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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中枢神经系统血管外皮细胞瘤渊澡藻皂葬灶早蚤燥责藻则蚤糟赠贼燥皂葬袁匀孕悦冤的 酝砸陨 特征表现以及临床治疗方法遥 方法院收

要暂

集本院经手术病理确诊的 员远 例中枢神经系统血管外皮细胞瘤患者资料袁回顾性分析其 酝砸陨 表现尧病理特征尧临床治疗及预后遥

结果院员远 例肿瘤均位于颅内脑外袁酝砸陨 显示肿瘤大多呈分叶状袁栽员 呈等或稍低信号袁栽圆 呈稍高信号袁 肿块内可见囊变坏死及迂
曲血管影曰肿瘤血供丰富袁增强扫描后明显强化袁多数与静脉窦关系密切袁野脑膜尾征冶少见遥 所有病例均行手术治疗袁远 例患者术

后行放射治疗遥 员源 例患者随访 猿耀员源园 个月袁远 例局部复发袁其中 员 例同时发生远处转移遥 结论院中枢神经系统血管外皮细胞瘤的
酝砸陨 表现有一定特征性袁有助于提高其术前诊断的准确性遥 手术切除是 匀孕悦 的最佳治疗方法袁术后辅以放射治疗可改善预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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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血管外皮细胞瘤渊澡藻鄄

轴位尧冠状位和矢状位增强扫描遥 具体扫描参数如

统肿瘤袁 其临床与影像学表现与脑膜瘤十分相似袁

栽耘 怨猿 皂泽曰云蕴粤陨砸院栽砸 愿 园园园 皂泽袁栽耘 怨苑 皂泽曰阅宰陨院栽砸

皂葬灶早蚤燥责藻则蚤糟赠贼燥皂葬袁匀孕悦冤 是一种少见的中枢神经系
具有侵袭性袁易复发和发生远处转移等特点袁术前

误诊率极高 咱员暂遥 本研究回 顾性分析 员远 例 匀孕悦 的

酝砸陨 表现尧治疗与预后袁旨在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和

诊断准确性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收集 圆园园源 年 源 月要圆园员远 年 员 月在本院经手术

病理证实的 员远 例血管外皮细胞瘤患者资料袁 其中

男 怨 例袁女 苑 例袁年龄 员猿耀远猿 岁袁平均渊源苑援员 依 员猿援圆冤

岁曰临床表现主要以头痛尧呕吐等颅高压症状袁以及
与颅内受累部位相对应的局灶性症状为主遥
员援圆

员援圆援员

方法

酝砸陨 检查方法

采用 杂陨耘酝耘晕杂 公司 猿援园栽 酝粤郧晕耘栽韵酝 栽则蚤燥 磁

下院栽员宰陨院栽砸 圆缘园 皂泽袁栽耘 圆援缘 皂泽曰栽圆宰陨院栽砸 远 园园园 皂泽袁
猿 猿园园 皂泽袁栽耘 怨员 皂泽袁遭 值为 园 泽 辕 皂皂圆 和 员 园园园 泽 辕 皂皂圆遥

