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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体腺瘤３７例眼部改变及误诊分析
邹杰，冯正国
［摘要］目的：探讨就诊于眼科的垂体腺瘤患者视功能损害和误诊原因，以期加深对垂体腺瘤的认识，促进早期诊断，尽量避免
或减少误诊。方法：对３７例手术后病理证实的垂体腺瘤进行临床分析。结杲：视功能损害３５例，视野缺损３４例，以视力减退
为首发症状就诊于眼科１５例，误诊５例。结论：眼科医师在临床诊断中对视力、视野异常的患者需要综合分析，以避免或减少
垂体腺瘤的误诊。
［关键词】垂体肿瘤；眼表现；误诊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Ｒ

［文献标识码】Ａ

７３６．４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ｙｅｓ ｏｆ ３７

ｃａｓｅｓ

ＺＯＵ

ａｎ

ｅｒｒｏｎｅｏｕｓ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ｐｉｔｕｉｔａｒｙ ａｄｅｎｏｍａｓ

Ｊｉｅ，ＦＥＮＧ Ｚｈｅｎｇ—ｇｕｏ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成ｎｇｂｕ Ｔｈｉｒ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ｅｎｇｂｕ Ａｎｈｕｉ ２３３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隋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ｔｕｉｔａｒｙ ａｄｅｎｏｍａ，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ｖｉｓ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ａ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ｗｈｙ ｍｉ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ｓ ｔａｋｅｎ ｐｌａｃｅ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ｐｉｔｕｉｔａｒｙ

ｔｏ

ａｄｅｎｏｍａ．Ｍｅｔｈｏｄ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ｐｉｔｕｉｔａｒｙ ａｄｅｎｏｍ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
ｔｈｅ ３７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ｃａｍｅ

ｔｏ

ｓｅｅ

ａｒｅ

３５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ｈｏｓｅ ｖｉｓ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Ｄｕｒｉｎｇ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ｃ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ｉｓ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ｉ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ｉｔｕｉｔａｒ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ｓ，ｔｈｅ

ｏ耐ｅｒ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ｏｒ

ｗｅｒｅ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ｔｏｏｋ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ｅ ｏｆ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ｃｕｉｔｙ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西ｓｔｓ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ｒｅ

ａｓ

３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ｈｏｓｅ ｖｉｓ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ｙｍｐｔｏｍ，５

ｓｈｏｕｌｄ ｄｏ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ｍｉ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ｓ

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ｓ；ｅｙｅ ｍａｎｉｆ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ｔｏ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ａｓ

ｄｏｎｅ

ｏ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ｗｅｒｅ

３７
ｔｏ

ｄａｍａｇｅｄ，１５

ｍｉ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ｖｉ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ｉｔｕｉｔａｒｙ ａｄｅｎｏｍａ．

