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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造影诊断表格

动脉期高增强(APHE)a 无动脉期高增强
动脉期高增强

（非环状或周边非连续性结节样增
强C）

结节大小（mm） < 20 ≥ 20 < 10 ≥ 10

无任何类型的廓清 CEUS LR-3 CEUS LR-3 CEUS LR-3 CEUS LR-4

延迟或轻度的廓清 CEUS LR-3 CEUS LR-4 CEUS LR-4 CEUS LR-5

a. CEUS LR-M诊断标准如下:

• 动脉期环状增强 或者
• 早期（﹤60s）廓清或者
• 完全廓清

b.动脉期环状增强提示CEUS LR-M

c.动脉期周边非连续结节样增强提示血管瘤（超声造影分类LR-1）

如果不能肯定是否具备上述主要影像特征，则默认病灶不具备上述CEUS征象

CEUS LI-RADS® v2017 要点
(针对CEUS的纯血池造影剂)

CEUS LR-TIV如果静脉内发现癌栓(TIV)

CEUS LR-NC如果由于超声图像质量差或者图像缺失导致无法分类

CEUS LR-2如果良性病灶可能性大

CEUS LR-1如果明确为良性病灶

CEUS LR-3如果HCC中度可疑

CEUS LR-4如果HCC高度可疑

CEUS LR-5如果确诊为HCC

其他病灶，根据下表进行超声造影诊断分类

CEUS LR-M 
非HCC特异性的明确或可疑恶性结节
（例如：病灶超声造影表现符合CEUS LR-M的典型表现）

超声造影前可见的未经病理证实的肝细胞肝癌（HCC）高危初诊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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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论

CEUS的定义

超声造影(CEUS) ：
• 一种先进的超声检查方式，超声图像通过下列方式采集:

• 经过外周静脉注射超声造影剂微泡。
• 优化超声成像条件，显示造影剂微泡在体内的分布。

• 与CT及MRI相似，可以动态显像肝内病灶及肝脏的血流动力学特征。
• 依靠高空间分辨率，以有限的检查次数对肝内病灶进行定性诊断。
• 解决临床问题的最佳方式。
• 无法同时显像整个肝脏。
• 尽管在下列情况下可以谨慎地允许某些资深超声专家使用超声造影，但目前CEUS LI-RADS分类并

不建议
• 定性诊断灰阶超声无法显示的隐匿性病灶。
• 评估肝肿瘤治疗效果。

CEUS LI-RADS分类正在逐步尝试应用于肝内隐
匿性病灶的诊断及肝肿瘤疗效评估

超声造影与CT及MRI的主要区别：
• 超声造影的实时成像：

• 在门脉期及延迟期连续扫查，能检出CT及MRI在动脉期漏诊的病灶。
• 基本消除了由于CT及MRI在动脉期扫查时间间隔所导致漏诊或误诊的可能性。

• CEUS使用的造影剂是纯血池造影剂，具有特异的造影剂廓清表现及“包膜”的显像
• 超声造影的廓清是真正的廓清。因此，超声造影表现所应用的术语为廓清，而不是术语“减退”

或者廓清表现.
• 观察超声造影的廓清，不仅需要判断病灶是否存在廓清，还要评估廓清的快慢（早vs晚）以及廓

清的程度（轻度vs显著）。详见第14页及17页。
• 超声造影并不能显示病灶的“包膜”征象（见24页），“包膜”不是超声造影主要观察的特征。

• 超声造影剂微泡安全性好，至今没有显著不良反应的报道。
• 允许在同一次检查中反复多次注射超声造影剂，从而更全面地观察同一个目标病灶，还能评估肝内

新发现病灶的超声造影表现。
• 超声造影能显示并鉴别肝内血管病变导致的“假性肿瘤”，如CT和MRI诊断困难的肝动静脉-门静脉

短路。
• 任何具有超声造影增强表现的病灶都是真实的

• 具有相对较少的辅助诊断特征。详见第16页。
• 在每次CEUS检查中，对于目标占位，观察次数有限，因此不适合用于肝肿瘤分期。
• 获得最优的CEUS图像需要较高水平的操作技能。
• 肝脏CEUS在美国刚刚获得批准应用于临床，因此目前还未得到广泛的接受或者应用。

超声造影应用于HCC高危人群的适应征：
• CEUS可用于评估常规超声扫查随访的≥10mm的结节。
• 用来描述CT或者MRI所诊断为LR-3，LR-4或LR-M类的病灶特征。
• 当CT或者MRI怀疑由于动脉期时相差异漏诊HCC时，CEUS有助于通过观察动脉期高增强的表现以确诊

HCC。
• CEUS有助于评估穿刺活检后病理仍不能确诊的肝内病灶。
• 辅助选择适宜穿刺的活检部位。
• 对于常规超声显示困难的隐匿性病灶，CEUS有助于引导肝肿块活检或者评估治疗后的疗效。
• 动态随访CEUS LI-RADS中LR-3、LR-4组的病灶超声造影增强方式的变化。
• 鉴别诊断肝静脉、门静脉内肿瘤（癌栓）和单纯血栓。

诊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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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US LI-RADS® 2017

✔

适用于HCC高危人群:

• 肝硬化 或
• 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 或
• 已确诊为HCC患者或既往有HCC病史患者

包括成人肝移植患者及肝移植术后随访患
者。

✘

不适用于以下人群：

• 不具备以上临床高危因素
• < 18周岁的患者
• 先天性肝纤维化所致的肝硬化
• 由于肝血管疾病如遗传性毛细血管扩张症、布加综合征、慢性门静脉阻塞综合征、

淤血性心脏病所致的肝硬化，或肝内弥漫性再生结节

✔
适合观察的病灶：

• 常规超声可以显示的病灶

✘

不适合使用CEUS LI-RADS分类的病灶

• 已经获得病理证实的肝内恶性肿瘤
• 已经获得病理证实为的非肝细胞来源的良性肝肿瘤，例如肝血管瘤

如何报告病理已经证实的肿瘤，详见第23页。

✔

适用于使用下列造影剂的CEUS检查：

• 纯血池造影剂如Lumason（美国）、SonoVue（其他大多数国家）； Definity（美
国、加拿大）、Luminity（其他大多数国家）。

获取更多超声造影剂信息，请见第八页。

✘

不适用于使用下列造影剂的CEUS检查：

• 结合血池显像及Kupffer细胞吞噬作用的造影剂如Sonazoid®

当前版本的CEUS LI-RADS分类不包括Sonozoid，将在下一个版本的CEUS LI-

RADS中纳入Sonozoid的内容。.

