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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辨率CT诊断儿童闭塞性毛细支气管炎的价值
李 林，董春华，易明岗，高 鑫，杨光勇，于 柯，马长友，赵建设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放射科，山东 济南 250022

摘要：目的 探讨高分辨率CT在儿童闭塞性毛细支气管炎（BO）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临床证实的38例BO患儿
的影像资料，所有患儿均行肺部高分辨率CT扫描。结果 38例患儿，均不同程度具备“马赛克”灌注征像，呈弥漫性多发片状
分布，部分边界清晰，部分模糊，少部分清晰与模糊并存。血流灌注减少35例；肺内气体潴留37例；支气管壁增厚21例、支气
管扩张23例，二者均以下叶发病最高；单侧或局限性透明肺7例；肺实质病变25例，其中肺不张11例、肺炎13例、肺实变11例；
肺内结节16例、胸膜下结节7例；支气管粘液栓3例。结论 高分辨率CT能够对儿童BO各种征象进行直观显示，其中以“马赛
克”灌注最为典型，为本病的首要影像学表现，从而能够更早的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高分辨率CT是儿童BO不可缺少的一
种影像学检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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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CT in the treatment of bronchiolitis obliterans in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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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ve value of high resolution CT (HRCT) in the treatment of bronchiolitis obliterans
(BO) in children.Methods The pulmonary HRCT findings of 38 cases with clinically confirmed BO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All the 38 cases had “mosaic” perfusion signs to different degrees, which displayed a diffuse and patchy
distribution, and some cases showed clear boundary, some fuzzy, while in other cases both conditions exist. Blood perfusion in
35 cases decreased, and pulmonary air trapping, bronchial wall thickening, and bronchial dilatation were found in 35, 21 and
23 cases respectively, the latter two of which have a higher incidence in the lower lobe. 7 cases had unilateral hyperlucent lung,
and 25 cases had pulmonary parenchyma, including 11 cases of atelectasis, 13 cases of pneumonia, and 11 cases of pulmonary
consolidation. Lung nodules were found in 16 cases, subpleural nodules in 7 cases, and bronchial mucus plugs 3
cases.Conclusion HRCT could directly display all sorts of signs of BO in children, wherein the most typical symptom and the
primary imaging feature of these diseases is the “mosaic” perfusion pattern. Therefore, HRCT can provide the basis for earlier
clinical treatment, and it is an indispensable imaging examination method in children BO treatment.
Keywords: high resolution ; children; bronchiolitis obliterans; tomography; X-ray computed

儿童闭塞性毛细支气管炎（BO）是由多种原因引

3月~10岁，临床主要表现为急性感染或损伤后持续

起的小气道上皮损伤而导致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出现咳嗽、喘息、呼吸困难，运动耐受性差。

发病率较高，诊断BO的金标准，既往认为是肺部活

1.2 设备及参数
Simens128层螺旋CT机，自肺尖至肺底连续扫
描，FOV32.4×32.4，螺距1.25，层厚1.0 mm，扫描剂量
为120 kV，80~120 ms。5岁以下和不合作患儿扫描前
20 min口服10%水合氯醛5~10 mg/kg镇静，所有患儿
均在平静呼吸下扫描。

检，但其对患儿创伤较大，加之取活检相对较为困
难，故无法大面积开展[1]。基于高分辨率CT（HRCT）
能够对本病的诸多影像学征象有更为直观、可靠的
显示，收集本院经临床确诊为BO的患儿38例，对其
影像学表现分析、研究，加之实验室检查、临床表现
及致病因素等，从而提高临床医生对本病的诊断及
治疗预后评估。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搜集我院2011年12月~2014年5月经临床证实的
38例 BO患 儿 影 像 资 料 ， 男 21例 ， 女 17例 ， 年 龄
收稿日期：2018-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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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诊断标准[2]
（1）急性感染或肺损伤后6周以上反复、持续气
促，喘息或咳嗽、喘鸣，对支气管扩张剂无反应。临
床表现与胸片轻重不符。排除其它阻塞性疾病。（2）
HRCT显示：马赛克灌注征、支气管壁增厚、扩张及肺
实质病变等。（3）不可逆性或部分可逆性小气道或混
合性气道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4）核素扫描灌注：
片状缺省区。前3条为必要诊断条件，第4条为辅助条
件。由3名影像科高年资医师阅片，有异议协商决
定，意见无法统一予以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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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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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例 。 病 变 大 约 占 全 肺 体 积 80%以 上 者 6例 ，

