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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分析先天性支气管闭锁的CT表现，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和诊断水平。方法 选取11例经病理

燃床确诊的先天性支气管闭锁的CT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4例行CT平扫检查，7例同时行平扫及增强扫描。
结果11例先天性支气管闭锁中8例位于左侧，3例位于右侧；发生于段支气管5例，亚段6例。10例同时显示粘液栓和

周围肺气肿改变，1例仅显示粘液栓。7例增强后在粘液栓周围均可见细小伴行动脉。结论粘液栓、周围肺气肿及伴行

细小动脉是先天性支气管闭锁的典型cT表现，cT平扫及增强扫描可有效显示其征象，并正确诊断该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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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廿Ve 7I’0 ana|yze the cT findings of congenital bronchial atresia(cBA)in order to improve the diagnosis of

the disease． Methods CT data of 11 cases with CBA co血册ed by path0109)r and clinic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4 cases

unde刑ent plain CT scan and 7 cases undeⅢent plain粕d contrast enh粕ced CT scall．Reslllts 8 CBAs were in the left a11d 3 in

the right．The se伊nental bronchus was—fected in 5 cases and the subsegmental in 6 cases． (5 cases were in the segmental bron-

chus and 6 c鹊es in the subsegmental)． 10 cases demonstrated bmnchus mucoid impaction and peripheral emphysematous chan·

ges，1 case orIly showed bmnchus mucoid impaction．AU 7 CBAs underwent con协踞t-enhanced CT scan revealed small artery ac—

companying with bmnchus mucoid impaction． Conclusion The bmnchus mucoid impaction，surmunding emphysematous change

aIld small artery accompanying讷th bronchus mucoid impaction are the typical CT findings of CBA．The sigIls are weU visualized

on images埘tIl Plain CT and contrast-enhanced CT，pmviding accurate ir怕mation for diagllosis．

【Key啪rds】 congenital bmnchial a№sia；Thomcic；Tomogr印hy'x-ray computed

先天性支气管闭锁(congenital bronchial atresia，

CBA)是一种以段或亚段支气管先天性闭塞为主的

少见畸形，以往文献报道较少⋯，且多集中在支气

管闭锁所致的粘液栓及周围肺气肿的表现上。本文

通过分析11例cBA的cT表现，尤其是增强后的

cT表现，以发现更多有价值的征象。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06年lO月～2020年5月确诊的

cBAll例。其中男性4例，女性7例，年龄1～56

岁，平均年龄(37．9±15．9)岁。3例无呼吸道症状，

8例有咳嗽、喘息病史。4例经手术证实，3例经支

气管镜检查确诊，4例行CT检查后临床随诊半年以

作者简介：车延旭(198l一)，男，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本科学历，

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医学影像学诊断工作

1298

上无变化，最终确立诊断。

1．2检查方法

采用GE“ghtSpeed 1 6刳}及LightSpeed VCT 64

排螺旋CT，11例患者均行cT平扫检查，7例同时行

增强扫描检查，扫描范围自肺尖至肺底行容积螺旋

扫描。扫描参数：管电压120 kV，管电流250 mAs，

螺距1．375，初始重建层厚5 mm，层间隔5 mm；增

强扫描使用优维显(370 mgL／m1)，1．5 mL／kg体重，

采用高压注射器经肘静脉以3．5 mL／s注射速率团

注。扫描完成后行薄层后处理重建，重建层厚1．25

mm，层间距1．25 mm。将薄层容积数据传至

ADW4．4工作站，获得多平面重建(MPR)及最大密

度投影(MIP)图像。

1．3 CT图像分析

所有cT图像由2位高年资影像科诊断医师进

行评价，主要记录病变的部位、强化程度、周围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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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改变及邻近肺血管情况等，经讨论后达成共识。

2 结果

2．1 发病部位

8例CBA位于左侧，其中上叶尖后段4例，下叶

基底段2例，上叶前段及下叶背段各1例。3例

CBA位于右侧，其中上叶后段、中叶外侧段及下叶

基底段各1例。11例中发生于段支气管5例，亚段

6例。5例位于肺门旁，6例远离肺门。
2．2 CT表现

本组中1例(位于左肺上叶尖后段)仅显示粘

液栓(图lA，1B)，余10例均能显示支气管粘液栓

和周围肺气肿改变，支气管粘液栓在CT表现为结

节状、条状或分枝状结构(图1C，1D，2A，2B)，cT值

高低不同，增强后各期均无强化。周围肺气肿内血

管纹理减少、变细。7例增强后在粘液栓周围均可

见细小肺动脉与之伴行，MPR及MIP重组图像显示

尤为清晰(图2C，2D)。

3讨论

3．1病因与临床表现

cBA是一种少见的先天性支气管发育异常，由

图l 男，27岁，cBA。图1A cT横轴位肺窗显示左肺上叶尖后段高密度结节(t)，周围未见肺气肿；图1B横轴位纵膈窗显示左肺上叶结

节未见强化；图lc，lD增强后MPR图像显示病变呈长条状，未见强化(t) 图2女，27岁，cBA。图2A cT平扫肺窗显示左肺下叶指状

结构，周围伴肺气肿；图2B平扫纵隔窗显示病变呈大致等密度影；图2c增强后横轴位图像显示指状结构未见强化，其周围可见细小点状

动脉影(T)；图2D冠状位MIP图像显示粘液栓周围伴行细小动脉(t)