获取更多CEUS造影剂信息，详见第八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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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分类四个步骤
(见第5-8页)

e

CEUS LI-RADS® 2017 分类

诊断分类

(疗效评估分类标准还在制定中)

明确良性

良性可能性大

HCC中度可疑

HCC高度可疑

明确为HCC

非HCC特异性的明确或可疑恶性
结节

CEUS LR-1

CEUS LR-2

CEUS LR-3

CEUS LR-4

CEUS LR-5

CEUS LR-M

无法分类（由于图像质量
差或者图像不完整）

CEUS LR-NC

分类

4

静脉内癌栓CEUS LR-TIV

诊断流程



LI-RADS® v2017 

CEUS Core

步骤1. 应用CEUS LI-RADS的诊断策略

CEUS 诊断表格

动脉期高增强(APHE) 无动脉期高增强
动脉期高增强

（非环状b或周边非连续性结节样增
强C）

结节大小（mm） < 20 ≥ 20 < 10 ≥ 10

无任何类型的廓清 CEUS LR-3 CEUS LR-3 CEUS LR-3 CEUS LR-4

延迟或轻度的廓清 CEUS LR-3 CEUS LR-4 CEUS LR-4 CEUS LR-5

a. CEUS LR-M诊断标准如下:

• 动脉期环状增强 或者
• 早期（﹤60s）廓清或者
• 完全廓清

b.动脉期环状增强提示CEUS LR-M

c.动脉期周边非连续结节样增强提示血管瘤（超声造影分类LR-1）

如果不能肯定是否具备上述主要特征判断，则默认病灶不具备上述CEUS征象

CEUS LR-TIV如果静脉内发现癌栓(TIV)

CEUS LR-NC由于超声图像质量差或者图像缺失导致无法分类

CEUS LR-2如果良性病灶可能性大

CEUS LR-1如果明确为良性病灶

CEUS LR-3如果HCC中度可疑

CEUS LR-4如果HCC高度可疑

CEUS LR-5如果确诊为HCC

其他病灶，根据如下诊断表格进行超声造影诊断分类
：

CEUS LR-M 
非HCC特异性的明确或可疑恶性结节
(例如：病灶超声造影表现符合CEUS LR-M的典型表现a)

在HCC高危风险的人群中，常规超声扫查初次发现的未经治疗且没有获得病理证实的肝肿瘤。

5

CEUS分类
(第4页)

CEUS 

APHE和廓清
(第14页)

CEUS 

癌栓
(page 15)

CEUS 

LR-M 诊断标准
(page 14)

CEUS 

LR-1 & LR-2 示例
(page 18 ) 5

诊断策略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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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良性诊断的CEUS辅助征象
(详见第16页)

支持恶性诊断的CEUS辅助征象
(详见第16页) 6

诊断

步骤 2. 选择性应用: CEUS LI-RADS 辅助诊断标准(AFs)

依据超声医师阅片考量，CEUS 的辅助诊断标准可能有助于提升诊断信心及LI-RADS精准分类

以下CEUS辅助判断标准可应用于CEUS LI- RADS级别调整（升级或者降级）：

如果在判断中存在互相矛盾的良恶性CEUS辅助征象，（例如同时存在至少一项支持恶性的表现及至少
一项支持良性的表现）：

该病灶不适用于CEUS LI-RADS分类调整。

超声造影的辅助标准不能将病灶的LI-RADS分类升级到CEUS LR-5级

支持恶性诊断的CEUS辅助征象 支持良性诊断的CEUS辅助征象

肝恶性肿瘤CEUS特征，并非特指HCC：
随访过程中病灶显著增大
HCC的CEUS特征
• 结中结征象
• 马赛克征象

• 随访≥ 2年，病灶未见显著增大
• 随访过程中病灶缩小

如果不确定病灶是否有上述超声造影辅助标准的征象，默认病灶缺乏这些CEUS辅助表现

CEUS LR-5CEUS LR-3CEUS LR-2 CEUS LR-4CEUS LR-1

至少符合一项恶性辅助判断标准：升高1级直至CEUS LR-4为止
（不符合这些CEUS恶性辅助判断标准不能降级）

至少符合一项良性辅助判断标准：CEUS LI- RADS降低一个级别
（不符合这些CEUS恶性良性辅助判断标准不能升级）

诊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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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必要时采取CEUS LI-RADS决定性规则

如果不能明确是否存在静脉内癌栓，则不能归类为超声造影CEUS LR-TIV

如果在两个CEUS LI-RADS分类的诊断中存在异议，则选择其中较低一级的分类。

步骤 4. 最终检查

在完成上述三个判读步骤后，再次检查诊断分类是否准确合理

判断合理：进行下一个患者的检查

判读不合理：CEUS LI-RADS分类可能不适合该病灶，需要重新评估

. 

7

诊断

CEUS LR-M

CEUS

LR-2

CEUS

LR-1

CEUS

LR-3

CEUS

LR-4

CEUS

LR-5

较低良性可能 较低恶性可能

较低肝细胞
来源可能

无 TIV
CEUS 

LR-TIV

更多关于CEUS决定性规则的说明
（详见即将发布的CEUS操作手册） 7

诊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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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US LI-RADS® 操作技术:

超声造影前的准备
接受过系统的超声造影培训：

• 详见欧洲超声医学与生物学联合会（EFSUMB）发表的欧洲超声医疗实践最低培训要求。

熟悉超声造影技术的术语及概念：

超声造影时相及持续时间：
• 动脉期（AP）：通常指超声造影剂注射后的10-20秒到30-45秒。
• 门脉期（PVP）：通常指造影剂注射后的30-45秒持续至2分钟。
• 延迟期（LP）：通常指从门脉期结束持续到超声造影剂微泡从血循环中基本清除，约4-6分钟。
持续成像：实时成像，每秒采集10-20帧动态图像，实时评估病灶在动脉期的增强表现。
间歇成像：每隔30秒间断采集数秒造影图像，有助于在门脉期及延迟期评估病灶廓清表现时减少对造
影剂微泡的破坏。
记录：保存动态影像和/或者典型静态图像。
再次注射：在同一次检查中反复多次注射超声造影剂，从而更全面地观察同一个目标病灶，还能评估
肝内新发现病灶的超声造影表现。

