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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枢神经系统结核瘤七例临床分析
翁国虎

(海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海南 海口 570311)

【摘要】 目的 探讨中枢神经系统结核瘤的临床特点，提高临床诊疗水平。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2年1月

至2010年12月7例患者的临床诊治资料。结果 头痛、发热、体重下降和乏力是最常见的临床表现。1例患者脑

脊液聚合酶链式反应呈阳性。所有患者影像学上均呈相类似的强化灶，绝大多数病灶都位于幕上，仅1例同时存

在大脑和小脑的病灶。所有组织病理活检均提示肉芽肿性炎症伴中心干酪样坏死改变。初期每个患者都给予

四联抗结核药物治疗3个月和糖皮质激素治疗1个月，维持期给予二联抗结核药物治疗18~24个月。6例治愈。

结论 中枢神经系统结核病原学检查阳性率低，确诊主要依靠组织病理诊断。规范治疗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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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nalysis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uberculoma in 7 patients. WENG Guo-hu.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People's Hospital of Hainan Province, Haikou 570311, Hainan,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uberculoma for improving the

level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seven patients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uberculoma from

January 2002 to December 2010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Headache, fever, weight loss and weakness were

the most commonly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ne patient had positive result i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of cerebrospi-

nal fluid. All patients had similar contrast-enhancing lesions radiologically. The majority of tuberculomas were located supra-

tentorially. One patient presented two foci of (cerebral and cerebellar) tuberculomas. Histopathologic examination revealed

granulomatous inflammation with central caseous necrosis. Quadruple antituberculous drug were used for 3 months and gluco-

corticoid was used for 1 month for initial therapy, followed by 18~24 months of treatment with double antituberculous drug.

Six patients were cured completely. Conclusion The positive rate of pathogens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uberculoma was

low. The definitive diagnosis depends upon histopathologic examination. Normalized therapy is crucial for good out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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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经验·

中枢神经系统结核是颅外结核经血液传播所致，

占所有结核病的10%~15%[1]，发病率及死亡率很高[2]。

它表现为结核性脑膜炎和结核瘤，二者可以同时发

生，亦能单独出现。结核瘤是一种肿瘤样的占位性病

变，好发于幕上，在影像学上具有囊性、纤维钙化性特

征。由于活体组织炎性渗出物和病原菌少见[2]，病原

学检查阳性率低，它的确诊需要活体组织病理学的支

持。中心干酪样坏死灶被类上皮组织细胞和郎罕巨噬

细胞所包绕是结核瘤的病理特征。因此诊断明确的患

者需尽快启动规范的抗结核治疗，挽救患者的生命。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02年1月至2010年12月

入住我科的 7 例患者，采集脑脊液，完善颅脑 CT 及

MRI平扫加增强扫描。均经以下结核瘤确诊标准确

诊：(1) 病原学诊断：活体组织及脑脊液培养出结核分

枝杆菌；活体组织及脑脊液抗酸染色检测出结核分枝

杆菌；脑脊液PCR检测到结核分枝杆菌DNA。(2) 病

理诊断：干酪样坏死灶，病灶内可见类上皮细胞或郎

罕巨细胞。 (3) 临床诊断：诊断性抗结核治疗后临床

症状缓解，病灶缩小或消失。满足以上诊断标准中的

1个条件即可诊断。7例患者中男性 4例，女性 3例，

年龄16~63岁，1例近期有活动性肺结核接触史，1例

因结节性多动脉炎长期服用激素，无合并 HIV 感染

者。所有患者经济及社会条件均较差。

1.2 临床表现 体重下降、乏力、发热、头痛是最

常见的临床表现。3例出现痫性发作，3例有肺结核或

其他部位结核的证据。3例在治疗脑膜炎时发现颅内

病灶。所有患者均行脑脊液培养和聚合酶链反应

（PCR）检测，脑脊液培养均为阴性，其中1位患者PCR

呈阳性。1例患者在CT指导下立体定位活检，4例患

者行开颅切除术。5例患者的活体组织标本使用福尔

马林固定后行石蜡切片，标本进行抗酸染色，未发现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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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杆菌，组织病理检查提示肉芽肿性炎症伴有中心部