ｔｏ

ｅｒｒｏｒｓ

垂体腺瘤是常见的颅内肿瘤，因其病变部位与

眼），其中双颞侧偏盲２２眼；双同侧偏盲４眼；颞侧

视交叉有特殊的解剖关系，致使患者常出现眼部的

视野缩小：右３眼，左３眼；颞上象限缺损：右３眼，

改变。垂体腺瘤患者早期即可出现视力和视野障

左５眼；视野向心性缩小：右７眼，左７眼；一眼全盲

碍，随着病变的加重可导致视力丧失，甚至危及生

另一眼颞侧偏盲ｌ例（２眼）；双眼全盲ｌ例（２眼）；

命。在临床上，垂体腺瘤患者常常先就诊于眼科，因

双鼻下方缺损１例（２眼）；一眼全盲另一眼颞上象

此眼科医师应该掌握相关知识，熟悉该病的ｌ临床特

限缺损２例（４眼）。（３）眼肌麻痹。外展神经麻痹

点，尽量避免或减少垂体腺瘤的误诊。本文就我院

１例。（４）眼底改变。视神经萎缩２４例（４０眼），视

神经外科手术后病理证实的３７例垂体腺瘤的眼部
改变和误诊原因进行总结，现作报道。

乳头水肿３例（５眼）。１０例无眼底改变。（５）其
它。以头痛为首发症状者５例。（６）内分泌紊乱。

１临床资料
１．１

一般资料２０００年１月至２００７年１０月，收住

有泌乳、闭经、月经不调、肥胖、肢端肥大、性欲减退、
生长发育迟缓等１０例。
１．３误诊情况有５例收住神经外科手术治疗前

我院神经外科住院手术的垂体腺瘤３７例（７４眼），

曾被误诊为眼科疾病。以视力减退为首发症状就诊

男２４例，女１３例；年龄１７—７２岁。出现首发症状
至入院治疗时间最短２天，最长１０年。

于眼科１５例，其中误诊为球后视神经炎２例，继发

１．２眼部表现（１）视力减退。３７例中视力减退
３５例（６ｌ眼），其中视力０．６—０．９者１４眼；０．２～

１．４

性视神经萎缩２例，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１例。
治疗 均在显微镜下手术切除垂体肿瘤，术后
经病理检查证实为垂体腺瘤。

０．５者２１眼；光感～０．１５者２２眼；无光感者４眼。
以视力减退为首发症状就诊于眼科者１５例，占
４０．５％。（２）视野缺损。有视野缺损者３４例（６４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一１１－２２
［作者单位］安徽省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眼科，２３３０００
［作者简介］邹杰（１９７３一），男，主治医师．

