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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淋巴管癌病误诊病例报告1例并文献复习
许圣威

陈玲玲

厦门市海沧医院呼吸内科，福建厦门

361026

[ 摘要 ] 目的 提高临床医生对肺淋巴管癌病的认识及诊治经验。 方法 通过收集 1 例肺淋巴管癌病的诊断
过程及文献复习，详细分析本病的临床特点、诊断、鉴别诊断、治疗方法及预后。 结果 肺淋巴管癌病多见于
腺癌转移所致，本病例首发临床症状为干咳及进行性呼吸困难，缺乏消化道症状，几经周折后明确诊断为胃
癌伴肺淋巴管癌病。 结论 肺淋巴管癌病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肺内转移癌，以转移性癌细胞在淋巴管内弥漫
性生长，形成癌栓为特征；因其缺乏原发疾病临床症状，影像学亦缺乏特异性，极易误诊；本病一旦确诊，预
后差；临床医生应该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及早期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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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diagnosis of pulmonary lymphatic carcinomatosis: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XU Shengwei
CHEN Lingling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Haicang Hospital, Fujian, Xiamen 361026,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mprove clinicians’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e i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ulmonary lymphatic carcinomatosis. Methods The clinical features, diagnosis, differential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of pulmonary lymphatic carcinomatosis were analyzed in detail by collecting the
diagnostic process of one case and literature review. Results Lymphatic carcinomatosis of the lung is usually
caused by metastasis of adenocarcinoma. The first clinical symptoms of this case were dry cough, progressive
dyspnea, and lack of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After several times of difficulties, gastric cancer with lymphatic
carcinomatosis of the lung was diagnosed. Conclusion Pulmonary lymphatic carcinomatosis is a special form of
lung metastatic carcinoma, characterized by diffuse growth of metastatic cancer cells in lymphatic vessels and
formation of tumor thrombus. Due to the lack of clinical symptoms of primary disease and the lack of specificity
of imaging, it is easy to be misdiagnosed. Once diagnosed, the prognosis is poor. Clinicians should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is disease and ear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Key words] Pulmonary lymphatic carcinomatosis; Gastric cancer; Misdiagnosis; Literature review

肺淋巴管癌病（pulmonary lymphangitic carcinomatosis，

胸痛、气喘、咯血及午后盗汗，无反酸、恶心、呕吐及

PLC）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肺内转移癌，以转移性癌

呕血，无腹痛、腹泻、解黑便，在家自行口服止咳药

细胞在淋巴管内弥漫性生长，形成癌栓为特征 。

物（具体不详）对症处理，咳嗽症状无缓解。2021-

由于本病临床上以干咳及气喘为首发症状，影像学

3-30 于我院查胸部 CT 检查显示：双肺多发炎症伴

常表现为双肺弥漫间质性病变 ，缺乏原发疾病临

部分纤维化改变，右侧胸腔少量积液；予“左氧氟

床症状，极易误诊为其他间质性疾病

，从而延误

沙星片（长春海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号

治疗。现将厦门市海沧医院（我院）呼吸内科 1 例胃

H20203307）”口服治疗，患者咳嗽无明显改善，并

癌伴 PLC 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并复习相关文献资料，

出现活动后气喘不适，于 2021-04-06 再次就诊于

以提高临床医师对本病的认识和诊断、治疗水平，减

我院门诊，完善胸部 CT 检查后，门诊拟以“肺部感

少误诊漏诊，
现报道如下。

染”收住院。既往有“胰腺囊肿”病史。入科后查体，

1

体 温：36.6 ℃，脉 搏：78 次 /min，呼 吸：20 次 /min，

[1]

[2]

[3-5]

病例资料
患 者，男，69 岁，以“咳 嗽、咳 痰 3 周”为 主 诉

血压：125/79 mmHg（1 mmHg=0.133 kPa）。神清，

于 2021-04-06 入院。患者入院 3 周前无明显诱因

口唇无发绀，双肺呼吸音稍粗，可闻及散在的湿性

出现咳嗽，咳嗽为阵发性，以干咳为主，夜间加重，

啰音，未闻及干性啰音及 Velcro 啰音。心律齐，各

偶有痰，痰色白，不易咳出，无畏寒、发热，无胸闷、

瓣膜听诊区未闻及杂音。腹部软，无压痛及反跳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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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及包块。入科后初步诊断为肺部感染、
双肺间质性
肺炎；入科后查肿瘤标志物，非小细胞肺癌相关性抗
原：3.67 ng/ml；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18.24 ng/ml；
糖链抗原 125：152.70 U/ml；糖链抗原 199：72.92 U/ml，
癌胚抗原测定、甲胎蛋白测定、鳞状细胞癌相关抗
原测定、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测定、CA-153、胃泌素
释放肽前体未见明显异常。血常规 +C 反应蛋白
（CRP），白细胞计数：7.53×109/L，中性粒细胞比率：

