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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医学影像学的发展，小肠疾病越来越需要多种影像学检查技术的综
合诊断，传统的小肠造影与CT扫描各有优缺点；由于MRI具有无射线辐射、无
碘对比剂过敏和软组织对比度好的优点，而且近几年MRI软、硬件技术快速发
展，不但扫描速度大大增快，完全可以克服呼吸运动伪影和肠蠕动伪影的干扰，
而且图像分辨率越来越高，使之应用于小肠疾病的诊断成为可能并逐渐增多。本
文即对近几年小肠MRI的检查技术、常用扫描序列、肠道对比剂及其临床应用作
一综述，以便全面了解MRI在小肠疾病诊断中的价值及其将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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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475.
techniqu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imaging. Conventional enterography and
CT have both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wing to its no X-ray radiation, no iodic
allergic response and excellent soft-tissue contrast, as well a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ftware and hardware, which makes high resolution of image and overcomes
artifacts of breath and bowel peristalsis, MRI is used to evaluate small—bowel disease
more and more frequently. So the examination techniques, common scan sequences,
intraluminal contrast medium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small-bowel MRI are
reviewed in this article so that we have a knowledge of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smallbowel MRI and its tendenc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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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肠疾病的检查一直是个难题，小肠灌肠气
钡双对比造影在小肠疾病的诊断中起着重要作
用，但难以直接观察肠壁和腔外病变；CT可以
显示肠壁增厚和病变对腔外结构的侵犯，但存在
大量射线辐射；由于无射线辐射，软组织对比度
好，MRI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小肠疾病的诊断。
要获得最佳的小肠MRI检查效果，须使肠腔
充盈足量的对比剂使肠管充分扩张，并联合应用
多种MRI检查技术。小肠MRI检查中，萎陷的肠
管既可能掩盖病变，又可能被误诊为病变。因
此，应用适当的肠道对比剂充分扩张肠管是诊断
肠道疾病的关键，既可清楚显露肠壁和病变，又
可减少肠腔气体，防止磁敏感伪影。
1 肠道内对比剂
http://www.chinesemri.com

1.1良好的MRI肠道对比剂须具备以下条件
(1)等渗且不被人体吸收，这样才能保持恒定
的对比剂充盈肠腔；(2)与肠壁的信号对比度高；
(3)对人体安全，无毒副反应；(4)摄入量充足，大
量对比剂才能使肠腔充分扩张，清楚显示肠壁。
1.2 MRI肠道对比剂的种类
MRI肠道对比剂可分为阴性对比剂、阳性对
比剂和双相对比剂[1]。阴性对比剂在T1WI和T2WI
均为低信号，如：气体 [2]等。阳性对比剂在T1WI
和T2WI均为高信号，如：稀释的钆剂，超顺磁性
氧化铁溶液[3]等。双相对比剂应用最多，在T1WI
为低信号，T2WI为高信号，常用的有：甲基纤
维素水混合液、硫酸钡溶液、聚乙烯醇溶液、等
渗甘露醇等[4-8]。双相对比剂可配制成等渗、不吸
收、具有果香味的溶液，能提供良好的肠腔对比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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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扩张，清楚显示小肠黏膜、肠壁和肠壁病变，
并且患者恶心、呕吐及腹痛等副反应少。
2 常用检查技术和扫描序列
小肠MRI检查时，应用恰当的检查技术和扫
描序列是非常重要的。
