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2018 年 9 月第 25 卷第 x 期

•1•

·腹部影像·

CT 特征鉴别非富血供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
与胰腺导管腺癌的初步研究
黄子星，于浩鹏，李谋，汪翊，宋彬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放射科（成都 610041）

【摘要】 目的 探索能用于鉴别非富血供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pNEN）与胰腺导管腺癌（PDAC）的 CT 特
征。方法

回顾性纳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010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期间经过病理确诊为非富血供 pNEN 和

PDAC 的患者，分析二者的 CT 特征，通过多元逻辑回归筛选 CT 特征并计算其诊断效能。结果 40 例非富血供
pNEN（无功能性 33 例，功能性 7 例）及 80 例 PDAC 患者纳入本研究。非富血供 pNEN 与 PDAC 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的特征包括肿瘤位置、肿瘤长径、肿瘤边界、肿瘤实质均匀、肿瘤内钙化及肿瘤内血管影（P<0.05）。将各项
有统计学意义的特征经过多元逻辑回归分析后提示肿瘤边界 ［OR 为 14.63，95% CI 为（2.82，75.99）］和肿瘤内钙化
［OR 为 4.00，95% CI 为（1.03，15.59）］能够独立鉴别出非富血供 pNEN。再根据有统计学意义的特征最终得出非
富血供 pNEN 与 PDAC 鉴别诊断的多元逻辑回归模型，其诊断敏感性为 65.00%，95%CI 为（48.3，79.4）；特异性
为 85.00%，95%CI 为（75.3，92.0）；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 0.780，95% CI 为（0.695，0.850）。结论 CT 特
征多元逻辑回归模型可应用于非富血供 pNEN 与 PDAC 鉴别诊断，其中肿瘤边界及肿瘤内钙化 2 种特征在非富
血供 pNEN 与 PDAC 鉴别诊断中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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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CT features that can be used to identify nonhypervascular pancreatic

neuroendocrine neoplasm (pNEN) and 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 (PDAC). Methods

The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the pNEN and PDAC were retrospectively included from May 2010 to May 2017. The CT
features were analyzed. The CT features were extracted by the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their diagnostic
performance was calculated. Results Forty patients with the nonhypervascular pNEN (33 unfunctional, 7 functional)
and 80 patients with the PDAC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he features of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onhypervascular pNEN and the PDAC included: the location, long diameter, margin, uniform lesions, calcification, and
vascular shadows of the lesion. The margin ［OR 14.63, 95% CI (2.82, 75.99)］ and calcification ［OR 4.00, 95% CI (1.03,
15.59)］ of the lesion could independently identify the nonhypervascular pNEN. The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of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the nonhypervascular pNEN and PDAC was obtained through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he diagnostic sensitivity was 65.00%, 95% CI (48.3, 79.4); specificity was 85.00%, 95% CI (75.3, 92.0); and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urve was 0.780, 95% CI (0.695, 0.850). Conclusions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of CT
features is helpful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nonhypervascular pNEN and PDAC. Features of margin and calcification of
lesion are more valuable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nonhypervascular pNEN and PD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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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pancreatic

（化疗、放疗、核素治疗、靶向治疗等）；② CT 图

neuroendocrine neoplasm，pNEN）来源于胰腺导管

像出现病灶区域有伪影；③ PDAC 增强扫描病灶

细胞和腺泡细胞的多能干细胞，占所有胰腺肿瘤的

强化程度高于周围正常胰腺实质。

[1]

1%～2% 。 pNEN 按照分化程度分为胰腺神经内
分泌瘤和胰腺神经内分泌癌，高、中分化 pNEN 为
胰腺神经内分泌瘤，低分化 pNEN 为胰腺神经内分
[2]

泌癌 。近年来，我国对 pNEN 的报道亦逐渐增
多，但国内现阶段 pNEN 的流行趋势、临床特征以
及防治状况仍不甚明晰。有文献

[3-4]

报道在

2001～2010 年期间国内的 pNEN 发病率呈逐渐升
高趋势，这可能是得益于影像学检查手段的广泛使
用。多期增强 CT 是胰腺疾病的主要检查手段，也
是 pNEN 诊疗指南和专家共识推荐的主要检查手
[2]

段 。pNEN 典型的 CT 表现为境界清楚的富血供
肿瘤，在多期增强 CT 动脉期明显强化，较小的肿
瘤一般均匀强化，较大的肿瘤可能会存在囊变、坏
死、纤维化、钙化等，常呈不均匀明显强化

[5-7]

