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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肠癌新辅助治疗后的 MR 评估
伍兵，方鑫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放射科（成都 610041）

局部进展期直肠癌的治疗已从最初的放射治
疗或联合化疗及放疗的方式转变为使用新辅助放
化疗，该方案明显降低了术后局部复发率，提高了
[1]
长期生存率及保肛率。有文献 报道，局部进展期
直肠癌患者经过新辅助治疗及手术治疗后，有
15%～17% 的患者在病理检查结果中显示无肿瘤细
胞存活，即达到了病理完全缓解，这部分患者的长
期预后明显好于有残留肿瘤细胞的患者。因此，对
患者进行准确的影像学评估和早期预测转归将使
治疗方案更加个性化和有效化。对新辅助放化疗
有良好临床反应的患者，通过“观察和等待”以取
[2]
代手术的方案已成为一种选择 ；对转归不良患者
的预测，可以提供更加激进治疗方案的选择。因
此，如何应用影像学方法来准确预测与评估直肠癌
新辅助放化疗后的转归情况便成了一个非常迫切
的问题。
对于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后的影像学评估，磁
共振（magnetic resonance，MR）成像是目前被推荐
最高、准确性相对最高、最常用的影像诊断技术，
也被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欧洲肿瘤内科会议与
中国大肠癌诊治规范所推荐。随着功能 MR 在临
床上的逐步应用，一些就方法不断完善如扩散加权
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与动态对比
增强在预测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转归方面体现了
良好的结果，其中 DWI 与常规形态学 T2WI 图像
相比在评估直肠癌患者的转归反应方面体现了巨
[3]
大的潜力 。此外，近些年来一些新技术，如 MR
波谱法（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MRS）、影
像组学等也在临床研究中体现出一些诊断直肠癌
转归方面的优势。现就形态学 MR 成像、DWI、MR
灌注成像以及一些尚在临床研究阶段的技术的应
用价值做一介绍。

1 新辅助治疗后组织病理转归的评估指标

术后肿瘤退缩分级（tumor regression grade，
TRG）主要是对术后病理检查的残留肿瘤、细胞数
量及治疗后的纤维化进行分级，是对新辅助放化疗
治疗转归情况的一种评估。目前临床上常用
[4]

[5]

Mandard 等 或 Dworak 等 报 道 的 TRG 法 。
Mandard TRG 法分为 5 级：1 级：完全转归，没有
残存的肿瘤细胞且肠管壁各层由纤维组织替代；2
级：残留极少量的肿瘤细胞；3 级：纤维化组织占
主导，但有一定量残存肿瘤细胞；4 级：残存肿瘤
细胞占大多数；5 级：并未发生转归。Dworak
TRG 法由坏到好分为 5 级：0 级：未发生转归；1
级：残存肿瘤占大多数并伴有纤维组织；2 级：纤
维性改变为主导伴少量残存肿瘤；3 级：极少量的
肿瘤细胞残存；4 级：完全转归，仅有纤维组织。
[6]

Siddiqui 等 将 Mandard TRG 1、2 级和 Dworak TRG
3、4 级定义为转归良好，其余级别定义为转归不
良。

2 形态学 MR 成像
2.1

形态学 MR 成像对新辅助放化疗前的分期评

估
常规 MR 成像在新辅助放化疗前对直肠癌 T
分期进行一系列评估是可靠的，如测量肿瘤浸润范
围，确定肿瘤与直肠系膜及环周切缘的距离，从而
了解到哪些患者环周切缘未受侵犯，哪些患者可能
[7]

受益于新辅助放化疗 。尤其是高分辨薄层 MR 成
像可以精准确认肿瘤与腹膜返折的关系以及肿瘤
外血管侵犯的存在，这些重要的局部解剖结构在判
断预后中非常重要。
形态学 MR 成像在评估肿瘤 N 分期方面也有
一定价值。高分辨薄层 MR 成像除了可以判断淋
巴结大小之外，还可以从淋巴结形态特征方面进行
[8]

评估，如淋巴结的形状、边缘及内部信号强度 。
然而，对直径<5 mm 的淋巴结，常规 MR 成像很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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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态学方面进行判断，有文献 报道，直肠癌中
超过一半的淋巴结转移正是来源于这些直径<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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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体积评估

