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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胃静脉引流所致肝岛的影像学分析
张凌云，杨署，王福强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影像医学科，呼和浩特 010017）
摘要：目的：分析由异常胃静脉引流所致肝岛影像学特征及其形成相关机制。方法：回顾性分
析 15 例异常胃静脉引流所致肝岛的影像学特征。结果：15 例肝岛均境界清晰，异常胃静脉直径
为 1.5～6 mm。14 例由胃右静脉引流，其中 3 例肝岛位于Ⅰ段，4 例位于 Ⅲ 段，6 例位于 Ⅳ 段
背侧，1 例位于左半肝；1 例胃左静脉引流，肝岛位于 Ⅲ 段。15 例中，11 例呈肿块样外观（5
例类圆形，6 例楔状）
；2 例位于Ⅰ段者与尾状叶形态几乎一致，且同时伴有尾状叶不同程度肥
大；1 例占据左半肝；1 例沿引流静脉呈不规则“爪形”改变。结论：肝岛形成与异常胃静脉引
流相关，充分掌握其影像学特征，即可作出正确诊断。
关键词：胃静脉变异；体层摄影术；X 线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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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是唯一具有独特双重血供的器官，即入肝血流：肝动脉与门静脉。除此之外，肝
脏的一小部分区域（尤其肝被膜下）单独由已知的另一个静脉系统、非门脉的内脏或体静
脉供应，即第 3 方血供

[1-2]

。肝脏这种错综复杂的血流动力学导致肝脏局部代谢非一致性改

变，并形成一些假肿瘤性改变。肝岛为弥漫脂肪肝背景下残存的正常肝组织，有时类似于
肝癌、血管瘤、转移瘤等病变外观，可能发生误诊。
螺旋 CT 双期增强扫描已广泛应用于肝脏病变的诊断，在免于介入有创检查的同时，不
仅明显提高了肝脏微小病变的检出率（如动脉期对富肝动脉供血小肝癌的检出；门脉期对
乏门脉血供微小转移瘤的显示）
，而且，也为放射科医师寻找病变细节以及进行肝脏精细解
剖学研究方面提供了很大帮助。这也使得显示肝脏第 3 方血供的供血血管成为可能。
本文旨在分析 15 例由异常胃静脉引流（包括异常走行的胃右静脉及胃左静脉）所形成
的假肿瘤样改变-肝岛的影像学特征及其相关形成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搜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影像科，CT 增强提示弥
漫脂肪肝低密度背景下伴有局灶性稍高密度影表现者 15 例，所有病例经临床证实为肝岛。
纳入标准：① 经临床随访至少 6 个月无变化，② 肿瘤标志物甲胎蛋白（AFP）定量 < 25 mg/L，
收稿日期：2020-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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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无原发肿瘤病史，③ 综合 MRI、超声、CT 等影像资料等支持肝岛诊断（无肿瘤占位效应，
无推挤或侵犯周围结构；其内部显示走行正常血管分支；增强各期肝岛与周围脂肪变性肝
组织 CT 差值变化不大等）
，④ 有来自胃静脉直接进入肝岛内部并分支。15 例中，男性 9 例，
女性 6 例，年龄 26～57 岁，平均 44 岁。对 15 例肝岛增强 CT 影像特征分析，包括对引流
静脉的描述（胃静脉的类型及走行、管径粗细、出现的时相）
，肝岛的影像特征描述（位置、
大小、形态、边缘）
。

1.2 检查方法
CT 检查使用东芝 Aquilion ONE 320 排 CT，使用腹部自动触发扫描技术。感兴趣区（ROI）
选在腹主动脉层面，监测层扫描电压设为 120 kV，电流设为 50 mA。在注射药物 15 s 后开始
监测扫描，监测间隔为每 2 s 一次，ROI 监测 CT 阈值为 150 HU，然后延时 8 s 开始动脉期扫
描。在动脉期扫描结束后，门静脉延时 26 s 后开始扫描，延迟期在门静期扫描结束后 120 s
开始扫描。
三期扫描条件为：电压 120 kV，电流为自动毫安电流，转速 0.35 s，扫描层厚 5.0 mm，
螺距 0.8，DFOV 40 cm，采用体部（body）标准（Std）重建算法。然后重建层厚 1.0 mm 的
薄层图像。
造影剂选用优维显 300，注射速度 3.0～3.5 mL/s，造影剂用量视患者体重情况而异，
总量在 50～80 mL。
表 1 15 例异常胃静脉引流情况及其相应肝岛影像特征
Table 1 15 cases of abnormal gastric venous drainage and corresponding focal
sparing imaging features
编号

