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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及胆脂瘤中耳炎术前 匀砸悦栽 对面神经管裸露的诊断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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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高分辨率 悦栽渊渊匀蚤早澡鄄砸藻泽燥造怎泽蚤燥灶 悦栽袁匀砸悦栽冤在术前评价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及胆脂瘤中耳炎面神经管裸露

的诊断价值遥 方法院前瞻性纳入并经手术证实的化脓性中耳炎及胆脂瘤中耳炎 源园 例袁全部病例均行 匀砸悦栽 检查袁行横断位尧冠
状位重建袁结合 酝孕砸 旋转斜位显示面神经管各段遥 分析面神经各段有无裸露及裸露范围袁与术中所见比较遥 结果院匀砸悦栽 诊断面

神经鼓室段有无裸露敏感度尧特异度尧准确度为 远远豫尧苑园豫尧愿园豫曰迷路段尧前膝部尧乳突段诊断准确度均为 员园园豫遥 合计敏感度尧特
异度尧准确度为 怨员豫尧怨圆豫尧怨缘豫遥 结论院匀砸悦栽 横断位尧冠状位重建图像结合 酝孕砸 斜位观察对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及胆脂瘤中耳

炎致面神经管迷路段尧前膝部尧鼓室段尧乳突段裸露诊断准确率高袁鼓室段敏感度尧特异度稍低遥 术前评价面神经管有无裸露具
有重要参考价值遥
咱关键词暂 中耳炎曰 化脓性曰 面神经管曰 体层摄影术曰 载 线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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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及胆脂瘤中耳炎是临床常见
病袁常需手术治疗袁其中袁面神经管有无裸露及裸露
范围对于术前评估具有重要意义遥 以往较多文献倾
向于研究正常面神经管的解剖及 悦栽 显示方法袁本
研究采用横断位尧冠状位及旋转斜位显示中耳鼓室
并发慢性炎症时面神经管的裸露情况袁并对其进行
术前评价袁以期为临床手术提供准确的诊断信息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收集本院 圆园园怨 年 缘 月耀圆园员员 年 缘 月临床诊断
为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及胆脂瘤中耳炎的连续性病例
缘圆 例曰其中 源园 例行手术治疗袁男 圆远 例 圆苑 耳渊圆远 耳
行手术治疗冤曰女 员源 例 员源 耳袁年龄 圆缘耀缘愿 岁袁平均
猿怨 岁袁病程 员援缘耀员缘 年曰均有患耳反复流脓并听力下
降袁部分伴有头晕尧耳鸣尧面瘫遥 前瞻性分析这 源园 例
面神经迷路段尧前膝部尧鼓室段尧乳突段有无裸露及
裸露范围袁与手术结果比较遥
员援圆 方法
采用东芝 粤择怎蚤造蚤燥灶员远 螺旋 悦栽 扫描机袁 均行高
分辨率扫描遥 扫描基线平行于听眦线袁扫描范围自
外耳道下缘至岩骨上缘袁 扫描参数院员圆园 噪灾袁圆愿园
皂粤泽袁园援苑缘 皂皂 准直器宽度袁螺距为 员袁高分辨骨算
法重建袁重建层厚 员援园 皂皂袁重建间隔 员援园 皂皂袁窗宽
源 园园园 匀哉袁窗位 苑园园耀愿园园 匀哉遥 将原始图像传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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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袁在工作站行图像横断位及冠状位重建袁并行斜位
旋转渊首先在横断位上分别显示各段袁后旋转冠状位
和矢状位袁直到清晰显示各段为止冤遥 由 圆 名高年资
主治医师共同阅片袁 诊断有分歧时通过讨论达成一
致遥
参照 圆园园源 年西安会议对中耳炎的分型与 悦栽 表
现分为 圆 型院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和胆脂瘤中耳炎咱员暂遥
圆 结 果

圆援员 中耳病变
乳突气化型 员愿 耳袁板障型 员苑 耳袁混合型 缘 耳曰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 圆圆 例袁胆脂瘤中耳炎 员愿 例遥
圆援圆 匀砸悦栽 显示面神经管骨质裸露情况
匀砸悦栽 显示 圆 例迷路段尧 前膝部骨质裸露袁猿愿
例完整袁其中袁员 例面神经管迷路段尧前膝部尧鼓室
段尧乳突段上份骨质均显示裸露袁骨壁消失袁面神经
走行区扩大袁见软组织密度影充填袁术中所见为中耳
内大量炎性分泌物尧 肉芽组织合并鳞状上皮包裹面
神经迷路段尧前膝部尧鼓室段尧乳突段上份袁面神经充
血尧肿胀袁与炎性组织粘连渊图 员冤曰愿 例鼓室段骨质裸
露袁其中袁缘 例为胆脂瘤中耳炎侵及骨壁渊图 圆冤袁猿 例
为慢性化脓性中耳炎所致袁猿圆 例骨质完整曰员 例乳突
段骨质裸露袁猿怨 例骨质结构完整渊表 员冤遥 匀砸悦栽 诊断
面神经管迷路段尧前膝部尧鼓室段尧乳突段有无裸露
的敏感度尧特异度尧准确度见表 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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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化脓性中耳炎面神经管迷路段尧前膝部尧鼓室段尧乳突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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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院旋转斜位