1.2 CT 扫描
CT 扫描采用西门子（Siemens Somatom
Definition FLASH）、飞利浦（Brilliance 64）扫描机，
120～140 kV，210 mA，层厚 2～5 mm。采用高压注
射器注入非离子对比剂（碘海醇，300 g/L），剂量为
1.5 mL/kg，注射流率为 2.0～3.0 mL/s，采用触发式
扫描，trigger 位于腹主动脉，当 CT 值大于 100 HU
时触发动脉期扫描，动脉期扫描后 35 s 进行门静脉
期扫描。
1.3 图像分析
由 2 名具有 13 年及 5 年腹部影像特征诊断经
验的医师在未知病理结果情况下共同协商分析图
像。需要观察的 CT 包括：肿瘤位置、肿瘤长径

。若

（取轴位上最大层面的最长径）、肿瘤边界、肿瘤实

pNEN 发生淋巴结转移、肝脏转移，其转移灶也表

质均匀、肿瘤内钙化、肿瘤内囊变、门静脉期强化

[8-

程度升高、远端胰管管径扩张（管径>3 mm）、周围

现为富血供，在动脉期显示明显。也有一些研究
12]

结果提示，有部分的 pNEN 在增强扫描动脉期表

现为等强化或弱强化，即非富血供表现，而这种表
现可能会导致与胰腺导管腺癌（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PDAC）鉴别困难。因此，有必要
对这部分非富血供 pNEN 进行更一步的研究，以期
帮助其与 PDAC 的鉴别诊断。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回顾性纳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010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期间经过病理确诊为 pNEN 和 PDAC
的患者。
非富血供 pNEN 纳入标准：① 治疗前 1 个月
内进行腹部多期增强 CT 扫描；② pNEN 增强扫描
动脉期病灶强化程度低于周围正常胰腺实质或与
周围胰腺实质一致；③ 病灶最大横截面长径≥10
mm。排除标准：① pNEN 增强扫描动脉期病灶强
化高于周围正常胰腺实质；② 扫描前接受过其他

[13]

血管侵犯 。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统计分析在 SPSS 22（SPSS Inc.，Chicago，
IL）及 Medcalc Software v.15.8（Ostend，Belgium）中
完成。定量指标以均值±标准差（ x¹ ±s）形式表述，
同时满足正态分布及方差齐性时用独立样本 t 检
验，否则使用 Mann-Whitney 非参数检验；定性指
2
标采用卡方（χ ）检验分析组间差异；通过多元逻
辑回归筛选目标影像学特征；计算各项特征的受
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下 面 积 、 敏 感 性 、 特 异 性 、 比 值 比
（odds ratio，OR）及各自的 95% 置信区间（95%
confidence interval，95%CI）判断相关 CT 影像学指
标的鉴别诊断价值。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非富血供 pNEN 和 PDAC 患者的一般特征及
CT 特征比较

治疗（化疗、放疗、核素治疗、靶向治疗等）；③ CT

40 例非富血供 pNEN（无功能性 33 例，功能性

图像出现病灶区域有伪影。按照 1∶2 匹配相同年

7 例。典型病例的 CT 图像见图 1。）及 80 例

龄段（以 10 年为年龄段）的 PDAC 患者，以入院时

PDAC 患者纳入本研究，患者的各项特征见表 1。

间先后顺序，每例非富血供 pNEN 匹配的 PDAC 纳

从表 1 可见，非富血供 pNEN 与 PDAC 间差异有统

满即止。

计学意义的特征包括肿瘤位置、肿瘤长径、肿瘤边

PDAC 患者纳入标准：① 治疗前 1 个月内进

界、肿瘤实质均匀、肿瘤内钙化、病灶内有血管影

行腹部多期增强 CT 扫描；② 病灶最大横截面长

（P<0.05）。

径≥10 mm。排除标准：① 扫描前接受过其他治疗

2.2 多元逻辑回归分析非富血供 pNEN 和 PD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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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一 54 岁的男性非富血供 pNEN 患者的 CT 图

a：平扫；b：动脉期；c：门静脉期。肿瘤（白箭）位于胰尾，平扫 CT 图像上呈稍低密度并可见肿瘤内点状钙化灶，动脉期及门静脉期
CT 图像均呈乏强化并可见病灶边界清楚
表 1 非富血供 pNEN 与 PDAC 患者的一般特征及 CT 特征比较

2.3

多元逻辑回归模型分析 CT 特征对非富血供

pNEN 和 PDAC 患者的鉴别诊断价值

特征

非富血供 pNEN
患者（n=40）

PDAC 患者
P值
（n=80）

年龄（岁，x ±s）

50±13

50±14

性别（男/女，例）

23/17

52/28

0.424

学意义的特征最终得出非富血供 pNEN 与 PDAC

肿瘤位置（头/体/尾，例）

14/3/23

57/4/19

0.001

鉴别诊断的多元逻辑回归模型函数方程为：

肿瘤长径（mm，x ±s）

52.8±33.4

33.2±12.9

0.001

logit（P）= –2.462+0.027×肿瘤长径（mm）+2.683×肿

肿瘤边界（清楚/不清楚，
例）

14/26

2/78

<0.001

瘤边界（清楚 0/不清 1）+1.688×肿瘤实质（均匀 0/不

肿瘤实质均匀（是/否，例） 27/13

38/42

0.038

各项有统计学意义的特征鉴别诊断 pNEN 和
PDAC 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见表 2。通过各项有统计

