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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报告 CASE REPORT

合并肺结核的腹膜间皮瘤1例
陈超波, 仇毓东, 胡伟东, 顾盐炎, 赵万文, 施启丰, 朱 伟
■背景资料

腹膜上皮间皮
瘤(peritone u m
epithelial mesothelioma, PEM)示
较为罕见间皮恶
性肿瘤, 根据其
病理组织起源于
腹膜组织, 被命
名为腹膜间皮瘤.
由于其罕见的原
因, 术前诊断较
为困难, 目前最有
效的诊断手法是
获取组织进行病
理学及组织免疫
学检测. 而对于手
术获得腹腔病灶
病理学组织, 腹腔
镜技术具有其一
定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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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 case of periton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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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othelioma combined with pulmonary
tuberculosis treated from September 2012 to
March 2014. The causes of missed diagnosis
of peritoneal mesothelioma are discussed
and the diagnostic experiences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 are summarized. This patient was
initially diagnosed with pulmonary tuberculosis
and given corresponding treatment, but the
identification of abdominal mass was ignored.
Laparoscopic biopsy of the lesions was performed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was conducted
to make a definitive diagnosis. Peritoneal
mesothelioma is a rare disease, and the most
effective diagnostic method is clinicopathological
diagnosis. Laparoscopic exploration is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conduct a biopsy for lesions.
© 2015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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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回顾性分析2012-09/2014-03诊治合并肺结
核的腹膜间皮瘤患者1例, 包括其各阶段性
诊治过程, 分析漏诊腹膜间皮瘤的原因, 初
步总结诊治该类疾病的经验方法和治疗策
略. 此患者经反复多次就诊治疗肺结核, 却
忽略了腹腔肿块的性质鉴定, 最终在无锡市
锡山人民医院经由腹腔镜探查获取病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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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织, 采用病理、免疫组织化学分析方法明确
诊断.

1 病例报告

© 2015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无石棉接触病史. 因“反复腹胀、腹痛伴右

患者, 女, 68岁, 已婚, 无锡籍居民, 普通农民,
下腹包块2年”至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诊治.

关键词: 腹膜间皮瘤; 腹膜恶性肿瘤; 腹腔镜探查
核心提示: 对有不明原因的腹痛、腹胀、腹部
包块、乏力、消瘦、消化功能障碍等临床表现
者, 要高度怀疑腹膜间皮瘤. 腹部超声、计算机
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腹水脱落细
胞学检查、血CA125检测对诊断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 但是, 腹腔镜探查, 对最终获取病灶, 进行
病理、组织免疫学检查具有重要意义.

患者有肺结核病史, 在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
治愈, 患者2012-06无明显诱因下出现下腹部
疼痛, 以右下腹明显, 呈阵发性胀痛, 程度不
剧, 可耐受, 无恶心呕吐, 无畏寒发热, 大小便
通畅, 无血便、黑便, 休息后症状可好转, 但
反复发作, 自行触压感右下腹有包块, 约红枣
大小, 遂于2012-09至无锡市人民医院就诊, 查
肠镜示直肠炎症, 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示“肝脏多囊肿; 肠壁局部增

陈超波, 仇毓东, 胡伟东, 顾盐炎, 赵万文, 施启丰, 朱伟. 合并
肺结核的腹膜间皮瘤1例.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5; 23(12):
2022-2028 URL: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23/2022.

asp DOI: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3.i12.2022

厚、考虑炎性, 结核可能大”(图1), 进行无痛
肠镜检查提示为结肠炎. 于是, 转至无锡市传
染病医院就诊, 入院后查胸部C T及胸片明确
提示为“肺结核”(图2), 遂予正规抗结核方案
治疗8 mo余, 复查CT示“肺结核较前好转”

0 引言
腹膜上皮间皮瘤(p e r i t o n e u m e p i t h e l i a l
mesothelioma, PEM)示较为罕见间皮恶性肿瘤,
根据其病理组织起源于腹膜组织, 被命名为腹
膜间皮瘤. 在美国每年被诊断为恶性间皮瘤的
患者中, 腹膜间皮瘤占10%-15% [1]. 由于其罕
见的原因, 术前诊断较为困难, 目前最有效的
诊断方法是获取组织进行病理学及组织免疫
学检测[2-4]. 而对于手术获得腹腔病灶的病理学
组织, 腹腔镜技术具有其优越性. 迄今为止, 腹
腔镜技术发展迅速, 对不明原因的腹腔肿物探
查, 不但能够进腹观察腹腔肿物生长性质、范
围、数量、侵犯程度等情况, 而且能够较小创
伤获得腹腔肿物病理组织. 无锡市锡山人民医
院对于该类疾病的诊治, 既往也有少数, 但是
均未能够保留相关资料, 并且未能进行临床经