的小淋巴结。

2.2
估

形态学 MR 成像对新辅助放化疗后的分期评

新辅助放化疗后肿瘤体积的改变是研究中常
见的转归预测因子，利用 MR 成像三维兴趣区体积

形态学 MR 成像在新辅助放化疗后的再分期
评估中存在明显的劣势。据文献

[10-11]

测量，将每个感兴趣的横断面区域乘以切片厚度和
[15]

报道，形态学

切片数量即可以得出肿瘤体积。Barbaro 等 研究

MR 成像在评估未进行放疗的直肠癌分期方面的总

认为，经过新辅助治疗后肿瘤体积缩小 70% 以上者

体准确性为 85%，但在评估新辅助放化疗治疗后这

的预后在那些降期和未能降期的患者中存在明显

一比例下降到 50%，这一差异主要源于新辅助放化

差异。Nougaret 等 的研究结果类似，认为在多因

疗后局部组织的变化，大多数肿瘤在新辅助放化疗

素分析中体积缩小分数是一个重要的预后相关因

后会产生纤维组织，导致 T2WI 图像信号的下降以

素，对预测无病生存与肿瘤术后 TRG 的等级有很

及肿瘤体积的缩小，这使得在常规 MR 成像上区分

大帮助。与形态学 MR 成像评估相比，体积分析更

新辅助放化疗后产生的纤维组织与残存肿瘤变得

少受到内脏运动和肿瘤不规则形状的影响，然而直

[12]

[16]

非常困难 。因此，在直肠癌新辅助治疗后采用常

肠癌患者新辅助治疗后在常规 T2WI 上进行体积分

规 MR 成像并不能准确对疗效进行评估。

析由于纤维组织的产生而价值有限。在这方面，

3 MR DWI

DWI 体积评估相较于常规 T2WI 体现出了很大优
势，能提供其不能反映的功能信息，有助于在诊断
[17]

DWI 通过探测不同组织间水分子的扩散差异

时鉴别残存肿瘤与治疗后改变。Lambregts 等 的

来反映组织的结构特性，这项技术在大多数 MR 设

研究表明，在选择对新辅助放化疗有病理完全反应

备上都可以实施并且不需要在血管内注射对比

的患者方面，T2WI 体积评估灵敏度是 55%～60%、

剂。DWI 对水分子的运动非常敏感，随着水分子

特异度是 74%～89%，而 DWI 体积评估的灵敏度则

运动的增加，信号逐渐减小，而水分子运动的能力

为 65%～70%、特异度为 76%～98%。相较于常规

与细胞外间隙的扭曲程度、组织的细胞密度、细胞

T2WI 体积评估法，DWI 体积评估提供了更好的诊

膜的完整性等密切相关。在正常组织中，组织的细

断性能。

胞密度较低，水分子扩散较快，在 DWI 上呈低信

3.3 ADC
ADC 值是 DWI 中定量反映组织微观结构的改
变导致水分子扩散改变的参数，其值的大小与组织
的细胞密度成反比。在恶性肿瘤中，肿瘤增殖活
跃，细胞密度高使得水分子运动减弱，扩散受到限
制，ADC 值降低。但可以通过调整 b 值改变扩散
灵敏度，随着 b 值的增高，运动的水分子信号衰减
也越大，因此高 b 值的 ADC 图消除了血液、脑脊液
等宏观扩散因素的影响，能更好地反映组织细胞外
微观水分子的扩散情况，在区分炎症反应与残存肿
瘤上有较好的表现。
3.3.1 ADC 值评估新辅助治疗后的转归情况 较
多的临床研究认为新辅助治疗前后 ADC 值及其改
[18]
变与肿瘤的转归存在一定联系。Jacobs 等 认为，
治疗前 ADC 值在治疗后有良好转归效果的患者中
显著低于转归不良的患者，这可能是因为 ADC 值
较高的肿瘤相比 ADC 值较低的肿瘤更容易坏死，
坏死后的肿瘤可能与组织灌注不良、酸性微环境以
及低氧浓度有关，从而导致其对化疗和放疗的耐受
[19]
性更高。相反，Blazic 等 认为，治疗前的 ADC 值
并不能有效地预测肿瘤的转归情况，这与 Ha 等
[20]
[19-22]
研究结果相似。有文献
报道，治疗后的 ADC

