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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体 CT 值鉴别新鲜与陈旧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的可行性

冯宁宁 1，姜国正 1，俞  兴 2，赵  赫 2，杨永栋 2，关健斌 1，马昱堃
1，王舒阳 1

文题释义：

椎体CT值：是CT 图像中各组织与X射线衰减系数相一致的对应值，在常规骨窗(窗宽1 500 HU，窗位500 HU)下测量相应椎体获得的数值(HU
值)，能够准确反映椎体松质骨骨含量，近几年已被应用于腰椎融合内固定术后骨质疏松性相关并发症或骨质疏松其他相关性临床研究。

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是指骨质疏松患者在不同程度轻微创伤或者无明显创伤的情况下，出现脊柱椎体，包括颈、胸、腰椎不同部位

的疼痛感，可以出现后凸畸形、驼背、活动受限等主症。临床上对于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新鲜与陈旧骨折的鉴别，影响着患者治疗方

法的选择。

摘要

背景：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的发病率逐年递增，临床上区分新鲜或陈旧骨折决定了患者治疗方案的选择。对于没有相关检查设备的医

院以及MRI和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全身骨扫描有禁忌证的患者，寻找一种可以鉴别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性质的简便快速方法具

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目的：对比分析椎体CT值与MRI鉴别新鲜与陈旧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的一致性，探讨应用椎体CT值诊断新鲜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

的可行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1年10月在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因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住院且具有完整MRI、CT检查资

料的患者40例，年龄55-89岁，平均(74.63±9.71)岁。根据MRI影像明确椎体骨折性质：MRI压脂像出现骨髓水肿像的高信号影诊断新鲜骨

折；椎体形态楔形变化但压脂像未见信号异常则诊断陈旧骨折。对相应椎体及上下邻椎分别测得椎体CT值，目标椎体CT值明显高于邻椎

CT值诊断为新鲜骨折，目标椎体CT值与邻椎CT值无明显差异诊断为陈旧性骨折。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对比MRI与椎体CT值判定的新鲜骨

折及陈旧骨折的一致性。

结果与结论：①40例患者共累及55个椎体，MRI诊断新鲜骨折椎体42个，陈旧骨折椎体13个；②测量相应椎体CT值，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

骨折新鲜骨折椎体CT值(139.99±49.69) HU高于正常邻椎CT值(60.44±34.74) HU，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 0.01)；陈旧性骨折椎体CT值(55.65 ± 
31.31) HU与正常邻椎CT值(55.07±29.47) HU均值相差约6.19 HU(1.09-14.51 HU)，但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③利用椎体CT值诊断新鲜骨

折椎体41个，陈旧骨折椎体14个；④Wilcoxon秩和检验MRI与椎体CT值在鉴别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新鲜和陈旧骨折上具有高度的一致

性(Kappa值=0.951)；⑤提示椎体CT值在诊断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新鲜骨折与陈旧骨折上与MRI具有较高的一致性，通过对比目标椎体

与邻椎的CT值能够准确区分新鲜骨折或陈旧骨折，可为临床快速确定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性质提供一种MRI以外的简便检查方法；对

于难以定性的骨折，椎体CT值联合MRI可明显提高其诊断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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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随着现代社会人口老龄化进程日益严重，骨质疏松性

椎体压缩骨折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
OVCF) 的发生率逐年上升，延误诊治可导致骨折不愈合或椎

体严重楔形变脊柱后凸畸形，极大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1994 年有学者首先提出椎体强化术的概念，随后经皮椎体

后凸成形术、经皮椎体成形术在治疗 OVCF 的微创领域上带

来了突破性的进展
[1]
，因其能快速缓解新鲜骨折疼痛、维持

椎体高度、尽早恢复患者下地活动、有效降低卧床导致的各

种并发症，是目前在系统抗骨质疏松治疗基础上治疗新鲜

OVCF 的常用方法，经过 20 余年的大量临床实践，其疗效已

为大多学者所认可
[2]
。如何快速、便捷结合临床表现鉴别楔

形椎体为新鲜或陈旧性骨折能为临床医生精准治疗方案的选

择提供可靠依据，是各国学者近年研究的热点。MRI 是目前

公认的确诊新鲜 OVCF 的可靠方法，但部分患者因多种原因

( 如体内金属、幽闭恐惧症等 ) 不能行 MRI 检查或一些医院

无 MRI 设备
[3]
；而 CT 普及度高、相对便宜，椎体 CT 值能准

确反映椎体松质骨骨密度变化、具有受脊柱退变增生骨赘影

响较小等优势
[4]
。在常规骨窗 ( 窗宽 1 500 HU，窗位 500 HU)

