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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快速阅读：

高频彩色多普勒超声显像评价健康成人胫神经及主要分支的特点
对象：
200 名健康成人。

方法：
应用高频彩色多
普勒超声扫查健
康成人胫神经及
其主要分支。

结果显示：
高频彩超对胫神经及其主要分支具有良好的
显示效果。

观察指标：
(1)观察胫神经全程声像图形态特征，总结
高频彩超快速显像方法；
(2)得出胫神经测量位点处横截面积 95%参
考值范围，与解剖研究对比并分析胫神经
横截面积与身高和体质量的相关性；
(3)观察胫神经全程血流显示情况并记录；
(4)观察足底内外侧神经可显示长度范围并
测值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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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题释义：
胫神经：是坐骨神经在腘窝的粗大分支之一，伴行腘血管经比目鱼肌腱弓深面至小腿与胫后动脉同行在内踝
下方分出足底内侧神经和足底外侧神经，胫神经支配小腿后侧屈肌群和足底感觉，为足底提供自主感觉和运
动神经纤维。
胫神经高频彩超显像：MRI 虽然对软组织的高分辨率特点使得胫神经可以得到良好的显示效果并可直观量化
分析胫神经的特点，但其扫描时间较长，花费高，不能动态扫查双侧对比，有相对禁忌证且数据处理较为复
杂，临床应用不如高频彩超快速便捷易行。

摘要
背景：在过去的 10 年中神经肌肉超声已经成为周围神经疾病诊断的有效手段，国外仅有少量学者对胫神经
全程进行研究，但目前国内尚未见超声学者对胫神经自腘窝上角至足底分支全程的详细报道。
目的：探究正常成人胫神经及其主要分支高频彩色多普勒超声(高频彩超)声像图特点及其可能的临床意义。
方法：用高频彩超探查 200 名健康成人志愿者 400 条胫神经及其主要分支，观察其声像图特点、走行、毗
邻结构及血流信号显示情况；分别测量腘窝、内踝处胫神经及足底处胫神经分支的前后径、左右径及横截面
积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与结论：①高频彩超对 200 名志愿者胫神经全程显示率为 100%，走行规律且声像图具备一定特点；②
左右侧对比，胫神经在所选位点测值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 > 0.05)；③男女对比，男性胫神经在所选位点
的横截面积均较女性稍大，但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④胫神经横截面积与身高和体质量均呈正相关
性(P < 0.01)；⑤结果表明，高频彩超对胫神经及其主要分支具有良好的显示效果，可为基础解剖学研究提
供可能的正常成人影像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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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In the past decades, neuromuscular ultrasound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the
diagnosis of peripheral nerve diseases. Only a few scholars at abroad have studied the tibial nerve in detail.
However, the details of armpit to the plantar branches of the tibial nerve are none reported in China.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features of high-frequency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sonography of normal ad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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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renic nerve and its main branches and its possible clinical significance.
METHODS: Ultrasonography was used to probe 200 healthy adult volunteers with 400 tibial nerves and their main branches to obser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nographic features, walking, adjoining structures, and blood flow signal display. The anteroposterior diameter, lateral
diameter and cross-sectional area of the iliac nerves and soles at the axillary and medial malleolus were measur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High-frequency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showed 100% display rate of sacral nerves in 200 healthy adult
volunteers, and their walking and sonography had certain characters. (2)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left and right tibial
nerves at the selected sites (P > 0.05). (3) The cross-sectional area of male tibial nerve at the selected sites was slightly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females (P > 0.05). (4) The cross-sectional area of tibial nerv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height and body mass (P < 0.01). (5) These
results imply that high-frequency color ultrasound has a good display for the tibial nerve and its main branches, which can provide normal
human imaging data for anatomical studies.
Subject headings: Ultrasonography, Doppler; Tibial Nerve; Tissue Engineering
Funding: the Graduat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oject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No. CXCY2017070