(图2). 但是, 该患者出院后仍有反复右下腹疼
痛不适, 疼痛程度未明显加重, 并且自觉右下
腹包块较前增大. 遂至当地区级医院就诊, 查
腹部CT示“腹腔肿块, 结肠肿瘤? 肝脏多发占
位, 转移灶”(图1), 血常规示重度贫血: 血红蛋
白(hemoglobin, HB): 43 g/L, 予抗炎、纠正贫
血等治疗后腹痛稍有缓解, 但仍有反复腹胀不
适, 并有加重, 转至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就诊,
予收住入院. 入院后进行肝肾功能电解质、血
常规、胃肠镜、CT等检查, CT示“(1)两肺上
叶及下叶背段多发小结节, 转移瘤可能; (2)右
肺上叶及左肺下叶陈旧性结核, 部分硬结钙化;
左下胸膜局限增厚黏连; (3)纵隔轻度肿大淋巴
结, 建议随访; (4)所示肝脏多发低密度影, 建议
进一步检查; 肝右叶囊肿; (5)心包少量积液影;

验总结. 此次, 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诊治了1例

腹腔少量积液”(图1, 3). 胃肠镜提示胃肠腔内

合并有肺结核的腹膜间皮瘤病例. 通过腹腔镜

未见占位性病变, 血液学检查提示重度贫血、

探查获取病理检测, 确诊为腹腔上皮间皮瘤.

严重低蛋白血症, CA125Ⅱ: 59.22 U/mL. 予纠

回顾性分析该患者已经有近2年的病史, 起初

正贫血、低蛋白血症后, 在全麻下进行腹腔镜

多家医院仅仅认为该患者为肺结核, 也仅针对

探查术治疗. 术中发现腹腔广泛葡萄样大小、

肺结核进行抗结核治疗; 未能及时进行腹腔探

透明胶质样肿物生长, 数目较多, 无法进行完

查获取腹腔肿物的病理组织, 错过了最初诊断

整切除(图4); 于是获得腹腔肿物两枚, 并进行

的机会, 导致患者后期肺部、肝脏、纵隔等多

病理学及免疫组织化学检验(图5, 6), 并明确诊

处肿瘤转移, 丧失了最好的手术治疗时机, 值

断为腹膜间皮瘤. 术后给予抗感染、免疫支持

得我们思考和总结. 同时, 也借此病例为例, 分

等治疗, 患者症状缓解, 低营养状况纠正. 遗憾

析和探讨此类罕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策略, 为

的是, 患者及家属放弃进一步免疫化学及肿瘤

今后对此类疾病的诊治作为借鉴.

学治疗, 并出院休养. 经过我们后期随访, 患者

WCJD|www.wjgnet.com

临床诊断腹膜间
皮瘤当前的方法
需要采取综合考
虑, 同时需要参
考临床症状、病
理学、免疫细胞
学检测, 才能更
准确的诊断. 当
前, 临床研究虽
然对该类疾病诊
断和检验方法较
多, 并且有很多
免疫学指标参考,
也具有一定特异
性和敏感性. 但
由于该类疾病患
者较罕见, 目前
对于该疾病的研
究还存在一定局
限性, 对其认识
也存在不足之处,
临床有待于更多
病例资料的汇总
研究, 以便推进
人们对此疾病的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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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

Klempman等首
次报道了恶性胸
膜间皮瘤的细胞
学特征; Brigand
等报道目前腹膜
剥脱术和肿瘤减
积术后联合腹腔
热灌注化疗等综
合治疗能显著延
长腹膜间皮瘤患
者生存期.

A

B

C

图 1 抗结核治疗前后的下腹部影像学CT变化. A: 初诊时下腹部CT图像; B: 抗结核治疗8 mo后下腹部CT图像; C:
2014-03无锡市锡山医院就诊时下腹部CT图像. CT: 计算机断层扫描.

A

B

C

图 2 抗结核治疗前后的肺部影像学CT变化. A: 初诊时肺部CT图像; B: 抗结核治疗2 mo后肺部CT图像; C: 抗结核治疗
8 mo后肺部CT图像. CT: 计算机断层扫描.

在家口服中药治疗, 维持3 mo后, 全身突发多

渐增多的趋势, 由于其是唯一原发于腹腔浆膜

器官衰竭死亡.

