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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报告

手术治疗巨大胸腺瘤伴重症肌无力 1 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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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报道一例伴有重症肌无力的巨大胸腺瘤（切除后测量为 17 cm×14 cm×4 cm）的青年男性患者，
检查示肿瘤侵犯纵膈内血
管、
心包等组织，
病理分型 A 型，
Masaoka 分期Ⅲ期。予以胸骨正中切口成功手术切除胸腺瘤，
患者术后出现重症肌无力危象等
严重并发症，
予以气管切开等处理后，
成功治愈出院，
共使用呼吸机 102 d，
住院 252 d，
目前随访 6 年余，
患者生活质量良好且育
有一子。该个案提示，
对于伴有重症肌无力的胸腺瘤患者，
应该采取以手术切除为主的综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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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report a case report of giant thymoma (17 cm×14 cm×4 cm) in a 32-year-old male patient with myasthenia gravis.
Examinations revealed that the tumor invaded the mediastinum, blood vessels and pericardium, and was histologically
classified as WHO type B1 and Masaoka stage III. The patient developed myasthenia gravis crisis after radical resection of the
thymoma and appropriate treatments with tracheotomy were administered. The patient recovered and was discharged after a
hospital stay for 252 days with a mechanical ventilation time of 102 days.
Keywords: surgery; thymoma; myasthenia gravis

胸腺瘤起源于胸腺上皮细胞，
是前纵膈较常见的肿
瘤，
目前跟据WHO的病理分型标准主要将胸腺瘤分为
五型，
根据文献报道，
一般认为A、
AB、
B1型相对于B2、
B3 型和胸腺癌有较好的生物学特征及预后，
但是仍然
［1］
有争议 。而 Masaoka 分期标准也是常用的临床进展
分期标准［2］。目前胸腺瘤的治疗主要根据疾病的病理
分型、临床分期，手段主要包括外科手术、化疗、放疗
等。但是，
胸腺瘤患者常伴有一些严重并发症如重症肌
无力等，
对于伴有重症肌无力等并发症患者的治疗方法
的选择仍有一定困难。现报道本科2010 年 6 月收治的
一例伴有重症肌无力的巨大胸腺瘤患者并成功手术切
除的案例并结合文献讨论该类疾病的治疗方法。
1 病例介绍
1.1 一般资料
患者李某，
男性，
32岁，
既往
“重症肌无力”
病史5年，
规律服用
“溴比斯的明”
，
现以
“活动后突发胸闷”
于2010
年 6 月来我科就诊，入院胸片示前上纵膈肿物，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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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CT 示：
前上纵膈胸腺区可见一巨大分叶状软组织
肿块，
边界清楚最大层面9.3 cm×6.2 cm×10.1 cm，
侵入纵
膈内血管间隙并侵及心包。增强胸部 CT示：
前上纵膈胸
腺区可见一巨大分叶状软组织肿块，
边界清楚最大层面
12.4 cm×4.5 cm，
行胸部穿刺活检示：
A型胸腺瘤（图1）。

图1 患者入院时胸部正侧位片
Fig.1 Posterior-anterior and lateral chest X-ray before surgery.

1.2 治疗过程
因肿物较大，
先予以新辅助放化疗，
术前予以洛铂+
异环磷酰胺+表柔比星+长春新碱规范化疗两个疗程，
配
合放疗两个疗程，
放化疗后复查胸部 CT患者胸腺瘤较
前无明显缩小（图2），
且患者胸闷、
呼吸困难症状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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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
遂决定于2010年10月15日行手术治疗。手术经
胸骨正中劈开胸骨，
切口长约 20 cm，
进入胸腔。 胸腔
探查见前上纵膈区有一巨大不规则软组织肿块，
17 cm×
14 cm×4 cm，
侵犯双侧纵膈胸膜、
双侧膈神经、
心包及
部分左上肺组织。遂予以 完整分离巨大肿块，
切除肿
块右侧膈神经，
切除肿块左侧部分心包组织、
左侧纵膈
胸膜、
膈神经及部分左上肺组织，
做整块切除。 清扫心
包上缘、双侧无名静脉下缘之间的脂肪组织。术程顺
利，
术中出血约300 mL，
术后病理符合A型胸腺瘤 。术
后患者相继出现重症肌无力加重危象、
呼吸功能衰竭、
呼吸机相关肺炎（痰培养出泛耐药铜绿假单胞菌）、气
胸、
支气管胸膜瘘、脓胸、胸骨切口感染（培养出泛耐
药鲍曼不动杆菌）等并发症，
后于重症监护室予以气管
切开、呼吸机辅助呼吸、调整溴比斯的明用量（最高时
45 mg，
4次/d，
后逐渐减少），
抗感染（前后共调整使用头
孢匹胺、
头孢甲肟、
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
拉氧头孢、
多
西环素、
头孢他啶、
左氧氟沙星、
磺胺甲噁唑、
头孢哌酮
舒巴坦、
美罗培南、
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
甲硝唑、
奥硝
唑、
伏立康唑、
伊曲康唑等10余种抗生素）处理后，
患者
病情逐渐好转（图3），
患者围手术期共住院252 d，
其中使
用呼吸机102 d。患者出院后定期复查（图4），
指导其在家
间断使用简易呼吸机治疗，
目前已随访 6 年余，
期间因

