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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腹膜间皮瘤误诊为结核性腹膜炎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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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介绍 患者，男，49 岁。因“反复腹痛、腹胀 3 个
月，伴发热、盗汗 1 个月，呕吐 1 周”于 2016 年 10 月 26 日
入院。患者入院前 3 个月无诱因出现腹痛，为持续性钝痛，
能忍受，腹痛与进食、体位无关，伴腹胀、纳差，无发热、恶
心、呕吐、腹泻。自服奥美拉唑、莫沙必利等药物治疗（具
体不详），症状无缓解；1 个月前开始出现发热，为持续低
热，最高体温 38.5℃，伴盗汗、乏力，为进一步诊治入当地
某医院就诊，行腹部增强 CT 示：“腹膜广泛呈斑片状增
厚、强化，腹腔少量积液。”拟诊为“结核性腹膜炎”，予
HRZE 方案（异烟肼 0.3 g、1 次/d，利福平 0.6 g、1 次/d，吡
嗪酰胺 0.75 g、2 次/d，乙胺丁醇 0.75 g、1 次/d）诊断性抗结
核治疗。1 周前患者出现恶心、呕吐，呕吐物为胃内容物，
3～5 次/d 不等，腹痛、腹胀、发热等症状进行性加重，为进
一步诊治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患者病程中体质量下降 10 kg。
既往：否认石棉等职业粉尘接触史。抽烟 30 年，20 支/d。
体格检查：体温 38.6℃，脉搏 125 次/min，呼吸
22 次/min，血压 120/81 mm Hg（1 mm Hg=0.133 kPa），贫血
貌，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心肺未见异常。腹部膨
隆，腹壁静脉未见曲张，全腹软，散在压痛，右下腹明显，
无反跳痛，腹部未触及包块，肝脾肋下未触及，移动性浊音
（+），双下肢轻度凹陷性水肿。
辅助检查：血常规：血红蛋白浓度 71 g/L，白细胞计
9
数 11.68×10 /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71%；肝功能：总蛋白
65.3 g/L，白蛋白 29.3 g/L，乳酸脱氢酶 108 U/L；血肿瘤标
志物：癌抗原（cancer antigen，CA）-125 300.3 U/mL，甲胎
蛋白、癌胚抗原、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凝血、大
小便常规正常。γ-干扰素释放试验阴性。腹腔 B 型超声（B
超）：腹腔包裹性积液。胸部增强 CT：胸廓对称，双肺纹
理增多、双下肺见条索及小斑片影，双侧胸腔未见积液。腹
部增强 CT：大网膜、肠系膜广泛增厚，腹盆腔积液，肠系
膜区多枚淋巴结显示，双肾肾周筋膜增厚（图 1）。腹水：
6
黄色、透明，有核细胞 11.68×10 /L，间皮细胞 24%，乳酸脱
氢酶 385 U/L，白蛋白 16.2 g/L，腺苷脱氨酶 9.8 U/L；腹水
肿瘤标志物：CA-125 2 350.0 U/mL，CA153>1 000 U/mL，甲
胎蛋白、癌胚抗原正常；腹水结核杆菌 DNA （TB-DNA）阴
性，腹水培养无致病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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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 HRZE 方案诊断性抗结核治疗，期间曾使用头孢
哌酮/舒巴坦 2 周抗感染，患者仍低热、血象高、贫血、腹水
进行性增多，多次腹水脱落细胞查见增生间皮细胞及异形
细胞。遂行 B 超引导下腹膜活检，第 1 次腹膜活检（左下腹
腹膜）病理：查见少许游离上皮样细胞及巨细胞，广谱细胞
角蛋白（pan-cytokeratin，PCK）（+）、上皮膜抗原（+）、肾母
细胞瘤蛋白（Wilms tumor-1，WT-1）（+）、钙结合蛋白
（calretinin，CR）（+）、细胞角蛋白（cytokeratin，CK）
5/6（+）、CD117（–）、Dog1（–）、S100（–）、结蛋白（+ 少
数）、CD68PGM1（+），考虑间皮瘤可能。第 2 次腹膜活检
（右下腹腹膜）：查见恶性间皮瘤（上皮样型），CR（+）、
PCK（+）、上皮膜抗原（+）、WT-1（+）、癌胚抗原 M2A
（D2-40）（+）、E 钙黏素（少数 +）、CK5/6（+）、CD34（–）、
癌胚抗原（–）、S100（–）、CDX2（–）、肌细胞生成蛋白（–）、
结蛋白（+ 少数）、Ki67（+，5%～8%）。确诊为腹膜间皮瘤
（上皮样型），患者于 2016 年 12 月 14 日自动出院。
讨论 恶性腹膜间皮瘤（malignant peritoneal
mesothelioma，MPM）是起源于腹膜表面的间皮细胞的恶性
肿瘤。1908 年 Miller 首先报道 MPM，其发病率明显低于恶
性胸膜间皮瘤，约 2.2/100 万，在恶性间皮瘤中占
[1]
7%～10% 。在美国每年确诊 MPM 病例不到 300 例，属于
[2]
罕见病 ；国内暂无确切统计数据。MPM 多见于中老年
人，男女比例 2∶1～3∶2；其发病原因不清，目前国内外
资料认为与石棉暴露，放射治疗，BAP1、NF2、CDKN2A 和
[3]
CUL1 等基因的缺失、突变及猿猴病毒感染等有关 。MPM

