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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200例晚期癌症患者就有 5~10例

在临终前的 2年时间里罹患转移性脊髓

压迫症（MSCC）。这是肿瘤科的一种急

诊 1,2。MSCC是由硬膜外或硬膜内肿块对

硬膜囊及其内容物（脊髓或马尾）的压迫

引起 3，可以导致不可逆的神经系统损害，

如截瘫或四肢瘫，具体取决于病变累及的

脊髓节段。硬膜外肿块更为常见，发生原

因和临床表现是本综述的重点内容。

血源性骨转移至脊椎可以引起骨质

坍塌和压迫，这是 85% MSCC的原因 4,5。

然而，肿瘤局部扩散浸润到脊髓，或者远

隔肿瘤的肿瘤细胞直接在脊髓内定植是

其他两个公认的机制 6,7。

早期诊断和治疗可以有效地避免出

现永久性神经损害，因此，需要非专科医

师能够早期发现并且快速转诊和治疗。

何人会患MSCC？

所有癌症患者中有3%~5%会出现脊

椎转移。与MSCC一样，这些骨转移可以

引起疼痛和脊椎破坏。多数成年患者病

例为前列腺癌、乳腺癌、肺癌，分别占脊椎

转移的 15%~20%6。然而，事实上任何一

种全身性肿瘤都可以转移到脊柱。英国

最近的一项针对临床医院现行治疗指南

的评估显示，30%的MSCC转诊自一些特

殊的癌症治疗组，这些治疗组并不会经常

遇到MSCC并发症 7。

我们并不知道MSCC在临床实践中

的真正发病率，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没有一

种系统的登记方式。然而，苏格兰 20世

纪90年代末进行的审计所获得的证据以

及加拿大的一项基于人群的研究显示，发

病率每年每百万人中可以达到 80例 8,9。

英国国家健康与临床优选研究所（NICE）
指南估计，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发病率每

年为 4 000例 6。随着癌症患者生存期的

延长，我们会看到MSCC成比例地增长，

因为这种并发症与疾病的持续期相关。

它的临床表现如何？

MSCC 可能是癌症的一种临床症

状。美国的一项前瞻性分析报道，有23%
出现MSCC表现的患者并不知道自己患

有癌症 5。英国最近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

报告显示，1年中至伦敦癌症中心就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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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需要知道