38例患儿中，均不同程度具备马赛克灌注征像

60%~80%者8例，40%~60%者9例，20%~40%者10例，

（图1~2），部分边界清晰，部分显示较模糊，少部分二

20%以下者5例。均为双侧受累，病变以上叶居多，下

者并存，其中血流灌注减少35例，肺内局部气体潴留

叶次之，中叶较少累及。

图1 马赛克灌注征像一
男，1岁2月，咳喘，腺病毒感染，重度肺炎肺不张，肺功能示混合性气道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 A:双肺广泛弥漫性“马赛克征”; B、C：左下肺实变
并支扩，右肺下叶部分段以下支气管壁增厚.

支气管管壁增厚（图1B、1C，图2A）多表现为段

17例，上叶4例，中叶2例。单侧或局限性透明肺（图

及段以下支气管，本组中共21例，下叶16例，上叶

2B）共7例，左肺5例，右肺2例，病变肺叶密度较对侧

5例，中叶未发现，左肺下叶后基底段以下支气管

或同侧正常肺组织明显减低。肺实质病变（图1B、

8例。支气管扩张（图1B、1C）常常是位于段或亚段支

1C，图2A）共计25例，肺不张11例，肺炎13例，肺实变

气管管壁的破坏和炎性改变。本组中23例伴有支气

11例。肺内结节（图2C）16例，其中胸膜下结节7例；支

管 扩 张 ， 柱 状 扩 张11例 ， 囊 状 7例 ， 其 余 5例 ， 下 叶

气管粘液栓3例。

图2 马赛克灌注征像二
A：女，11月，麻疹病毒感染，肺功能示小气道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肺内呈“马赛克征”，部分肺炎肺实变；B：单侧或局限性透明肺，男，3岁6月，
病史不详，反复咳喘，活动不耐受1年3月，右肺呈“马赛克征”，左下叶透明肺，血管稀疏，肺实质密度明显减低；C：肺内结节，男，2岁，支原体感
染，肺功能示混合性气道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见多发结节征.

3 讨论

值[4]。HRCT良好的空间分辨力，可显示与大体病理

儿童BO通常为呼吸道感染后的一种较为严重

相一致的细微解剖结构，提高了对小气道病变的显

的并发症，临床治疗及预后差，病情容易翻覆，过去

示能力[5]。同时，HRCT的高空间分辨力可以清楚显

经常会误诊成儿童哮喘伴感染性病变[3]。BO病理上

示病变肺组织及小气道狭窄的准确位置及分布情

是由于纤维化组织或位于粘膜下的炎性肉芽组织导

况[6]，与肺功能各项检查指标及支气管镜活检等诸多

致直径3 mm以下细支气管或肺泡管完全或部分性狭

检查手段都具有良好的相关性。除上述优势外，

窄或闭塞，继发于各种原因导致的气道上皮损伤后

HRCT扫描本身具有相对无创性、特异性及高度敏感

再生和瘢痕的结果，常会合并大气道的扩张部分伴

性，不但能够大体描绘出马赛克样灌注及其空气潴

有狭窄、纤维化或肉芽组织增生。在医学界，儿童

留的程度和范围，还可将空气潴留量化，从而能够评

BO是相对较为少见的慢性阻塞性不可逆或部分可逆

估病变肺的功能状况。有文献报道，HRCT对肺内

性下呼吸道的疾病。

大、小气道的测量具有精确、直观及相对无创性，可

HRCT呼气末现像对显示小气道病变有重要价

以准确测量气道壁厚度及有效通气腔体积，从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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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测患儿的气道状况[7]。马赛克灌注是由于狭窄

BO发病部位、对其各种征象能更为直观显示，随着

和增殖性毛细支气管炎的病理改变所致，及由此产

HRCT在诊断小气道病变中敏感性的提高，使得早期

生的局部缺氧、血管痉挛导致血流减少形成的气体

诊断BO成为可能，从而能够为临床提供更为准确的

潴留征象，而气道完全或部分阻塞、或肺脏肺顺应性

诊断及预后评估标准。

降低是产生空气潴留的原因 。此征象一方面指密
[4]

度减低的肺组织中，肺血管管径变细及血管相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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