下测量相应椎体获得的数值 (Hounsfield units value，HU)，

是 CT 图像中各组织与 X 射线衰减系数相一致的对应值
[5]
， 

近几年已被应用于腰椎融合内固定术后骨质疏松性相关并发

症——椎弓根螺钉松动、融合器移位等
[6-7]

，以及骨质疏松

症及椎体骨折相关性临床研究中
[8-12]

。目前尚未见到应用椎

体 CT 值有效鉴别 OVCF 新鲜或陈旧骨折方面的报道，此文对

比分析了椎体 CT 值与 MRI 鉴别新鲜与陈旧 OVCF 的一致性，

探索椎体 CT 值诊断新鲜 OVCF 的可行性，现将研究结果报告

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回顾性病例分析，计量资料若呈正态分布，则采

用两配对样本的 t 检验；若呈非正态分布，采用非参数的秩

和检验。采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分析 MRI 与椎体 CT 值在鉴

别 OVCF 新鲜骨折及陈旧骨折的一致性。

1.2   时间及地点   试验于 2018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在北京

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骨伤科完成。

1.3   对象   回顾性分析 2018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在北京中

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骨伤科三区同一术者团队因 OVCF

住院患者的病历资料。根据纳排标准共纳入 40 例患者，其

中男 10 例，女 30 例；年龄 55-89 岁，平均 (74.63±9.71) 岁；

累及胸椎 10 个椎体，累及腰椎 45 个椎体。

纳入标准：① OVCF 患者；②同时具有 MRI 及 CT 检查

资料者；③骨密度检查 T 值 < -2.5。

排除标准：①存在精神方面疾病，不能准确表达自己意

愿；②明显创伤、肿瘤、代谢性疾病等其他原因引起的椎体

骨折。  

此次回顾性研究按照东直门医院伦理办公室相关伦理要

求进行，参与试验的患病个体自愿参加，均对试验过程完全

Feng Ningning, Master candidate, Bei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Yu Xing, MD, Chief physician, Dongzhime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Bei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BACKGROUND: The incidence of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Clinical differentiation of fresh or old fractures 
determines the choice of treatment for patients. It is of great clinical significance to find a simple and rapid method to identify the properties of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 in hospitals without relevant examination facilities and in patients with contraindications to MRI and single 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whole-body bone scanning.  
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vertebral CT values (Hounsfield units value, HU) and MRI in differentiating fresh and old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s and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vertebral CT values to diagnose fresh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40 patients, aged 55-89 (74.63±9.71) years, diagnosed as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 
with complete MRI and CT examination in Dongzhime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Bei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January 2018 to October 
2021. The nature of vertebral fractures was determined based on MRI images: Diagnostic criteria of fresh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 based 
on MRI were high signal intensity of bone marrow edema on fat-suppression images, whereas normal signal of MRI on the vertebral body with wedge-shaped 
was diagnosed as old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 The vertebral CT values of target vertebrae with its adjacent level were measured separately. 
The CT value of target vertebra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adjacent vertebra was diagnosed as fresh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 but similar CT 
value as old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 Wilcoxon rank-sum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consistency of fresh and old vertebral fractures 
determined by MRI and vertebral CT value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A total of 55 vertebral bodies were involved in 40 patients; 42 fresh fractures and 13 old fractures were diagnosed via MRI. (2) 
The Hu of fresh fractured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 vertebral body (139.99±49.69 HU)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normal adjacent 
vertebral body (60.44 ±34.74 HU) (P < 0.01). The Hu of old fractured vertebral body (55.65±31.31 HU) was 6.19 HU (1.09-14.51 HU) from that of normal 
adjacent vertebral body (55.07±29.47 HU), and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P > 0.05). (3) The vertebral body CT value was used to diagnose 41 fresh 
fractured vertebral bodies and 14 old fractured vertebral bodies. (4) Wilcoxon rank-sum test showed that MRI and CT were highly consistent in differentiating 
fresh and old fractures in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 (Kappa value=0.951). (5)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CT has high consistency with MRI in 
differentiating fresh and old fracture of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 By comparing the CT values of the target and adjacent vertebrae, fresh or 
old fractures can be accurately distinguished, which can provide a simple examination method other than MRI for rapid clinical decision making. For fractures 
that are difficult to determine, the combination of vertebral CT values and MRI can markedly improv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Key words: vertebral CT value; osteoporotic vertebral fracture; fresh fracture; old fra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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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同意。