注

2021 年 4 月 12 日胸部 CT）显示 ：双肺支气管血管

76.80%，CRP：109.92 mg/L；降钙素原：0.07 ng/ml；血

束增粗，双肺小叶间隔光滑增厚，双肺见多发片状、斑

清 G 试验、Gm 试验阴性；总 IgE：188.60 IU/ml；治疗

片状及条索状高密度影，边缘模糊 ；双侧胸腔积液
图1

上予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第一三共制药，国

胸部 CT

药准字号 H20020636）抗炎、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
液（正大天晴药业集团，国药准字号 H20203063）及
复方异丙托溴铵溶液（勃林格殷格翰国际公司，进
口药品注册证号 H20100608）雾化平喘等对症处
理。于 2021-04-11 晚上开始出现夜间咳嗽、气喘
加 重；于 2021-04-12 复 查 胸 部 CT 检 查（图 1）显
示：双肺支气管血管束增粗，双肺小叶间隔光滑增
厚，双肺见多发片状、斑片状及条索状高密度影，
边缘模糊；双侧胸腔积液较前增多。于右侧胸腔

注

2021 年 4 月 23 日胃镜检查示 ：胃角及胃体小弯侧

穿刺抽液，共抽出约 350 ml 暗黄色胸腔积液，送胸

下部见 2 处直径约 1.5 ～ 3.0cm 深凹陷性溃疡灶，

腔积液常规、生化及病理、结核菌涂片、细菌、真菌

覆黄白苔，局部边界不清楚，周围黏膜结节样隆起
图2

涂片细胞培养及病原微生物高通量检查（NGS）等检

胃镜检查

查。结果显示，
胸腔积液提示为渗出性，
胸腔积液癌
胚抗原：44.24 ng/ml，
糖链抗原 125：1091.49 U/ml，多
次痰培养阴性，结缔组织免疫全套均阴性。予加用
头孢拉定（苏州中联化学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号
H20053432）及复方甲氧那明胶囊（第一三共制药，
国药准字号 H20033669）对症治疗；因既往有胰腺
囊肿，2021-04-16 查胰腺 MRI 检查显示：1. 胰腺未
见明显异常，随访；2. 左侧肾上腺增粗：增生？ 3. 肝
胃间隙及腹膜后淋巴增多、部分肿大。与影像科医
师沟通交流，
并认真阅读胰腺 MRI 检查，
考虑不排除
胃部占位可能；2021-04-23 行无痛电子胃镜（图 2）

注

2021 年 4 月 25 日胃镜病理 HE 染色（20x10）示 ：
（角体）中 - 低分化腺癌
图3

胃镜病理

示：胃角及胃体小弯侧下部见 2 处直径 1.5 ～ 3.0 cm
深凹陷性溃疡灶，
覆黄白苔，
局部边界不清楚，
周围黏

细胞沿肺小叶间隔内淋巴管转移的一种特殊类型肺

膜结节样隆起，考虑胃角、体未分化癌？病理（图 3）

转移癌，主要症状为干咳和气喘，影像学表现为肺间

示：
（角体）中 - 低分化腺癌。经我科、影像科及肿

质性病变，
因缺乏原发疾病临床症状，
造成诊断延误；

瘤科多学科讨论后，考虑诊断为胃癌伴肺转移。向

本病一经诊断明确，预后很差，若未正规治疗，常在

患者及其家属交代患者病情后，患者及其家属考虑

2 个月内死亡 [6]；本病 80％由腺癌转移导致，最常见

患者目前肿瘤晚期，拒绝进一步处理，要求自动出

于肺、
胃肠、
胰腺、
乳腺等处的肺内转移 [7-8]。

院；出院后自行外院 PET-CT 检查证实为胃癌伴淋

PLC 由于肺内淋巴结癌栓栓塞引起各种呼吸

巴转移。

道症状，其主要临床表现为顽固性咳嗽，以干咳为

2

主，伴胸闷、气喘及呼吸困难，并进行性加重 [9]，常规

讨论
PLC 在临床也称为癌性淋巴管炎（LC）
，是指癌

药物对症处理效果差，且部分患者临床症状往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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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影像学改变，易造成临床延误诊断；其影像学诊
断主要依靠胸部 HRCT 检查

955-958.

：典型 HRCT 表现

[2] 李水连，张海涛，余水全，等 . 肺癌性淋巴管炎 CT

为小叶间隔不均匀增厚，为肺野内细小不均匀网状

表现的特征性分析 [J]. 中国 CT 和 MRI 杂志，2014，

阴影；肺支气管血管束增粗、不规则增厚，部分呈串

12（3）：63-66.

[10-11]

珠状改变，从肺门向外周呈放射状、线网状分布，边

[3] 刘寅，王峰，陈露露，等 . 以肺淋巴管癌病为首诊的

界较模糊，粗细不均匀，部分分支末梢达胸膜下，胸

胃癌 15 例临床分析 [J]. 临床肺科杂志，2017，22（9）：

膜（包括叶间胸膜）呈不规则结节状改变，部分伴有

1676-1678.