胆脂瘤中耳炎 匀砸悦栽 图像面神经管鼓室段裸露袁表现为中耳腔

份裸露袁表现为面神经管走形区软组织密度影袁骨腔扩大袁骨壁破

上鼓室腔内类圆形软组织影充填面神经管鼓室面曰葬袁遭院骨管不完整袁

坏尧部分区域骨质消失遥 遭院迷路段扩大袁局部骨壁破坏渊粗箭冤曰遭院前

部分区域骨质消失渊细箭冤曰糟院旋转斜位显示清晰尧更直观遥

图圆

膝部骨腔膨大袁骨壁部分区域破坏渊粗箭冤袁鼓室段破坏渊细箭冤曰糟院鼓
室段骨壁破坏尧消失渊细箭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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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员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 匀砸悦栽 图像

匀砸悦栽 诊断面神经迷路段尧前膝部尧鼓室段尧乳突段骨
渊灶冤

质裸露与术中所见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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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砸悦栽 诊断面神经迷路段尧前膝部尧鼓室段尧乳突段骨
质裸露敏感度尧特异度尧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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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脂瘤中耳炎 匀砸悦栽 图像

论

面神经起源于脑桥袁共分为 苑 段袁即脑池段尧内
听道段尧迷路段尧前膝部尧鼓室段尧乳突段及腮腺段遥
面神经有 源 段位于面神经管内袁即迷路段尧前膝部尧
鼓室段尧乳突段遥面神经管可存在裂缺袁即骨壁缺失袁
酝燥则藻葬灶燥 等 咱圆暂在 员 园园园 例尸体颞骨中发现近 猿园豫存
在面神经裂缺袁张全安等 咱猿暂对 员 缘圆远 例颞骨连续切
片观察袁面神经管裂缺发生率约 源园豫袁有学者总结
员 园圆源 例胆脂瘤报道发生率约为 缘愿豫袁 许多学者报
道的发生率不尽相同袁但均主要发生在鼓室段袁本组
资料结果与文献报道相似遥鼓室段骨裂缺袁使面神经
直接裸露于中耳腔袁中耳炎手术中袁无法准确判断面
神经管骨质缺失是由于先天性裂缺或是炎性组织对
骨质造成破坏所致袁因此袁本研究参照有关文献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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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裂缺和炎性破坏统一命名为面神经管裸露曰
无论术前诊断裂缺或炎性破坏袁都提示术中清除炎
性组织时应特别注意保护面神经遥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是中耳急性感染后未及时痊
愈而导致的中耳严重的感染性炎症袁易发生于板障
型乳突遥 匀砸悦栽 直接征象是鼓室尧鼓窦内软组织密度
影袁可伴有鼓窦扩大曰软组织影边界欠清袁周围一般
无硬化边袁当出现骨质破坏时袁表现为骨质边缘模
糊袁本组中 猿 例出现骨质吸收袁边缘模糊遥 胆脂瘤中
耳炎分为先天性胆脂瘤和后天性胆脂瘤袁后者又分
为原发性胆脂瘤和继发性胆脂瘤遥 胆脂瘤中耳炎常
表现为类圆形软组织影袁边界清楚袁周围骨质呈压迫
性改变袁常出现硬化边袁好发部位为上鼓室尧鼓窦袁常
破坏面神经管袁因此袁鼓室段面神经管易发生裸露袁
本组中 缘 例发生于鼓室段袁匀砸悦栽 表现为面神经管
骨壁局限性或广泛骨质破坏袁甚至消失袁骨管连续性
中断遥 若慢性化脓性中耳炎软组织分布范围广泛与
胆脂瘤中耳炎鉴别较困难时袁胆脂瘤团块状软组织
影表现袁而肉芽肿形成的片尧网状及条状软组织影可
提示诊断咱源原缘暂袁本组 员 例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大量炎性
分泌物尧肉芽组织合并鳞状上皮包裹面神经迷路段尧
前膝部尧鼓室段尧乳突段上份袁造成面神经广泛裸露袁
匀砸悦栽 即表现为条状软组织影遥 本组资料显示面神经
管鼓室段完整病例中其中份外下壁骨质较薄袁以往文
献未见报道袁该结果有赖于大样本研究资料证实遥
面神经管走形弯曲袁呈野在冶型袁特别是迷路段袁
走形于耳蜗和前庭沟之间袁长度仅 缘耀远 皂皂袁常规横
断位尧冠状位 悦栽 难以连续显示面神经管遥 近年袁有
较多文献报道曲面重建显示面神经管袁该技术能在
员 幅图像上显示面神经管全程袁具有直观性袁但缺点
是该方法受人为因素影响袁可能会导致图像失真咱远暂曰
若同时伴发骨壁缺失袁则无法准确勾画出面神经管
全貌遥 本研究采用横断位尧冠状位及旋转斜位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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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的方法袁 虽不能在 员 幅图像上显示面神经管全
程袁需要多个层面连续观察袁但避免了人为操作的影
响袁从而使图像更加真实袁诊断敏感度尧特异度尧准确
度均较高袁笔者认为临床诊断中具有一定的优势遥本
组显示鼓室段面神经裸露诊断敏感度稍低袁 分析原
因可能是由于鼓室段中份骨壁薄袁 增加了判断的难
度所致遥磁共振由于具有较高的软组织分辨率袁在面
神经疾病诊断中应用日益增多袁 显示面神经具有优
势袁但其对骨信号不敏感袁因此袁较少应用于慢性化
脓性中耳炎及胆脂瘤中耳炎伴面神经管裂缺或骨质
破坏的判断遥
总之袁匀砸悦栽 横断位尧冠状位重建结合旋转斜位
观察面神经管裸露情况袁操作简便尧实用袁敏感度尧特
异度尧准确度较高袁术前评估具有重要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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