检查前需向小肠引入足量的对比剂，其方
法有口服法和经小肠导管灌入法，前者称为MR
小肠造影(MR enterograghy，MRE；MR followthrough，MRFT)，后者称为MR小肠灌肠(MR
enteroclysis)。MRE和MRFT是在MR扫描前30～
60 min分次口服1000～2000 ml小肠对比剂，让对
比剂不间断地充盈小肠，达到清楚显示肠壁、肠
腔和肠管周围结构的目的。MR enteroclysis结合了
传统X线小肠灌肠和MRI检查技术，是在X线透视
下经鼻向十二指肠远端-空肠近端插入小肠导管，
在MRI透视下经导管以60～150 ml/min的速度直接
向小肠内注入对比剂800～2000 ml，对比剂用量
取决于患者小肠有无手术切除、病变肠管狭窄程
度和患者的忍耐程度[2，9]。MRE和MRFT的优点为
无小肠插管的不适和X线透视的射线辐射，口服对
比剂简便，但摄入的量有限，对小肠扩张的效果
不如MR enteroclysis理想，尤其是近端小肠。MR
enteroclysis患者有小肠插管的不适和接受X线透视
的辐射，且需要检查医师具备插管技术，但经导
管向小肠快速灌入大量液体可使小肠充分扩张，
可非常清楚显示肠壁及病变。
静脉注射钆剂增强扫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因为增强扫描不但能更清楚显示正常肠壁，
而且还能更敏感地显示炎症肠段及炎症对肠管周
围结构的侵犯。肠道肿瘤增强后既可了解肿瘤血
供情况，又可以清楚显示肿瘤形态及其与周围血
管的关系。
使用低张药以抑制肠蠕动，消除肠蠕动伪
影，并且可增加肠道对比剂对肠管的扩张效果。
钆剂增强后应当使用脂肪抑制技术。这样，
肠壁周围被抑制的脂肪的低信号与肠腔内对比剂
的低信号才能清楚描绘出呈中等强化的光整的肠
壁。
尽可能应用快速序列屏气扫描，不但可显
著缩短扫描时间，又可避免呼吸运动伪影和减
少肠蠕动伪影。如T1WI二维的快速扰相梯度回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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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FSPGR)或FLASH、三维的肝脏容积快速扫描
(LAVA)、容积式内插法扫描(VIBE)或高分辨率各
向同性容积采集(THRIVE)，T2WI的单次激发快
速自旋回波(SSFSE)或半傅立叶采集单次激发快速
自旋回波(HASTE)、真实稳态进动快速成像(trueFISP)或FIEST序列。当患者屏气不良时，可用带
呼吸门控的FSE序列，如果患者呼吸均匀，图像的
呼吸运动伪影较少，也可获得优质的图像，但耗
时较长。
MRI透视：Umschaden等[4]在行MR小肠灌肠
(MR enteroclysis)时，在灌入甲基纤维素水溶液的
同时行MR透视，以SSFSE序列行冠状位扫描，层
厚为100～180 mm，可包括整个小肠，采集每幅
图像仅需1.8 s。该序列使充满液体的肠道清楚地
显示为高信号，图像类似于小肠X线钡剂造影。重
复多次扫描，可动态观察灌注液体在肠腔的充盈
过程。
多轴面扫描：(1)冠状面和横断面屏气平扫：
T1WI和T2WI；(2)带脂肪抑制的T1WI增强扫描；
(3)冠状面快速序列屏气扫描10～15 s可完成全小
肠的扫描，横断面屏气10～15 s，2次采集可完成
扫描；(4)T2WI可用True-FISP或FIEST序列代替
SSFSE或HASTE，因为前者的图像质量更优，但
因为肠壁化学位移伪影产生黑边效应，可能对轻
度肠壁增厚产生错误的评估[7]。
3 小肠MRI的临床应用
由于MRI具有软组织对比度好，没有射线辐
射可多次复查，对对比剂增强高度敏感的优越
性，并且由于场强的提高，多通道线圈、并行采
集(SENSE)技术以及各种超快速屏气扫描序列的应
用，MRI的空间和时间分辨率越来越高，应用于
小肠疾病的诊断日益成熟。
3.1 正常小肠MRI表现
平扫时，在肠道内对比剂和周围脂肪的衬托
下肠壁呈菲薄而光整的中等信号，抑脂的钆剂增
强后，肠壁呈均匀的中等强化而显示更加清楚。
国内及国外对服用肠道对比剂的两组正常小肠
MRI分析后认为，空肠直径为18.0～26.0 mm，回
肠直径为13.0～23.0 mm，空肠壁厚2.0～2.9 mm，
近段回肠1.4～2.4 mm，远段回肠1.7～2.9 mm。
健康者服用液体后肠管扩张最佳的时间为：空肠
http://www.chinesem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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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15 min，近端回肠在10～20 min，回盲部在
25 min左右[5，10]。
3.2 炎症性肠病
MRI在小肠疾病的应用和研究最多的是炎症
性肠病，尤其是Crohn病的诊断和对其活动性的评
估。Crohn病的MRI表现为肠壁节段性增厚，增强
后明显强化，病变以肠系膜侧严重 [8]，严重者还
可见肠腔狭窄和扩张。当炎症侵及肠管周围结构
时，MRI还可显示肠系膜的炎性浸润和脂肪纤维
增生，肠壁间的脓肿、瘘管以及肠系膜肿大的淋
巴结。而传统小肠钡剂灌肠却无法直接显示肠壁
及其周围的病理改变。Gabriele等[11]对40例Crohn