的间皮和间皮下层细胞的肿瘤, 因此称为腹膜
间皮瘤. 在1960年, Wagner等首次报道了长期

2 讨论

接触石棉导致恶性间皮瘤之间的关系 [5]. 之

腹膜间皮瘤是罕见的恶性肿瘤, 但近年来有逐

后, 世界各地报道恶性间皮瘤的病例数逐步

WCJD|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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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创新盘点

B

研究提供了比较
充足的有意义的
信息及国内外的
研究现状, 国内
虽已有类似报道,
但研究合并肺结
核的腹膜间皮瘤
的较少, 对临床
具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和实用价值.

C

图 3 抗结核治疗前后肝脏CT图像变化. A: 初诊时肝脏CT图像; B: 抗结核治疗8 mo后腹部肝脏CT图像; C: 2014-03至
锡市锡山医院就诊时肝脏CT图像. CT: 计算机断层扫描.

A

B

图 4 术中探查取活检显示. A: 术中腹腔镜探查所见腹壁颗粒状结节、腹水呈现血性; B: 术中活检其中两枚结节, 活检
处有出血.

上升 [6]. 随后大样本研究[7]证实, 其发生率与长

外院诊断为肺结核, 并在我市传染病医院进行

期、广泛的接触石棉有关, 尤其是男性患者,

抗结核治疗; 随后肺结核情况得到了好转. 但

女性患者相对影响较低. 本例患者没有石棉接

腹部不适症状未缓解, 并且腹部包块仍存在.

触病史, 并且合并有肺结核感染, 较为罕见. 但

随后转至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就诊, 患者营养

是也有学者报道, 石棉只是较为常见的因素,

状况较差, 给予营养支持、纠正贫血等治疗.

导致腹膜间皮瘤也有其他因素存在. Kanbay

期间进行多学科讨论, 提出几个不同治疗方案:

等 [8]认为其他因素包括: (1)辐射; (2)矿物质, 如

(1)肝穿刺活检; (2)开腹手术探查腹部肿块; (3)

二氧化硅粉尘; (3)有机化学物质; (4)病毒(猿

腹腔镜探查获取病理诊断. 最后, 患者身体状

猴病毒40); (5)慢性炎症; (6)遗传倾向; (7)吸烟;

况有所好转后, 我们选择进行腹腔镜探查手术

(8)抑制剂, 如卡介苗等. 回顾分析, 该患者有肺

治疗. 通过腹腔镜探查, 明确了腹腔肿物病情,

结核感染因素; 而这是否是导致该患者发生腹

并进行了腹腔肿物的活检, 获得了病理学及

膜间皮瘤因素之一, 无从追溯, 因为在发现该

组织免疫学检查, 明确了诊断. 该患者整个诊

病起初, 并未能够明确两种疾病先后次序. 患

治过程, 是值得我们回顾分析、总结经验. 临

者首次在外院就诊后, 根据其当时的临床资料,

床上, 如遇有类似临床体征的患者, 需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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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临床上, 如遇有
类似临床体征的
患者, 需要谨慎
腹膜间皮瘤可
能, 并进一步探
查, 通过获取病
理、免疫学依
据, 进而可以明
确病情, 方便及
时治疗. 在当今
医学领域, 微创
外科技术高度发
展, 我们应该充
分发挥其微创优
势, 为诊治腹腔
疑难占位性病变
提供技术支持,
用来造福人类.

A

A

B

B

图 5 腹壁颗粒状结节组织病理结果. A: HE×100; B: HE
×400.

图 6 腹壁颗粒状结节组织免疫组织化学结果. A: DAB
×100; B: DAB×400. Calretinin(钙网膜蛋白): (-); D2-40:
(+); CK 5/6: (+/-); MOC-31: (-).

腹膜间皮瘤可能, 并进一步探查, 通过获取病
理、免疫学依据, 进而可以明确病情, 方便及

间皮瘤特点, 但是其免疫组织化学学检查, 未

时治疗. 实际上, 该类疾病在本地区发生较为

能体现出特异性标记阳性结果(参见免疫组织

罕见, 没有大样本病例作为流行病学依据. 因

化学结果). 但综合其病情考虑, 诊断腹膜间皮

此, 患者诊治起初, 容易被忽略腹膜间皮瘤疾

瘤准确无误. 这就符合了有学者提出的研究结

病可能.

果, 即免疫组织化学常见标志物中阳性标志物

当前对该类疾病的研究较为有限, 通常包

Calretinin(钙网膜蛋白), D2-40, CK 5/6和WT-1

括结合临床症状、病理学和免疫组织化学细

敏感性和特异性, 分别为40%、90%和45%[15].

