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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囊尾蚴病患者治疗后脑 CT 影像学特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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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 目的

探讨脑囊尾蚴病患者抗囊尾蚴治疗期间脑 CT 影像变化。方法
方法

选择 2010 年 5 月至 2015 年 5 月在山东

省医学科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就诊的 380 例脑囊尾蚴病住院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临床给予 3 阶段阿苯达唑、吡喹酮抗囊尾

蚴化疗，治疗前后均行头颅 CT 扫描，其中 210 例行增强扫描，对治疗不同阶段患者脑 CT 影像学资料进行分析。结果
结果

脑

囊尾蚴病患者治疗前 CT 影像显示有单个或多个小囊状低密度，囊内可见小结节状高密度头节影，伴周围水肿；治疗后脑

CT 复查显示 81.58%（310/380）的脑囊尾蚴病患者低密度灶完全吸收，16.32%（62/380）病灶大部分吸收，2.11%（8/380）
CT 影像显示为钙化灶。患者一般于服用抗囊尾蚴药物 2～3 d 后出现杀虫反应；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抗囊尾蚴药物反

应逐渐减轻，在第 3 阶段治疗后大多数患者病灶吸收或钙化。结论
结论

CT 检查可明确脑囊尾蚴病病变部位、范围，并可对

脑囊尾蚴病进行分型，
还能根据抗囊尾蚴治疗期间影像学变化评价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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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of brain CT imaging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cysticercosis during the peri⁃

od of anti⁃cysticercus chemotherapy. Methods

A total of 380 inpatients that were conformed to the practical diagnostic criteria

of cerebral cysticercosi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in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ndong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from May 2010 to May 2015. All the patients were given anti⁃cysticercus chemotherapy（albendazole and praziquantel）. All the

patients received brain CT scan，and of which 210 received enhanced scan. The data of CT imaging were systematically re⁃
viewed. Results

Before the treatment，the CT images of the patients showed single or multiple small cystic（s）with low density

and small nodule⁃like cephalomere with high density. The re⁃examinations of CT showed that there were 81.58%（310/380）of

the patients whose low density foci were completely absorbed，there were 16.32%（62/380）of the patients whose foci were most⁃
ly absorbed，and there were 2.11%（8/380）of the patients whose foci were calcified. Along with the prolongation of treatment

time，the side effects were gradually reduced，and in the third course of treatment，the foci were absorbed or calcified in most of
the patients. Conclusion

CT examination can diagnose the lesion site，range and classification of cerebral cysticercosis，and

can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he therapy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of CT imag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cysticercus chem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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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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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囊尾蚴病（Cerebral cysticercosis）是由于猪囊

染后，致残率与死亡率均较高，且难与其他颅内疾病

尾蚴寄生在人体大脑内所引起的一种常见寄生虫感

鉴别，易误诊误治，危害严重［2］。根据囊尾蚴寄生部

染性疾病［1］。该病多散发，呈隐性感染，人体一旦感

位的不同，该病分为脑实质型、蛛网膜型、脊髓型、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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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型 、混 合 型［3］。 我 国 人 群 猪 带 绦 虫 感 染 率 为
0.14% ～ 3.20% ，全国有囊尾蚴病患者约 300 万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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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灶多无强化或不规则强化；④ 钙化型（Ⅳ型）：显示