位的干酪样坏死，可见大量类上皮细胞及郎罕巨细胞，

淋巴细胞浸润，病灶周围可见神经胶质增生和水肿。

1.3 影像学资料 CT 扫描提示病灶中心区域

呈低密度，周边环形强化。MRI提示占位性病灶，病

灶直径0.5~4 cm，T1呈低信号，T2呈高信号，在增强扫

描上病灶均强化。单一病灶6例，同时存在大脑和小

脑病灶1例。其中，大脑半球病灶5个，小脑半球病灶

1个，延髓病灶1个。在大脑半球的病灶中，3个位于

额叶，1个位于顶叶，1个位于顶枕交界处。

2 结 果

初期每例患者均给予四联抗结核药物治疗3个月和

糖皮质激素治疗1个月，维持期给予二联抗结核药物治疗

18~24个月。1例因脑积水行脑脊液分流术，1例因脑积

水、脑疝形成放弃治疗。治愈6例。平均住院21~53 d。

3 讨 论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世界上有 1/3 的人口感染

了结核。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保持，将有 10 亿人成

为新的感染者，2 亿人将患结核病，未来 20 年中，

将有 3 600 万人死于该病。中国是世界上结核疫情

非常严重的国家，发病率排名世界第二，占全球所有

结核病例的15%左右。世界卫生组织预测，中国每年

确诊的新增结核病例为880万。我们的观察发现，社

会、经济情况低下(100%)、活动性结核患者接触史和阳

性家族史(28.6%)和结核病的流行有关[1，3-4]。有研究表

明在发展中国家结核病的发病年龄在25~45岁 [5-6]，这

和我们观察的患者的平均年龄接近。一些临床研究

提示50%的患者同时患有结核瘤和脑膜炎[7]，在我们的

观察中，3例患者伴有脑膜炎，与研究资料相符。但是

也有研究认为中枢神经系统结核瘤并不常伴有脑膜

炎，10%的患者会伴有脑膜炎[8]。尽管病原学检查是

结核瘤确诊的金标准，但是抗酸染色法缺乏敏感性[4]，

临床上很多结核瘤患者都出现培养及抗酸染色阴性

结果[6，9-10]，我们所观察的病例中只有 1例患者的脑脊

液通过PCR检测结果呈阳性。有研究发现幕上的病

灶含有的细菌和炎症反应少，这也许是细菌抗酸染色

阳性率低的原因之一。另外，患者免疫功能受抑制的程

度可能会影像细菌的数量，这也是影像细菌抗酸染色阳

性率的原因之一。我们的观察中，结核瘤主要位于幕

上，额叶是最常受累的部位，这和近期的一些报道相类

似[11-12]。MTMRI 在鉴别胆囊感染和胆囊肿瘤中的作

用已被临床接受，所以在诊断具有囊性特征的结核瘤

的诊断上它可能会有帮助[13]。有研究表明在脑结核

瘤的MTMRI和体内质子磁共振波谱比较中，MTMRI

的T1加权相更有价值[14]。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包括真

菌、寄生虫和细菌都能导致脓肿形成。化脓性脑脓肿

及坏死性肿瘤影像学上亦表现为中心部位坏死伴周

边环形强化，这些疾病与结核瘤的鉴别需要病理活

检。结核瘤的患者活体组织病理学提示干酪样坏死

灶，病灶内可见类上皮细胞或郎罕巨细胞。而化脓性

脑脓肿病理特征性改变如下：(1)中心坏死区域有大

量的急性炎症细胞；(2) 急性或慢性炎性肉芽组织区

域；(3)脑组织周围水肿带[8]。我们观察的患者活体组

织病理切片上无急性炎症细胞。多核巨细胞在结核

和真菌感染中常见，六胺银（GMS）染色和糖原(PAS)