熟悉超声造影双幅显像功能及计时功能：

双幅显像的功能可同步显示常规超声和超声造影图像。在常规超声图像上放置电子标尺，应用仪器软
件在超声造影图像上可自动同步显示测量标尺位置，有助于在超声造影图像上辨别病灶增强及廓清的
边界。另外，使用计时功能可记录注射超声造影剂后，每幅图像获取的时相（界定病灶内造影剂开始
廓清的时间）。

熟悉本国获准使用的超声造影剂：

造影剂 通用名 厂家 分布 已准用于肝脏

Lumason or

SonoVue a
六氟化硫脂质微泡 Bracco 血池 巴西，加拿大，中国，欧盟，香港、冰岛、

印度、日本、挪威，俄罗斯、新加坡、韩国，

瑞士、英国、美国

Definity or 

Luminity b
全氟丙烷脂质微球 Lantheus 血池 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印度，以色列、

墨西哥、新西兰

Optison c
全氟丙烷蛋白微球 GE 血池 在欧盟、美国及巴西只批准用于心脏

Sonazoid d
全氟正丁烷 Daiichi-

Sankyo/GE
血池

Kupffer细胞

日本，丹麦，挪威，韩国。

a、 美国商品名Lumason，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商品名SonoVue。
b、 美国和加拿大商品名Definity，美国和加拿大以外的其他国家商品名Luminity。
c、 Optison应用于肝脏超声造影成像的循证证据有限。
d、 当前版本CEUS LI-RADS分类未纳入，其相关内容将在出现在下一个版本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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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US LI-RADS® 操作技术:

LI-RADS分类关于超声造影操作的建议

超声造影系统和
模式的要求

• 超声仪器具备超声造影功能，包括双幅显像和造影计时器功能。
• 参考具体厂家提供的超声造影功能说明书或操作手册。

造影剂
• 当前CEUS LI-RADS版本使用的是纯血池型超声造影剂，不包括结合血池-Kupffer
细胞显像的超声造影剂，如Sonozoid。

• 详见第8页关于各国目前获准使用的纯血池超声造影剂的种类。

图像要求

造影前-确认如下事宜：
• 明确目标病灶。
• 调整患者体位：仰卧位、俯卧位或左侧卧位。
• 确定最佳扫查平面：多采用纵切面（避免在造影过程中由于患者呼吸导致病灶移
出造影观察平面）。

• 调整患者呼吸：平静呼吸或适当屏气（平静呼吸，吸气，呼气）。
动脉期（AP）：
• 持续观察从造影剂注射后到病灶增强达峰期间的动态变化，观察病灶在动脉期有
无高增强，明确病灶增强早期开始廓清的时间。

门静脉期（PVP）到延迟期（LP）：
• 尽量减少探头辐照对超声造影剂微泡的破坏，每隔30秒间断观察一次，直至微泡
从血循环中完全清除（4-6分钟）。观察延迟期病灶内增强是否廓清及廓清的程度。

图像扫查建议 • 门脉期及延迟期扫查整个肝脏，观察肝内是否有低增强的其他病灶存在。

图像存储的要求
和建议

• 至少要求存储从超声造影剂注射后到病灶动脉期增强达峰这段时间内的动态图像。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储存超声造影剂注射后的一分钟内的动态图像。

• 在第60s及之后每隔30秒间断采集几幅静态图像

成像参数
•采用低机械指数（MI ＜0.3），避免高声压对超声造影剂微泡的破坏。
•使用不同厂商的超声造影仪器默认设置。

双幅成像
• 常规超声图像作为引导，双幅图像同步放置标尺，有助于在超声造影图像上更好
地辨别病灶增强及廓清的边界。

计时
• 在造影剂注射结束后，生理盐水推注前开始计时（即生理盐水开始推注时为0秒）。
• 以秒为单位记录时间，观察造影剂开始廓清的时间。

造影剂推注

• 采用内径 ≥ 20G的静脉导管注射。
• 在保证安全和无菌的情况下，可通过中心静脉置管或静脉输液端推注超声造影剂。
• 超声造影剂需在约2-3秒内匀速推注。
• 用5-10毫升生理盐水以2毫升/秒的推注速度冲管。
• 必要时再次注射，请根据超声造影剂的说明书指示。
• 注射的超声造影剂总量不要超过说明书规定的最大剂量。

病灶大小测量
• 在常规超声图像上测量
• 在随访病灶大小变化时，需采用与前一次造影相同的成像模式及切面测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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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jection 1

CEUS LI-RADS® 操作技术:

技术路线示意图

再次注射超声造影剂（如果必要）：

1）根据观察到的病灶超声造影增强廓清表现 （例如：动脉期开始增强、开始廓清、廓清程度）判断
是否需要再次注射超声造影剂以再次确认。

2）再次注射前，需等待10分钟左右的时间，直到前一次注射的造影剂微泡完全清除。

3）请参阅制造商说明书中关于超声造影剂使用剂量的说明。

技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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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期造影剂灌注
达峰

图像存储 强制性

间断

选择性

连续

动脉期 门脉期 延迟期

动脉期造影剂
进入

60s 2m 3m 4m 5m 6m

强制性 选择性成像

超声造影剂注射后
/生理盐水冲洗时
开始计时

在此期间，循环中造影剂
清除，停止造影成像

选择性

记录动脉期增强强度及
类型 (高，等，低)

(整体，环状，周围结节
性 )

在2分钟时，记录廓清程度
（如果存在廓清）

(显著，轻度)

时相 造影前

开始

结束

10-20 s

30-45 s

30-45 s

120 s

120 s

4-6 min

在此期间，廓清可能
发生于任何时间段内

记录廓清开始时间(如果存在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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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诊患者的

CEUS LI-RADS分类

初诊患者的CEUS诊断流程

临床常规随访

需要结合其他影像学检

查

（CT或MRI）

再次

超声造影

— * ≤ 3个月 ** ≤ 3个月

** 6 个月 — —

** 6个月
— * ≤ 6个月

— ** ≤ 6个月 * ≤ 6个月

个别患者可能需要MDD讨论，详见第22页内容

需要MDD讨论，如果暂时不予活检或治疗：在3个月内复查超声造影或结合
其他影像学检查

诊断HCC，MDD讨论后续治疗方案

MDD讨论，超声造影随访或其他影像学检查，活检或治疗

MDD讨论后续治疗方案
包括活检、血清学检测、确定癌栓来源（HCC，ICC，其他）

造影前常规超声
不能显示的病灶

后续方案取决于超声造影的目的：
a．旨在筛查阳性患者或病情随访监测：建议继续随访
b．旨在评估CT或MRI 分类的LR-3，LR-4或者LR-M的病灶：建议选择其他CT
或MRI检查。