为 脑 内 单 个 或 多 发 点 状 钙 化 灶 ，增 强 扫 描 无 强

中约 80% 为脑囊尾蚴病患者；脑囊尾蚴病以男性青壮

化 ；⑤ 混合型（Ⅴ型）：为上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类型

率达 25%～35%

2.1.3

年发病为多，患者平均年龄在 35 岁左右，误诊、误治
。由于囊尾蚴感染部位、虫数多

［4］

少、病程分期不同及个体差异，导致脑囊尾蚴病患者
临床症状可能不同。该病活动期多有头痛、头晕、恶
心、呕吐，严重者伴有癫痫、智力障碍和视力损害。囊

尾蚴病诊断困难，传统诊断多依靠活体镜检以及 CT

同时存在，
多有第四脑室扩大。

抗囊尾蚴治疗后复查 CT 影像特征分析

经抗

囊尾蚴治疗后复查 CT（平扫或增强）影像特征，可分
为 A~D 4 组。A 组：影像示脑部原发病灶全部吸收；B

组：影像示治疗后仍有 1～2 个或多个点状钙化灶出
现；C 组：影像表现为多个不均匀点片状高密度影，可

和 MRI 等影像学检查 。抗囊尾蚴治疗有中药治疗、

有脑水肿或囊状影；D 组：脑室扩大，脑实质内有多个

苯达唑是抗囊尾蚴治疗的主要药物，两种药物联合应

2.2

［5］

西药治疗以及中西医结合治疗等方法。吡喹酮和阿

用可提高疗效 ，但鲜有关于这两种药物治疗脑囊尾
［6］

蚴病前后的影像学资料比较的报道。本研究拟探讨
脑囊尾蚴病患者经吡喹酮、阿苯达唑剂量递增法抗囊
尾蚴治疗不同疗程期间的脑 CT 影像变化规律，以期

评价不同治疗阶段抗囊尾蚴药物的治疗效果，提高脑
囊尾蚴病诊断率，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抗囊尾蚴治疗

研究对象均采用吡喹酮、阿苯

达唑剂量递增法进行抗囊尾蚴治疗。具体方法为：

① 第 1 疗程（第 1 阶段）：先服阿苯达唑 20 mg/（kg·d），

连服 12 d，再服吡喹酮 30 mg/（kg·d），连服 12 d；② 第

2 疗程（第 2 阶段）：服吡喹酮 30 mg/（kg·d），连服 15 d。

③ 第 3 疗 程 至 第 5 疗 程（第 3 阶 段）：服 吡 喹 酮 50

mg/（kg·d），每个疗程连服 15 d，各疗程间隔 2～3 个

月。上述患者在进行抗囊尾蚴治疗的同时，针对病情

对象与方法
1

散发点状钙化影［9］。

进行常规对症处理。患者在第 1、2、3 阶段治疗前后

研究对象

选择 2010 年 5 月至 2015 年 5 月山东省医学科学

院第三附属医院收治的 380 例脑囊尾蚴病住院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经囊尾蚴病确诊后进行抗
囊尾蚴治疗［7］，排除其他原因造成的脑损害和治疗中

均按同样的方法复查脑 CT。

2.3

抗囊尾蚴治疗药物反应程度判断

蚴治疗期间药物反应程度分 3 型

患者抗囊尾

。① 重型：出现高

［10］

颅内压体征，如头痛、头晕，视力模糊不清，多伴有高

热及皮疹，可伴癫痫大发作发生；② 轻型：颅内高压

出现脑部症状和体征者。

症状不典型，如头痛、头晕，多不伴有恶心、呕吐，可有

2

低热，癫痫小发作（如肢体局限性抽搐或肢体麻木）；

2.1

研究方法

2.1.1

CT 检查

检查方法

CT 扫描采用 TOSHIBA Activion16

螺旋 CT 机。基线为眶耳线，层厚及层间距为 5 mm，

病灶区加扫层厚 2 mm。所有患者均采用平扫加增强

相结合的方法扫描。造影剂选用碘海醇（非离子型），

用法为：成人每次用 80～100 mL，最大量不超过 100

③ 无反应型：
未出现明显药物反应。
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16.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