•转移性脊髓压迫症是肿瘤科的一种急

症，可以是肿瘤的首发症状。

•磁共振全脊柱成像是一种进一步检查的

选择。

•评估患者时，需要给予糖皮质激素和镇

痛剂，并考虑脊柱的稳定性。

•及时转诊给神经外科医生或放疗科医生

或者二者都有，可以提供较好的长期预

后，但是对一些患者应该选择姑息治疗。

来源和选择标准

我们对 2016 年 2 月之前英文发表的

Medline 文 献 进 行 检 索 ，使 用 检 索 词

“malignant spinal cord compression”和

“metastatic spinal cord compression”，同时检

索国家癌症研究所和Cochrane图书馆，使用

检索词“spinal cord compression”。我们还检

索了英国国家健康与临床优选研究所

（NICE）图书馆发表的指南以及国家癌症协

作中心的全文指南文件。除此之外，我们应

用个人存档系统编辑参考文献，确定同行评

议的文献。我们优先考虑随机对照研究、系

统评价、荟萃分析以及前瞻性流行病学研

究。有合适的话我们也回顾了观察性研究、

回顾性研究、非随机研究和病例报告。



英国医学杂志中文版2017年1月第20卷第1期 33

临床综述

MSCC患者，其中 21% (27/127)的人并没有癌症的

预先诊断 7。MSCC在功能状态较差、高龄和并发症

较多的患者中的诊断尤为困难。

图 1显示了MSCC最常见的解剖部位。然而，

30%~50%的患者可以累及多个脊髓节段，因此，怀

疑MSCC时必须要做整个脊柱的成像。

图1 转移性脊髓压迫症的解剖部位分布

疼痛

后背痛是最常见的首发症状，95%的患者在出

现MSCC体征的前 2个月时间内就会出现 5。疼痛

可以是局限性的（病变脊柱内及周围），也可以为神

经根性的（神经根性疼痛影响一侧或双侧肢体）。

苏格兰对 319例MSCC患者的分析显示，37%的患

者有神经根性疼痛，15%的患者有局部脊柱疼痛，

47%的患者两者都有 8。患者可能将下胸椎和上腰

椎的神经根性疼痛误以为腹痛。

疼痛程度随着时间加重，扭曲、咳嗽或躺下时

疼痛会加重，因为这些动作可以引起硬膜外神经丛

扩张。通常很难区分MSCC高危患者与普通背痛

患者。英国NICE指南推荐一些人群更应该怀疑，

包括已知诊断为癌症的患者，以及严重不间断背部

疼痛的患者，尤其疼痛局限在脊柱上部或中间时，

或者腹内压增加疼痛加剧时 6。

区分疼痛是由脊柱转移引起的，还是由疾病

进展所致的脊髓压迫引起的同样十分困难。英国

NICE指南提供了两者鉴别的清单（见框图 1），并

且推荐对单纯背痛患者（这些患者怀疑脊柱转移

诊断）在 7日内进行全脊柱磁共振成像（MRI）检

查，而对同时伴有背痛和神经系统体征、可能提示

患有 MSCC 的患者应在 24 小时内进行 MRI 检查

（图2）6。

运动功能障碍

肢体无力是第二个常见症状，60%~85%的患

者在诊断MSCC时会出现 1,5。患者可能会抱怨步态

不稳或者数日或数周内快速出现行走、站立或者从

床上移到座椅上困难。高龄虚弱的患者可能不会抱

怨乏力，但照护者可能会发现患者机能状态突然恶

化。大多数已发表的指南强调减少诊断延迟的重要

性，以便开始进行治疗，旨在防止截瘫发生 2-9。神经

功能预后最强的预测指标是开始治疗时患者的神经

功能状态 10。德国的一项大规模、精心设计的回顾

性队列研究发现，放疗开始前运动功能障碍进展缓

慢与治疗后神经功能预后良好存在相关性 11。

感觉功能障碍

感觉障碍症状更少见，可以先于客观感觉障碍

体征出现。患者可能会抱怨感觉异常、感觉减退以

及脚趾和手指麻木，麻木可以延伸到脊髓压迫真实

水平的 1~5节段以下。根性感觉丧失以及临床检

查腱反射丧失可以勾画出脊髓压迫的解剖水平，这

比主观症状更为准确。感觉和运动障碍症状合并

快速出现应该高度怀疑MSCC。
自主神经功能障碍

这通常是MSCC最后出现的结局，可以表现为膀胱

以及肠道功能障碍，比如尿潴留、大小便失禁或便秘4。

推荐直接问诊以便除外这些情况（比如“你能

自主排便和正常排尿吗？”“当你排便或排尿时是否

无意识地出现过任何意外情况?”)。疾病进展期患

者可能有多种原因会导致便秘（比如肠蠕动抑制剂

或镇痛剂），这些也可以负向影响膀胱功能。前瞻

性分析发现便秘是最常见的肠道症状，在 67%的

MSCC患者中会发生 5。

马尾综合征

病变部位在第一腰椎以下。马尾综合征患者

的临床表现各异。他们经常会抱怨排尿或开始排

便时感觉减退，并没有出现运动功能障碍，有时候

甚至连背痛都没有。最主要的临床体征为臀部、大

腿后上部、会阴部沿鞍区分布的感觉减退，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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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指诊时肛门括约肌张力下降。尿潴留和充盈