病患者行传统的X线小肠灌肠(conv-E)和MR小肠
灌肠(MR enteroclysis)、MR小肠造影(MR per OS)
对比研究后发现，对肠壁表浅病变如溃疡、炎性
息肉的显示，MR enteroclysis和conv-E具有一致
性，尤其是SSFSE和FIEST序列，并且两者都优
于MR per OS；显示肠系膜病变，MR enteroclysis
和MR per OS的准确性显著高于conv-E。MR
enteroclysis可作为Crohn病的首次检查方法，MR
per OS可在患者拒绝行MR enteroclysis时和随访时
应用。Rieber等[12]对84例Crohn病研究后发现，诊
断炎性病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MRI分别是95.2%
和92.6%，传统小肠灌肠是85.4%和76.9%，诊断
脓肿和瘘管的敏感度，MRI是77.8%和70.6%，传
统小肠灌肠则是0%和17.7%。
3.3 小肠肿瘤
MRI对小肠肿瘤的诊断敏感而可靠。小肠肿
瘤在T1WI与肠壁相比呈等、低信号，在T2WI呈
高信号，在抑脂增强的SPGR或LAVA序列，在
周围低信号的对比下呈显著高信号而显示更加清
楚。MRI可检出直径＜1 cm的小肠肿瘤和P-J综合
征的小肠多发息肉。True-FISP和抑脂增强的SPGR
序列可清楚显示肿瘤的位置，大小和形态，对小
肠肿瘤的诊断最有价值。Stijn等 [13]对91例患者中
的32例经内镜、手术和传统小肠灌肠诊断的小肠
肿瘤的MR灌肠分析，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达到
94%和97%，总的诊断准确性达95.0%。诊断准
确的肿瘤有小肠腺癌、淋巴瘤、转移瘤、神经内
分泌肿瘤、错构瘤型息肉(大小为 3 mm×3 mm～
32 mm×39 mm)、腺瘤(大小为4 mm×7 mm～
14 mm×11 mm)。
http://www.chinesem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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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小肠缺血和出血性病变
应用适当的MRI技术，不但可以显示肠系膜
血管狭窄和血栓形成的形态改变，还可以应用血
氧水平依赖功能成像(blood oxygen level-dependent
imaging，BOLD imaging)评价肠系膜血流血氧含
量的病理生理信息。应用MRA和实时MRI(realtime MRI)，既可以显示肠系膜血管内充盈缺损
的血栓及延迟强化的节段性缺血的肠壁和肠系
膜，又可以显示肠系膜血管动态充盈的过程 [4]。
Hilfiker等[14]在消化道出血的实验研究中，向血管
内注入对比剂后在30 min内对肠道行多次3D MRI
后，发现肠道出血部位均被正确显示，敏感度和
特异度均为100%，明显高于核素显像。出血的
量，也可由反复多次的数据采集确定。
3.5 小肠梗阻
梗阻小肠内的液体为一种天然对比剂，应用
True-FISP和HASTE或SSFSE序列快速扫描，可清
楚显示梗阻点以上高信号的肠道。利用扩张肠管
与萎陷肠管之间的移行区和扩张肠管内食物残渣
的不均匀信号可诊断肠梗阻的位置。应用MRI透
视，可观察对比剂在肠道的走行和肠管的形态变
化，对鉴别完全性和部分性肠梗阻以及肠管狭窄
处为炎性水肿还是纤维增生具有重要价值。应用
True-FISP序列的电影MRI(cine MRI)，利用呼吸运
动，可动态观察小肠的活动，诊断粘连性肠梗阻
的梗阻部位[15]。
4 MRI新技术在小肠病变的应用
4.1 扩散加权成像(DWI)
Schmid等 [16] 对14例患者的25个小肠和结肠
的瘘管和窦道行MRI检查，发现T2WI+DWI和
T2WI+T1WI增强均较T2WI明显提高了瘘管和窦道
的检出率，并且T2WI+DWI和T2WI+T1WI 增强的
检出率无明显差异。因此，DWI是一种有价值的
检查序列，特别是对肾功能衰竭的患者。Aytekin
等 [17] 对11例Crohn病患者行DWI检查，检出了
19个病变肠段中的18 (94.7%)个，在DWI，炎症肠
段与正常肠段相比呈高信号，10例图像无或轻度
伪影，1例为中度伪影；定量分析，炎症肠段与正
常肠段的ADC值分别为(0.47～2.60)×10-3 mm2/s 和
(1.39～4.03)×10-3 mm2/s，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明炎症肠壁的水分子扩散受限。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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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动态增强扫描
Riccardo等 [18]应用高分辨率MRI技术对16例
Crohn病的回肠末端行动态增强扫描评估其活动
性，发现9例肠壁分层强化中8例为活动性，1例为
非活动性，7例均质强化病例均为非活动性，活动
性Crohn病肠壁黏膜层、黏膜下层及浆肌层强化时
间信号曲线存在显著差异，而非活动性Crohn病肠
壁强化时间信号曲线没有差异。Jasper等[19]对48例