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比较采用 χ 2 检验，

结

果

mL，流速为 2.5～3.0 mL/s，用高压注射器静脉一次性

1 一般情况

病灶部位、形态、数目、继发征象等。

例；发病年龄 8～72 岁，其中< 20 岁 20 例，20～40 岁

注射后快速扫描，必要时加延时扫描，观察图像中的
2.1.2

抗囊尾蚴治疗前 CT 影像特征分析

脑囊尾蚴

病患者治疗前 CT 影像学特征分为以下 5 型 。① 囊
［8］

尾蚴性小脓肿型（Ⅰ型）：影像上表现为单个小囊状低

密度影，增强后呈环状强化，病灶周围多有低密度水

380 例脑囊尾蚴病患者中，男性 253 例，女性 127

312 例，＞ 40～60 岁 26 例，＞60 岁 22 例，以青年人发

病居多；病程 10～30 年，< 1 年 342 例，1～2 年 22 例，

2～3 年 12 例，＞3 年 4 例；职业以农民为主（298 例，占

78.42%），工人、学生等其他人员 82 例（占 21.58%）；有

肿；② 多发小囊型（Ⅱ型）：表现为多个类圆形低密度

食米猪肉史者 12 例（占 3.16%），出现排绦虫节片史者

肿（图 1a）；③ 炎症型（III 型）：为脑髓质区不规则片状

2 CT 影像学表现

灶，典型囊泡内见小结节状高密度头节影，伴周围水
低密度影，伴有第四脑室压迫，脑沟回变窄，增强扫描

32 例（占 8.42%）。

2.1

脑囊尾蚴病患者治疗前 CT 影像学表现

380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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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囊尾蚴病患者行 CT 检查，示Ⅰ型患者 70 例，影像

低于第 2、3 阶段（P 均＜0.05）。同一类型脑囊尾蚴病

边缘清楚，多可见高密度囊虫头节，大小约 1.5～5 mm

0.05）；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临床治疗效果呈良好趋

学表现为脑实质内圆形低密度灶，大小为 3～12 mm，

（图 1⁃1a）；Ⅱ型患者 130 例，影像学显示病灶多发，大
小约 4～10 mm，小圆形或卵圆形，边界清楚，囊泡内

患者不同阶段治疗效果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

势。Ⅴ型较 I 型治疗效果差（P＜0.05）（表 1）。

可见致密头节影（图 1⁃2a），增强后多无强化，周围可

有水肿区（图 1⁃3a、1⁃4a）；III 型患者 131 例，表现为低

密度影，呈圆形、卵圆形，多可造成脑脊液循环障碍，
脑室局部不对称扩大，脑沟回减小或消失，基本看不

到头节；
Ⅳ型患者21例，
表现为多发点状高密度钙化灶，

增强后无强化；
Ⅴ型患者28例，
多有2种以上类型并存。

2.2

脑囊尾蚴病患者治疗后 CT 影像学表现

Ⅰ型

脑囊尾蚴病患者经 2～3 疗程抗囊尾蚴治疗后基本痊
愈，病灶吸收（图 1⁃3b）；Ⅱ型患者中有 118 例病灶完

全吸收，其余患者脑内存有 1～2 个或多个钙化点

（图 1⁃1b）；III 型和Ⅴ型患者病灶吸收稍差，经 3 个疗

程治疗后约有 20% 患者存在囊状低密度影（图 1⁃2b）；

大部分Ⅳ型患者治疗后仍有钙化灶（图 1⁃4b）。综上

所述，81.58%（310/380）的脑囊尾蚴病患者低密度灶
完全吸收，16.32%（62/380）病灶大部分吸收，2.11%

（8/380）CT 影像显示为钙化灶。
2.3

分析

脑囊尾蚴病患者治疗不同阶段脑 CT 影像特征

5 型脑囊尾蚴病患者第 1 阶段治疗效果均明显

Table
Ta
ble 1

注：1a、1b 治疗后病灶完全钙化；
2a、2b 治疗后右顶叶病灶明显
缩小、吸收；3a、3b 治疗后右额叶病灶缩小，左枕叶低密度水
肿消失；
4a、4b 治疗后水肿完全消失，
病灶钙化
Note：1a and 1b Lesions completely calcifies after treatment；2a
and 2b Parietal lobe lesions significantly reduce and absorb after
treatment；3a and 3b Right frontal lobe lesions shrink，and the
left occipital low density edema disappears after treatment；4a
and 4b Edema completely disappears and lesions calcify after
treatment
图 1 脑囊尾蚴病患者抗囊治疗前后 CT 影像学表现
Fig.
Fi
g. 1 Im
Imaging
aging manifestations of CT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cysticercosis after anti⁃cystic treatment
treatment

表 1 脑囊尾蚴病患者抗囊尾蚴治疗不同阶段脑 CT 影像学特征比较
Comparison
Co
mparison of brain CT feature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anti⁃cystic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cysticercosis
cysticer cosis

治疗前
CT 影像学分型

例

CT imaging

No.

