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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摘 要暂 目的院总结胸腔功能性副神经节瘤的临床特征及诊疗方法遥 方法院回顾性分析 圆 例胸腔功能性副神经节瘤患者的临

床资料袁并复习相关文献遥 结果院例 员 患者行胸腔镜手术时快速病理示副神经节瘤袁予中止手术袁充分准备后择期开胸行肿瘤切
除术袁例 圆 患者腹腔镜探查时腹膜后未探及肿瘤袁继而转为开胸切除肿瘤遥 病理诊断均为副神经节瘤遥 圆 例患者术后高血压症状

均消失袁行胸片及胸部 悦栽 分别随访 圆 年余肿瘤无复发遥 结论院胸腔功能性副神经节瘤发病率低袁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袁常因诊
断经验不足而延误诊断袁手术切除为主要治疗手段遥
咱关键词暂 功能性副神经节瘤曰 诊断曰 胸外科手术
咱中图分类号暂 砸苑猿源援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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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神经节瘤渊责葬则葬早葬灶早造蚤燥皂葬袁孕郧蕴冤是罕见的神经
内分泌肿瘤袁可位于有副神经节分布的任何部位袁常
见于头颈部尧 腹部肾血管附近尧在怎糟噪藻则噪葬灶凿造 小体 袁
咱员暂

此外也可位于胸腔尧纵隔尧腹腔尧膀胱等部位袁按其是
否伴有高血压等增压胺综合征分为功能性和非功能
性两大类遥 发生于胸腔的功能性副神经节瘤极为罕

咱文章编号暂

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圆冤员圆鄄员苑苑怨鄄园圆

渊正常值约 怨园 滋早 辕 圆源 澡冤袁多巴胺 员源园援苑 滋早 辕 圆源 澡渊正常
值约 远园园滋早 辕 圆源 澡冤袁予酚苄明尧倍他乐克口服袁间断输

注红细胞尧血浆以扩容袁在充分准备后于 圆园园怨 年 愿
月 猿员 日在全身麻醉下经右后外侧切口行副神经节
瘤摘除术袁手术过程顺利袁术后安返病房遥

例 圆袁男袁源猿 岁袁发现血压升高 圆 年尧酝砸陨 示腹膜

见袁现就本科收治的 圆 例胸腔功能性副神经节瘤并

后占位为主诉入住本院泌尿外科遥入院前 猿 个月突发

员

部不适袁予口服氢氯噻嗪尧氨氯地平尧倍他乐克治疗后

结合相关文献进行分析遥
临床资料

例 员袁女袁源怨 岁袁因体检发现右后纵隔占位 员 周
入院袁既往有高血压伴心悸病史 猿 年袁服用野复方利
血平冶袁血压控制不甚理想袁拟诊断为右后纵隔神经
鞘瘤合并原发性高血压袁查体院血压 员源园 辕 怨园 皂皂匀早

渊员 皂皂匀早越园援员猿猿 噪孕葬冤袁脉搏 苑园 次 辕 皂蚤灶袁心电图示窦

性心律袁部分导联 杂栽鄄栽 波改变遥 胸部 悦栽 显示院右后

纵隔第 苑 肋脊柱旁见椭圆形软组织密度肿物影袁边
界光滑袁大小约 远援园 糟皂 伊 缘援园 糟皂 伊 圆援缘 糟皂袁于 圆园园怨

年 愿 月 员猿 日在全身麻醉下经胸腔镜手术遥 术中探

查分离肿瘤时血压突然增高至 圆园园 辕 员远园 皂皂匀早袁心
率 员缘园 次 辕 皂蚤灶袁予以硝普钠降压处理后血压尧心率逐

渐降至正常袁再次操作时同样引起血压尧心率急速升
高袁瘤体创面渗血明显袁考虑异位嗜铬细胞瘤可能袁快
速病理示副神经节瘤袁遂中止手术遥 随后查血浆肾上
腺素 苑苑 责早 辕 皂造 渊正常值约员园园 责早 辕 皂造冤袁 去甲肾上腺素
猿苑园 责早 辕 皂造渊正常值约 远园园 责早 辕 皂造冤袁多巴胺 员缘圆援猿 责早 辕 皂造
渊正常值约 员园园 责早 辕 皂造冤袁 尿液肾上腺素 圆援员员 滋早 辕 圆源 澡
渊正常值约 圆园 滋早 辕 圆源 澡冤袁 去甲肾上腺素 远怨远援远 滋早 辕 圆源 澡

头晕尧头痛袁查血压 圆猿园 辕 员猿园 皂皂匀早袁伴胸背部尧上腹

血压控制约 员圆园 辕 苑缘 皂皂匀早遥 入院诊断为膜腹后嗜铬

细胞瘤遥 查心电图未见异常袁孕耘栽 辕 悦栽 提示 栽员员 椎体
水平降主动脉旁见大小约 圆援缘 糟皂 伊 圆援园 糟皂 圆形低密
度影袁悦栽 值约 猿缘 匀哉袁孕耘栽 示代谢明显增高袁杂哉灾 值

最大 员缘援远袁平均约 员圆袁查尿液肾上腺素 猿苑援员 滋早 辕 圆源 澡
渊正常值约 圆园 滋早 辕 圆源 澡冤袁去甲肾上腺素 远圆猿援愿 滋早 辕 圆源 澡
渊正常值约 怨园 滋早 辕 圆源 澡冤袁多巴胺 员源圆援源 滋早 辕 圆源 澡 渊正常
值约 远园园 滋早 辕 圆源 澡冤袁予酚苄明尧倍他乐克口服袁充分准