胸腔积液；肺门和 / 或纵隔淋巴结肿大。PET-CT
的原理是检测组织细胞代谢摄取水平的变化，其表

[4] L i n W R ， L a i R S . P u l m o n a r y l y m p h a n g i t i c
carcinomatosis[J].QJM，2014，107（11）：935-936.

现普遍早于 HRCT，可提高早期诊断率，特别是早期

[5] Khachekian A，Shargh S，Arabian S.Pulmonary

预警、原发疾病诊断及预后评估，强于其他影像学

lymphangitic carcinomatosis from metastatic gastric

检查。但 PLC 明确诊断仍需组织学活检病理，可经

adenocarcinoma: case report[J].J Am Osteopath Assoc，

外科胸腔镜肺活检获取，PET-CT 可协助诊治

2015，115（5）：332-337.

[12-13]

。

患者一旦出现 PLC，则提示肿瘤晚期，应根据患者
功能状态评分选择针对原发肿瘤的治疗；目前 PLC
的主要治疗是标准化疗、靶向药物（基因突变患者）
及营养支持对症治疗，提高生活质量，改善临床症
状，延长生存期。

[6] 路明，孙永昌 . 双肺弥漫小叶间隔增厚 [J]. 中华结核
和呼吸杂志，2021，44（5）：508-509.
[7] 张实，吕湘琴，何兴，等 . 直肠癌肺淋巴管转移 1 例 [J]. 中
华肺部疾病杂志（电子版），2016，9（4）：448-449.
[7] Monika K.Pulmonary lymphangitis carcinomatosis:

由于 PLC 缺乏原发疾病表现，且其早期临床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case reports[J].

症状及影像学表现缺乏特异性，易造成误诊；像本

Postgraduate Medicine，2019，131（5）：1970-2018.

例患者入科时仅表现为咳嗽，伴有气喘不适，无明

[8] 陈万，绍丽华，陈刚，等 . 胃癌伴肺转移性癌性淋巴

显腹胀、腹痛等消化道不适症状，住院期间气喘进

管炎误诊二例临床分析 [J]. 海南医学，2016，27（10）：

行性加重，并出现呼吸困难，CT 检查显示双肺弥漫

1664-1666.

性间质性增厚伴多发炎症，入科后误诊为间质性肺

[9] 张实，吕湘琴，何兴，等 . 直肠癌肺淋巴管转移 1 例

炎，予抗炎、平喘雾化等对症处理，症状缓解欠佳；

[J/CD]. 中华肺部疾病杂志：电子版，2016，9（4）：

后予胃镜检查后，病理明确诊断为胃（角体）中 - 低

448-449.

分化腺癌。经我科、影像科及肿瘤科多学科讨论

[10]		金震滨，张涛 . 肺癌性淋巴管炎的 HRCT 表现与病

后，考虑诊断为胃癌伴肺转移，外院 PET-CT 也支

理基础 [J].CT 理论与应用研究，2021，30（3）：

持此诊断。因此，临床医生应加强对本病的认识，

387-394.

对咳嗽、进行性气喘加重伴呼吸困难及不明原因的
呼吸衰竭等症状，予常规抗感染、平喘等处理后疗
效不佳时，即应高度怀疑 PLC 可能，可行支气管镜
镜下冷冻活检、经外科胸腔镜胸膜活检

[14-15]

，与其

他肺间质疾病进行相鉴别，及早发现肿瘤原发灶，
争取治疗时机。若仍无法明确原发肿瘤部位，可行
PET-CT 检查明确原发肿瘤部位后再活检。

[11]		王德志 . 肺癌性淋巴管炎 CT 表现的特征性分析 [J].
当代医学，2018，24（23）：165-166.
[12]		Charest M，Armanious S.Prognostic implication of the
lymphangitic carcinomatosis pattern on perfusion lung
scan[J].Can Assoc Radiol J，2012，63（4）：294-303.
[13]		Jreige M，Dunet V，Letovanec I，et al.Pulmonary
lymphangitic carcinomatosis: diagnostic performance

综上所述，晚期胃癌常伴肺淋巴管癌病，与其

of high-resolution ct and 18ffdg pet/ct in correlation

他间质性肺疾病难以鉴别，一旦确诊，说明肿瘤晚

with clinical pathologicoutcome[J].J Nucl Med，

期，预后差，早期诊断并及时规范治疗可延长患者

2020，61（1）：26-32.

生存期；因此，临床医生应加强对本病的认识，尽早
明确诊断，争取治疗时机。

[14]		刘寅，陈亮，陈露露，等 . 胃印戒细胞癌伴肺淋巴
管癌病三例并文献复习 [J]. 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
志，2017，16（44）：34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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