0 引言 Introduction

文章主要探究正常成人胫神经及其主要分支高频彩色

胫神经是坐骨神经在腘窝的粗大分支之一，伴行腘血
管经比目鱼肌腱弓深面至小腿与胫后动脉同行在内踝下方

多普勒超声(以下简称高频彩超)声像图特点及其可能的临床
意义。

[1]

分出足底内侧神经和足底外侧神经 ，见图1。

1
坐骨神经
足底外侧神经
大收肌支

足底内侧神经

半膜肌支
半腱肌支
股二头肌支
胫神经
比目鱼肌支
趾长屈肌支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横断面调查。

1.2

时间及地点

于2017年12月至2018年3月在新疆医

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完成。
1.3

对象

选择2017年12月至2018年3月在新疆医科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体检的健康成年志愿者200例(400条胫神

腓总神经
腓肠肌支

经)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100例，女100例；年龄25-75岁，
平均48岁；体质量指数18.5-23.9 kg/m2。所有志愿者均对

胫骨后肌支

试验方案知情同意。
腓肠内侧皮神经
皮支的分布范围

1.3.1

纳入标准

无下肢创伤史、手术史，无双腿麻木及

疼痛史，全身无系统性疾病的且下肢发育正常、对称。
图 1 胫神经及其主要分支走行图
Figure 1 Walking of tibial nerve and its main branches

1.3.2

排除标准

下肢不适，有胫神经病变，有明显创伤

史、风湿、类风湿、急慢性踝关节、足踝部疼痛及糖尿病
病史等可能影响小腿及足部的患者。

胫神经支配小腿后侧屈肌群和足底感觉，为足底提供

1.3.3

脱落标准

纳入的志愿者中若出现排除标准中出

自主感觉和运动神经纤维[2]，文献报道胫神经病变发病率

现的情况则剔除，不落入结果分析。

较低[3]，但胫神经损伤时会引起小腿后侧及足底内在肌麻

1.4

木，足运动障碍，尤其是远端分支走行于结构复杂的踝管

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探头频率根据神经走行深浅自行变

中见图2，直接或间接卡压导致踝管内压力增大可能会引起

频调节，范围为(7-17 MHz)，测量仪器具备图像一键优化，

踝管综合征，足和内侧脚趾内侧边缘的疼痛表明内侧足底

局部放大，宽景成像，伪彩效应，自动及手动测量横截面

神经受到影响，而脚和外侧脚趾外侧边缘的疼痛表明外侧

积功能并可存储图像，测值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

足底神经受到了影响[4]。

1.5

超声仪器

方法

采用SIMENS 2 000、Philip IU-ELITE 彩

在安静放松环境下进行检查，扫查时轻触皮肤

将探头垂直于皮肤表面，对200名健康成人志愿者分别进
胫骨后肌腱

行双侧胫神经由腘窝至足底方向全程自上而下的连续横切

趾长屈肌腱

及纵切滑行扫查，扫查过程中根据神经位置深浅随时变换

长屈肌腱

探头频率，范围为7-17 MHz，观察正常成人胫神经及其主
要分支高频彩超声像图特点及其走行、毗邻结构，血流信

屈肌支持带

号显示情况，并注意与血管、肌腱的回声进行鉴别。彩色
多普勒成像可用于检测血管并区分神经和血管，动脉规律

胫后动脉和胫神经

地搏动，静脉受压会变扁[4]。肌腱是更均匀的高回声，深
层肌腱回声较神经稍强，而浅层肌腱回声较神经稍低，肌
腱不具备神经外膜样的强回声还会随着关节运动成比例地

图 2 踝管结构图
Figure 2 Structure of tarsal tunnel

移动，而神经较固定不具备此特点[5-6]。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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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床上，探头频率根据被检查者图像显示情况由最低