号；而大多数恶性肿瘤因其内部细胞密度高、细胞
外间隙严重扭曲、细胞膜的完整性被破坏等原因，
导致内部的水分子扩散受限，继而在 DWI 上呈高
信号。目前 DWI 在临床上评估直肠癌新辅助放化
疗后的转归情况主要有视觉评估、体积评估、表观
扩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测量
[13]

等。

3.1 视觉评估
视觉评估是临床实践中最基本也是最容易实
现的方法，它需要评估代表肿瘤的高信号是否在新
辅助放化疗后在原发部位仍然可见。虽然新辅助
放化疗之后会产生纤维组织，并且纤维组织会在一
定程度上限制水分子的扩散，但纤维组织主要是由
疏松的结缔组织纤维网络构成，所以这种限制作用
并不像有着高组织细胞密度的肿瘤区域那么明
显。此外，也有其他因素会导致在 DWI 图像上呈
现高信号，如直肠腔内的液体高信号的穿透效应、
淋巴结等解剖结构致密的组织、脓肿等炎症显示的
[14]

高信号干扰 。因此，凭单一的视觉评估并不能十
分有效地预测直肠癌患者新辅助放化疗后的转归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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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高的患者较 ADC 值低的患者转归情况更好，且

高，而在另一种检查序列中灵敏度相对较低，所以

治疗前后 ADC 值变化的百分比也具有良好的预测

T2WI 结合 DWI 序列会使近 1/3 的获得临床缓解的

价值，转归较好的患者 ADC 增加的百分比显著高

患者被误判。

于转归不良的患者，这可能源于以下原因：首先，

总的来说，虽然目前关于 DWI 序列的相关研

新辅助放化疗后导致细胞死亡，细胞密度降低，

究结果仍有一定的差异，但其相较于常规 MR 成像

ADC 值随之升高；其次，新辅助放化疗后引起肿

在预测直肠癌新辅助治疗后的转归方面仍具有较

瘤微环境发生变化，产生水肿，增加了水分子流动

大的优势。

性，从而增加 ADC 值。这些情况可能对所有患者
均有影响，但在转归良好的患者中更加明显。最近
[23]

4 MR 灌注成像

认为治疗后 ADC 值降低与转归良好相

MR 灌注成像结合了良好的解剖细节和量化血

关，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新辅助放化疗后进行检

管参数的能力，作为肿瘤血管生成的间接测量手

查的时间间隔较长有关。

段，它已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评估原发肿瘤特性以

3.3.2 ROI 的选择对 ADC 值评估诊断效果的影响

及治疗后的转归情况。目前临床上最常用的灌注

有学者

[19, 24]

报道，对病理完全缓解的患者来说，测

技术是动态增强 MR 成像。基于动态对比增强的

量治疗后 DWI 信号能提供比 ADC 值更好的诊断

影像参数分析多种多样，包括使用药代动力学模型

效果，这可能与 ADC 值测量时感兴趣区域的选择

进行定量分析、使用信号强度曲线的曲线下面积、

据文献

[19]