根据患者病史、症状体征及骨密度检查，结合 MRI 压

脂像相应椎体骨髓水肿后局部高信号影确定为 OVCF 新鲜椎

体骨折；影像学椎体形态有楔形变化但 MRI 压脂像无高信号

表现确定为诊断陈旧椎体骨折。根据患者胸腰椎 CT 检查，

在常规骨窗 ( 窗宽 1 500 HU，窗位 500 HU) 下测量目标椎

体 CT 值，目标椎体 CT 值明显高于 ( 经测量并统计分析相差 

20 HU 以上 ) 邻近形态正常椎体 CT 值考虑为 CT 判断的新鲜

椎体骨折，目标椎体 CT 值与邻近形态正常椎体 CT 值无明显

差异考虑为 CT 判断的陈旧性椎体骨折。

1.4   方法   

1.4.1   检查方法

MRI 检查：采用德国 PHILIPS 公司 3.0T 磁共振成像仪

扫描，层厚 4 mm，层间距 0.4 mm。扫描条件分别为 TSE：
T1WI TR=600 ms，TE=8 ms；T2WI TR=2 700 ms，TE=110 ms；
STIR 序列：TR=2 500 ms，TE=60 ms，TI=150 ms。

CT 检查：CT 机器为西门子双源 CT。扫描条件：管电压

120 kV，管电流 355 mA，层厚 5 mm，层间距 5 mm，骨窗

窗宽 1 500 HU，窗位 500 HU。
1.4.2   CT 值测量方法   使用 PACS 系统 ( 美国 GE 公司 ) 进行

影像学测量，在常规骨窗 ( 窗宽 1 500 HU，窗位 500 HU) 下

测量目标椎体及上下正常邻椎 CT 值，选择测量上位终板下

一层、中层、下位终板上一层 3 个层面横断面
[13]
，避开椎体

外周皮质骨、局部骨质增生区域，在松质骨内画出尽可能大

的椭圆形感兴趣区，读取感兴趣区内的 CT 值
[14]
，见图 1，

取 3 个平面 CT 平均值为该椎体的 CT 值。

例表示。新鲜骨折椎体及邻椎椎体 CT 值、陈旧骨折椎体及

邻椎椎体 CT 值若呈正态分布，则采用两配对样本的 t 检验；

若呈非正态分布，采用非参数的秩和检验。P < 0.05 为差异

有显著性意义。采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分析 MRI 与椎体 CT

值在鉴别 OVCF 新鲜骨折及陈旧骨折的一致性。Kappa 值在

0.75-1.00 之间说明一致性较好；Kappa 值在 0.40-0.75 之间

说明一致性中等；Kappa 值在 0-0.4 之间说明一致性很差。

此文统计学方法已经北京中医药大学生物统计学专家审核。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根据纳排标准共纳入 40 例患者，其中

男 10 例，女 30 例；年龄 55-89 岁，平均 (74.63±9.71) 岁；

累及胸椎 10 个椎体，腰椎 45 个椎体。所有患者均进入最后

结果分析，无脱落。

2.2   试验流程图   见图 2。

表 1 ｜ Kappa 检验 MRI 与椎体 CT 值鉴别新鲜或陈旧骨质疏松性椎体压
缩性骨折对照结果                                      ( 椎体数 )
Table 1 ｜ Comparison results of Kappa test MRI and vertebral CT values to 
identify fresh or old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s

