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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基于 MRI 图像的眼眶脂肪体积定量测定方法
蔡秋月，陈智毅，蒋 薇，罗耀升，李章芳，胡世弟，
沈 洁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广东 广州 510630
摘要：
目的 建立一种新型基于 MRI 图像简单、
快速、
定量测量眼眶脂肪体积的方法。方法 本文采集甲状腺相关性眼病患者眼
眶和标准脂肪模具的自旋回波序列 T1WI 成像的 MRI 图像，
通过计算单层脂肪截面积，
利用体积累加的方法进行体积定量测
量，
并对操作计时，
同时检验测量方法的精确度、
信度和可重复性，
以及测量者间的一致性。结果 本文所建立的新方法可准确
测量出眼眶脂肪体积（平均差百分比绝对值均<1%），耗时短，可重复性高（CV 均<1%），可信度优（ICC=0.996，95% CI：0.985~
0.999），
一致性高（Bland-Altman 差值法分析 95%一致性界限：
-0.54~0.90）。结论 这是一种快速简单测量眼眶脂肪体积的新方
法，
具有耗时短、
精确度高、
重复性好、
一致性高、
可信度优、
学习成本低等优势，
极具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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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ovel method for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orbital fat volume based 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es
CAI Qiuyue, CHEN Zhiyi, JIANG Wei, LUO Yaosheng, LI Zhangfang, HU Shidi, SHEN Jie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and Metabolism,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new method for rapid and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orbital fat volume based 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data. Methods We collected MRI data from normalized mold and patients with the
diagnosis of thyroid-associated ophthalmopathy (TAO). The cross-sectional areas of the orbital fat on each MR image slice
were measured to calculate the fat volume on each slice and then the total orbital fat volume. We recorded the time for
completing the measurement and assessed the precision, reliability, repeatability and interoperator variations of the results.
Results This MRI data-based method allowed precise measurement of the orbital fat volumes with an absolute value of the
mean percentage difference <1% . This method was fast and the results showed a good repeatability (with CVs <1% ), a high
reliability (ICC=0.996, 95% CI: 0.985-0.999) and a high interoperator concordance (95% CI of the Bland-Altman: -0.54-0.90).
Conclusion The novel method we established for orbital fat volume measurement is rapid, accurate, reliable and reproducible
with a low learning cost for clinical use.
Keywords: orbital fat volumes; thyroid-associated ophthalmopathy;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眼眶脂肪体积增大是导致甲状腺相关性眼病
（TAO）患者眼球突出、
眼睑闭合不全等最主要的原因［1］。
眼眶内软组织包括眼外肌、
脂肪、
泪腺等，
其中眼眶脂肪
体积占比重最大。临床方面，Nishida 等［2］发现在 TAO
患者中，
眼眶脂肪组织容积的增加明显高于眼外肌容积
的增加，
并且眼眶脂肪组织容积与突眼度的相关系数
（r=0.70，
P=0.0006）也高于眼外肌容积与突眼度的相关
系数（r=0.58，
P=0.008）。TAO后期的眼眶减压术，
也是
［3］
基于眼眶后脂肪剔除 。基础研究方面，