**多数患者的首选方案，*符合条件的前提下，可以选择，－¬－不推荐
多学科讨论（MDD）是放射科医生和其他临床医生间正式的会议或非正式的交流。基于患者的临床需求
或者超声医师的实际判断，可以与以上各个CEUS LI-RADS诊断步骤同时进行。

CEUS LR-5

CEUS LR-4

CEUS LR-3

CEUS LR-2

CEUS LR-1

CEUS LR-M

CEUS LR-NC

基于CEUS LI-RADS®的处理方式
超声造影关于诊断流程及随访时间间隔建议

建议如下：
建议超声医师结合自身的临床经验进行判断，根据患者临床表现，给予个性化的诊断和建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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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US LI-RADS® v2017 诊断报告:

签发CEUS LI-RADS分类报告前的注意事项

应用个人判断及常识信息

为病人提供个性化建议。

第11页是常规的影像学诊断指南，但最优的诊疗方案需根据临床实际情况因人而异。

患者是否已经具有病理证实的临床诊断？

患者已经接受了穿刺活检并有明确的病理诊断结果（即病理诊断为恶性肿瘤，如HCC或非肝细胞来源的
恶性肿瘤，或病理诊断为非肝细胞来源的良性肿瘤如血管瘤），此类患者已经获得了最终的病理诊断，
无需再用CEUS LI-RADS分类诊断。

患者已经接受了穿刺活检，但病理诊断不明确或者诊断为HCC癌前病变（即再生结节或不典型增生结
节），此时最好结合CEUS LI-RADS分类和病理结果联合诊断。可以避免假阴性的临床诊断，密切随访，
观察疾病进展，是否会最终发展为HCC。

是否有静脉癌栓？

如果有静脉癌栓，推测可能的病因。大多数分类为CEUS LR-TIV的是HCC患者，但也有少数为肝内胆管
细胞癌、混合性肝癌或其他非肝细胞来源恶性肿瘤患者。详见第15页关于CEUS LR-TIV的报告指南

患者是否在等待肝移植？

目前，OPTN并不推荐用超声造影诊断HCC。在美国，CEUS LR-5分类的等待肝移植的患者需要用增强CT
或者MRI来确定LR-5分类以及进行病情的分期评估。如果CT或者MRI的诊断结果与超声造影LR-5相矛盾
的话，需上交地区审议委员会重新讨论审查该患者是否适合肝移植。

避免使用那些可能诱导患者接受肝穿刺活检或其他有创检查的语言

如果认为患者需要进一步的肝活检来确诊，可以使用以下短语：

• “诊断过程中，需要做一些检查，包括____，可能还需要肝穿刺活检”

• “单纯依靠影像学检查，并不能完全鉴别HCC和___。如果鉴别诊断对患者的后续治疗非常必要的话，
可考虑作肝穿刺活检。”

• “肝穿刺活检对于鉴别HCC和___还是有必要的。”

• “……可能为HCC。为明确诊断，可以考虑肝穿刺活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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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US LI-RADS® v2017 诊断报告

初诊患者 报告要求 推荐的报告内容

必须包括检查所见、检查结论
列出可能的技术限制或存在的伪像，进一步

检查的建议

必须包括检查所见、检查结论

描述主要的影像学表现、病灶生长情况、有

诊断意义的辅助征象、与前次检查相比的变

化

必须包括检查所见、检查结论

提示可能的病因（HCC,非HCC，不确定），

描述血管侵犯情况

常规超声无法显示的病
灶

在检查结论中描述

“常规超声平无法显示病灶，因此无法进行

超声造影进一步诊断”

所有患者的检查报告必须包括下列内容：
1、患者序号：编号或其他唯一的符号，在所有检查中必须统一。
2、病灶动脉期增强表现：定性的描述，包括非环状增强（整体增强或部分增强）、环状增强、或 周
边结节状增强。
3、病灶增强是否有廓清，开始廓清的时间：以秒为单位记录病灶增强开始廓清的时间。
4、病灶增强是否有廓清，廓清的程度：定性描述为轻度廓清或者显著廓清。
详见第17页和第24页更多关于超声造影增强廓清的内容。

注意:如果病灶已经病理证实为恶性肿瘤或非肝细胞来源的良性肿瘤，报告上不需要CEUS LI-RADS分
类诊断，直接写病理诊断。

局部或微创治疗后的病灶：

2017年CEUS LI-RADS版本的分类不适用于疗效评估。

下一版本CEUS LI-RADS分类将涵盖疗效评估的内容。

CEUS LR-5

CEUS LR-4

CEUS LR-3

CEUS LR-2

CEUS LR-1

CEUS LR-M

CEUS LR-NC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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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US LI-RADS®主要影像学特征

动脉期高增强
(非环状增强或
周边非连续性
结节样增强)

)

动脉期高增强，既不表现为环状增强，也不表现为周边非连续性结节状增强。病灶
动脉期呈整体或部分高增强，强度高于周边肝实质。

与动脉期环状高增强（CEUS LR-M分类）不同，其通常表现为整体或部分强化。

详见诊断表格第5页。

廓清 在动脉期后期或门脉期、延迟期观察，与周边肝脏相比病灶整体或部分增强廓清呈
低增强。

即使病灶动脉期无高增强，可观察其是否存在廓清。

早期（< 60秒）和/或显著廓清：LR-M的主要表现，内容见下表

晚期（≥ 60秒）以及轻度廓清：HCC的主要表现

见诊断表格第5页。

更多关于造影剂廓清的内容详见第17页。

CEUS LI-RADS® LR-M 诊断标准

动脉期环状高
增强

针对造影形态而言，动脉期高增强以病灶周边为主

早期 (< 60 s) 

廓清
针对造影时相而言，病灶在注射造影剂后60秒内开始廓清。廓清程度通常较为显著
（见下文）

显著廓清
针对廓清的程度而言，病灶在注射造影剂后2分钟内显著廓清，在造影图像上表现
为“黑洞”或者“空洞”。

更多关于造影剂廓清的内容详见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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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US LI-RADS® 静脉内癌栓

静脉内癌栓

静脉中可见均匀增强的软组织，不论肝内是否探及实质性肿块

与血栓鉴别

静脉内实质回声开始增强的时间有助于鉴别癌栓与部分闭塞/再通的血栓：

早期增强（与肝动脉同步增强）：癌栓可能性大

在肝动脉增强后的数秒（约10秒）后开始增强：不完全闭塞/再通血栓可能性大

分类:

分类为CEUS LR-TIV.