缘包绕在测量框内再分别连续测量3次取平均值记录并进

7 MHz逐渐调高至图像显示最佳，分别进行左右侧自大腿

行统计学分析。Moran等[14]在一些但不是全部的研究中发

后方下1/3开始向腘窝下方的连续扫查，首先于股后部正中

现高频超声测量横截面积的结果可能提供有关神经病变包

找到粗大的坐骨神经，文献报道坐骨神经于腘窝上缘(腘窝

括功能和神经生理学分类等严重程度的信息并表现出显著

[6]

上角)分为胫神经及腓总神经 ，解剖提示腘窝处胫神经及

的相关性，提示横截面积较神经径值更能代表神经的信息。

腓总神经伴行于腘血管，胫神经邻近腘静脉，较腓总神经

1.6

而言居于小腿内侧缘且粗于腓总神经

[7-8]

主要观察指标

①胫神经及其主要分支的声像图特

，因此靠近腘静脉

征、走形规律及毗邻结构；②胫神经腘窝、内踝、处及足

且稍粗的内侧走行的坐骨神经的延续分支就是胫神经，而

底内、外侧神经的左右径、前后径、横截面积及横截面积

腓总神绕过腓骨小头沿着小腿外侧继续向下走行，测量时

的95%参考值范围；③胫神经及其主要分支的彩色多普勒

在坐骨神经初分为胫神经、腓总神经时冻结图像。

血流显示情况。

1.5.2

中段胫神经检查方法

嘱患者俯卧位于检查床上，

1.7

统计学分析

观察胫神经及其主要分支的走行规律、

双腿稍分开一定距离，探头频率根据被检查者图像显示情

高频彩超声像图特征及毗邻结构，以上结论均用文字描述。

况由最高15 MHz逐渐调低至图像显示最佳，分别进行左右

此次研究所收集数据使用SPSS 17.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

侧自腘窝胫神经分叉处下方至内踝方向的连续扫查，根据

处理，所得数据用x±s表示，分别求得各组胫神经腘窝、内

解剖走形小腿部胫神经与胫后动脉关系密切[1-2

，4]