A

重症肌无力加重导致呼吸困难行气管切开，
后调整用药
后患者病情稳定，
现可每日跑步5 km并与夫人育有一子。

B

A
图2 患者入院时胸部CT检查结果
Fig.2 Chest CT scans at first visit.

A

B

图3 患者放化疗前后胸部CT检查的对比
Fig.3 Comparison of chest CT before (A) and after (B)
radio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B

C

图4 患者术后6个月、
1年、
3年复查胸部CT情况
Fig.4 Chest CT scans at 6 months (A), 1 year (B) and 3 years (C) after surgery.

2 讨论
据文献报道，
在美国胸腺瘤发病率为0.13~0.15/10
［3］
万 ，
目前对于胸腺瘤的治疗方法仍然是以外科手术治
疗为主［4-5］，
手术切口的选择以良好的暴露、
有利于肿瘤
的切除为原则，
最常见的手术切口是胸骨正中切口［6］。
目前随着胸腔镜技术的发展，
胸腔镜辅助胸腺瘤切除也
正在逐渐开展，
但是我们认为，
对于较小的、
包膜完整的
胸腺瘤可以使用胸腔镜，
但是对于较大的，
侵犯周围组
织严重的应该采取开胸手术，
以获得更加清楚地暴露从
而做到整块切除，
Song 等［7］的研究表明，
手术切除的范

围将明显影响患者的5年生存率，
所以在手术时要尽可
能做到根治性切除。
随着放射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
放疗目前也在不断
地应用于胸腺瘤的综合治疗，
并且取得了不错的临床疗
［8］
效。Berman等 通过对62名Masaoka分期Ⅱ期胸腺瘤
患者的研究显示，
手术后放疗能明显降低术后复发的概
［9］
率。Yan等 的研究也表明，
胸腺瘤手术切除加放疗的患
者比只进行手术切除的患者有着更长的总生存期。但
是 Forquer 等［10］通过对 901 名胸腺瘤患者的调查显示，
术后放疗对于Masaoka分期较高的患者（Ⅱ~Ⅲ）期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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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显的积极作用，
而对于Ⅰ期的患者反而有消极作用。
所以我们认为，
对于分期较低的、
病理学偏稳定的胸腺瘤
来说，
只进行根治性切除即可，
而对于瘤体较大，
病理学
偏向恶性的胸腺瘤，
则需要配合放化疗进行综合治疗。
重症肌无力是胸腺瘤常见的并发症，
发生率约为
［11］
20%~25% ，
而且手术后部分患者会出现重症肌无力
危象，
所以对于伴有重症肌无力的巨大胸腺瘤患者的治
疗仍然有一定难度，
虽然 Lee 等［12］报道了 1 例通过立体
定向放疗（SBRT）治疗伴有重症肌无力的胸腺瘤患者的
案例，
但是仍然没有证据显示放疗对于该类病人的治疗
有很大的优势,并且放疗也有诱发重症肌无力危象的可
能［13］。本例患者手术后出现重症肌无力危象并呼吸衰
竭，
我们推测可能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患者手术损伤
较大；
（2）患者术前长期服用溴比斯的明；
（3）术后感染；
（4）手术时切除了双侧膈神经。所以我们果断的进行了
气管切开、
调整溴比斯的明用量等一系列处理，
患者病
情逐渐稳定。
手术等刺激常常会诱发重症肌无力危象，
而良好的
呼吸道管理是治疗重症肌无力危象的关键。我们总结
战胜本危重病例的经验为：
（1）可根据患者既往病史及
手术情况，
采取术后延迟拔除气管插管的方法预防呼吸
衰竭的发生；
（2）如患者发生重症肌无力危象，
则可积极
地进行气管切开；
（3）患者应循序渐进的脱离呼吸机辅
助呼吸，
并可指导其使用家庭简易呼吸机治疗。本例患
者住院期间共使用呼吸机 102 d，
出院后在家中按指导
间断使用简易呼吸机，
目前生活质量良好。
综上我们认为，
对于伴有重症肌无力的胸腺瘤患者
的治疗，
仍然要以外科手术为主，
但是要把握好手术时
机，
应该先用药物控制肌无力症状稳定后进行手术，
在
手术中要做到完整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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