Classification of

cases

I

Second stage

Third stage

χ2 值

P值

χ value P value
2

B

C

D

A

B

C

D

A

B

C

D

70

22

4

0

0

36

5

0

0

1

1

0

1

24.23

0.001

131

8

12

2

0

22

18

5

2

32

18

10

2

13.22

0.040

1

3

2

130

Ⅳ

21

Ⅴ

第 3 阶段

A

Ⅱ
III

第 2 阶段

First stage

数

manifestations

before treatment

第 1 阶段

28

18

12

0

0

0

3

2
5
3

0
1
1

28

17

0

5

1

5

5
3
4

0

38

2

2

2

6

1

4
1

0
1
2

8.79

20.61

9.26

0.067
0.002
0.160

注：A 原发病灶吸收；
B 治疗后有 1～2 个或多个点状钙化灶；
C 多个不均匀点片状高密度影；
D 有多个散发点状钙化影
Notes：A Primary lesions were absorbed；B 1-2 or more punctate calcifications after treatment；C Multiple non⁃uniform flaky high⁃density
shadows；D Multiple scattered punctate calcifications

3

抗囊尾蚴治疗前后药物反应程度
患者一般于服用抗囊尾蚴药物 2～3 d 后出现杀

虫反应（表 2）。对 5 型囊尾蚴病患者各疗程的杀虫反

应情况进行统计学分析发现，Ⅴ型反应强于前 4 型，

第一阶段反应较重；随着治疗的进展，第 3 阶段药物

反应程度较前减轻，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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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脑囊尾蚴病患者抗囊尾蚴治疗前后药物反应情况比较
Comparison
Co
mparison of drug response before and after anti⁃cystic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cysticercosis

治疗前
CT 影像学分型
Classification of CT imaging
manifestations before treatment
I

无
No

70

45

25

131

42

69

Ⅱ

130

Ⅳ

21

III

28

Ⅴ

讨

72
10
5

重
轻
Light Serious

无
No

0

58

20

82

38

20

5

6

5

第 3 阶段
Third stage

第 2 阶段
Second stage

第 1 阶段
First stage

例
数
No.
cases

15

重
轻
Light Serious
2

0

44

5

92

36

16

5

20

论

囊尾蚴病是一种常见的人畜共患疾病，患者常因
误食含有猪囊尾蚴的食物而感染［11］。猪带绦虫成虫

在人体存活时间较长，最长可达 20 年以上，其不断吸

取人体营养。人猪囊尾蚴感染多发生于脑、皮下、肺

部、肌肉和眼部。囊尾蚴寄生于脑部引起脑囊尾蚴
病，该病临床症状复杂多样，潜伏期多较长［12］。
脑囊尾蚴病患者可有血清嗜酸性粒细胞增多，但
实验室血液常规检查多无特异性。ELISA 法、免疫印
记法可检测囊尾蚴特异性抗体或抗原，但其仅能诊断
有囊尾蚴感染可能性，感染部位无法确定。由于寄生
在人体内的囊尾蚴有不同的生长周期，且囊尾蚴在脑

4

无
No
1

重
轻
Light Serious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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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多不进入周围脑组织［15］。