_

，可以胫

踝处及足底处胫神经分支3个位点的左右径、前后径、横截

后动脉为解剖标志扫查胫神经小腿部全程，二维显示欠佳

面积及横截面积的95%参考值范围，检验方差齐性，对以

时结合彩色多普勒血流，彩色增益调至产生最大灵敏度同

上3个位点分别进行横截面积的男女组间及左右侧成组设

时无噪声信号，声束与血流方向的夹角 < 60°，扫查小腿

计定量资料的t 检验，检验标准为α=0.05，以P < 0.05为组

部胫神经时部分志愿者小腿三角肌发达，若直接沿小腿后

间差异有显著性意义，并分别对胫神经横截面积与身高、

方垂直向下探查小腿中段处胫神经可能会显示不清，因此

体质量进行相关性分析。

可在扫查小腿上1/3段时逐渐将探头移向小腿内侧并沿小

结果 Results

腿内侧向足底方向做连续的滑行扫查并在伴行胫后动脉的

2

位于内踝骨性突出点上缘内侧部的胫神经处冻结图像。

2.1

1.5.3

下段足底内侧神经、足底外侧神经检查方法

嘱患

者仰卧位于检查床上，探头频率根据被检查者图像显示情

参与者数量分析

按意向性处理，纳入健康成人志愿

者200例，检查过程中无脱落，全部落入结果分析，试验
流程图见图3。

况由最高17 MHz逐渐调低至图像显示最佳，分别进行左右
侧自内踝处骨性突出点上缘内侧向足底方向的连续滑行扫

纳入健康成人

用高频彩色多普勒

健康成人志愿

查，Daniels等[9]进行体外研究得出脚部姿势不当会增加胫

志愿者 200 例

超声扫查健康成人

者 200 例全部

神经张力的结论，并假设可能与压迫性神经病变的发展有

(400 条 胫 神

胫神经及其主要分

进入结果分

经)。

支。

析，无脱落。

联系[10-12]，因此作者在研究过程中采取标准化位置测量以
期取得较准确的结果，嘱患者双脚分开一定距离并稍外旋

图 3 试验流程图
Figure 3 Trial flow chart

时既不增加神经张力也便于医师操作并能清晰显示胫神经
在踝管内的形态特点及毗邻关系，做连续的滑行扫查至足

2.2

底胫神经初分为足底内神经、足底外神经处冻结图像。

均衡性检验，差异无显著性意义，具有可比性，见表1。

1.5.4

胫神经及其主要分支的彩色多普勒血流显示情况

基线资料比较

男女之间年龄、身高及体质量均进行

_

行评分，血流量评分范围0-3分。评分标准：0分：无血流；

表 1 男女组间身高、体质量及年龄比较
(x±s，n=100)
Table 1 Comparison of height, body mass and ag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groups

1分：一两点血流；2分：2点以上血流或一两条血流(超过

组别

体质量(kg)

年龄(岁)

身高(cm)

1 mm)；3分：超过2条血流量[13]。分别记录左右侧胫神经

男性

66.3±0.6

48.5±4.5

172.6±4.2

及其分支所选测量位点处的彩色多普勒血流显示情况并进

女性

63.5±0.6

45.9±4.4

162.3±4.5

行统计学分析。

t值

2.35

0.13

0.73

P值

0.24

0.75

0.63

查阅文献可根据纵切面时胫神经内的血流信号的丰富度进

200名入选者均在相同位点进行测量，必要时可做局
部放大并加用伪彩效应突出边界，测量左右径及前后径时
要将探头垂直于神经干前后再分别测量[6-8]，使用圆形测量

2.3

键自动测量横截面积时要保证冻结图像为较规则的圆形或

程显示率为100%，高频彩超可清晰显示胫神经全程且走行

椭圆型，若神经横断面为不规则的椭圆形，可使用手动描

未发现变异。胫神经干纵断面边界整齐呈束状强回声，内

记法测量以减少误差并调整取样框将神经外膜高回声区外

部低回声背景下为多条平行分布的扁带状强回声；横断面

P.O. Box 10002, Shenyang

110180

www.CRTER.org

超声显示率及声像图特征

胫神经及其主要分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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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为圆形或类椭圆形偏强回声，内部为密集“筛网”状
结构

[6-8]

，见图4。

为腘窝处；与体质量相关性系数的最大值为0.653(P <
0.01)，见图6，对应的测量位点为腘窝处。
_

表 4 胫神经横截面积男女间比较
(x±s，mm2)
Table 4 Comparison of cross-sectional area of tibial nerve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性别

图 4 内踝处胫神经声像图
Figure 4 High-frequency ultrasonic imaging of the tibial nerve in
the medial ankle
图注：图 A，B 分别为胫神经内踝处横断面、纵断面声像图。

胫神经及其主要分支血流显示情况

2.4

神经根数

胫神经横截面积
腘窝处

内踝处

足底内侧神经

足底外侧神经
9.10±0.37

男性

200

29.11±9.03

14.99 ±5.50

9.06±0.33

女性

200

27.00±7.17

13.79±6.43

8.66±0.79

t值

0.95

0.74

1.22

1.28

P值

0.34

0.46

0.24

0.23

8.49±0.67

r=0.441

200例健康成人

志愿者400条胫神经及其主要分支内彩色多普勒及能量多
普勒均未探及血流信号，血流信号评分为0分。
胫神经正常前后径、左右径及横截面积95%参考值范

2.5
围

详细数据见表2。

表 2 胫神经正常前后径、左右径、横截面积及横截面积 95%参考
值范围
(n=400)
Table 2 Normal values of nteroposterior diameter, lateral
diameter, cross-sectional area of tibial nerve and 95% reference
range of cross-seetional area
测量点

左右径
_

前后径
_

横截面积

横截面积

_

(x±s，mm)

(x±s，mm)

(x±s，mm²)

95%参考值范围

腘窝处

5.49±0.96

5.55±0.95

29.9±0.68

[28.57，31.23]