报告：
在CEUS LI-RADS报告中提示最可能的病因。
详见下文。

15

定义

“肯定为HCC来源的癌栓”

“可能为HCC来源的癌栓”

“可疑为HCC来源的癌栓”

“可能为非肝细胞来源的恶性肿瘤所致的癌栓”

“病因不明”其他

如果超声造影增强表现与CEUS LR-5相似

如果超声造影增强表现与CEUS LR-4相似

如果栓子回声与肝内肿块浸润相连

如果超声造影增强表现与CEUS LR-M相似

CEUS LR-TIV

诊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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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US LI-RADS® 辅助诊断特征

支持恶性肿瘤的诊断，并非特指HCC

病灶显著增大
病灶大小显著增大
注意：“病灶增大超过阈值”不是超声造影的主要表现，但“显著增大”是
支持恶性肿瘤诊断的辅助特征。

支持HCC的诊断

结中结征象
病灶内部出现小结节回声，表现出与外周较大病灶结节不同的超声造影
表现。在肝硬化患者中，提示HCC。

马赛克征象
病灶内散在分布结节，回声杂乱不均匀，在超声造影同时相中具有不同
的增强-廓清表现。

支持良性病变的诊断

随访≥ 2年，病灶未见显著
增大

临床随访≥ 2年，在未经治疗的前提下，病灶未见显著增大

病灶缩小
随访中病灶显著缩小，除外由于图像伪像、测量错误、仪器差异或病灶
内液性成分的吸收所致的缩小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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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US LI-RADS® – 关于廓清的定义

在超声造影中，所有的肝内恶性肿瘤都有典型的廓清表现，包括肝内胆管细胞癌（ICC）以及在CT或
MRI上表现为中央延迟强化的纤维性肿瘤等。

解释：用纯血池超声造影剂（如超声造影微泡），“廓清”反映的是病灶相对于周围肝实质而言的血
流灌注情况。由于所有的恶性肿瘤在门脉期或延迟期血流灌注都低于肝实质，因此表现为造影增强廓
清。目前虽然原因尚未明确，但相较于HCC,ICCs及其他非肝细胞来源恶性肿瘤在超声造影上廓清得更
早更彻底。

含义：针对HCC特异性诊断而言，超声造影不仅要观察病灶有无廓清，而且要评估廓清的“开始时间”
和“廓清程度”

开始廓清a

早期 (< 60 s) 后期 (≥ 60 s)

廓清程度b

显著 ICC和转移瘤的典型表现 提示恶性肿瘤，无特指病理类型

轻度 提示恶性肿瘤，无特指病理类型 HCC及HCC癌前病变的典型征象

a. 开始廓清：指注射造影剂后，观察到病灶相对于肝实质开始廓清的时间（以秒为单位）。
• 早期： 注射造影剂后，开始廓清时间< 60秒
• 后期： 注射造影剂后，开始廓清时间≥60秒
b. 程度：通过在超声造影的门脉期及延迟期比较病灶与肝实质回声廓清的程度而评估：
• 显著廓清：注射造影剂2分钟内，病灶完全廓清呈低回声（“黑洞样改变”）。
• 轻度廓清：病灶增强低于肝实质，但并未完全廓清（即病灶内仍然有部分增强）。如果注射造影

剂2分钟后病灶内增强逐渐廓清，即使结节廓清表现为“黑洞样改变”，仍考虑其为“轻度廓清”。
详见FAQ第24页。

“廓清”对LI-RADS分类的影响：超声造影后期、轻度廓清的病灶分类为CEUS LR-3，LR-4或LR-5级。
早期显著廓清的结节分类为LR-M

动脉期无高增强
动脉期高增强

（非环状，周边非连续性结节状增强）

结节大小 (mm) < 20 ≥ 20 < 10 ≥ 10

未见廓清 CEUS LR-3 CEUS LR-3 CEUS LR-3 CEUS LR-4

后期轻度廓清 CEUS LR-3 CEUS LR-4 CEUS LR-4 CEUS LR-5

早期或显著廓清 CEUS LR-M CEUS LR-M CEUS LR-M CEUS LR-M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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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造影LR-1级的示例及LR-2的诊断标准

诊断标准及示例:

• 囊肿
• 无回声病灶，后方回声增强，超声造影中始终未见增强
• 血管瘤
• 常规超声扫查发现肝内不同回声病灶，超声造影动脉期呈周边结

节样增强，缓慢向内填充；门脉期及延迟期呈等增强或高增强。
• 根据病灶大小不同，超声造影剂可能最终部分或完全填充病灶。

• 肝内局灶性脂肪浸润/局部分布不均
• 在常规超声上表现为片状高/低回声区，无立体感或球体感。在

超声造影各时相均表现为等增强。
• 常见于胆囊窝周围或肝VI段门静脉右支前方。
• 出现在常见部位以外的疑似病灶，分类为CEUS LR-2级（见下文）
• 详见CEUS LI-RADS手册（出版中）。

诊断标准:

• 肝内< 10mm的等增强实质结节
• 如果等增强实质结节 ≥ 10mm，则分类为CEUS LR-3
见CEUS LI-RADS诊断策略（第5页）

• 任意大小的非结节样病灶，在超声造影中始终表现为等增强，且并
非典型的肝内局灶性脂肪浸润/分布不均病灶
• 如果结节在超声造影中表现类似肝内局灶性脂肪浸润/分布不均
病灶，分类为CEUS LR-1（见上文）

• 原分类为CEUS LR-3的病灶，随访≥ 2年，大小稳定不变

注释：CEUS LR-2病灶可能为肝内再生结节或低度恶性潜能不典型增生结
节

⚠️
注意：HCC、FNH及HCA的超声造影表现存在重叠。因此，需要在在HCC高危
人群中恰当使用CEUS LI-RADS分类，超声造影表现提示为FNH或HCA时应谨
慎分类，一般不应划分为CEUS LR-1或者LR-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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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指南