染色能帮助我们确定真菌性结构。在脑囊虫病中，寄

生虫的主要结构特征(外皮、表皮)能够被发现。神经

结节病以非干酪样肉芽肿为特征，它以系统性疾病为

主要表现，很少仅累及神经系统[8]。由于中枢神经系

统结核病的预后取决于疾病的临床阶段和患者的年

龄[15]，所以早期的诊断和治疗非常重要。如果病原学

或病理诊断阳性，我们会立刻启动抗结核的药物治

疗。但如果病原学结果阴性，而患者又拒绝行组织病

理活检，临床病史、诱因和胸部X线片检查仍然是诊

断的最重要的资料。当怀疑中枢神经系统结核的诊

断时，可以进行诊断性治疗[1]，而对抗结核药物有效也

反过来证实我们的诊断。在起病初的3个月，我们的

患者启动四联抗痨药物，主要是异烟肼、利福平、乙胺

丁醇、吡嗪酰胺，同时使用糖皮质激素1个月。在随后

的12~18个月里，我们选择异烟肼和利福平或异烟肼、

利福平、乙胺丁醇作为治疗药物。在强化治疗后3个

月里，大部分的临床症状缓解。一个持续的系列报道

指出约40%的患者对抗痨药物敏感[7]。病灶体积的缩

小或消失及钙化灶的出现是恢复期的影像改变。如果

病灶仍持续存在，则需要外科手术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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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总结各类二次心脏手术开胸及体外循环方法，提高二次心脏手术成功率。方法 回顾分析

86例二次心脏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86例患者均采用正中开胸，经升主动脉和上下腔建立体外循环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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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正确的体外循环方法可提高手术成功率，降低围手术期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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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经验·

复杂先天性心脏病的分期手术、部分先天性心脏

病术后的远期并发症、心脏生物瓣膜置换术后的功能

退化、冠脉搭桥术后桥血管再狭窄等疾病均需要二次

心脏手术，随着心脏外科技术、体外循环技术以及麻

醉技术的提高，二次手术的成功率大幅提高[1]。我院

1994年2月至2012年6月共有86例心脏病患者行第

二次心脏手术，术后恢复良好，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中单纯二尖瓣置换术28例，

其中法洛氏四联症根治术后残余漏补片修补2例，法

洛氏四联症根治术后肺动脉瓣重度返流机械瓣置入2

例，肺动脉瓣狭窄术后肺动脉瓣重度返流机械瓣置入3

例，单心室一期Glenn术后二期Fontan术8例，右室流

出道梗阻而切除肥大肌束及原右室流出道补片2例，

室间隔缺损残余漏补片修补4例，直接修补3例，冠脉

搭桥术后再狭窄大隐静脉行冠脉旁路移植术3例，主

动脉弓替换+ 象鼻手术1例；二尖瓣并主动脉瓣置换术

9例，机械瓣置换瓣周漏行间断缝合修补1例，三尖瓣

成形术8例，三尖瓣置换术(生物瓣) 2例，部分房间隔

切除并黏液瘤摘除术3例，法洛氏四联症根治术后残

余漏补片修补2例，法洛氏四联症根治术后肺动脉瓣

重度返流机械瓣置换2例，肺动脉瓣狭窄术后肺动脉

瓣重度返流机械瓣置换3例，单心室一起Glenn术后二

期TCPC术8例，右室流出道梗阻而切除肥大肌束及原

右室流出道补片 2例，室间隔缺损残余漏补片修补 4

例、直接修补3例，冠脉搭桥术后再狭窄大隐静脉行冠

脉旁路移植术3例，主动脉弓替换+ 象鼻手术1例，表

浅心脏撕裂伤行缝合修补术3例，二次术后开胸止血4

例。所有患者死亡2例，余均康复出院。

1.2 二次手术方法 采用中低温体外循环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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