引流静脉

直径/mm

显示期相

肝岛位置

1

胃右

3.0

门脉期

Ⅰ

2

胃左

6.0

动脉期

3

胃右

2.5

4

胃右

5

形态

边界

范围/mm

类圆形

清

33 ×32 ×34

Ⅲ

沿血管走行
分支样外观

清

29 ×24 ×26

门脉期

Ⅳ

楔形

清

38 ×30 ×27

2.6

门脉期

Ⅳ

楔形

清

33 ×31 ×26

胃右

2.5

门脉期

Ⅳ

楔形

清

30 ×26 ×30

6

胃右

3.0

门脉期

Ⅲ

楔形

清

31 ×31 ×26

7

胃右

3.3

动脉期

Ⅲ

楔形

清

38 ×33 ×22

8

胃右

2.6

门脉期

Ⅳ

类圆形

清

40 ×37 ×32

9

胃右

3.5

门脉期

Ⅳ

楔形

清

32 ×32 ×27

10

胃右

6.0

门脉期

肝左叶

左半肝

清

左半肝

11

胃右

4.5

门脉期

Ⅲ

类圆形

清

36 ×36×30

12

胃右

5.0

门脉期

Ⅲ

类圆形

清

38 ×37 ×37

13

胃右

2.5

门脉期

Ⅳ

类圆形

清

28 ×24 ×26

14

胃右

1.5

门脉期

Ⅰ

类似尾叶

清

35 ×41 ×40

15

胃右

6.0

门脉期

Ⅰ

类似尾叶

清

58 ×40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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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15 例肝岛均境界清晰，至少一面边界为肝脏的边缘本身，且为其相应引流胃静脉入肝
处（图 1）
，其异常引流胃静脉直径为 1.5～6 mm。15 例中除 2 例异常引流胃静脉在动脉期
清楚显示（图 2），余均在门脉期显影最佳。14 例由胃右静脉引流，其中 6 例肝岛位于
Ⅳ 段（Couinaud 8 段划分法）背侧（图 1 和图 3），4 例位于 Ⅲ 段（图 2，图 4 和图 5），
3 例位于Ⅰ段（图 6），1 例占据左半肝；1 例胃左静脉引流，肝岛位于 Ⅲ 段（图 2）。15
例中，11 例呈肿块样外观（5 例类圆形，6 例楔状），2 例位于Ⅰ段者几乎与尾状叶形态
一致，且同时伴有尾状叶不同程度肥大，肥大的尾叶内显示一条增粗的引流静脉直接汇
入下腔静脉（图 6（a）和图 6（b））；1 例显示左半肝形态；1 例沿引流静脉呈不规则“爪
形”改变（表 1）。

（a）
（b）
（c）
注：
（a）患者 5 月前 CT 增强图像，同一部位未显示肝岛，但可见异常引流胃右静脉（黑箭），
（b）和（c）图显示门脉期肝Ⅳ 段楔形肿块样肝岛，连续层面示异常引流的胃右静脉（空心箭）
。

图1

47 岁女性卵巢癌患者

Fig.1 47-yeara-old female patient with ovarian cancer

图 2 肝 Ⅲ 段肝岛由异常引流胃左静脉（黑箭）所致

图3

Fig.2 Shows hepatic segment Ⅲ focal sparing
caused by abnormal drainage of the left
gastric vein (black arrow)

Fig.3

肝 Ⅳ 段肝岛由异常胃右静脉引流所致
Hepatic segment Ⅳ focal sparing
is caused by abnormal right gastric
venous drainage

3 讨论
3.1 肝脏第 3 方血流及异常引流胃静脉
[3]

众所周知，肝脏门脉供血最多，约占 75％～80％，肝动脉供血仅占约 20％～25％ 。除此
之外，肝脏一小部分区域由第 3 方血流供血，该系统主要包括 3 部分：① 胆囊静脉丛，包
[4]
[5-7]
括两组，主要引流胆囊周围肝实质。② 胆管静脉丛 。③ 腹壁-附脐静脉丛 。其中，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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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静脉丛位于肝十二指肠韧带内、门静脉主干前方，由胆囊静脉丛第 2 组、胰十二指肠静
[8]
脉、胃右静脉（幽门静脉）三组静脉组成 。胃右静脉形成该静脉网的内侧部分。

图 4 肝 Ⅲ 段类圆形肝岛由异常胃右静脉引流所致
Fig.4 Hepatic segment Ⅲ like circular focal
sparing is caused by abnormal right
gastric venous drainage

图 5 肝 Ⅲ 段肿块样肝岛由异常胃右静脉引流所致
Fig.5

Liver segment Ⅲ lump-like focal
sparing is caused by abnormal right
gastric venous drainage

（a）横轴位

图 6

（b）冠状位

肝Ⅰ段肿块样肝岛由异常胃右静脉引流所致（黑箭），其内另见增粗的尾叶静脉（空心
箭）直接汇入下腔静脉

Fig.6 The lump-like focal sparing of segment Ⅰ is caused by abnormal right gastric
vein drainage (black arrow), in which enlarged cauda vein (hollow arrow) is seen
directly into the inferior vena cava