椎体 CT 值鉴别 MRI 鉴别 合计

新鲜骨折 陈旧骨折

新鲜骨折 41 0 41
陈旧骨折 1 13 14

合计 42 13 55

表注：Kappa 值 =0.951，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图注：如图显示选择某一椎体ABC 3层轴位 (L2 为例 )，A为上终板下一层，

B 为椎体中间层，C 为下终板上一层，选择尽可能大的感兴趣区，尽可

能避开皮质骨、退变结构，自动获取其亨氏值，求其平均值

图 1 ｜椎体 CT 值的测量

Figure 1 ｜ Measurement of vertebral CT value

1.5   主要观察指标   依据 MRI 检查结果鉴别 OVCF 新鲜或陈

旧骨折患者病例数；OVCF伤椎、上下邻椎椎体CT值及其均值。

1.6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 26.0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

料 (CT 值 ) 以 x-±s 表示，分类资料 ( 新鲜骨折、陈旧骨折 ) 以

根据纳排标

准， 共 纳 入

患者 40 例，

男 10 例，女
30 例

40 例患者共累

及55个椎体，

其中累及胸椎
10 个椎体，腰

椎 45 个椎体

所有纳入患者均完善 MRI 及
CT 检查，分别依据 MRI 及椎

体 CT 值区分新鲜及陈旧骨折，

行一致性分析；伤椎与邻椎
CT 值行统计学分析，判断有

无统计学意义

40 例患者

全部进入

结果分析，

无脱落

图 2 ｜试验流程图

Figure 2 ｜ Trial flow chart 

2.3   结果分析    共 40 例患者 55 个椎体纳入此次研究，

MRI 诊断新鲜骨折椎体 42 个，诊断陈旧骨折椎体 13 个。

在 MRI 诊断的 42 个新鲜骨折椎体中，41 个椎体的测量

CT 值 (139.99±49.69) HU 明显高于邻近正常形态椎体 CT 值

(60.44±34.74) HU，差值为 24.59-233.18 HU，x-为 84.75(P < 

0.01)，诊断为新鲜骨折；1 个椎体和 MRI 诊断的 13 个陈旧

椎体的 CT 值 (55.65±31.31) HU 与邻椎 CT 值 (55.07±29.47) HU

相似或略低 ( 差值为 1.09-14.51 HU，x-为 6.19 HU，P > 0.05)，

诊断为陈旧骨折椎体，共 14 个。

Wilcoxon 秩和检验分析 MRI 与椎体 CT 值在鉴别 OVCF

新鲜骨折及陈旧骨折具有良好一致性 (Kappa 值 =0.951)，见

表 1。

2.4   典型病例   男性患者，73 岁，主诉因“腰痛伴活动受限

3 d 入院”。PACS 工作站下患者腰椎 CT 值测量值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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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Discussion
随着老年化社会的到来，OVCF 已成为最常见的中老年

骨骼疾病
[15]
，约 50% 的女性和 20% 的男性在 50 岁之后会

发生初次 OVCF，而初次 OVCF 再次发生 OVCF 的概率明显增

高，有报道存在 OVCF 史的女性再次发生椎体骨折的可能性

将升高 7.3 倍
[16]
。发生 OVCF，医师应采取积极治疗措施，

缓解患者疼痛、力争尽早恢复其日常活动。经皮椎体成形术

或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能快速缓解新鲜骨折疼痛、维持椎体

高度，治疗后数小时患者即可下地活动，有效降低卧床导致

的各种并发症，是目前在系统抗骨质疏松治疗基础上处理新

鲜 OVCF 的常用方法，经过多年的大量临床实践，已被视为

OVCF 有效治疗方案
[17]
。

OVCF 的发生常是一个渐进过程，由于中老年患者对

OVCF 认识不足，直到症状加重甚至是再次骨折发生时才就诊，

就诊时患者 X 射线片上常存在多个楔形椎体，这就需要对楔

形椎体的性质进行鉴别。有学者报道通过局部棘突压痛来确

定新鲜骨折椎体，但 OVCF 患者常因全身骨密度的下降而出现

广泛胸腰背部压痛，且楔形椎体常为邻近椎体，单纯依靠体

格检查很难准确定位
[18]
。目前针鉴别新鲜与陈旧 OVCF 主要

依据 MRI 或全身骨扫描
 [19-20]

