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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

[摘要]目的：探讨脑膜癌病的临床及脑脊液细胞学特征。方法：总结2例脑膜癌病的临床及脑脊液细胞学特征，并复习文献。

结果：1例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急性变，1例为乳腺癌术后；临床主要表现头痛、呕吐，无脊神经损害及脑膜刺激征。脑脊液检

查颅内压增高，细胞数、蛋白升高，细胞学检查发现癌细胞。结论：脑脊液细胞学检查是诊断脑膜癌病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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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ingeal carcinomatasis：report of 2 cases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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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clinical features and cytological changes of cerebrospinal fluid(CSF)in meningeal

carcinomatasis．Methods：The clinical features and cytological changes of CSF of two meningeal carcinomatasis patients were analyzed，

and the literature was reviewed．Results：Of the two cases of meningeal carcinomatasis，one was due to acute change of chronic

myelocytic leukemia and the other had received surgery for breast cancer．The main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were headache and vomiting．

No spinal nervous lesion or signs of meningeal irritation were observed．Abnormal level of intracranial pressure，increased cell count and

protein level were found in CSF examination．Cancer cells were found in cytological examination Conclusions：The cytological

examination of CSF is essential for the diagnosis of meningeal carcinomat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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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膜癌病(meningeal carcinomatasis，MC)是恶

性肘，瘤在脑、脊髓蛛网膜下腔和软脑膜内弥漫性转

移并随血管周嗣间隙侵入脑实质而引起的一系列临

床综合征；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影像学检查有时也

很难发现病变，容易误诊或漏诊。目前临床上主要

采用腑脊液(CSF)细胞学检查诊断本病。1998年

2月至2007年12月，在我院1 355例CSF细胞学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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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确诊脑膜癌病2例，本文就此2例I临床资料进

行分析，并复习文献予以讨论。

1 临床资料

例1女性，35岁。2005年7月14日人院。4

年前确诊为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期间间隔常规化

疗。人院1周前出现头痛，额颞部或整个头部胀痛、

钝痛，初为问歇性，后转为持续性并逐渐加重，伴恶

心、呕吐、意识障碍、视物模糊、抽搐发作。人院检

查：神志清楚，精神差，贫血貌，眼睑、颜面部及四肢

皮下中度水肿，脾肋下l指，质硬，无触痛，四肢肌

感染性心内膜炎起病较急，病情较重，因此，早

期诊断、治疗非常重要，完整切除赘生物及受损瓣

膜，严密处理创面及人工替代物，术后严格、足量、全

程抗生素治疗均可有效防止感染再次发生，正确的

围手术处理及手术治疗过程中的针对性操作是手术

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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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肌张力正常，深浅反射正常，未引出病理征，脑膜

刺激征阴性。眼底：视乳头水肿。人院检查：WBC

82×109／L，原始+幼稚细胞0．80；BPC 35 X 107／L；

9月30日骨髓象：骨髓增生活跃，粒系增生相对减

低，红系增生相对明显活跃，巨系未见。7月16日

头颅CT示右侧额颞顶部硬膜下血肿。9月15日

CSF检查：无色透明，压力240 mmH：O，有核细胞数

305×106／L，总蛋白0．73∥L，葡萄糖7。47

mmol／L，氯化物121．7 mmol／L，细胞学检查发现大

量幼稚细胞，成团聚集，细胞体积大，核异质，核浆比

例增大，核仁明显，多数幼稚细胞核呈肾形或不规则

形(见图1)。入院后予脱水、降颅压、输血、抗感染、

口服格列卫、支持对症治疗1月余后，头痛间歇性改

善，后鞘内注射甲氨喋呤10 mg、阿糖胞苷50 mg、地

塞米松5 mg，共8次，头痛症状明显改善，于10月

14日好转出院。

图l肿瘤细胞成团聚集．呈肾形或-4、规则形，核异质，核仁明

显(MGG x400)

例2女性，49岁。2007年11月18日入院。1

年前确诊为乳腺癌，行乳腺癌根治术及术后化疗4

次，恢复良好。人院前2个月出现头痛，全头痛，胀

痛为主，呈持续性，渐加重，一般镇痛药效果不佳，伴

呕吐、复视。入院检查：神志清楚，眼底水肿、出血，

余脑神经(一)，四肢肌力、肌张力正常，深浅反射正

常，未引出病理征，深浅感觉和共济运动正常，脑膜

刺激征阴性。心、肺、腹体检阴性，全身浅表淋巴结

未触及肿大。实验室检查：肝肾功能、血糖、血脂、血

常规正常，肝、胆、胰、脾、妇科彩色超声及头颅CT、

MRI检查均无异常发现。11月19日CSF检查：无

色透明，压力220 mmH，O，有核细胞数14 X 100／L，

总蛋白0．69 g／L，葡萄糖i．1 mmol／L，氯化物116．9

mmol／L。细胞学检查发现肿瘤细胞，形态异常，核

不规则，核仁明显，胞质深染，胞核和胞质比例增大

(见图2)。入院后予脱水、降颅压、对症治疗1月

余，因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图2肿瘤细胞体积大。形态异常，多核不规则，胞质深染，胞

核和胞质比例增大(MGG xl 000)