目前已公认共
同抗原学说，
相关研究也表明疾病炎症活动期主要为淋
巴细胞浸润成纤维细胞，
可能由于甲状腺及眼眶软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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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TRAb攻击所致，
而成纤维细胞在某些因素影响下会
发生发展为成脂肪细胞［4-5］。因此，
眼眶脂肪体积的定量
测量日益受到重视。
测量眼眶脂肪体积的金标准无疑是眼眶脂肪活检，
但临床难以实现，
因此目前测量眼眶脂肪体积的方法主
要建立于影像学基础，
包括B超［6］、
CT［7-11］、
MRI［12-15］。获
取图像后，
既往研究许多都是利用三维重建技术来进行
测量眼眶脂肪体积［9］，
这就要求影像学图像层厚薄，
造成
扫描时间延长、
价格昂贵、
重建耗时久，
故临床难以推
广。此外，
CT 扫描本身具有放射性，
患者依从性差［16］；
其次，
CT 对眼眶后软组织分辨率远不及 MRI［17］。MRI
图像，
尤其是T1WI成像，
能够对眶内眼外肌、
脂肪、
视神
经等精细显像，
并且可以测量突眼度、
观察视神经轴变
［18-19］
化，
为临床提供客观有效的数据 。因此，
我们建立了
一种新的基于MRI图像对眼眶脂肪体积进行测量的方
法，
半自动化的处理图像模式，
使得其具有简单、
快速的
特点，
非常便于临床推广使用。
这种新方法主要通过 Adobe® Photoshop CC 2015
软件［20］对 MRI 单层图像进行分析处理，
从而测出 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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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层图像眼眶脂肪部分的面积，
随后通过近柱体模型对
单层面积进行叠加计算，
最后计算出眼眶脂肪体积。
1 材料和方法
1.1 人体眼眶MRI图像数据的获取
采用荷兰飞利浦公司医用磁共振成像设备
ACHIEVA 1.5T，对 10 名 按 照 Bartley［21］标 准 诊 断 的
TAO患者进行扫描，
TAO患者取仰卧位，
采用标准头颅
八通道相控阵线圈，
头部置于线圈内，
尽可能左右对称，
调整颅脑的正中矢状位使其与线圈的纵轴一致。进行
患者眼眶的横断、
冠状及平行视神经的斜矢状位扫描，
横断位扫描定位线平行于听眦线，
其中以显示内、
外直
肌、
视神经能在同一层面最佳。
扫描序列：自旋回波（SE）T1WI 横断位成像：TR：
550 ms，
TE：
15 ms，
视野（field of view，
FOV）：
180 mm×
161 mm，
扫描层数：
12层，
层厚3.5 mm，
层间距0.35 mm，
翻转角：90°，采集矩阵：224×178。采集次数（AC）：1。
采集时间（TA）：
148 s。
采集完图像后，
将数据传输至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 PACS 系统，
包括图像、
患者基本信息、
序列、
层
厚等。随后将图像导出，
导出格式为 Dicom，
再利用本
文提出的基于MRI图像对眼眶脂肪体积进行测量的方
法（详见1.4），
对MRI图像数据进行脂肪体积测量，
整个
眼眶脂肪体积测量过程从导入图像到 Photoshop 后开
始进行计时，
测量由2名专业领域且专业水平不同的操
作人员连续10 d 进行，
测量结果将进行重复性、
一致性
及信度检验。
1.2 标准化脂肪模型的建立
我们采用3D打印的形式，
建立1个内径为30 mm×
30 mm×30 mm的立方体模具，
随后校验模具内径，
确认
模具内径为30 mm×30 mm×30 mm，
即此模具标准容积
为 27 mL。随后我们将市售黄油加热融化（商品名：
总
统淡味黄油棒，商品号：3228022000311）并进行离心
（3500 g，
3 min，
37 ℃），
取离心管最上层液体灌注入标
准化模具中，
此过程保持平稳，
待黄油液面灌注超出模
具顶面时，
停止灌注。随后室温下等待 30 min~1 h，
待
黄油凝固后以平整工具刮去超出模具顶面的多余部分
黄油，
使黄油与顶面成平整状态。
1.3 标准化脂肪模型的MRI图像获取
对模型进行MRI扫描，
扫描标准、
导出方式及格式
与 1.1 节叙述一致。紧接着利用 MRI 图像数据进行脂
肪体积测量，
测量从导入图像至Photoshop开始计时，
测
量由2名专业领域且专业水平不同的操作人员进行，
测
3
量结果与模型标准体积（27 cm ）进行对比以计算测量
误差（详见1.5节）。
1.4 脂肪体积的测量计算
对导出的 Dicom 图像采用 Adobe® Photoshop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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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进行处理。首先将 Dicom 图像导入至 Photoshop
并将图像修改为实际大小，
然后依次调整图像曝光度
（0.3~0.9）、
位移（0~0.45）以及灰度系数（0.3~1），
紧接着
对图像通道进行色阶处理（阴影输入色阶40~150，
高光
输入色阶90~200），
即可抽出初步眼眶脂肪选区。以上
过程均为自动化操作，
可以用批处理命令以自动完成。
接下来，人工对初步选区进行分割并获得最终选区
（图 1）。最后将汇总的面积以近柱体体积公式进行体
积计算。整个体积测量过程，
包括人体MRI图像数据、
均由2名各专业领域且专业水平不同的
模具MRI数据，
操作人员进行。近柱体体积公式如下：