胞学特点, 可以诊断腹膜间皮瘤. 腹膜间皮瘤

因此, 我们认为, 临床诊断腹膜间皮瘤当前的

患者, 通常具有典型和不典型的临床症状, 典

方法需要采取综合考虑, 同时需要参考临床症

型症状包括: 低热、夜间盗汗、乏力、纳差、

状、病理学、免疫细胞学检测, 才能更准确的

呕吐、便秘以及早饱等; 不典型的症状包括:

诊断. 当前, 临床研究虽然对该类疾病诊断和

腹部疼痛、不适症状, 腹胀, 体质量减轻, 甚至

检验方法较多, 并且有很多免疫学指标参考,

伴发脐疝或者腹股沟疝等等; 实验室检查可以

也具有一定特异性和敏感性. 但是, 尽管如此,

[9-11]

[9]

及CA125指标升高 ; 而术

由于该类疾病患者较罕见, 目前对于该疾病的

中组织标本病理学、免疫组织化学检查是诊

研究还存在一定局限性, 对其认识也存在不足

断的金标准. 1962年, Klempman等首次报道了

之处, 临床有待于更多病例资料的汇总研究,

发现血小板增多

恶性胸膜间皮瘤的细胞学特征

[12]

. 但是, 临床

经验显示, 单纯病理学诊断腹膜间皮瘤存在一
[13]

以便推进人们对此疾病的认识.
关于腹膜间皮瘤疾病治疗, 很多学者提出

.

了诸多治疗方案, 主要还是早期手术和全身性

常用的免疫组织化学标志物可分为阳性和阴

化疗. Brigand等[16]报道目前腹膜剥脱术和肿瘤

性两组, 常见阳性的标记包括: Calretinin(钙网

减积术后联合腹腔热灌注化疗等综合治疗能

膜蛋白), D2-40, CK 5/6和WT-1; 常见阴性的标

显著延长腹膜间皮瘤患者生存期. 不可否认,

记包括: MOC-31, PAX8, BG8, Ber-EP4, B72.3,

早期诊断, 对局限性的病灶进行手术治疗, 去

定困难, 通常和免疫组织化学相结合进行

[14]

CEA和CDX-2 . 该患者病理学形态符合腹膜

WCJD|www.wjgnet.com

2026

除病灶是为理想的方案. 对于晚期患者, 也有

2015-04-28|Volume 23|Issue 12|

陈超波, 等. 合并肺结核的腹膜间皮瘤1例

学者报道, 培美曲塞联合顺铂被视为不可手术
的腹膜间皮瘤全身化疗的首选方案和标准方
案[17]. 对于本例病例患者而言, 我们可以通过
CT发现, 早期腹腔肿物是存在的, 仅通过肠镜

6

7

检查即排除肠道占位, 未能明确腹腔肠腔外肿
物生长的事实, 单纯误诊断结核病, 忽视了腹
腔肿物的进一步探查. 如早期对该患者进行腹
腔镜探查, 未尝不是较好的方法, 早期获取病
灶组织进行病理学、免疫组织化学学诊断, 该

8

患者或许能有手术干预希望. 通过此例患者的
病情分析, 不难发现, 腹腔镜探查在此病例中
的重要作用. 即使早期该患者合并有结核病
情, 开放性腹部手术或有可能导致结核疾病的

9

进展; 但是, 腹腔镜探查, 创伤小、伤口小、手
术时间短, 具有明显的手术优势, 对于综合性
评估该患者疾病是非常有帮助的. 回顾病例前

10

后, 患者经过近2年的诊治, 最终演变为全身性
肿瘤疾病, 虽建议进行全身性免疫、化疗治疗,
但是患者因为治疗费用问题放弃了后期治疗,
较为遗憾.

11

总之, 对有不明原因的腹痛、腹胀、腹
部包块、乏力、消瘦、消化功能障碍等临床
表现者, 要高度怀疑腹膜间皮瘤. 腹部超声、
CT、腹水脱落细胞学检查、血CA125检测对

12

诊断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但是, 腹腔镜探查, 对
最终获取病灶, 进行病理、组织免疫学检查具
有重要意义. 在当今医学领域, 微创外科技术
高度发展, 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其微创优势, 为

13

诊治腹腔疑难占位性病变提供技术支持, 用来
造福人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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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及国内外的
研究现状. 研究
的内容属于较好.
国内虽已有类似
报道, 但研究合
并肺结核的腹膜
间皮瘤的较少,
对临床具有一定
的指导意义和实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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