性尿失禁是一项重要的预测指标，其灵敏度为

90%，特异度为95%12。

如何确定诊断

全脊柱MRI（图 3）是可选的影像学方式，其灵

敏度为 93%，特异度为 97%2-14。因此，言外之意就

是仅有几位患者（7%）未在MRI上显示，并且很少

有患者（3%）会出现假阳性。在英国，NICE指南推

荐临床怀疑时应该在 24小时内进行MRI检查 6。

许多英国癌症中心创建了一套详细的临床路径，以

便从社区中转诊患者，允许他们的影像资料、多学

科决策模式以及治疗方式以一种高效的方式运行，

整个过程由一个称为MSCC协调员的人统筹（不管

患者他们是否已经预先诊断为癌症）。

计算机断层扫描（CT）经常被用来辅助制定手

术或放疗计划，但它不推荐用于MSCC的确定诊

断。CT脊髓成像现在鲜有应用，除非存在磁共振

禁忌。骨核素扫描和 X 线平片在诊断中没有

作用。

何时不需要进一步检查或治疗

某些情形下怀疑MSCC时，更合适的做法可能

是不要进一步检查或治疗，这时几乎没有更佳的预

后或者根本就没有希望，并且将获益和代价都向患

者充分交流。这些情形包括十分明确的截瘫持续

1周以上、基础身体功能极差、基础疾病预期寿命

仅为数日到数周。针对这些患者，保守治疗更倾向

于考虑经验性应用糖皮质激素（口服或皮下注射地

塞米松8 mg，每日2次）。

在等待诊断时我们需要做什么？

目前建议给予类固醇和镇痛剂来保护脆弱的脊

椎序列，并且通过休息和适当固定避免进一步损伤。

类固醇的作用

随机对照试验研究的证据显示，糖皮质激素可

以作为一种有益的辅助治疗方式，治疗脊髓型颈椎

病引起的硬膜外压迫 15,16。一项随机研究发现，

MSCC患者在开始进行放射治疗前服用地塞米松

框图1 NICE推荐对转移性脊髓压迫症(MSCC)患者及高危个体的诊断和管理 6

•有如下特征提示有脊柱转移的患者，应迅速(24小时内)联系相关治疗组(最好是通过指定的MSCC协调员)，讨论患者癌

症和疼痛的治疗：

–疼痛在脊柱中部（胸椎）或上部（腰椎）

–进展性脊柱下部疼痛

–严重的脊柱下部持续性疼痛

–用力时（例如排便）或咳嗽或打喷嚏时加重脊柱疼痛

–脊柱局限性压痛

–夜间脊柱痛无法睡眠

•立即联系MSCC协调员（或者同样职务者）来讨论癌症患者的治疗，这些患者有症状提示脊柱转移，具有下列任何一项

神经症状或体征提示MSCC，被视为肿瘤科急症:
–神经症状（包括神经根性疼痛、任一肢体乏力、行走困难、感觉缺失、膀胱或直肠功能障碍）

–脊髓或马尾综合征的神经体征

•癌症患者出现脊柱下部疼痛者，需要经常进行临床评估（比如每日，依据不同情形），这些疼痛在临床上被认为其原因

是非特异性（即无缓解、严重疼痛，或用力时疼痛加重，无任何神经系统伴随症状）。特别关注：

–出现进展性疼痛或其他症状提示脊柱转移（在24小时内联系MSCC协调员）

–出现神经症状或体征提示MSCC（立即联系MSCC协调员）

•先前未诊断为癌症的患者，出现可疑性脊柱疼痛（具有上述特征）时，需要反复进行临床评估这些患者伴或不伴神经系

统症状。依照正常非特异脊柱途径治疗或转诊稳定以及有轻微症状的患者，如果相关则依照癌症途径转诊。特别

关注：

–出现进展性疼痛或其他症状提示脊柱转移（在24小时内联系MSCC协调员）

–出现神经症状或体征提示MSCC（立即联系MSCC协调员）

NICE：英国国家健康与临床优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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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不服用的患者相比，其运动功能恢复率更高