。MRI 是一种对出血、水肿及脂

肪组织敏感度很高的影像学检查，能很好地显示目标椎体的

形态、信号改变及周围软组织改变，是目前区分椎体新鲜与

陈旧压缩骨折的首选方法
[21]
。新鲜骨折在 MRI 上表现为 T1WI

像低信号、T2WI 像和压脂像呈局部高信号影，而陈旧骨折因

椎体内没有出血水肿的发生，影像与邻近正常椎体影像一致。

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全身骨显像在早期准确诊断良性

骨病中具有明显优势，其原理是通过静脉注射骨显像剂，根

据骨骼放射性异常浓聚或稀疏确定骨代谢异常或骨骼病变，

临床中可结合患者 X 射线片表现、病史及体征来明确新鲜骨

折椎体
[22]
。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尽管对于诊断新鲜骨

折椎体具有较高敏感度，但也具有其不足之处：因其以平面

成像为主，因此对于部分同时存在新旧脊椎损伤的患者，难

以精准定位，且转移瘤、感染病灶等也会造成骨代谢异常，

使得全身骨扫描敏感度下降
[23]
。江晓兵等

[24]
研究发现传统单

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检查对 OVCF 骨折的定位及定性能力

稍弱，而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 -CT 检查在鉴别 OVCF 新

鲜骨折上与 MRI 价值相似，且能发现 MRI 不易发现的骨骺病

变。临床工作中，少数地区医院缺乏相关检查设备；MRI、单

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全身骨显像检查预约时间长，部分

患者因体内置入金属、患幽闭恐惧症、骨显像剂过敏、费用

等原因不能或不愿行 MRI 或全身骨扫描检查，这些都对患者

的诊断及后续治疗方案的选择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寻找

一种除 MRI 及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全身骨显像外，鉴

别 OVCF 性质简便快速的方法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CT 检查是一种临床普及度高、费用较低的影像学检查方

法，椎体 CT 值是在常规骨窗 ( 窗宽 1 500 HU，窗位 500 HU) 

下测量相应椎体获得的数值 (HU 值 )，是 CT 图像中各组织

与 X 射线衰减系数相一致的对应值
[5]
，能够准确反映椎体松

质骨骨密度变化，受椎体退变增生影响较小
[25]
。国内外研究

均证实椎体 CT 值与 DXA、QCT 测量值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性，CT 值的衰减可以用来识别骨量低的患者
[26]
。CHEN 等

[27] 

研究发现，新鲜骨折椎体 CT 值与相邻椎体 CT 值之间的差

异有显著性意义，分析其差异可能原因考虑新鲜骨折时椎体

骨髓腔出血水肿导致伤椎骨密度升高，椎体 CT 值也相应增

高。来卫忠等
[10]

在探讨椎体 CT 值诊断骨质疏松症的应用价

值中，通过分析比较 33 例患者共 44 个椎体时发现：新鲜骨

折椎体 CT 值较邻椎高 40-60 HU，而陈旧骨折与邻椎椎体 CT

值相近，并表明与王冬梅等
[28]