本研究发现，380 例临床确诊脑囊尾蚴病患者采

用吡喹酮、阿苯达唑剂量递增法进行抗囊尾蚴治疗，
治疗的同时，针对病情进行常规对症处理。每疗程间

隔 2～3 个月。Ⅰ型患者经第 1、2 阶段治疗后，其临床

症状基本消失且药物反应在第 1 阶段治疗后减轻，其

余 4 型多在第 3 阶段治疗后药物反应减轻。

CT 检查脑囊虫病可直观地显示囊尾蚴在脑内寄

生的部位、数量，还可准确反映临床治疗情况。本文

结果显示，经过 2 个疗程治疗后，大多数Ⅰ型脑囊尾

蚴病患者病灶完全吸收，出现钙化者较少（1 例），Ⅱ、

Ⅲ型患者病灶吸收率分别为 36.92% 和 22.90%，多需

进行第 3 阶段化疗；Ⅳ、Ⅴ型患者前 2 个疗程均无囊尾

内各个部位均可分布，临床行 CT 检查则可判定囊尾

蚴病灶吸收，可能与囊包外囊厚、抗囊尾蚴药物短时

型，还可分辨是低密度的新发病变还是高密度的陈旧

关，多需开展 3 个疗程以上的系统治疗。研究表明，

蚴在脑内寄生位置、感染程度及囊尾蚴不同分期及分

间内未能将囊尾蚴杀死，且周围纤维组织吸收困难有

钙化灶。在药物治疗的不同阶段，可通过 CT 检查动

感染人体 1 年的猪囊尾蚴纤维外囊平均厚度为感染

效果。故影像学检查对脑囊尾蚴病的诊断和治疗具

与囊尾蚴生存状态、患者发病与就诊时间、机体免疫

态观察脑组织病变在治疗过程中的变化以评估治疗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状态等有关。囊尾蚴病患者在抗囊尾蚴化疗中多有

因囊尾蚴发育阶段、感染数量不同及个体差异等
原因，脑囊尾蚴病影像学特征不一。研究表明，六钩
蚴进入人脑后可逐渐发育为成熟的囊尾蚴，囊尾蚴寄

生于脑神经组织，约 50% 的患者寄生数目为 6 个以

上

近 5 个月的 2 倍多［16］。抗囊尾蚴治疗中，囊尾蚴钙化

。囊尾蚴进入人体后，随着囊尾蚴数量的增加及

［13］

不同程度药物反应，临床称杀虫反应。据统计，在第

1 疗程出现的杀虫反应程度较重，且人数多；随着治

疗的进一步开展，第 2～3 疗程出现杀虫反应的患者

逐渐减少，且反应程度较之前轻，可能与免疫耐受有
关。在吡喹酮、阿苯达唑治疗过程中，Ⅱ、Ⅲ型较其他

机体免疫状态逐渐低下等而引起不同的感染类型。

型患者反应重，可能与患者脑内囊尾蚴较多，短时间

该病早期，大量囊尾蚴进入血液，临床多有高热、颅内

内被杀死后，异体蛋白和代谢产物等坏死物质释放大

压增高等症状，少数伴有神经精神症状，如意识不清、

量外来抗原［17］，引起机体产生变态反应，加重脑水肿

昏睡等，此期 CT 影像检查无特异性改变，应与其他颅

有关。这时应给予对症处理，
降低药物反应程度。

出现以纤维组织增生、蛋白渗出和胶原化为主的病理

者脑 CT 表现为病灶逐步吸收或钙化，其中Ⅰ型囊尾

脑疾病如脑炎加以鉴别

。存活期囊尾蚴引起机体

［14］

改变，囊壁组织完整，大多无坏死性改变，囊内异体蛋

本研究表明，抗囊尾蚴治疗后多数脑囊尾蚴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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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巩固与提升已有的血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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蚴病患者经 2 个疗程治疗后大多痊愈，其他 4 型患者

则均需 3 个疗程治疗甚至更久。同一类型脑囊尾蚴
病患者不同阶段治疗效果差异显著，随着时间的推

移，治疗效果越来越好。因此，建议在抗脑囊尾蚴治
疗时一定要足量、规律、全程，
否则会影响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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