正常情况下，胃右静脉、胃左静脉同属于门静脉属支，胃右静脉与胃右动脉伴行，右
行直接注入肝门静脉，注入前接受幽门前静脉，主要引流胃小弯下部的静脉血。胃左静脉
（冠状静脉）
，沿胃小弯与同名动脉伴行，在贲门处接受食管静脉丛的食管支血流，右行直
[6-8]

接或经过脾静脉注入肝门静脉，引流食管下端、胃底、贲门区及胃小弯近侧大部分血液

。

[9]

当胃静脉变异而直接注入肝实质时，称之为异常引流胃静脉 。
本组病例在 CT 增强时全部清晰显示异常引流胃静脉，除 1 例为胃左静脉外，其余全部
为胃右静脉异常引流。其中 2 例于动脉期、13 例于门脉期显示沿胃小弯侧走行的静脉丛逐
步汇合最终直接进入肝门周围肝实质内并分支。本组病例 CT 增强所显示的异常引流胃静脉
与门静脉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portal vein angiography，CTAP）及数字减影血管
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结果完全一致。异常胃静脉最小直径为
1.5 mm，部分静脉较粗时，在 CT 平扫时即可观察到条索样软组织密度影进入特定区域的肝
实质内。同时，本组病例还详细记录了每一例异常引流胃静脉及与之相对应肝岛的范围，但由
于样本量小，尚不能证明引流静脉粗细与所致肝岛大小具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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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异常胃静脉引流所致肝岛的发生机理及影像学特征
[1,10-12]

异常胃静脉引流所致肝岛的机理大多为两种假设：静脉理论和胰岛素理论
。① 通
过肠系膜上静脉引流门静脉包含丰富的营养，包括脂肪，而缺乏或减少门脉引流部分可能
导致较少的脂肪变性。② 胃静脉内含有较少胰岛素，较少引起肝细胞脂肪变性。有文献报
[1]
道腹腔内注射胰岛素致脂肪肝发生的病例 。而异常引流胃静脉的不同属支则形成不同部位
的肝岛。
国内外诸多文献报道，异常胃右静脉引流与肝脏Ⅳ段背侧肝岛形成具有密切相关性。
[13]
Matsui 等 通过对 22 例肝岛的 CTAP 及 DSA 研究发现，18 例肝岛位于肝脏 Ⅳ 段，其中 17
例由胃右静脉引流，1 例通过胃左静脉引流，表明异常胃右静脉引流与 Ⅳ 段肝岛形成存
[14]
在极大的相关性。Gabata 等 报道 1 例应用超声诊断胃右静脉异常引流所致Ⅳ段肝岛。张
[5]
[15]
翔等 也认为胃右静脉引流是导致 Ⅳ 段肝岛形成的重要原因。Terayama 等 则报道胃左
静脉异常汇入导致Ⅱ段肝岛形成。因此笔者的体会是，异常引流胃静脉的不同属支可以
导致相应特定区域的肝岛形成，反之也可以通过发生在这些特定区域的的肝岛来推测异
常引流胃静脉相应的属支。本组 15 例中，14 例肝岛由异常胃右静脉引流所致，其中位
于 Ⅳ 段者（6 例）占首位，与文献报道相符。
也有学者提出肝岛的形成与胚胎发育相关。胆管静脉丛是独立于肝门静脉，与胆管和
肝动脉一起发育，这 3 种结构位于血管胆道鞘内，在门脉分布建立后，进入肝内。肝脏Ⅰ
[1,5,8,16]
和 Ⅳ 段发育相对较晚，一些血管便直接供应肝脏左叶、尾叶的下部表面
。因而异常
胃静脉引流往往导致Ⅰ和 Ⅳ 段肝岛形成。本组Ⅰ和 Ⅳ 段肝岛 9 例，占 60％，与文献所述
基本一致。另外本组异常胃静脉引流所致肝岛位于 Ⅲ 段者约占 33％，高于文献报道，笔者
考虑和本组样本量偏小有关。
典型肝岛具有一定的影像特征，通常表现为位于胆囊周围、肝被膜下或肝实质内不规
[17-20]
则、片状、条状、地图样等无固定形态、边界不清的相对高密度区
。本组 15 例中，除
1 例位于左半肝者，与左半肝形态基本一致外，其余肝岛均表现为边界清晰的、相对于周围
脂肪变性的肝实质背景的高密度影，其前后、左右、上下径大多 ≥ 3 cm，且各径线大小相差
不大，表现为类圆形、楔形的假肿块样外观，其中 2 例几乎占据尾叶并伴有尾叶不同程度
的肥大、变形，其内可见一条增粗的单独引流入下腔静脉的血管，笔者分析该尾叶肥大可
能与异常引流血管有关。
本组 15 例肝岛边缘均清晰、锐利，且肝岛的边界至少一面为肝脏的边缘，即至少一面
位于肝被膜下。笔者分析这可能与来源于门脉以外的异常胃静脉引流有关，而该面即为异
常胃静脉引流入肝之处。由于该区域的引流静脉相对独立，与肝内门脉分支交通较少，因
而与其他大部分肝实质的血供不同。由于肝岛区域独特的血流动力学改变，经过一段时间
的代谢变化，而表现出边缘相对清晰的异常密度区。
值得指出的是，随访动态观察，肝岛具有从无到有或从有到无的特点。本组 1 例卵巢
癌患者术后化疗前 CT 检查未显示脂肪肝及肝岛征象，行多次化疗后 5 月余复查 CT，显示弥
漫性脂肪肝，肝脏Ⅳ段肝岛形成，呈类圆形肿块样高密度影，增强扫描显示异常胃右静脉
[21]
引流征象。Yoshimitsu 等 对一组胃癌患者术后肝脏 Ⅳ 段发生脂肪变性者 276 例进行回顾
[21]
性分析，认为其与异常引流胆管静脉丛分支有关。本例与文献 报道病例虽然都有异常引
流静脉，但由于异常静脉不同，导致肝脏 Ⅳ 段以外的肝组织发生脂肪变性，而肝脏 Ⅳ 段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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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正常组织。本例肝岛的形成，可能与患者长期化疗，肠道外营养导致脂肪肝发生，唯独
肝脏Ⅳ段一小部分区域独立于门脉之外接受胃静脉引流有关。