的研究结论相同。这些观点

及结论均与此文研究结果相一致，此次研究中，共纳入 40

例患者，累及 55 个椎体，累及胸椎 10 个椎体，腰椎 45 个

椎体；40 例患者均除外创伤等其他原因引起的骨折，入院均

完善骨密度检查 T 值 < -2.5，其中男 10 例，女 30 例，年龄

55-89 岁，平均 (74.63±9.71) 岁。通过 MRI STIR 像下椎体骨

髓水肿信号变化诊断新鲜骨折 42 个椎体、陈旧骨折 13 个椎

体；并测量相应椎体及邻近形态正常椎体 CT 值，根据椎体

CT 值对比结果确定新鲜骨折 41 个椎体、陈旧骨折 14 个椎体。

在判断 OVCF 新鲜或陈旧骨折方面，Wilcoxon 秩和检验分析

图注：左图所示为 PACS 工作站下患者腰椎 CT 值测量值，其中 a-c 分别

为 T12 椎体 3 个层面椎体 CT 值，均值 60.04 HU；d-f 分别为 L1 椎体 3 个

层面椎体 CT 值，均值 128.27 HU；g-i 分别为 L2 椎体 3 个层面椎体 CT 值，

均值 59.07 HU；j-l 分别为 L3 椎体 3 个层面椎体 CT 值，均值 45.29 HU。
右图 m 为患者腰椎 MRI STIR 像：L1 椎体显示高信号，T12、L2 椎体楔形变，

椎体信号未见明显异常

图 3 ｜ PACS 工作站下典型病例患者腰椎 CT 值测量值 
Figure 3 ｜ Measured lumbar CT values in a typical case at PACS 
work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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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I 与椎体 CT 值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Kappa 值 =0.951)。统计

学分析发现：新鲜骨折椎体 CT 值高于邻近椎体 CT 值均值约 

84.75 HU(24.59-233.18 HU)，差异有显著性意义；而陈旧性

骨折椎体 CT 值与临近椎体 CT 值均值相差约 6.19 HU(1.09-
14.51 HU)，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对于新鲜骨折椎体 CT 值与邻椎椎体 CT 值的临界值，文

献未见明确报道，来卫忠等
[10]

通过研究发现新鲜骨折椎体

CT 值较邻椎椎体 CT 值较小者也高 40-60 HU。而此次研究中

发现，新鲜骨折椎体 CT 值与邻椎 CT 值差异较大，较小者可

高 24 HU 左右，较大者可高 233 HU 左右，经统计学分析其

临界值为 20 HU 左右。陈旧性骨折椎体与邻椎椎体 CT 值，

其他研究中均未见明显差异，具体差值未见报道。此次研究

中，陈旧椎体 CT 值与邻椎椎体 CT 值比较，较小者差 1 HU

左右，较大者差 14 HU 左右，分析其差值无统计学意义。作

者在临床中利用椎体 CT 值鉴别 OVCF 新鲜与陈旧骨折，结合

MRI 验证发现新鲜骨折椎体的 CT 值明显高于邻椎椎体 CT 值

20 HU 左右，但是此次研究样本量较少，针对临界值缺少系

统统计。下一步拟在充足样本量的基础上，统计分析其临界

值，同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控制可能影响椎体 CT 值测量结

果的影响因素
[29-30]

，以便进一步在临床上推广使用。椎体 CT

值亦具有如下特点：①测量操作相对简便，通过 PACS 工作

站在常规骨窗下选择相应椎体感兴趣区，即可直接获取椎体

CT 值；②能够直观反映椎体松质骨骨密度，受椎体退变增生

影响小；③对于新鲜骨折的诊断具有较高敏感性。而且临床

大多数患者都能接受常规 CT 检查，费用低、易推广。

综上所述，椎体 CT 值在诊断 OVCF 新鲜骨折与陈旧骨

折上与 MRI 具有较高一致性，通过对比目标椎体与邻椎的

CT 值能够准确区分新鲜骨折或陈旧骨折，为临床快速确定

OVCF 性质提供一种 MRI 及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骨显

像以外的简便检查方法，有一定的临床实用性；同时对于临

床难以定性的骨折，椎体 CT 值联合 MRI 或单光子发射计算

机断层成像骨显像，可明显提高其诊断准确性。此次研究的

缺点是纳入病例数较少、陈旧性骨折病例数相对不足，仅为

单一中心研究，未来仍需增加病例量行多中心研究，以期为

临床部分存在 MRI 或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全身骨扫描

禁忌证的患者，在 OVCF 新鲜骨折及陈旧骨折的鉴别诊断上

提供一种新的诊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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