图 1 最终选区的形成
Fig.1 Formation of the final selection.

V=（S1+S2+……+Sp）×2.54×2.54×层厚
（S1、
S2……Sp为单层图像脂肪面积）
1.5 眼眶脂肪体积测量的精确度、
信度、
可重复性、
一致
性分析
本文通过平均差百分比（MD%）、
变异系数（CV）进
［22］
行精确度、
信度分析。通过组内相关系数（ICC）
进行信
［23］
度分析，
描绘Bland-Altman 图进行组内一致性分析。
本文数据均采用SPSS 20.0统计软件分析，
定量资
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
进行信度、
一致性、
可重复性等
分析。
2 结果
2.1 利用CT、
MRI图像进行体积测量的精确度对比
同一名操作员同时对体积为 27 cm3 的标准模具的
CT 及 MRI 图像进行体积测量，
利用 CT 图像测得的体
3
积为 36.48±1.55 cm ，平均差百分比为 34.50%；利用
MRI图像测得的体积为26.85±0.44 cm3，
平均差百分比
为-0.77%。
2.2 两种测量方法所需时间的对比结果
2 名操作员分别利用本研究方法及既往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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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模具测量结果
Tab.1 Measurements of the model
Item

Operator1

Operator2

27

27

26.86±0.02

26.80±0.03

-0.61

-0.73

Actual volume (cm3)
3

Volume measured (cm )
Difference percentage (%)

2.4 测量所需时间及可重复性检验结果
2 名操作人员连续 10 d 对同一只眼眶进行脂肪体
积测量（表 2），操作人员 1 测量所需时间为 277.44 ±
41.53 s，
体积为17.93±0.09 cm3；操作人员2测量所需时
间为 237.73±35.61 s，体积为 17.93±0.07 cm3。两名操
作人员测量耗时较短，
此方法测量数据快速。两组数据
变异系数（CV）分别为：
0.50%、
0.39%，
分析两者可重复
性，
两者变异系数均小于1%。
表 2 单眼眼眶脂肪体积测量结果
Tab.2 Measurements of one orbital fat
Item
Time (s)
Volume (cm3)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

Operator1

Operator2

277.44±41.53

237.73±35.61

17.93±0.09

17.93±0.07

0.50

0.39

2.5 可信度及一致性检验结果
两名操作人员同时测量10名甲状腺相关性眼病患
者眼眶脂肪体积，
组内相关系数（ICC）为 0.996，
95%置
信区间为（0.985，
0.999），
ICC为0表示不可信，
为1表示
完全可信，大于 0.75 表示信度良好，本研究 ICC 介于
0.75~1之间。
图 2 显示的是 Bland-Altman 差值法分析结果。两
名操作人员测量的两组数据的差值偏倚为0.18，
偏倚标
准差为0.37，
则95%一致性界限为（-0.54，
0.90），
其一致性
界限较窄，
且只有一个数据点落到95%一致性界限上。

1.0

Difference results of FVs
from operator 1 & ioerator 2

Mimics 三维重建体积测量方法，
对同一只眼眶进行眼
眶脂肪体积测量，
计算从扫描到测量测眼眶脂肪体积时
间，
操作员1：
利用本研究方法用时466.13±22.03 s，
利用
Mimics 三维重建用时 2155.22±33.59 s；
操作员 2：
利用
本研究方法用时422.55±42.19 s，
利用Mimics三维重建
用时2007.22±25.68 s。
2.3 模具测量及精确度检验结果
3
已知标准脂肪模具的体积为27 cm（表
1），
操作员
1 运用上述方法学测量标准脂肪模具体积为 26.86±
3
0.02 cm（平均差百分比：
-0.61%），操作员 2 测量值为
3
26.80±0.03 cm（平均差百分比：
-0.73%），
两者较实际模
具体积平均差百分比绝对值均小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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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操 作 员 1&2 测 量 的 眼 眶 脂 肪 体 积 的
Bland-Altman 图
Fig.2 The Bland-Altman plot of FVs measured
by operator 1&2.