什么是CEUS LI-RADS分类？与CT/MRI检查有何区别？

CEUS LI-RADS针对的是常规超声上可明确显示的病灶。而CT/MRI的LI-RADS分类包括肝内实质占位或假
性占位（如肝内动脉-门脉短路）。与CT/MRI不同，几乎所有超声造影观察的病灶都是真正的占位，极
少出现肝内血管性假性病变。

不确定病人是否有肝硬化病史的前提下，是否能用CEUS LI-RADS分类？

可以用CEUS LI-RADS为患者作一个假设性分类。例如“肝内25mm的实质占位，在超声造影表现为动脉期高

增强，门脉期及延迟期廓清。如果患者同时伴有肝硬化或者慢性肝炎病史，则符合超声造影LR-5标准（确

诊为HCC）”。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可以同时用超声弹性技术评估该患者的肝实质硬度（或剪切波速度）。

如果测得的弹性值超过该仪器诊断肝硬化的阈值，就可以为患者提供一份临时的CEUS LI-RADS分类报告，

报告上必须注明根据 “超声弹性硬度值[XX]kPa（或者剪切波速度[XX] m/s）”诊断为肝硬化。

如果常规超声扫查未发现病灶，能做超声造影吗？

CEUS LI-RADS v2017只适用于常规超声能显示的肝内病灶。尽管当前的CEUS LI-RADS分类尚未提及对肝内

隐匿性病灶做超声造影检查，但是资深的超声造影专家可以在超声造影过程中，根据肝内解剖标志来寻找、

定位和评估CT或MRI检出的病灶。

CEUS LI-RADS能用于评估等待肝移植的患者吗？

如果临床具备检查指征的话，CEUS LI-RADS分类可以用于评估等待肝移植的患者。虽然目前UNOS还没有正

式认可超声造影，但是一旦定义为超声造影LR-5级，患者需要行进一步的增强CT/MRI检查以明确诊断，并

确定HCC分期是否适合肝移植。

曾经看到过其他版本的CEUS LI-RADS分类，哪一个是官方版本？

美国放射学协会（ACR）的CEUS LI-RADS是ACR认证的分类，它是由国际专家团队共同商议建立的，并接受

了ACR LI-RADS督导委员会的反馈、修改和最终认可。目前ARC LI-RADS分类手册囊括超声、CT和MRI的内容。

而其他版本的“CEUS LI-RADS”非ACR所认证，未经督导委员会认可列入ACR LI-RADS手册中。

为何LI-RADS分类不适用于非HCC高危因素患者、小于18岁的患者、或先天性
肝纤维化所致肝硬化的患者？

见CT/MRI LI-RADS核
心内容

为何LI-RADS分类不适用于肝血管性疾病患者，如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
张症、布加综合征、慢性门静脉闭塞、淤血性心脏病、或肝内弥漫再生结节
患者？

为何LI-RADS分类不适用于病理证实的非肝细胞来源的肝内恶性或良性肿瘤？

LI-RADS分类是否适用病理证实的肝细胞来源的良性病灶（例如再生结节或
不典型增生结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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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

CEUS LI-RADS 和CT/MRI LI-RADS的差别在哪里？

CEUS LI-RADS 与CT/MRI LI-RADS的主要差别总结如下：

CEUS LI-RADS v2017 CT/MRI LI-RADS v2017

检查者专业水平 需要资深水平 不一定需要资深水平
病灶是否可见 要求常规超声显示病灶 不要求平扫时显示病灶
检查次数 一个或多个 一个或多个
检查目的 诊断 诊断、分期、移植后评估
造影剂类型 纯血池造影剂 ECA 或 HBA

造影剂允许注射次数 一次到多次（按需而定） 通常一次
动脉期高增强病灶大小分类 < 10 mm，≥ 10 mm < 10 mm, 10-19 mm, ≥ 20 mm

动脉期高增强 高空间分辨率，连续观察 单个或数个时间点采集
廓清现象

真实的造影剂廓清
观察到的廓清有时并非真实造影剂
廓清

廓清观察内容 开始廓清的时间、廓清的程度
很重要

开始廓清的时间和廓清的程度不是
重要的诊断标准

“假包膜”现象 非超声造影征象 主要征象
病灶大小增长 属于辅助诊断标准 主要征象（如果大小超过阈值）

辅助判断标准 很少 很多

为什么肝内胆管细胞癌（ICC）超声造影上表现为早期显著廓清，而在CT/MRI上表现为病灶中央延迟
强化？

超声造影剂微泡体积较大，不能通过血管内皮而局限于血管内（因此，超声造影剂被称为纯血池造影
剂），其在动脉期之后的分布反映的是局部血流灌注。由于ICCs局部血流灌注较低，与绝大多数HCC

相比，其在超声造影剂注射后，表现为门脉期及延迟期更早期、更显著的廓清。相对而言，增强
CT/MRI使用的低分子量（LMW）造影剂能轻易地通过血管内皮渗入组织间隙中，并逐渐沉积在肿瘤
中央的纤维基质中，因此ICCs在CT/MRI上表现为中央延迟强化的特征

为什么典型的HCCs在超声造影和CT/MRI上都表现为造影剂廓清征象？

关于造影剂“廓清”现象，目前机制未明。相关内容详见LI-RADS手册（出版中）。可能的解释是：由
于大多数的HCCs局部血容量和细胞外基质容量都低于肝实质，因此不管使用纯血池造影剂还是LMW

的细胞外造影剂，都表现为“廓清”现象。

为什么LR-M分类被认为是“可疑或确定的恶性肿瘤”？

由于极少肝内良性病变（例如炎性假瘤，硬化性血管瘤，脓肿）在CEUS、CT或MRI上会表现出LR-M

的征象（如动脉期环状强化），因此对该分类的病灶，诊断为“可疑或确定的恶性肿瘤”比“确定为恶性
肿瘤”更合适。

LR-M分类对于病灶大小是否有限制？

没有。尽管超声造影常用于评估常规超声检测到的 ≥ 10 mm的肝内病灶，当超声造影中发现< 10mm

的病灶具有LR-M的征象时，也应定为LR-M级。

为什么超声造影无法显示肝内动脉-门静脉瘘？

超声造影无法显示可能是由于动脉-门脉短路处的血管太细微，而增强CT和MRI可以检测到渗出血管内
皮进入局部组织间隙的的造影剂。不管其机制如何，超声造影对肝内动脉-门静脉瘘的显示不敏感在诊
断肝局灶性占位上可以看做一个优势，避免因为显示组织灌注而对诊断产生干扰。