备后于 圆园园怨 年 远 月 员远 日在全身麻醉下行腹腔镜下

腹膜后肿瘤切除术遥 分离腹膜外脂肪袁打开肾周筋膜袁
沿脂肪囊外分离至膈顶袁沿肝后尧下腔静脉后方向上
分离袁无法探及肿瘤遥 请胸外科医师会诊后考虑病变
位于胸腔内袁遂取右第 苑 肋间后外侧切口进胸袁显露

胸腔底部袁 见膈肌上方脊柱旁胸膜后约 猿 糟皂 伊 猿 糟皂
占位袁表面较光滑袁打开胸膜袁沿肿瘤包膜外分离袁将
肿瘤完整切除袁手术过程顺利袁术后安返病房遥
圆

结 果
圆 例患者在术后 圆 凿 基本恢复正常血压袁无头痛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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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悸和大汗等临床症状袁 术后 圆源 澡 尿儿茶酚胺监测

低袁循环血量相对不足袁可导致顽固性低血压甚至死

杂赠灶渊垣冤袁悦早粤渊垣垣冤袁晕杂耘渊垣冤袁悦运鄄责葬灶渊原冤袁耘酝粤渊原冤曰

阻滞剂作充分准备袁 心率较快者加服 茁 受体阻滞

皆正常遥 例 员 术后病理示副神经节瘤袁 免疫组化示
例 圆 术后病理示副神经节瘤袁免疫组化示 杂赠灶渊垣冤袁

悦早粤渊垣冤袁杂鄄员园园 局灶渊垣冤袁悦运鄄责葬灶渊原冤袁栽栽云员渊原冤遥圆 例
患者随访 圆 年余袁复查胸片及胸部 悦栽 未见异常遥
猿

讨

论

亡袁因此围手术期治疗十分重要遥 术前需服 琢 受体

剂袁术前数天间断输入晶体尧血浆和全血以充分补充
血容量遥手术操作肿瘤时力求平稳轻柔袁尽量减少挤
压和牵拉肿瘤袁以避免诱发高血压遥术中血压的控制
最为关键袁 尤其是肿瘤切除前后体内儿茶酚胺的变
化较大袁麻醉医师需与手术者保持密切联系袁随时

副神经节瘤根据发生部位分为肾上腺内尧外两大

了解手术的进展程度袁紧密配合手术的血压骤升和

类院 发生于肾上腺内者称为肾上腺髓质嗜铬细胞瘤袁

骤降的过程袁及时调整用药遥 该肿瘤多数为良性袁恶

发生于肾上腺外者称为副神经节瘤 遥仅有 圆豫左右的
咱圆暂

副神经节瘤发生于胸腔内遥 起源于主动脉交感尧副交
感神经节者多位于后纵隔尧椎旁沟处袁而起源于主动
脉或肺动脉尧心房尧心包的岛样组织者多位于前纵隔遥

性者约占 员园豫袁单凭肿瘤的组织形态很难判断副神
经节瘤的良恶性袁一般以复发和转移作为诊断恶性

的依据 咱远暂遥 放射性核素治疗和以环磷酰胺垣达卡巴

嗪垣长春新碱方案为代表的化疗适用于无法手术尧

副神经节瘤可能表现为野有功能性冶和野无功能

术后残留或已形成复发转移病灶的恶性副神经节瘤

性冶袁野有功能性冶的典型症状为野缘匀冶袁即高血压尧头

的患者袁 可缩小肿瘤体积尧 缓解肿瘤病灶转移的症

痛尧多汗尧高代谢及高血糖袁临床发现和诊断较容易袁
野无症状冶的往往是偶然中由影像学检查发现某部位
占位病变袁经手术探查袁病理才确立诊断袁临床上定

性困难遥 本组例 员 患者有长期对症治疗高血压的经

状尧抑制儿茶酚胺的过度分泌咱苑暂遥

胸腔功能性副神经节瘤发病率低袁 常因诊断经

验不足袁未选择特异性检查项目袁问诊体格检查不细
致等原因而延误诊断遥 医师在临床实践中应力求全

历袁拟诊为野后纵隔神经鞘瘤合并高血压冶袁究其原因

面掌握该疾病的特点袁 有的放矢地进行各项相关检

是对胸腔内副神经节瘤认识不足袁 忽视其存在的可

查袁从而达到早期诊断尧避免误诊的目的遥 若手术中

能性而造成误诊遥 雷霆等 总结国内 员源 例胸腔功能
咱猿暂

性副神经节瘤患者术前误诊率达 远愿援愿豫遥

功能性副神经节瘤主要分泌去甲肾上腺素尧少

量肾上腺素袁少数分泌多巴胺尧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渊粤悦栽匀冤尧甲状旁腺素等遥 检测患者尿液中儿茶酚胺
及其代谢产物有助定性诊断袁酝葬赠燥 医学中心对 员源

例纵隔副神经节瘤患者尿液的内分泌检查进行分

遭遇袁 强行切除则风险巨大袁 为保证手术的安全进
行袁 择期切除肿瘤不失为一种误诊或漏诊后的补救
措施袁术中肿瘤的侵袭性与否和术后的长期随访袁是
最后判断肿瘤良恶性及手术效果的手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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