图1

2016 年 10 月患者腹部增强 CT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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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病隐匿，临床表现无特异性，在疾病早期可无症状，随疾
病进展可出现腹痛、腹胀、腹部包块、腹水、恶性贫血、消瘦
等症状。容易误诊为结核性腹膜炎等。
MPM 确诊依赖于病理诊断。按大体形态可分为局限
型及弥漫型；局限型恶性间皮瘤，边界清楚，带蒂或有包
膜，质地坚韧，恶性程度较低；弥漫型恶性间皮瘤，受累腹
膜弥漫性增厚，表面呈乳头状、斑块状或结节状，恶性程度
高。按组织学类型可分为上皮样型、肉瘤/纤维型及双相型
（混合型）；上皮样型是最常见的类型。MPM 病理诊断困
难，目前可通过腹水细胞学、闭式腹膜活检、腹腔镜下腹膜
活检、剖腹探查等手段确定诊断。但细胞学检查阳性率低，
且通常无法确定具体病理类型。闭式腹膜活检为盲检，其
阳性率较细胞病理有所提高，但常需要反复穿刺活检才能
确定诊断。B 超或 CT 引导下腹膜活检可提高闭式腹膜活
[4]
检的阳性率 。腹腔镜是目前最受欢迎的诊断方法，对恶性
间皮瘤的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均较前两者高，但费用高且
为有创检查，间皮瘤容易沿腔镜套管针道种植性转移等，
使腹腔镜在临床应用中受到一定限制。本例患者一般情况
差，且为腹腔包裹性积液，外科认为不宜行腹腔镜腹膜活
检，多次腹水细胞学提示为异型细胞，未明确诊断。遂选
择 B 超引导下腹膜活检，第 2 次腹膜活检检出恶性间皮瘤
细胞（上皮样型）。
影像学检查在 MPM 诊断、鉴别诊断、分期、治疗方案
选择、预后判断等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腹部 CT 是评价
MPM 的首选影像检查方法。MPM 可表现为弥漫型腹膜增
[5]
厚、大网膜增厚、腹水、腹腔淋巴结肿大等征象 。根据 CT
表现，MPM 分为 4 期，Ⅰ 期肿瘤局限于腹膜，Ⅱ 期肿瘤侵
犯腹腔内淋巴结，Ⅲ期肿瘤向腹腔以外淋巴结转移，Ⅳ 期
[6]
远处血行转移 。综合分析本患者所有检查资料应为Ⅱ
期。MRI 及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虽不作为 MPM 的
首选检查，但在鉴别诊断及判断远处转移中有应用价值。
从本例腹膜间皮瘤患者临床特点看，其发热、盗汗、腹
痛腹胀的全身症状及消化系症状，腹腔 CT 所提示腹腔积
液、腹腔网膜肠系膜的增厚、包裹性腹腔积液，以及渗出性
腹水，均与腹腔结核酷似，故易于误诊为腹腔结核。但以
下 3 点有助于排除结核：① γ-干扰素释放试验阴性对于排
除结核病的诊断价值较大；② 患者中度贫血且白细胞高，
抗感染治疗后血象亦无改善（通常结核病患者为轻度贫血
且白细胞不高）；③ 诊断性抗结核治疗 2 个月无效可进一
步除外结核。最终诊断有赖于反复的腹膜活检，通过免疫
组织化学技术而确诊。患者因放弃治疗，未能进一步行基
因诊断以确定是否可行靶向治疗。
国内外文献显示：MPM 因起病隐匿，恶性程度高，临
床表现缺乏特异性，预后极差。其预后与分期、病理组织学
类型相关，而与大体类型无关；上皮样型、Ⅰ、Ⅱ 期预后相
[7]
对较好 。手术、化学治疗（化疗）、生物治疗等是目前可选
择的治疗手段。确诊时，仅不到 30% 的患者可行手术治

West China Medical Journal, Aug. 2018, Vol. 33, No. 8

疗，45% 的患者需行化疗，一线方案选择铂类（卡铂或顺
[8]
铂）+培美曲塞，化疗可延长患者的总生存 5～7 个月 。国
外文献报道：MPM 患者存在 EGFR、ALK 基因突变，此类
[9-10]
患者可从靶向治疗中获益，但尚缺乏大样本的临床研究 。
本患者确诊时，已无手术指征，一般情况较差，化疗不一定
能获益。
综上所述，MPM 为少见病，起病隐匿，临床表现无特
异性，就诊时已较晚，且容易误诊，确诊后治疗效果差，总
生存短。诊断中 MPM 一定要注意与腹腔结核鉴别，诊断
性抗结核治疗至多 2 个月需评估疗效，并力求行有创检查
取得病理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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