炎严重程度相关。此外，

VORDENBAUMEN 等
[45]

的另一项研究表明在类风湿性关节炎

患者中，动态对比增强 MRI 参数与滑膜炎相关，特别是最大

增强程度。动态对比增强 MRI 还被证明可以评估髌下脂肪垫

的炎症程度，这与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疼痛的严重程度有

关
[46]
。

2.3.4   在脊柱外科中的应用进展   因为动态对比增强 MRI 在

评估组织微循环功能方面所展现的独特优势，部分研究在腰

椎灌注定量分析中有了新的发现，如在早期的研究中显示与

上腰椎相比，下腰椎骨密度较高，而血液灌注较低
[47]
。而

MA 等
[48]

的研究也证实了之前的结论，其认为椎骨水平与骨

密度的相关性不如与灌注参数的相关性显著。此外，MUF-

TULER 等
[6]
利用动态对比增强 MRI 成像研究了椎间盘退变与

终板灌注的关系，最后的结论是：退变椎间盘软骨终板的灌

注信号增强可能表明椎体软骨下骨受损。终板灌注信号增强

特征有助于了解椎间盘退变的病理生理学，并更有效地计划

治疗，这也与之前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49]
，显示了脊柱水平和

椎间盘退变的相关性。此研究还首次报道，在软骨终板中下

盘往往表现出增强的差异；下腰椎间盘上增加的机械压力可

能是一个因素，损害了这些终板的完整性。

脊柱占所有肿瘤骨转移的 70%，是癌症转移的第三常见

部位，仅次于肺和肝脏。所有癌症患者中有 5%-10% 发生脊

柱转移，通常导致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50]
。非侵入性动态

对比增强 MRI 可提供血管微环境和血流动力学的变化，也因

此展开了探讨。有研究表明，动态对比增强 MRI 定量参数在

鉴别与常规 MRI 形态学表现相似的肿瘤时更有价值，如骨髓

瘤和脊柱转移瘤。KUMAR 等
[51]

对 30 例脊柱转移瘤患者在

放疗前后测量了瘤体容量转移常数、速率常数和血浆体积等

参数，比较治疗前后参数值的百分比变化，最后证明脊柱骨

转移瘤放疗后灌注参数的变化是肿瘤局部复发的预测因素，

尤其是血浆体积值。有研究发现，骨髓瘤的容量转移常数和

速率常数值明显高于脊柱转移瘤，并且作者认为高密度细胞

限制了对比剂在血管外细胞外间隙的分布，使其迅速回到血

管进行清除
[52]
。此外，在 19 个接受放疗后脊柱转移瘤的动

态对比增强 MRI 检测中，STACY 等
[53]

报道了血浆体积的变化

能强烈预测治疗效果，所有成功治疗的病例均显示血浆体积

降低，且治疗失败的病变均显示血浆体积显着增加。SPRATT

等
[54]

报道灌注参数变化 ( 容量转移常数，血浆体积 ) 的组合

在预测预后方面的准确度比传统检查高 1 倍，动态对比增强

MRI 灌注参数不仅可以用于评估治疗效果，而且还可以预测

将来局部肿瘤的复发。

2.3.5   其他   动态对比增强 MRI 还可用于检查畸形的血管，

并将血管畸形分为高流量畸形和低流量畸形，因为动态成像

可以更明确地评估流入和流出血管的血流动力学特征
[55]
。此

外，动态对比增强 MRI 可以显示肌肉骨骼异常与邻近血管结

构的关系，以及与骨骼肌肉相关的血管疾病，如血管卡压综

合征、未确诊的假性动脉瘤和活动性出血等。

腘动脉卡压综合征是指腘动脉受到邻近肌肉和 ( 或 ) 肌

腱的压迫而产生的综合征，常继发于肥大但解剖正常的邻近

肌肉，且常见于较年轻的患者，表现为间歇性跛行。由于发

病年龄较小，且缺乏心血管危险因素，该病的诊断往往延误。

动态对比增强 MRI 能充分显示腘动脉及周围的结构，这在临

床上很重要，因为如果不寻找外源性压迫的原因，腘动脉卡

压综合征通常在血管介入治疗后复发；利用动态序列可以在

不同的位置评估腘动脉灌注，以确定各个部位的血管闭塞情

况，有利于制定最佳治疗方案
[56]
。当临床医师在四肢遇到不

确定性“肿块”的假性动脉瘤时，动态对比增强 MRI 动态序

列能够可视化“动脉充盈”到假性动脉瘤中，由此将假性动

脉瘤与骨骼肌肉肿瘤区分开来
[57]
。此外，动态对比增强 MRI

动态图像还可以更好地描绘活动性出血的程度和出血来源，

以及与周围结构的关系
[58]
，这为临床医师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3  总结与展望   Conclusions and prospects 
尽管动态对比增强 MRI 在一些领域展现出独特的优势，

并获得了初步的成就，但要广泛应用于临床还需要克服一

些挑战。目前，在骨骼肌肉系统中对动态对比增强 MRI 图

像的最佳扫描方法和分析这种图像的理想方法尚缺乏共识，

这与临床硬件条件相关，因此不同研究结果可能会因此受

到影响。其次，动态对比增强 MRI 重要的是在不影响空间

分辨率和图像细节的情况下获得高的时间分辨率，但图像

细节会因为运动伪影导致图像的失真，运动伪影会导致图

像不可靠，使得很难区分真正的增强和伪影。此外，动态

对比增强 MRI 的定性分析和半定量分析是简单直观的，但

却无法解释微观的生理变化情况，而定量分析更加耗时且

较为复杂，药代动力学模型无统一且要求相对苛刻，定量

分析最终结果也易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最后，部分的研究

还处于定性或半定量分析阶段，定量分析尚缺乏合适的药

代动力学模型支持。结合目前的临床应用情况，动态对比

增强 MRI 还不能单独应用于临床诊断，还需要结合其他影

像学结果及临床症状等。

目前动态对比增强 MRI 已被广泛应用于心力衰竭、乳

腺癌、前列腺癌、肾排斥反应和肝肿瘤等不同疾病的非侵入

性检测、定性和治疗监测等临床研究中
[59-61]

，而在骨科临床

应用还不够成熟，但具有无限的潜力。总之，动态对比增强

MRI 可以提供肌肉骨骼系统的功能信息，这与上述几种疾病

的评估有关，可能在肿瘤学应用中最值得注意，动态对比增

强 MRI 在评估骨骼肌肉肿瘤活性、血管通透性、疗效及肿

瘤复发情况表现出其他影像学检查所没有的独特的优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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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具有评估肿瘤微血管的潜力，已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主

要用于生存力或疗效评估；此外，在股骨颈骨折血运评估或

术后疗效预测、骨折术后骨不连的评估、骨科炎性疾病、畸

形血管的评估中也是具有价值的，但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研

究来验证和推动它的发展。最后，动态对比增强 MRI 在脊

柱外科的研究只有肿瘤这部分相对比较深入，但是其他的研

究还处于初步阶段。综上，动态对比增强 MRI 在骨科骨骼

肌肉系统的应用是具有价值和无限的潜力，随着技术的进步

和发展，相信它将为骨科乃至整个临床诊疗工作带来强有力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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