为什么“最终判定法则”将病灶LI-RADS诊断降级？

见CT/MRI LI-RADS 要点

20

常见问题解答诊断流程



LI-RADS® v2017 

CEUS Core

技术

我从未做过超声造影，该如何开始使用CEUS LI-RADS分类呢？

请详细阅读超声造影手册。

也可以参考下列网站的内容，包括优质的教学资料、教学链接或其他内容。

• EFSUMB 网站: http://www.efsumb.org/guidelines/guidelines-ceus.asp

• EFSUMB 指南: https://www.thieme-connect.de/products/ejournals/pdf/10.1055/s-0032-

1325499.pdf

• ICUS 网站: http://www.icus-society.org

• SonoWorld: https://sonoworld.com/LectureDetails/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The Nuts and 

Bolts.aspx?Id=2243&Sequence=1

• 如果在阅读超声造影手册及学习相关网站内容后还有疑问，请联系CEUS LI-RADS WG.

该用多大尺寸的注射器注射超声造影剂？

Definity：用1ml的注射器

Lumason/SonoVue：用造影剂套装提供的5ml注射器。

如何注射超声造影剂？

超声造影剂约在2-3秒内手动快速推注，推注时保持恰当稳定的压力，防止用力过猛破坏造影剂微泡。
造影剂推注后即刻以2ml/s的速度推注用5-10ml生理盐水。

怎么测量病灶大小？

第一步 选择适当的切面成像，例如显示病灶最长径。如果超声造影用于随访病灶，要根据周边解
剖结构（如门静脉，肝静脉，胆囊，镰状韧带），显示与前次超声造影测量时所采用的相
同的切面。

第二步 尽量在常规超声的图像上，沿病灶长轴测量病灶外缘间的距离。如果病灶在常规超声上显
示不清，可以在超声造影中病灶边界显示最清楚的图像上测量，尽量避免在动脉期造影剂
达峰时测量病灶大小。随访评估病灶大小的变化时，要求选择相同的切面及时相进行对比。

EFSUMB =欧洲医学和生物学超声学会联合会
ICUS =国际超声造影学会

21

常见问题解答诊断流程

http://www.efsumb.org/guidelines/guidelines-ceus.asp
https://www.thieme-connect.de/products/ejournals/pdf/10.1055/s-0032-1325499.pdf
http://www.icus-society.org/
https://sonoworld.com/LectureDetails/Contrast_Enhanced_Ultrasound___The_Nuts_and_Bolts.aspx?Id=2243&Sequence=1


LI-RADS® v2017 

CEUS Core

处理方式

对于常规超声不能显示的肝内隐匿性病灶，CEUS LI-RADS建议6个月内进行其它影像检查（例如CT

或MRI），可以解释其中缘由吗？

超声造影的一个检查指征就是评估CT或MRI检出的LR-3，LR-4，LR-5级病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
常规超声不能显示肝内病灶，LI-RADS建议改行增强CT或MRI检查，而不再尝试CEUS检查。在第2页
中曾经提到，对于常规超声不能显示的肝内隐匿性病灶，有经验的超声专家可以尝试用超声造影来寻
找病灶，但目前版本的CEUS LI-RADS分类已不再建议这样做了。我们期待之后的CEUS LI-RADS分
类会纳入此类隐匿性病灶的评估。如有需选择其它影像学检查，医生应判断并推荐合适的检查方式
（CT或MRI），使用的造影剂（细胞外型或肝胆型）及检查的时间间隔。

CT/MRI LR-3级和超声造影LR-3级推荐的临床处理方法不同，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

CT/MRI手册上建议 LR-3级病灶需要3-6个月内行进一步检查或者随访。相比较，超声造影LI RADS分
类建议LR-3级病灶在6个月内行进一步检查或者随访，并申请多学科综合诊治（MDD）讨论的结果，
详见第11页。由于CEUS LR-3级的病灶诊断为HCC的可能性比CT/MRI LR-3要高，因此需强调MDD

在CEUS LR-3中的作用。

⚫ 两项最新的研究结果1,2表明，绝大多数CT/MRI检出的 LR-3级病灶是良性或无显著变化的病灶，只
需要定期随访，不需要进一步的MDD讨论。

⚫ 目前对CEUS LR-3级病灶的疾病演变过程尚不清楚，但是之前的临床经验表明此类结节需要密切观
察随访。根据CEUS LI-RADS规定，超声造影观察的病灶必须是在肝硬化背景下常规超声能显示的
病灶。其很有可能为HCC，除非其超声造影表现符合典型的良性病灶的表现（如血管瘤）。最新的
一项回顾性研究3发现60%（45/75）的超声造影LR-3级病灶最终证实为HCC（见下文）。因此超声
造影LR-3级病灶需要MDD讨论决定最合适的诊疗随访方案，包括在3个月内其他进一步的影像检查
或穿刺活检。

CEUS LI-RADS分类中每一个级别对应HCC的可能性为多少？

Terzi等人回顾性分析了350例肝硬化背景下的结节的超声造影表现。用CT/MRI和/或穿刺活检的组织
病理学结果作为金标准，报道了CEUS LI-RADS分类每一个级别所对应的HCC可能性

CEUS LR-M: 6/15 (40%) HCC, 2/15 (13%) H-ChC, 7/15 (47%) ICC

• CEUS LR-5: 149/152 (98%) HCC, 1/152 (1%) H-ChC

• CEUS LR-4: 90/102 (88%) HCC

• CEUS LR-3: 45/75 (60%) HCC

参考文献

1. J-Y Choi et al. Indeterminate observations (Liver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 Category 

3) on MRI in the cirrhotic liver: fate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 AJR 2013. PMID 24147469

2. M Tanabe et al. Imaging outcomes of Liver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 Version 2014 

Category 2, 3, and 4 observations detected at CT and MR Imaging. Radiology 2016. PMID 

27115054 

3. E Terzi, L. De Bonis, S. Leoni, et al. Dig Liv Dis, 2017; 49, Suppl 1, e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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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CEUS LI-RADS分类需要每个病灶分别描述而CT/MRI LI-RADS分类有时可以统一描述所有病灶呢？

LI-RADS分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达到放射科医生，临床医生及患者间更简明、快捷和清晰的交流。CT和MRI