（3个月时，81%比63%，P=0.046)17。
英国指南推荐除非有禁忌，所有MSCC患者都

应该立即应用负荷剂量的16 mg地塞米松，随后还

有一个短期疗程，每天应用 16 mg地塞米松（分次

给药，如口服8 mg，每日2次）6。如果怀疑MSCC是

由淋巴瘤引起的，应用类固醇是禁忌，因为类固醇

的肿瘤溶解效应可能会影响组织学诊断。加拿大

研究者推荐一旦怀疑就应该应用16 mg地塞米松，

但反对应用更大剂量的糖皮质激素 14。随后的研

究发现与之呼应，一项来自挪威的前瞻性研究显示

MSCC患者应用较大剂量地塞米松（96 mg）时严重

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很高，并且患者的运动能力并没

有改善 18。传闻有证据表明对应用类固醇疗法出

现神经系统反应的患者对放射治疗的反应会更好。

避免类固醇依赖

糖皮质激素有镇痛剂功效，初期还能改善神经

系统功能 19。然而，长期疗效有限，并且没有证据

显示可以改善生存期，不良反应也难以接受，可以

导致人身体虚弱，有时候还能致命 20。

放疗或手术治疗后，英国指南推荐逐渐减少类

固醇的剂量，在4~6周内完全减掉，或者是减到能使

症状保持稳定的最低剂量。对于那些不准备进行手

术治疗或者放疗的患者，地塞米松如何减量直至停

用尚存在争议。对这类患者，挪威的一项研究建议，

在 14天内快速减量，从 16 mg减到零 21。英国的一

项大规模前瞻性分析显示，在善终医疗机构，类固醇

的剂量并不太被关注，患者经常不恰当地持续应用

类固醇，这会导致40%的患者承受不良反应之苦，最

常见的不良反应是近端肌病和周围性水肿。

图2 转移性脊髓压迫症治疗处理路径，由国家癌症协作中心总结



36 英国医学杂志中文版2017年1月第20卷第1期

临床综述

开具什么镇痛处方？

MSCC伴随的疼痛通常既有骨性又有神经性

的因素。骨性疼痛的机制一部分是通过炎症介质，

因此对类固醇治疗的反应良好。应该依据世界卫

生组织（WHO）阶梯治疗方案指导镇痛，并且适当

应用神经性辅助镇痛药物。需要时可以向疼痛或

姑息治疗组寻求专业建议，并记得开两种处方：常

规镇痛药加“按需”镇痛药。

脊柱固定

不管什么情况下，患者运动出现严重疼痛提示

脊柱不稳定时，或者任何一种神经系统症状或体征

提示MSCC时，理想的处置方式应该是平躺照护

（包括“滚木”，应用拖动便盆上厕所），这样脊椎可

以呈中立位排列，直到可以确保骨性或神经性稳定

时（理想情况是MRI和神经外科检查后），这时可以

开始进行物理治疗、谨慎地重新恢复脊柱运动。

治疗

确切治疗包括放疗、手术治疗以及化疗的任一

组合。如果治疗方式合适，而且患者愿意做这种治

疗，应该在神经系统发生任何恶化情况前开始治

疗，最佳时机是确诊MSCC 的24小时内进行 6。

为指导治疗计划，获得组织学或细胞学恶性肿

瘤的诊断对患者十分重要。如果在患者疾病过程

中事先没有确定诊断，需要尽可能早的进行细针穿

刺活检或开放活检，最理想的时机是在放疗或手术

治疗前 1,22。

当决定对患者进行确定治疗时，需要考虑患者

的身体机能状态、疾病转移的程度、脊柱的稳定性、

原发肿瘤放疗的敏感性，以及脊髓受压迫的程度 22。

放疗

从历史上看，放疗已经被认为是一线治疗方案，

因为放疗像椎板切除减压术一样有效，并且并发症发

生率更低 15。放疗可以改善手术治疗患者的预后（包

括减少局部复发率），对不适合手术的患者亦然10。

放疗治疗有3个目标：

•防止神经功能恶化

•改善神经系统功能

•减轻疼痛

对于预后较好的患者（可以活动或者不能活动

的时间小于24小时），在诊断24小时内需要进行紧

急治疗。许多放疗方案在世界范围内应用，目前的

共识是 20 Gy分 5天进行或者 30 Gy分 10天进行，

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方案。后一种方案可以减少

放疗区域内肿瘤复发 22。

预后较差的患者包括预期生存期在 6个月以

内、身体功能状态较差、明确的截瘫超过 24小时。

这些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一般为1~2个月，神经系统

功能恢复的机会渺茫。放疗仅仅是为了减轻疼痛，

但是在一些罕见的病例中，某些患者可以见到神经