内踝处

4.31±0.79

4.30±0.81

17.68±0.48

[16.74，18.62]

足底内侧神经

2.81±0.59

2.84±0.53

8.10±0.26

[7.59，8.61]

足底外侧神经

2.81±0.34

2.84±0.31

8.02±0.25

[7.53，8.51]

2.6

胫神经横截面积左右侧比较

身高

图 5 胫神经横截面积与身高相关性的分析散点图
Figure 5 Scatter plot of correlation of cross-sectional area of tibial
nerve with height
图注：胫神经横截面积与身高呈正相关性，与身高相关性系数的最大
值为 0.441(P < 0.01)，对应的测量位点为腘窝处。

r=0.653

胫神经横截面积在所

选测量位点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见表3。
_

表 3 胫神经横截面积左右侧比较
(x±s，mm2)
Table 3 Comparison of cross-sectional area of tibial nerve
between left and right sides
侧别

神经根数 胫神经横截面积
腘窝处

内踝处

足底内侧神经 足底外侧神经

左侧

200

29.91±0.71

17.67±0.47 8.20±0.27

8.12±0.26

右侧

200

29.89±0.65

17.68±0.49 7.99±0.24

7.92±0.24

t值

0.01

0.01

0.72

0.67

P值

0.98

0.55

0.47

0.50

体质量

图 6 胫神经横截面积与体质量相关性的分析散点图
Figure 6 Scatter plot of correlation of cross-sectional area of tibial
nerve with body mass
图注：胫神经横截面积与体质量呈正相关性，与体质量相关性系数的
最大值为 0.653(P < 0.01)，对应的测量位点为腘窝处。

3
3.1

胫神经走行

此组研究纳入的200例健康成人志愿者

男性胫神经横截面积在

400条胫神经及其主要分支的高频彩超显示率为100%，与

测量位点均较女性稍大，但测值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郝纪锟等[5]、Suk等[6]报道的胫神经主干显示情况一致，此

0.05)，见表4。

组资料显示胫神经全程走行无变异并均在内踝下方的远端

2.7

胫神经横截面积男女比较

讨论 Discussion

胫神

踝管中产生分支，分叉点范围在1-2.5 cm之间波动，足底

经横截面积与身高和体质量均呈正相关性，与身高相关性

外侧神经位于后外侧，足底内侧神经位于前内侧，分支可

系数的最大值为0.441(P < 0.01)，见图5，对应的测量位点

显示范围与志愿者图像质量有关但足底处胫神经分支均能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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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显示见图7。既往陈清汉等[15]、Dellon等[16]的解剖学研

Alshami等[10]、Carroll等[11]推测新鲜冷冻尸体的组织弹性比

究显示足底处胫神经分叉点范围在内踝远端1.5 cm至近端

活体组织小，并指出关于冷冻和融化或防腐对神经机械性

1 cm范围内波动，少部分在内踝上分支。结果的差异可能

能的影响(特别是弹性)是已知的，那么与尸体研究相比预

与此次研究纳入的健康志愿者数量有限有关。

期表现类似的水平或更大的范围，预期可为基础研究提供
正常成人影像学数据并相互补充。
3.6

胫神经横截面积与身高体质量的相关性分析

胫神

经在三处测量位点的横截面积与健康成人志愿者的身高、
体质量呈正相关(P < 0.01)，具有显著相关性，相关系数最
大的位点在腘窝处，这与既往Seok等[23]的研究一致。
3.7

血流信号显示情况

此组研究结果显示，200例正常

成人志愿者胫神经全程彩色多普勒及能量多普勒均未探测
到血流信号，血流评分均为0分。1985年Rundquss等首次
图 7 足底内侧神经、足底外侧神经横切超声声像图
Figure 7 Cross-sectional ultrasonic images of medial plantar and
lateral plantar nerves
图注：超声冠状位显示足底内侧神经(M，箭头)、足底外侧神经(L，
无尾箭头)在趾短屈肌两侧走行，插图显示探头位置。