3.3 肝岛鉴别诊断
影像上表现为肿块样外观的肝岛需要与肝脏局灶性肿瘤及肿瘤样病变进行鉴别。肝脏
海绵状血管瘤典型表现为动脉期边缘呈不连续结节状强化，随时间的延长逐渐向中央填充，
至肝实质期等同或高于肝实质密度，且各期强化程度分别与同期主动脉及门静脉等大血管
[22]
强化程度相一致 ，而肝岛各期强化程度变化不大；动脉期在血管瘤周边或内部可以显示
异常供血动脉和动静脉分流，而没有异常胃静脉引流。肝癌常发生在具有肝硬化背景下的
肝脏中，主要由肝动脉供血，门脉期及肝实质期强化程度迅速下降，部分较小肝癌可显示
[23]
延迟强化的假包膜征，具有典型影像特征 ，与肝岛不符，且没有异常引流胃静脉。肝转
移瘤常有原发肿瘤病史，常为多发，强化特征大多与原发部位肿瘤一致，鉴别不难。
本文资料局限性在于研究样本数较少，对病例的筛选不能去除基础病的影响；CT 增强
不能显示过于细小的异常引流胃静脉，可能导致结果敏感性不高，且不能显示血管更细微
的解剖情况。
综上所述，肝岛本质上是弥漫脂肪肝背景中保留的正常肝组织，因异常胃静脉引流使
得肝脏某些特定区域具有独立于门脉之外循环和代谢所致。肝岛常因类似肿瘤样形态而误
诊，导致不必要的手术治疗。因此正确认识肝岛特定的发生部位及其形态学特征，以及正
确识别增强 CT 上异常引流的胃静脉，就能做出正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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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g Analysis of Pseudolesion Caused by
Abnormal Gastric Venous Drainage
ZHANG Lingyun, YANG Shu, WANG Fuqiang
(Department of Medical Radiology, Inner Mongolia People’s Hospital, Huhhot 010017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maging features of focal sparing in fatty liver caused by abnormal gastric
venous drainage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Methods: The imaging features of pseudolesion caused by
abnormal gastric venous drainage in 15 cases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All the 15 cases had clear
boundary, and the diameter of abnormal gastric vein ranged from 1.5 to 6 mm. In 14 cases, the right gastric v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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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used to drain the liver, among which 3 cases were located in segment I, 4 cases were located in segment III, 6
cases were located in segment IV dorsal, and 1 case occupied the left liver. The left gastric vein was draining in 1
case, and the focal sparing was located in segment III. Among the 15 cases, 11 cases had the appearance of mass
(5 cases were round and 6 cases were wedge-shaped). The 2 cases located in segment I were almost identical with
caudate lobe, and were accompanied by different degrees of caudate lobe hypertrophy. One case occupied the left
liver; one case presented irregular "claw-like" changes along the draining vein. Conclusion: The formation of focal
sparing in fatty liver is related to abnormal gastric venous drainage, the correct diagnosis can be made by fully
grasping the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abnormal gastric venous drainage; tomography; X-ray 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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