系统功能恢复。合适的放疗剂量是每次8 Gy 22。

一项随机研究显示，3种不同放疗时间方案拥

有相似的功能预后，但是单剂量放疗方案在放疗区

域内肿瘤复发率更高 22,23。

手术

手术治疗的目标是实现脊髓环周方向减压，重

图 3 胸椎磁共振T2加权矢状位像显示上胸部椎管内（实

心箭头）及脊柱前方椎体前区（虚线箭头）肿瘤块。脊柱椎

管内成分可以引起相应节段脊髓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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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并且迅速稳定脊柱。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手术

治疗在保持或重获神经系统功能以及减轻疼痛方

面优于放疗。美国的一项随机对照研究报道，随机

分入神经外科手术加术后化疗组的患者，其中有

42/50 (84%)的患者在治疗完成后达到了主要研究

终点，获得了行走能力，而随机分入单纯放疗组的

患者中该比例为29/51 (57%)24。
选择手术治疗还是其他治疗方式有时很难决

定。与患者商讨时需要考虑患者的整体适应度、预

后及自身偏好 6。外科医生逐渐依据客观评分来制

定决策，这些客观评分注重预后，如论证的Tomita
评分和修正的Tokuhashi评分 25。

脊柱不稳定而生存预期良好以及放疗抵抗的

患者需要切除肿瘤，并且在放疗前获得脊柱稳定性，

这些患者更容易获得较好的神经预后。脊柱不稳定

性肿瘤评分（SINS）是一种论证的工具，临床上可以

用来确定脊柱的不稳定性（定义为由于肿瘤进展而

“失去了脊柱的完整性，伴有运动相关性疼痛、症状

性或渐进性畸形和/或生理负重下神经变形”）26。

加拿大的一项系统性综述发现没有直接证据

支持选择何种手术方式，也没有直接证据支持放疗

时或稍后出现疾病进展的患者是否需要尝试进行

手术。综述作者建议要综合考虑治疗前的运动功

能状态、合并症、外科技术因素、出现骨性压迫和脊

柱不稳定性、手术或放疗潜在的并发症，以及患者

的自身偏好 14。

什么时间进行手术干预也存在争议。最近中

国的一项小规模回顾性研究表明，如果在诊断

MSCC 的48小时内进行手术，即使不能活动的患者

也能从手术中获益 27。

化疗

化疗对那些化疗敏感的肿瘤有一定的作用，包括

淋巴瘤、浆细胞肿瘤、生殖细胞肿瘤以及小细胞肺癌22。

康复

住院时就应该开始制定出院计划和后续治疗

计划，包括康复治疗，最好是由临床治疗组中指定的

人员负责。一个成功的规划涉及患者他或她的职

业、肿瘤治疗组、康复治疗组以及社区支持，需要包

含家庭医生和姑息治疗学专家。目的是围绕“以患

者为中心治疗”的目标，在注重整体生活质量氛围

下，最大化地改善患者运动功能。康复治疗应该在

患者偏好的治疗地点进行，通常开始于急诊，接下来

在社区、临终关怀或者专门住院康复中心继续进行。

生活质量

对MSCC的心理影响近乎一无所知 14。最近的

一项文献综述应用专题分析的方法得出结论，超过

50%的MSCC患者生活质量良好，压力水平较低，仅

仅有一小部分患者抱怨压力山大。将来需要给予

心理影响更多的关注，并且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

便确定危险人群，并且提供最有效的支持策略 28。

将来需要研究的问题

•放疗抵抗或已接受过标准放疗的肿瘤患者出现了

脊柱转移，对于这些患者立体定向放射治疗能否改

善运动功能？

•早期手术干预能否降低出现了脊柱转移的患者转

移性脊髓压迫症（MSCC）的发生率？

•椎体成形术或椎体后凸成形术能否降低出现了脊

柱转移的患者MSCC的发生率？

•哪种是确诊为MSCC患者临床上最有效、最经济的

放疗方案？

患者如何参与本文创作

在创建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没要求任何患者参与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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