应用激光多普勒测量周围神经血流，Konin等[19]、王月香
等[8]报道正常神经中基本探测不到血流信号，各种神经病
变压迫或炎症反应会使神经内的血流信号增加并会被探
测到。Tsai等[3]发现轻度腕管综合征唯一的特异性表现可
能就是正中神经多普勒血流信号强度的增加。此组资料

3.2

声像图特点
[6]

此组资料显示的胫神经声像图特点与
[7]

结果提示，正常胫神经及其主要分支神经内探测不到血

Suk等 、沈素红等 的文献报道一致，其形态也遵从一定

流信号，若在胫神经全程扫查过程中探及血流信号可能

的规律，小腿中段处胫神经不规则且“筛网状”回声显示

发生神经病变。

不清可能与神经受到周围软组织压迫有关。连续纵切扫查

3.8

显示自头侧至足侧胫神经内径逐渐变细，远端声像图逐渐

者与非志愿者在关心健康、注意饮食卫生及禁烟禁酒、检

模糊，纵切时呈线样高回声，横切时尚可显示“筛网状”

查锻炼等方面存在差异，因志愿者常被入选为观察对象而

结构但呈细点状回声，这与神经走形内径逐渐变细及超声

非志愿者常常落选，未做到随机抽样，因此观察或研究结

仪器频率有限有关。MRI虽然对软组织的高分辨率特点使

果存在选择偏倚，彩色多普勒和能量多普勒技术对血流的

得胫神经可以得到良好的显示效果并可直观量化分析胫神

灵敏度较低，不能显示小的低速血流信号，因仪器受限未

经的特点，但其扫描时间较长，花费高，不能动态扫查双

能应用卓越的微血管成像到此次研究中[13]；仅通过查阅文

侧对比，有相对禁忌证且数据处理较为复杂[17]，临床应用

献而未在研究中结合肌力及神经活动度等的测量来显示胫

不如高频彩超快速便捷易行，并可在各级医院普及。

神经及其分支的功能状态；因仪器功能受限未能通过弹性

样本选择上存在志愿者偏倚，志愿

左右侧胫神经在腘窝、内踝及足

成像获得正常胫后神经硬度参数。预期通过更加成熟的实

底处分支的前后径、左右径及横截面积测值差异均无显著

验设计、大样本数据支撑及深入全面的研究可以展现胫神

性意义(P > 0.05)，提示在高频超声诊断过程中可以做健患

经及其主要分支结构及功能并为临床诊断提供影像学参考

侧左右对比协助诊断。江凌等[18]、Konin等[19]的部分研究

依据。

3.3

此组资料左右对比

研究存在的问题

报道神经在直接或继发卡压时近端神经管径及横截面积增

综上所述，高频彩超可清晰快速显示胫神经全程，预

大，远端减小，神经受损时内部回声模糊，失去正常“筛

期可在临床应用并在各级医院得到普及和推广，成为胫神

网状”及点线样结构，炎症损伤时血流信号增多，因此可

经及其分支显像的首选并很大程度上优于核磁的可行影像

以理解为若一侧神经声像图显示正常，而另一侧神经声像

学检查方法，并为基础解剖学研究提供可能的正常成人影

图出现异常，就可以认为显示异常的一侧出现了神经病变。

像学数据。

3.4

此组资料男女对比

男性胫神经在腘窝、内踝及足底

处分支的横截面积测值均较女性稍粗，但差异无显著性意
义，这与既往张琪等

[20]

的研究一致，提示男女性比较其正

常参考值范围也会有相应的变化，期待给临床及基础解剖
学研究提供胫神经及其分支的超声影像学正常测值范围，
起到提示及参考价值。
3.5

与解剖研究比较

屈志刚等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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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冲突 ：文章中治疗干预手段采用 SIMENS 2000、Philip

此组资料结果显示超声测值小于

的尸体解剖测值研究，这与吕伯实等[22]的研究

一致，差异可能与防腐过程对神经组织的潜在影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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