扫描层厚均为 缘 皂皂袁 层间距 园援缘 皂皂曰 矩阵 员怨圆 伊
员怨圆耀猿圆园 伊 圆缘远袁云韵灾 圆圆园 皂皂 伊 圆圆园 皂皂遥
员援圆援圆

手术及病理

本组所有患者在接受 酝砸陨 检查后行肿瘤全切

术袁员远 例患者共行手术 圆园 次袁其中有 员 例在随访过

程中因肿瘤颅内复发及腹腔转移各再行 员 次手术袁
另有 圆 例因颅内复发行二次手术遥 远 例患者在术后
接受放射治疗遥 员 例患者在术前行数字减影血管造

影渊阅杂粤冤进行血管栓塞遥 员远 例患者手术切除组织均

行 匀耘 染色袁员圆 例行免疫组化检查遥
员援圆援猿
圆

预后随访

经门诊或电话随访袁随访时长 猿耀员源园 个月遥

结

果

共振成像扫描仪袁愿 通道头颅正交线圈袁先行横轴位

圆援员

增藻则泽蚤燥灶 则藻糟燥增藻则赠袁云蕴粤陨砸冤尧 弥散加权成 像 渊凿蚤枣怎泽泽蚤燥灶

旁袁源 例位于枕部袁圆 例位于颞部袁缘 例位于小脑幕袁

阅栽孕粤渊用量 园援员 皂皂燥造 辕 噪早袁流速 猿 皂蕴 辕 泽冤行 栽员宰陨 横

圆援圆

栽员宰陨尧栽圆宰陨尧液体反转恢复序列渊枣造怎蚤凿 葬贼贼藻灶怎葬贼藻凿 蚤灶鄄

憎藻蚤早澡贼藻凿 蚤皂葬早蚤灶早袁阅宰陨冤后袁予静脉团注对比剂 郧凿鄄

咱基金项目暂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渊愿员猿园圆员愿缘冤

通信作者渊悦燥则则藻泽责燥灶凿蚤灶早 葬怎贼澡燥则冤袁耘鄄皂葬蚤造院躁曾扎澡葬灶早灶躁皂怎岳员远猿援糟燥皂

鄢

发生部位

员远 例 匀孕悦 均为单发袁源 例位于顶部上矢状窦

员例位于小脑幕下遥
酝砸陨 表现

本组 员远 例 匀孕悦 均表现为颅内脑外肿块袁 大多

呈分叶状袁在 栽员宰陨 上肿块内以等信号为主渊图员粤冤袁

栽圆宰陨 上以等及稍高信号为主渊图 员月冤袁肿块内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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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变坏死则呈长 栽员 长 栽圆 信号袁远 例肿块内见迂曲

完整切除袁无手术死亡病例遥 术后组织送病理袁证

渊图 员悦尧阅冤袁肿瘤血供丰富袁与静脉窦关系密切渊图

状袁灰到棕红色袁质韧袁易出血遥 镜下主要为密集的

血管影渊图 员粤冤袁增强扫描后肿块实质部分明显强化
员阅冤袁仅 圆 例可见野脑膜尾征冶遥

圆援猿

手术所见和病理结果

实均为中枢神经系统 匀孕悦遥 肿瘤大体表现为鱼肉
梭形细胞和卵圆形细胞袁无特定排列方式袁间质可

见野鹿角状冶血管渊图 员耘冤遥 圆 例局部见细胞轻度异

员远 例患者共行 圆园 次手术渊员怨 次颅内手术和 员

型袁可见较多裂隙状血管遥 员圆 例行免疫组化检测袁

韧袁表面呈红色或灰红色袁血供极其丰富袁多数与

性袁 而 耘酝粤尧悦运尧郧云粤孕 及 杂鄄员园园 蛋白均阴性袁远 例

次腹腔手术冤遥 术中可见肿瘤有完整包膜袁质地较
静脉窦关系密切遥 所有 员远 例患者颅内肿瘤均全部

月

粤

结 果 显 示 员圆 例 患 者 悦阅猿源尧 波 形 蛋 白 渊灾蚤皂冤 均 阳

月糟造鄄圆 阳性遥

悦

阅

耘

粤院栽员宰陨 示肿瘤位于小脑幕上袁边缘呈明显分叶状袁以等信号为主袁高信号的条状影为血管曰月院栽圆宰陨 上呈混杂信号袁高信号为坏死囊变袁低

信号为出血曰悦尧阅院增强扫描后肿瘤明显强化袁可见多发血管影进入肿块内袁肿瘤与静脉窦关系密切曰耘院镜下可见瘤细胞呈卵圆形袁间质可见寓鹿
角状寓血管渊匀耘袁伊圆园园冤遥