2讨论

1870年，Eberth在肺癌患者的尸解中偶然发现

癌细胞选择性浸润软脑膜，而脑和脊髓实质内多无

肿块，因其临床表现与脑膜炎相似，故开始称癌性脑

膜炎。后来的病理学研究发现癌细胞在软脑膜呈弥

漫性或多发局灶性浸润，而无炎症改变，且不形成肿

块，故将其改称为脑膜癌病⋯。

脑膜癌病多见于中老年人，急性或亚急件起病，

临床表现复杂，可出现脑、脑神经和脊髓受损症状，

其中以脑部症状为主，可表现头痛、头晕、恶心、呕

吐、意识障碍、精神症状、抽搐发作等。国内报

道旧J，78％的脑膜癌病患者以头痛为首发症状，97％

患者及76％患者病程中出现头痛和呕吐，亦有癫痫

发作及精神障碍等。本组2例均以头痛起病，1例

伴恶心、呕吐、意识障碍及抽搐发作，1例伴有复视。

例1头颅CT示右侧额颞顶部硬膜下血肿，考虑与

血小板减少有关，例2头颅CT和MRI检查均无异

常发现。由于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头颅影像学检

查亦无特异性脑膜病变，本组2例均被延诊。因此，

中老年人原因不明的顽固性头痛，头颅CT或MRI

未发现脑实质内占位性病变，要高度怀疑脑膜癌病，

应及时做CSF细胞学检查，以确定诊断。

目前腩膜癌病的原发灶常见于肺癌、乳腺癌、黑

素瘤和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旧一。我国和欧洲肺癌转

移是最多见的，对于女性患者，乳腺癌也是重要来

源；而在儿童，以白血病最多见H’5 o。另有报道∞’川，

5％的肺癌以脑膜癌病首发，20％一40％的脑膜癌病

临床上原发灶不明。本组均为中青年女性患者，

1例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急性变)发生脑膜转移，

1例为乳腺癌发生脑膜转移。其癌细胞主要来自以

下几种途径：(1)血源转移到脉络膜丛血管而达蛛

网膜下腔；(2)血源转移到软脑膜而达蛛网膜下腔；

(3)沿神经周围淋巴管及鞘逆行散布；(4)转移到

Batson静脉丛而达脑脊髓膜下腔；(5)血管周围淋

 



巴管向心性蔓延；(6)转移至颅骨再侵犯脑膜。

脑膜癌病患者CSF异常的原因是癌细胞浸润

脑膜及其代谢产物的化学刺激、血一脑屏障破坏和

血管通透性增加，导致颅内压增高，白细胞和蛋白渗

出增加；大量癌细胞可加速糖酵解，使CSF糖含量

下降，氯化物降低可能与患者频繁呕吐、胃酸大量丢

失有关。国内报道【2 J，脑膜癌病患者CSF检查中，

67．3％出现颅内压增高，71．2％细胞数升高，45．8％

蛋白显著升高，50．8％氯化物降低，42．4％糖降低。

本文2例检测CSF压力增高，CSF白细胞数、蛋白含

量增高，例l糖含量升高、氯化物正常，例2糖和氯

化物含量均降低。CSF细胞学检查是诊断脑膜癌病

的主要方法，其敏感性为75％一90％，特异性为

100％Ls]。本组2例患者首次腰穿CSF中均找到肿

瘤细胞，光镜下见细胞大小不一，形态各异，胞膜有

突起，胞质深染，核浆比例增大，核异形性明显；且细

胞成团聚集(见图l、2)，具有典型肿瘤细胞的细胞

形态学特征，为诊断提供了客观依据。但有时，由于

CSF中肿瘤细胞数量少，或者肿瘤细胞异形性小及

一些反应性间皮细胞或退变细胞的影响，使常规

CSF细胞学检查发现肿瘤细胞的阳性率降低，易造

成误诊、漏诊。为提高CSF细胞学检查的阳性率，

许多学者进行了多种探索。据报道一“1|，免疫细胞

化学可通过不同的抗体标记细胞，以鉴别细胞的组

织来源。癌细胞上皮膜抗原(EMA)、细胞角蛋白

(CK)广泛存在于上皮细胞，而淋巴细胞、单核细胞

则不表达。正常CSF中不应该有上皮细胞，因此，

CSF中出现EMA和CK阳性细胞提示为转移细胞。

研究发现㈡1，CSF中的转移细胞均呈EMA和CK阳

性，且大多数EMA和CK阳性患者找到了原发灶，

少数未找到原发灶的患者也于短期内死亡，提示转

移癌可能性大。因此，当CSF中肿瘤细胞形态不典

型时，结合免疫细胞化学染色，可以提高脑膜癌病的

检出率，且对寻找原发病灶亦有帮助。

脑膜癌病属恶性肿瘤晚期，预后极差，尽早及时

发现，采取适当治疗，可以延长患者存活期。例1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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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小剂量多次鞘内注射甲氨喋呤、阿糖胞苷和地塞

米松后，临床症状及CSF明显改善，延长了存活期，

与文献报道相一致‘121。也有研究认为‘131，放疗、化

疗可损害血一脑屏障，导致癌细胞扩散，对改善预后
无明显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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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论文“前言"的写作层次

前言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论文的开场白。其写作层次一般包括：说明概念、提出问题、

概述全文、引出下文。如果没有需要解释的概念，这一层可以省略。提出问题：是前言的主要内容，

只有先提出问题，才能引出下文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总结、讨论问题。概括全文：指概括地介绍

全文的资料、方法和结果，但不涉及具体内容，具体内容留待下文。引出下文：是用一句过渡性的语
句点出下文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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