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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内周围型胆管细胞癌的螺旋 CT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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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螺旋 CT 在肝内周围型胆管细胞癌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本研究于 2020 年 5 月－2021
年 5 月期间选择我院收治的 22 例周围型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作为主要分析对象，患者均接受螺旋 CT 诊断，

收集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及影像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22 例患者接受螺旋 CT 扫描后，病灶的平扫结

果均表现为低密度，并且病灶内及其周围胆管存在扩张现象，其中胆管结石、动脉期增强扫描病灶边缘少

量增加、门静脉期中央网格样提高、延迟期增强的患者分别有 2 例、7 例、6 例、17 例，分别占比（9.09%）、

（31.82%）、（27.27%）、（77.27%）；密度与一般肝实质相比有增加趋势，且肝叶局限性萎缩的患者有

8 例，占比（36.36%）。结论 在对肝内周围型胆管细胞癌采用 CT 诊断时，其重要的征象有肝叶局限性萎

缩、病灶延迟期增强、病灶内胆管或病灶周围胆管扩张。其在病情的诊断中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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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spiral CT in the diagnosis of intrahepatic peripheral 
cholangiocarcinoma. Methods: From May 2020 to May 2021, 22 patients with peripheral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main analysis objects in this study. The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by spiral CT, and the clinical data and images of all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The data is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After 22 patients underwent spiral CT scan, the plain scan results of the lesions showed 
low density, and the bile ducts in and around the lesions were dilated. Among them, bile duct stones, arterial phase 
enhanced scan, the edge of the lesion increased slightly, and the central network of portal vein phase There were 2 
cases, 7 cases, 6 cases, and 17 cases of patients with improved pattern and delayed phase enhancement, respectively, 
accounting for (9.09%), (31.82%), (27.27%), (77.27%); density and normal liver There is an increasing trend 
compared to the real substance, and there are 8 patients with localized hepatic lobe atrophy, accounting for 36.36%. 
Conclusion: In the diagnosis of intrahepatic peripheral cholangiocarcinoma by CT, the important signs include 
localized atrophy of the liver lobe, enhancement of the delayed stage of the lesion, and dilatation of the bile duct in 
the lesion or around the lesion.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agnosis of the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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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临床中将二级胆管以内的末梢肝内小胆管中的

腺癌称为周围型胆管细胞癌（intrahepatic peripheral 

cholangiocarcinoma，IHPCC），若该病的病症不足

于 3cm，呈小病灶状态，则说明癌症的恶性程度较

低，此时患者的预后较高。该病发生后，扪及包块、

*通讯作者：蒋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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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腹部疼痛或其他不适是主要表现，有黄疸发生的

可能。无论是影像学表现，还是临床表现，均不典

型，所以该病的临床诊断具有一定的难度[1]。在临

床中采用 CT 诊断肝内周围型胆管细胞瘤，有一定

的特征性。所以，在胆管细胞癌无论是发现，还是

诊断，采用 CT 检查的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2]。为了

深入分析 CT 诊断的价值，本研究选择部分患者开

展研究，采用 CT 诊断的方法并分析相关征象，以

此为诊断的准确性及临床治疗效果的提高奠定良好

的基础。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中选择 2020年 5月－2021年 5月收治的肝

内周围型胆管细胞癌患者 22 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所有患者中男性和女性患者分别有 10 例、12 例，其