图员

圆援源

匀孕悦 的 酝砸陨 平扫尧增强图像及病理图片

随访预后

员远 例患者术后症状好转袁出院遥 圆 例患者失访袁

脉窦附近咱圆暂遥

酝砸陨 是术前诊断中枢神经系统血管外皮细胞

余 员源 例随访患者中有 远 例患者复发袁 总复发率

瘤的首选方法咱猿原缘暂遥 酝砸陨 多方位成像的特点可以准确

手术后 源耀怨圆 个月遥 其中有 员 例患者术后 怨圆 个月发

周围结构特别是与静脉窦的关系遥 此外袁酝砸陨 多序

源圆援愿豫袁缘 年复发率 圆愿援远豫遥 第 员 次复发时间为首次

地对血管瘤外皮细胞进行定位袁能清晰显示肿瘤与

现颅内局部肿瘤复发袁 再次手术袁猿园 个月后再次发

列成像技术的运用可以显示肿瘤更多的信号特征袁

者中死亡 圆 例遥

上呈等或略低信号袁栽圆宰陨 及 云蕴粤陨砸 上呈等或略高

现腹腔转移袁行手术切除后目前存活遥 员源 例随访患
猿

讨

论

中枢神经系统 匀孕悦袁临床上较罕见袁以往曾被

为诊断和鉴别诊断提供帮助遥 大部分 匀孕悦 在 栽员宰陨
信号袁肿瘤内多见囊变坏死信号曰由于肿瘤血管非

常丰富袁肿瘤内可见 栽圆 低信号的迂曲血管或 栽员 高
信号的出血遥 增强扫描病变实性部分及血管明显强

认为是脑膜瘤的一种亚型遥目前多认为 匀孕悦 起源于

化遥 阅宰陨 上肿瘤实性部分由于常伴出血袁因此多呈

源于蛛网膜帽细胞不同遥 员怨怨猿 年版及 圆园园苑 年版的

影像学表现上存在着不少相似之处袁脑膜瘤通常呈

毛细血管上的 在蚤皂皂藻则皂葬灶 外皮细胞袁这与脑膜瘤起

稍高信号遥 在临床上袁匀孕悦 与脑膜瘤在发生部位及

宰匀韵 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类将其归于脑膜间质原

圆形尧扁圆形或椭圆形袁宽基底附着于硬脑膜袁肿瘤

瘤渊宰匀韵 域级冤和间变型血管外皮细胞瘤渊宰匀韵 芋

性的野脑膜尾征冶遥 因此袁匀孕悦 与脑膜瘤两者之间的

非脑膜上皮细胞肿瘤袁分为低度恶性血管外皮细胞

信号相对较均匀袁出血少见袁增强扫描后可见特征

级冤遥

具体鉴别要点主要包括院 淤匀孕悦 形态多不规则袁常

性略多于女性遥 临床上最常见的症状为头痛尧呕吐

为信号较为混杂的不规则分叶状肿块袁瘤周水肿明

中枢神经系统 匀孕悦 发病年龄多在 猿愿耀源缘 岁袁男

呈分叶状袁肿瘤内常伴囊变坏死袁在 酝砸陨 上常表现

等颅高压表现袁以及与颅内受累部位相应的局灶性

显袁而脑膜瘤多为圆形或类圆形袁边界清晰尧信号相

的任何部位袁其发生位置与脑膜瘤十分相似袁多发

扫描上表现为类似于血管一样的明显强化袁同时瘤

神经功能受损等症状与体征遥 匀孕悦 可发生于脑脊膜
生于矢状窦或大脑镰旁以及小脑幕等硬脑膜或静

对均匀的肿块曰于匀孕悦 血供非常丰富袁在 酝砸陨 增强

体内常可见多发的迂曲血管影曰 盂酝砸陨 增强扫描

窑员源愿远窑

南

京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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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孕悦 少见野脑膜尾征冶袁而脑膜瘤常有野脑膜尾征冶遥

大

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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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综上所述袁匀孕悦 为一种少见病袁酝砸陨 平扫垣增强

野脑膜尾征冶 是由于生长缓慢的脑膜瘤长期对脑膜

有助于提高术前的诊断准确性遥 酝砸陨 平扫肿瘤常呈

曰榆匀孕悦 常

影曰 增强扫描血供丰富袁 侵袭性强袁野脑膜尾征冶少

的刺激所造成的袁而 匀孕悦 生长较为迅速袁在时间上
可能尚不足以引起野脑膜尾征冶的出现

咱圆袁缘暂

不规则分叶状袁信号多混杂曰瘤体内常见迂曲血管

侵犯邻近颅骨造成骨质溶骨性破坏袁而脑膜瘤则常

见遥 目前袁匀孕悦 的最佳治疗方法是手术全切瘤体袁且

常造成临近颅骨骨质增生遥

术后辅以常规放疗有助于延缓复发尧改善预后遥

手术是目前治疗中枢神经系统 匀孕悦 的最佳方

法咱远原苑暂遥 由于 匀孕悦 具有侵袭性袁易复发和发生远处转

移袁 故手术治疗应尽可能彻底切除肿瘤遥 此外因

匀孕悦 血供极其丰富袁手术切除过程中易造成大量失
血袁因此手术中要注意控制和减少出血遥 有学者提
出对于术前怀疑 匀孕悦 的患者应行 阅杂粤袁栓塞其主要

的供血血管袁可以有效减少术中出血 遥 但国内苏少
咱愿暂

波等 也提出因为 匀孕悦 有软脑膜血管参与供血袁因
咱远暂

此术前栓塞的效果并没有脑膜瘤好遥 本组有 员 例患
者术前行 阅杂粤 造影寻找供血血管并进行栓塞袁术中
切除时出血控制效果良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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