-

均 1）+2.72×肿瘤内血管影（是 0/否 1）+1.387×肿瘤

肿瘤内囊变（是/否，例）

10/30

9/71

0.052

内钙化（是 0/否 1），其诊断的敏感性为 65.00%，

肿瘤内钙化（是/否，例）

9/31

5/75

0.021

95%CI 为（48.3，79.4）；特异性为 85.00%，95%CI 为

门静脉期强化程度升高
（是/否，例）

17/23

25/55

0.223

（75.3，92.0）；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

肿瘤内血管影（是/否，例） 23/17

27/53

0.013

远端胰管直径扩张
（是/否）

6/34

22/58

0.127

周围血管侵犯（是/否）

18/22

29/51

0.355

0.780，95% CI 为（0.695，0.850）。见图 2。

3 讨论
pNEN 是一种恶性程度较低的肿瘤，即使合并
肝转移的 pNEN 也有着比 PDAC 更好的长期生存
率

患者的 CT 特征

[3, 14-16]

。pNEN 的诊断主要依靠影像学的诊断，其

将单因素分析中各项有统计学意义的特征经

典型影像表现为动脉期明显强化，这与 PDAC 是完

过多元逻辑回归后提示肿瘤边界［β=2.683，

全的不同 。但是仍有部分的 pNEN 并不表现为动

SE=0.841，OR=14.63，95%CI 为（2.82，75.99），

脉期明显强化，对临床的鉴别诊断造成了困难。

P=0.001］和肿瘤内钙化［β=1.387，SE=0.693，

pNEN 和 PDAC 的治疗方式是完全不相同的

OR=4.00，95% CI 为（1.03，15.59），P=0.045］能够独

因此，是否能准确诊断非富血供 pNEN 将会很大程

立鉴别出非富血供 pNEN。

度上影响治疗计划的制定。

[17]

[18-22]

表 2 非富血供 pNEN 与 PDAC 鉴别诊断中存在显著差异特征的敏感性、特异性及比值比
特征

敏感度（95%CI）

特异度（95%CI）

肿瘤长径（>39 mm）*

55.00（38.5，70.7）

80.00（69.6，88.1）

1.04（1.02，1.07）

边界清楚

35.00（20.6，51.7）

97.50（91.3，99.7）

21.00（4.47，98.61）

肿瘤内存在钙化

22.50（10.8，38.5）

93.75（86.0，97.9）

4.36（1.35，14.04）

肿瘤内存在血管影

57.50（40.9，73.0）

66.25（54.8，76.4）

2.61（1.19，5.69）

肿瘤实质均匀

52.50（41.0，63.8）

67.50（50.9，81.4）

2.30（1.04，5.08）

* 括号中的数值为截断值

OR（95% C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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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病理结构上 pNEN 的瘤巢间有丰富的血窦，这

80

是 PDAC 所不具有的病理特点，当肿瘤病灶体积越
大，由边缘血管提供的血流无法满足病灶的血供，

60

在较大病灶内常有管径较粗的供血动脉，因此非富

40

血供 pNEN 中可出现血管影。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为回归性

20

分析，对于纳入的病例可能存在一定偏倚；其次，

0
0

图2

20

40
60
80
100-Speciﬁcity

100

非富血供 pNEN 样本量较少，pNEN 与 PDAC 的样
本量不一致可能造成数据的不均衡，对于模型的临

多元逻辑回归模型鉴别非富血供 pNEN 和 PDAC 曲线
下面积

床应用可能产生影响。另外本研究没有对非富血
供 pNEN 不同病理分级进行分组分析。
综上所述，CT 特征多元逻辑回归模型可以应

既往对于非富血供 pNEN 的影像研究很少，最

用于非富血供 pNEN 与 PDAC 鉴别诊断，其中肿瘤

近有相关的 MRI 研究提示肿瘤的边界清楚以及在

边界清楚及钙化 2 种特征在非富血供 pNEN 与

门静脉期时成等强化或高强化是鉴别非富血供

PDAC 鉴别诊断中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8]

pNEN 与 PDAC 有价值的特征 ，这对我们的研究
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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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EN 在初诊时肿块体积生长较大

[28-29]

。在本研究

中非富血供 pNEN 大部分为无功能性 pNEN（33
例），因此本研究中非富血供 pNEN 与 PDAC 间长
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如前所述，这种差异主
要是因为无功能性 pNEN 就诊时间更晚，肿瘤生长
时间更长导致的，如果无功能性 pNEN 体检时被检
出，其长径可能与 PDAC 没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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