有关。Blazic 等 的研究认为，感兴趣区域的选择

初始值等相关特征参数，这些参数可以通过计算对

非常重要，由于单一层面感兴趣区域是否能够包括

比剂容积转移常数、血管外细胞外间隙容积分数和

肿瘤的代表性区域，以及对代表性区域的评估是否

流出速率常数以定量的方式进行评估。
通常来说，肿瘤组织由于血管生成过程紊乱，

能良好的预测转归情况等尚不清楚，并且肿瘤组织
中通常包含坏死区域，因此感兴趣区域的大小、选

所形成的血管质量较差，其灌注效率要低于正常组

择的个数及位置都是很关键的问题。结果提示，更

织。有研究

精确的转归预测来自更大的评估区域，覆盖所有肿

瘤血管化和渗透良好，血管密度的增加会带来更多

瘤区域（包括坏死及纤维组织）的 ADC 测量比只覆

的氧，这会使肿瘤对新辅助放化疗的反应更好；治

盖残存肿瘤区域的测量能更加准确地预测肿瘤对

疗后纤维组织和坏死的形成使转移常数值降低时，

治疗的反应。

预期会有较好的转归情况，相反，治疗后转移常数

3.4 灌注分数
[23]
Bakke 等 研究认为，灌注分数与新辅助放化
疗后患者的转归情况相关。虽然灌注分数是从
DWI 中得到的参数，但它反映的是水分子在血管
内的流动而不是细胞外间隙的扩散，即高灌注分数
表示血管化良好，低灌注分数表示血管化不良，低
灌注分数可能反映肿瘤缺氧，这会导致肿瘤对新辅
助放化疗耐受性增高。因此，治疗前灌注分数越高
意味着治疗后转归情况较好；研究还认为，将治疗
前灌注分数值与治疗前肿瘤体积相结合时，对 TRG
1、2 级的预测准确度明显提高（灵敏度为 88%，特
异度为 91%，阳性预测值为 93%，阴性预测值为
[25]
83%）。Zhu 等 则认为灌注分数值在病理完全缓
解和未完全缓解患者中没有明显区别。
3.5 其他
[3, 26]
有研究 认为，T2WI 结合 DWI 序列，从而根
据不同组织内水分子扩散的差异，可以提高对细胞
结构定量以及定性判断的准确度。但是，由于部分
患者只对单一 T2WI 或者 DWI 序列检查灵敏度较

依旧很高，表示仍有残存肿瘤。Gollub 等 研究表

[13, 27]

认为，治疗前高转移常数值表明肿

[28]

明，转移常数在鉴别肿瘤体积消退 90% 以上的患者
转归中有一定的效用，但不能鉴别出达到病理完全
[29]

缓解的患者。Intven 等 认为，新辅助放化疗后转
移常数值在区分病理完全缓解的准确率低于新辅
[30]

助放化疗前后转移常数的变化值。Htker 等 研究
则认为，转移常数值与新辅助放化疗后肿瘤的转归
不存在相关性。

5 MRS
MRS 是一种表征分子结构、组成变化的有效方
法，通过研究许多细胞生化过程，了解细胞基本化
1

学性质的信息。 H（质子）光谱法最易实施，且灵
敏度最高。其他磁核灵敏度由高到低依次为
19

31

13

F（氟）、 P（磷）和 C（碳）。
MRS 临床实践中评估的代谢产物主要包括胆

碱（与磷脂代谢相关）、肌酸（与能量代谢相关）、柠
檬酸盐（正常前列腺组织中的重要代谢物）和乳酸
[31]

（糖酵解的产物） 。MRS 在临床上常用于大脑、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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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癌及前列腺癌的影像。在直肠癌中，MRS 的研究
[32]

较少。有研究 表明，直肠癌患者在进行新辅助放
化疗之前，胆碱代谢产物的峰值较高，经过治疗之
后，大多数患者的胆碱峰值均消失。近年来，MRS

chemoradiotherapy of esophageal carcinoma. Clinicopathologic
correlations. Cancer, 1994, 73(11): 2680-2686.
5 Dworak O, Keilholz L, Hoffmann A. Pathological features of rectal
cancer after preoperative radiochemotherapy. Int J Colorectal Dis,
1997, 12(1): 19-23.

在直肠癌诊断中尚处于实验研究阶段，很多作用尚

6 Siddiqui MR, Bhoday J, Battersby NJ, et al. Defining response to

不明确，还需更多更大规模的实验研究来探索 MRS

radiotherapy in rectal cancer using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在直肠癌诊断中的价值。

and histopathological scales.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16, 22(37):
8414-8434.
7 Beets-Tan RG, Beets GL, Vliegen RF, et al. Accuracy of magnetic

6 其他探索研究

resonance imaging in prediction of tumour-free resection margin

准确预测并选出新辅助放化疗后转归良好的
患者，将为患者后期提供更多的治疗选择，能提高

in rectal cancer surgery. Lancet, 2001, 357(9255): 497-504.
8 MERCURY Study Group, Shihab OC, Taylor F, et al. Relevance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detected pelvic sidewall lymph node

直肠癌患者的保肛率及生活质量，同时也能为转归

involvement in rectal cancer. Br J Surg, 2011, 98(12): 1798-1804.

不良的患者及时调整治疗方案，以期取得好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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