２讨论
２．１

垂体腺瘤的临床特点和眼部表现在颅内肿

瘤中，垂体腺瘤发病率仅次于胶质瘤及脑膜瘤而居
第３位，占１０．４％～１ｌ％。男女均可发病。部分垂
体腺瘤患者发病具有家族性的特点…。垂体腺瘤

２３３

常发生在鞍内、鞍上及鞍区周围区域，是鞍区肿瘤中

视野缺损患者未仔细分析视野损害的特点，缺乏神

较常见的类型【２ Ｊ。其临床表现有：（１）颅内压增高

经眼科学相关知识，诊断思维狭隘，没有在必要时做

的症状。头痛、呕吐、视乳头水肿等；（２）病灶局部
症状。眼球运动障碍、瞳孔形态和运动障碍、睑裂大

头颅ＣＴ或ＭＲＩ检查。因此对于原因不明的单侧或
双侧进行性视力减退的病例，在临床诊断为球后视

小改变、视乳头水肿及视野改变等。由于垂体所处

神经炎时，均应除外颅内占位性病变帕Ｊ。

的鞍区位于颅底，远离脑组织和脑室系统，垂体腺瘤

２．２．２继发性视神经萎缩视乳头色灰白，边界模

的早期常缺乏颅内高压征和神经系统体征，但视交

糊不清，生理凹陷不见，视网膜血管伴白鞘。而垂体

叉却易遭压迫，早期即可出现视力和视野障碍，故一
般患者多先就诊于眼科旧．３ Ｊ。本组仅５例首发症状

腺瘤导致的视神经萎缩属于原发性视神经萎缩。垂
体腺瘤患者早期视盘上下方颜色几乎正常，而视盘

为头痛，具有颅高压的症状。

颞侧及鼻侧苍白呈“蝴蝶结状”的视神经萎缩；晚期

本组视力减退者３５例，视野缺损３４例，眼底改
变２７例，单眼视力减退（另眼视力正常）９例。以视

视盘则全部萎缩，其边界清楚，凹陷中可见筛板。垂
体腺瘤患者误诊此病原因：（１）医生对视神经萎缩

力减退、视野改变为最突出的眼部改变，其原因是垂

分原发性和继发性，眼底视盘改变不同缺乏认识；

体腺瘤首先顶起鞍隔，然后突破鞍隔由下向上发展
压迫视交叉神经引起，视交叉神经偏后者则一侧视

（２）忽视了垂体腺瘤患者如果视神经受压迫，其管
壁周围的蛛网膜下腔可能已被压瘪，故不发生视乳

神经常先受压，出现单眼视力减退或全盲，晚期才出

头水肿，而只引起视神经萎缩ｏ ３；（３）视神经萎缩病

７

现视交叉神经受压征；也可能是肿瘤压迫基底动脉

因多种多样，就诊时没有及时查找病因，检查视野，

环，特别是大脑前动脉和前交通动脉，使视交叉神经
和视神经血循环受到影响所致旧ｏ。当视交叉神经

必要时做头颅ＣＴ或ＭＲＩ。
２．２．３
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

的位置偏前时，垂体腺瘤可首先压迫视交叉神经后

多数其它开角型青
光眼患者眼压一般高于正常。视乳头凹陷扩大，局

部，乳头黄斑束纤维可以首先受到侵害，因此可以较

限性或同心性扩大（Ｃ／ＤＩ＞０．６）。视野缺损：早期出

早影响中央视力，出现中心暗点一１。一般视力减退
多于视野缺损，而视野缺损又多于眼底变化，甚至有

现旁中心暗点、弓形暗点、鼻侧阶梯；进展期视野缺

的视力及视野均有明显障碍而眼底仍正常者嵋Ｊ。
本组中有典型的双颞侧偏盲２２眼（３４．４％），
颞上象限缺损１０眼，属于垂体腺瘤患者典型的视野

损加重，出现双弓形暗点，围绕中心注视点，一端与
生理盲点相连，鼻侧止于水平线上。逐步形成鼻上
视野缺损，扩展到鼻下方形成全鼻侧视野缺损。垂

缺损。由于视网膜纤维及黄斑纤维在视交叉中排列

体腺瘤患者误诊此病原因是：（１）未仔细观察眼底
视乳头改变；（２）不深入分析视野缺损的特点；（３）

有一定位置，故视野障碍亦有一定顺序。垂体腺瘤

未全面检查眼压、眼压描记、头颅ＣＴ或ＭＲＩ等，诊

由鞍内向上生长可压迫视交叉神经的下方和后方，
将视交叉神经推向前上方，甚至将视交叉神经竖立，

断思维简单化。在影像学检查中，头颅ＣＴ或ＭＲＩ
检查阳性率高，既可明确诊断，又可准确定位，了解肿

此时首先受压迫的是位于视交叉神经下方的视网膜

瘤大小及侵犯程度，为制定手术方案提供依据旧１。
［

内下象限的纤维，引起颞侧上象限视野缺损。肿瘤
继续发展可累及视交叉中层的视网膜内上象限纤
维，因而产生颞侧下象限视野缺损，此时即为双颞侧

［１］Ｄａｌｙ

ｔｕｍｏｒｓ：ｆｒｏｍ
ｐｉｔｕｉｔａｒｙ

偏盲【２ Ｊ。本组病例中，外展神经麻痹１例。其发生

［２］

原因是垂体腺瘤向侧方侵入海绵窦，可发生Ⅲ、Ⅳ、
Ｖ、Ⅵ颅神经麻痹。该病例是垂体腺瘤累及外展神
经所致１３ Ｊ。Ｍｉｃｈａｅｌ等ｂ１报道１例５６岁男性垂体腺
瘤患者有双眼复视、困倦嗜睡等症状，行头颅ＭＲＩ
检查得以明确诊断。

［４］

的眼底改变，眼底多为正常。（２）对于视力减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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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视野可查出一个

垂体腺瘤患者误诊此病原因：（１）未认识到垂体腺
瘤远离脑组织和脑室系统，早期常缺乏视乳头水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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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性和绝对性的中心暗点，有时也可为中心旁暗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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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点，或者为中心暗点与生理盲点相连的哑铃状暗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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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鉴别诊断和误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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