Ramsay等旧1于1953年首次报道。该病的发病机制

尚未明确。目前认为是在胚胎15周左右，由于支气

管局部血供中断，致使正在发育中的胚胎支气管芽

停止发育，局部形成闭锁。闭锁远端的支气管及肺

组织发育正常，但肺泡数量减少。闭锁肺组织虽不

能通过正常通路进行通气，但可以通过肺泡间的孔

氏(Kohn)孔、支气管与肺泡间的肺泡管(Lambert

管)及细支气管问小管(Manin管)等通道进行侧支

通气。由于呼气时侧支通气量比吸气时明显减少，

形成活瓣样结构，肺泡内过量气体潴留，形成肺气

肿。闭锁的支气管粘膜分泌正常，但不能正常排出，

因而形成粘液栓。

本病多见于年轻患者，多数无症状旧J，常因体

检或合并感染而被发现，肺功能检查多无异常。有

报道f41左肺上叶尖后段为CBA最常见的发病部位，

这可能是由于左肺上叶在胚胎时期发育不稳定所

致。本组中4例位于左肺上叶尖后段，占36．7％，

与文献报道相符。
3．2 CT表现

CBA的典型表现是支气管闭锁形成的粘液栓

及周围肺组织过度充气形成的肺气肿¨剖。Matsn—

shima等¨1报道CBA可不出现肺气肿改变，闭锁发

生于段支气管多有肺气肿表现，发生于亚段支气管

多无肺气肿。本组中1例仅显示粘液栓，未显示肺

气肿，考虑与该例位于肺外围处，闭锁支气管过于细

小有关。另外笔者观察到伴有肺气肿的粘液栓均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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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枝状，而1例未伴肺气肿的粘液栓呈条状，条状粘

液栓亦提示闭锁支气管为末梢支气管。粘液栓在

CT表现为：结节样、分枝状或指状结构，平扫时大部

呈水样密度，部分呈稍高密度。高密度形成的原因

与粘液过于粘稠、钙盐和金属离子的沉积及出血等

有关"J，增强扫描粘液栓无强化。

本组7例增强图像均于粘液栓周围见细小伴行

动脉，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1)CBA发

病机制目前认为是支气管局部血供中断所致，伴行

细小动脉应为血供中断后发育不良的肺动脉；2)支

气管闭锁后相应肺组织发育不良，周围肺气肿形成，

肺血需求减少，导致肺动脉细小。另外由于解剖上

支气管与肺动脉在肺内互相伴行，从另一个方面也

佐证了指状或分枝状结构应为支气管粘液栓。

3．3鉴别诊断

c印peliez等一1主张cBA全部需要手术治疗，但

大部分学者¨0。¨1认为除非合并感染，cBA多不需要

手术治疗，所以鉴别诊断尤为重要。cBA主要与肺

内型支气管囊肿、先天性大叶性肺气肿、过敏性支气

管曲霉菌病、肺癌继发支气管粘液嵌塞以及肺动静

脉瘘鉴别：1)肺内型支气管囊肿与支气管闭锁形成

的粘液囊肿在病理上是相同的，但支气管囊肿一般

呈类圆形，且周围无肺气肿改变；2)先天性大叶性

肺气肿，CT表现为支气管狭窄及周围肺气肿，无支

气管粘液栓；3)过敏性支气管曲霉菌病，多不局限

于一个肺段，且多有支气管扩张病史，症状多较明

显【l 2。”J，而CBA患者一般无症状；4)肺癌继发支气

管粘液嵌塞，CT平扫不易鉴别，增强扫描后在粘液

栓近肺门侧可见强化的肿瘤组织，而CBA无强化；

5)肺动静脉瘘，病变周围肺组织一般无气肿，且增

强后可见畸形血管，不难鉴别。

综上所述，支气管粘液栓和周围肺气肿改变是

CBA的典型表现，增强扫描粘液栓周围伴行的细小

动脉是CBA的另一个重要征象。MScT尤其是增强

后的CT重建图像可有效显示其征象并正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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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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