3 讨论
依据本文结果，通过目前临床常规采集的眼眶
MRI序列图像即可对眼眶脂肪体积进行测量，
并且具有
测量速度快，
重复性好，
精确度高等优势。
就测量速度而言，
对比已有的基于影像学检查的测
［7-9, 12］
量脂肪体积的方法
，我们新方法用时远远低于前
者，
这是其一大优势。这里的用时短是双方面的。一方
面，
患者进行的是SE序列T1WI成像扫描，
在临床常见
［13-15］
且采集时间短，
相对比起前人
行影像学检查所耗的
时间，
此成像扫描所耗时间大大减少；
另一方面，
对比起
其它类型的图像处理软件，
Photoshop已诞生多年，
中间
历经多次改版优化，
图像处理速度较其它同类型软件具
有优势，
同时因为已进入市场多年、
适用领域广泛、
支持
文件批处理等原因，
其操作十分简便，
易于上手，
因而在
单层图像的面积获取方面，
其用时也低于其它同类软
件，
学习成本较同类软件也更低，
对操作人员软件知识
掌握要求不高。
在本研究中我们也对此新测量方法进行了重复性、
信度检测，
从变异系数、
组内相关系数均可以看出新的
测量眼眶脂肪体积的方法可重复性高、信度优；通过
Bland-Altman［23］差值法分析的结果也提示不同测量者
间一致性高。以上优势都是由于本研究测量方法的自动
化的程度较以前方法高。在我们建立的新方法中，
人工
操作的部分仅存在于初始选区获取之后，
最终选区获得
之前，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实现了整个测量过程中自动化
处理过程大部分化，
因而带来的人工误差也相对较小。
相比起以前手动勾画眼眶及眼眶脂肪选取的手动或半
自动方法［7-8, 12, 24］，
我们的新方法所耗人力大幅度降低。
而对本研究新测量方法精度的检验上，
我们选择建
立一个标准的脂肪模具以完成对新方法测量精度的校
验。就结果而言，
这种新方法测量精度较高，
但这其中
尚有一些误差未能排除。一方面，
我们使用的标准脂肪
模具为正方体，
也就是柱体，
而眼眶脂肪是不规则体，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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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使用的体积公式是近柱体的累积计算公式，
公式对
于不规则体的测量其本身存在一定的系统误差，
但鉴于
眼眶脂肪的不规则性，
我们尚在寻找一种合适的方法对
其进行校正。另一方面，
我们的新方法主要建立在层厚
较大的T1WI成像基础上，
图像采集虽然耗时较短，
但较
大的层厚也必然会导致相当一部分结构信息的丢失，
这
也是误差的另一个来源。
现有的 IDEAL、传统 Dixon 等方法是通过脂像图
片信号计算得出脂肪分数，
是半定量的脂肪量化方法；
并且 IDEAL、
Dixon 等方法对磁共振技术要求较高，
需
要特定设备与序列，
临床推广性不强。相比现有的三维
重建方法，
本文所建立的新方法显然在节省人力和时间
成本上具有巨大优势，
故此新方法具有良好的临床推广
性，
能够让临床医生更好地了解患者眼眶后软组织情
况，
有助于 TAO 的诊断、
治疗、
预后随访。同时测量眼
眶脂肪体积所利用的T1WI成像的1.5TMRI图像普通磁
共振仪器均可采集，
这比起既往研究所利用的 3.0T 磁
共振［13-15］设备及 CT 仪器［1, 8, 11, 25］，
更常见且适用度广、
危
害性小，
在我国二三级城市也常见。总而言之，
我们的
新方法可以行之有效地对眼眶MRI图像进行眼眶脂肪
体积测量，
它快速简便，
具有耗时短、
精确度高、
重复性
好、
一致性高、
可信度优、
学习成本低等优势，
极具临床
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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