扫查全肝，往往能发现多个病灶，如果对每个病灶都分别描述，将使检查报告繁琐冗长且不能突出重点。

放射科医生为了简明清晰的交流，往往将CT和MRI检查所见归纳总结在报告上。而超声造影只能有针对性地

观察某一扫查切面内一个至数个病灶，因此每个病灶都需要独立描述并单独报告。

应该如何分类和报告治疗后的病灶？

对于接受局部治疗后的肝内病灶行超声造影时，需要观察并描述病灶内部及周边是否有可疑增强区或廓清

区，测量其大小及对比前次检查的结果。如果可行的话，超声医生应报告可能的结论及进一步处理的建议。

例如：

⚫ “超声造影时在治疗后的HCC病灶旁发现12mm的结节区域，其在动脉期快速增强，门脉期及延迟期表现

为廓清，高度怀疑肿瘤细胞残留”或者

⚫ “治疗后的病灶周边出现厚环状缓慢增强区，不伴廓清，这可能是HCC治疗后病灶周边良性改变或乏血

供肿瘤。个人建议，依然存在肿瘤复发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需考虑MDD个性化讨论和处理”

由于CEUS LI-RADS还没有纳入疗效评估的内容，不要用CEUS LI-RADS分类对治疗后的HCC进行评估，可建议

患者行CT或MRI检查进一步评估疗效。

对于已经接受穿刺活检并有明确病理结果的病灶该如何用LI-RADS分类？

分类的方法取决于病理诊断的结果：

• 如果是肝内恶性肿瘤或者非肝细胞来源的良性病灶（如血管瘤）：报告病灶的病理诊断、临床相关的

影像特征、与前次检查相比的变化。

• 如果是肝细胞来源的良性病灶（如再生结节或不典型增生结节）：报告病灶的CEUS LI-RADS分类和病

理诊断、影像特征、与前次检查相比的变化。由于此类病灶存在一个病理演变的过程，需标注穿刺活

检及病理报告的时间，尤其是在活检和超声造影间隔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

如果病灶穿刺活检的病理结果和CEUS LI-RADS分类不符合该怎么办？

在报告中同时描述病灶穿刺活检的病理结果和CEUS LI-RADS分类，并注明两者存在不一致。由于病灶存在

一个病理演变的过程，需标注穿刺活检及病理报告的时间。简要解释你认为两者结果不一致可能的原因，

考虑MDD多学科综合讨论，回顾分析患者所有病理学、影像学和其他临床资料。

哪里可以下载CEUS LI-RADS分类报告模板及实例演示？

下载内容尚在完善中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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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特征

超声造影的廓清是真的廓清吗？

超声造影定量分析的时间强度曲线显示，超声造影出现的廓清是真正的病灶内造影剂廓清1,2。而在增强

CT/MRI中出现的廓清可能是由于病灶周围肝实质的增强而导致病灶呈相对廓清，而不是肿瘤内部真实的造

影剂廓清。

病灶开始时呈轻度廓清，随后造影剂完全廓清呈黑色，这属于轻度还是显著廓清？

这取决于从造影剂注射后到出现显著廓清的时间。如果在2分钟内造影剂显著廓清，则可以定义为显著廓清。

如果2分钟后出现造影剂显著廓清，则定义为轻度廓清。对于判断不确定的病灶，统一定义为显著廓清（为

了避免将为边缘显著廓清的非HCC恶性肿瘤误诊超声造影LR-5级的病灶）。

如何确定肿瘤的增大为“显著增大”？

超声造影没有具体的阈值来判断肿瘤“显著增大”，这由超声造影医师根据患者实际情况而判断，一般病

灶增大> 5mm可认为是“显著增大”。

“廓清”只出现在动脉期高增强的病灶中吗？

不，除了动脉期高增强的病灶外，“廓清”还出现在动脉期等增强的病灶中。例如以下两种情况都可以认

为病灶存在廓清：

⚫ 动脉期等增强，延迟期增强部分廓清呈低增强。

⚫ 动脉期开始时低增强，随后为等增强，门脉期及延迟期增强部分廓清呈低增强。

“廓清”并非指在超声造影各时相均表现为低增强的病灶。

内容详见超声造影手册/时间-强度曲线（待发表）。

超声造影有周边廓清现象吗？

没有。在增强CT / MRI上，肿块型的肝内胆管细胞癌和非HCC性恶性肿瘤的一个重要征象是肿瘤周边廓清，

呈现“同心圆”现象（即病灶周边为环状的增强廓清的动脉，中央为纤维化水肿区）。CT和MRI中所用的

细胞外肝胆特异性造影剂快速从病灶周边的动脉及内皮细胞中廓清，同时造影剂渐渐聚集在肿瘤中央的纤

维基质，引起渐进/延迟中央增强，形成外周廓清的现象。

超声造影剂微泡是纯血池造影剂（即它们不会溢出至组织间隙），随着肿瘤内部血流灌注减低，造影剂微

泡迅速从肿瘤组织中廓清（包括动脉化的肿瘤边缘、纤维组织及水肿区）。因此肿瘤表现为早期出现的整

体显著廓清，而非中央高增强的周边环状廓清。

为什么呈增强表现的”假包膜”不是超声造影下HCC的主要征象？

作为纯血池造影剂，超声造影剂微泡不会溢出到肿瘤包膜所在的组织间隙中。肿瘤包膜在超声造影延迟期

表现为与周边肝实质类似的等回声。相反，增强CT和MRI使用的低分子量造影剂可以迅速渗入“包膜”间

质中，在进展期的HCC病灶中，表现为动脉后期特征性的增强的“假包膜”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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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RADS® v2017 

CEUS Core
缩写

缩写

ACR 美国放射学学会

AF 辅助诊断征象

AP 动脉期

APHE 动脉期高增强

APS 动脉-门静脉短路

CEUS 超声造影

CT 计算机断层扫描

ECA 细胞外造影剂

EFSUMB 欧洲超声医学和生物学联合会

FNH 局灶性结节性增生

HBA 肝胆特异性造影剂

HCA 肝细胞腺瘤

H-ChC 混合性肝癌

ICC 肝内胆管细胞癌

HCC 原发性肝细胞肝癌

ICUS 国际超声造影协会

LI-RADS 肝脏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

LMW 低分子量

LP 延迟期

MDD 多学科综合讨论

MI 机械指数

MRI 磁共振成像

PVP 门脉期

TIV 静脉内癌栓

UNOS 组织器官共享联合网络

US 超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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