Crohn病行MR动态增强扫描后认为，肠壁增强比
率、肠壁厚度与Crohn病临床分级和活动指数显著
相关，可反映其严重性。Sabina等[20]对70例Crohn
病动态增强扫描后认为，活动性Crohn病的相对增
强值、最大增强值、强化斜率都显著高于非活动
性；最大增强值、斜率与Crohn病活动性具有高度
相关性。I型速升平台型增强曲线100%为活动性
Crohn病，Ⅱ型缓升缓降型增强曲线100%为非活
动性。
4.3 血氧水平依赖成像(BOLD)
与脑功能成像(functional MRI，fMRI)一样，
也可行肠系膜BOLD成像。通过餐后肠系膜上静脉
去氧血红蛋白(具有降低BOLD信号的作用)含量的
变化导致BOLD信号的改变，可诊断慢性肠系膜缺
血。在健康者，因为餐后动脉血流增加为组织提
供足够的氧和血红蛋白与旺盛的代谢产生的去氧
血红蛋白保持平衡，餐后肠系膜BOLD信号保持稳
定或者升高。可是，当肠系膜缺血时，餐后动脉
血流增加甚少，缺血小肠的肠系膜上静脉血流量
增加，去氧血红蛋白含量增多，BOLD信号下降。
并且缺血程度不同，BOLD信号变化也不一样[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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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清洁，充分的肠管扩张及脂肪抑制、屏气快
速的平扫和增强扫描。插管注入对比剂比口服对
比剂对肠管扩张更为理想，但增加了患者的不适
和检查的复杂性。因此，研究对肠管扩张效果理
想而无毒副反应的口服肠道对比剂将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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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67页）
世界分子影像学会前主席Robert J. Gillies在讲座中
通过分析肿瘤的不均质性的原因即肿瘤的基因多态性，
提出分子影像学可能通过对肿瘤不均质性的评价，将在
检测肿瘤的基因多态性及指导肿瘤治疗方面发挥重要的
作用。
中国现代诊疗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戴建平教
授在讲座中指出，分子影像学的发展离不开“政、产、
学、研、用”紧密合作，只有充分发挥理、工、医各学
科人才优势，才能将优秀科研成果迅速转化到临床应
用，才能加速促进分子影像学健康发展。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分子影像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田捷教授作了题为“光学分子影像手术导航技术在乳腺
癌前哨淋巴结活检中的应用”的精彩演讲。美国海外华
人磁共振学会前任主席胡小平教授介绍了磁共振分子影
像学从理论研究到动物实验再到临床应用的发展过程。
周 晓洪教授从物理学的角度介绍了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
技术演变和临床应用。郑海荣教授与大家分享了“超声
分子影像及诊疗一体化方法探索研究”，随着技术的发
展，医学超声将在疾病治疗中起着越来越多的作用。美
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李旭日教授向大家介绍了“新生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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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疾病防治的新靶点——PDGF-C和PDGF-D”，随着
进一步深入研究，对于某些致癌细胞将来会有特效靶向
药物问世。山东省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李建
远博士介绍了“人类精子成熟整体功能基因组学筛选不
育分子靶点”。此外，王滨教授、赵斌教授、吴仁华教
授、居胜红教授、王梅云教授、王怡宁副教授、张仕状
教授、夏国伟教授、姚振威教授、胡振波教授、马恒主
任医师等专家围绕分子影像学作了精彩讲座。
分子影像学离不开计算机辅助，资深医院信息化
专家茅海萼先生就 “影像循证的计算机辅助”作了精
彩演讲。分子影像学是一个创新驱动的新兴前沿交叉学
科，《磁共振成像》杂志社贺光军社长从科技信 息对科
研创新的重要作用谈起，分析了科研创新思维的五大杀
手，介绍了高效创新团队建设的原则，从而总结创新人
才应该具备的五大素质，并以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实
例向大家展示了创新型人才、创新型团队要想取得成功
应具备的必要条件。
此次大会高端前沿学术内容丰富、会场交流活
跃，必将引领和推动分子影像学发展。
（供稿：贺光军 李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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