中最小年龄值和最大年龄值介于 36岁至 77 岁之间，

年龄平均数是 55.5 岁，男性和女性发病率相差无异，

通过临床诊断患者的临床表现包括：上腹部剧烈疼

痛、黄疸、腹部包括、恶性呕吐，分别有 12 例、8
例、3 例、2 例。所有的患者均肝内胆管均为扩张现

象，且符合肝内周围型胆管细胞癌特点，病灶为肝

内独立性且直径不足 3cm。 
纳入标准：纳入获取知情权了解研究目的后签

署同意书的患者，纳入无其他分泌系统疾病的患者。 
排除标准：排除临床资料不全的患者，排除不

愿参与研究的患者。 
本研究经过院方伦理委员会审批后实施。 
1.2 方法 
所有的患者均接受 CT 检查，选择西门子 64 层

螺旋 CT 扫描仪，采用平扫的方法及动态加强扫描

的方法对所有患者进行检查，在此过程中控制好电

压、电流及层厚，分别为 120KV、250mA-300mA、

5mm。对比剂采用高压注射器完成注射，其剂量和

注射速率分别为（300mg/mL）80ml 至 100mL、
3.0mL，开始动脉期扫描的时间为 25s，扫描门脉期

的时间为该时期 1min 时，扫描延迟期的时间为该时

期 3min 时。 
2 结果 
使用 CT 对所有患者平扫后，表现为低密度病

灶的患者共 22 例，扫描结果显示患者存在周围胆管

扩张和病灶内扩张，其中高密度结石发生于肝内胆

管的患者有 2 例，占比（9.09%）；左右病变和右叶

病变的患者分别有 17例和 5例，分别占 比（77.27%）、

（22.73%）。在动脉期扫描时周围加强的患者有 7
例，占比（31.82%）；门静脉期扫描时患者病灶内

表现为网格化强化的有 6 例，占比（27.27%）；延

迟期扫描时不同程度渐进性增强的患者有 17 例，占

比（77.27%），与正常肝实质相比，密度有一定的

提升，其病灶主要表现为低病灶且呈现为不规则形

条状；肝叶局限性萎缩的患者 8 例，占比（36.36%）。

观察腹膜后和肝门区情况，所有患者均未发生变大

现象，同时未发现门静脉瘤栓和腔静脉瘤栓。 
3 讨论 
3.1 临床表现及病因分析 
肝内周围型胆管细胞癌主要是发生在肝内胆管

上皮的恶性肿瘤，但不属于右肝管、左肝管以及总

胆管的细胞癌[3]。临床中该病并不多见，在肝脏原

发恶性肿瘤中占比较小，约有 3.2 左右，目前临床中

尚未对该病的发生机制进行明确。据相关研究表明，

此类患者中体内的血清华枝睾吸虫抗体有所增加的

约有 66%，所以此类研究认为该病发生的原因中血

清华枝睾吸虫抗体是主要原因之一。另外有许多专

家认为该病的发生还与患者长期受到炎症刺激及长

期患有肝内胆管结石有关。范围大、坚硬且直径处

于 6cm 至 20cm 之间，坏死但少有出血，卫星灶的

情况可能发生，以上均为肝内周围型胆管细胞癌的

病理特征，与临床中典型的肝细胞癌相比，后者有

大量出血、软化和中心坏死等情况。通过临床试验

可发现未分化或分化较差地腺癌，不仅会分泌黏液，

还会导致钙化的情况发生。 
3.2 CT 表现 
肝内周围型胆管细胞癌发生的主要位置是肝不

左叶，其中单发现象较为常见，主要表现为低密度

灶，且十分模糊，同时表现为不规则形态，且不存

在假包膜，肝内胆管出现扩张。在动脉期内采用增

强扫描方法，患者的病症边缘呈现出逐渐增强现象，

而门脉期扫描时蜂窝样在中心表现为强化，延时期

扫描病灶有增强现象，呈现出渐进性表现，强化程

度愈加明显[4]。 
本研究中管周浸润型患者共 6 例，患者胆管壁

出现增厚现象，其增厚特点为不均质，有官腔狭窄

的情况，且狭窄水平不等，胆管周围模糊，胆管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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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扩张现象，对患者增强扫描后蔓藤状强化表现

明显。 
本研究中管内生长型患者有 2 例，细节状和叶

状为患者的胆管形态，囊性扩张发生于胆管完全阻

塞后。肝内周围型胆管细胞癌发生于肝内胆管上，

若肿瘤入侵胆管内，那么阻塞和破坏程度明显，周

围胆管和病灶内胆管扩张情况发生，扩张行为以树

枝状或藤蔓状为主，其是肝内周围型胆管细胞癌采

用 CT 诊断的主要特征。 
在动脉期内进行增强扫描，病灶周边有强化现

象；在延迟期增强扫描病灶的特点为渐进性强化。

部分学者认为，对比剂的应用是导致延迟扫描出现

的主要原因，与正常肝脏肿瘤相比，延迟扫描较强。

在肝内周围型胆管细胞癌诊断中强化方式以慢进慢

出为主则是重要的诊断依据。靠近肝脏边缘肝被膜

部分受到肿瘤内纤维间质浸润生长牵拉包膜的影响

出现凹陷，这也是肝内周围型胆管细胞癌的特征之

一[5-10]。 
综上所述，患者接受 CT 平扫其病灶表现为低

密度肿块，且边界不清，胆管存在扩张现象，肝包

膜回缩征出现，而对患者进行动态增强扫描时，延

迟扫描出现强化现象，可作为诊断肝内周围型胆管

细胞癌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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