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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血液病、恶性肿瘤诊疗规范之

一 概述
骨肉瘤是起源于间叶细胞

恶性增殖产生骨样基质所构成
的骨肿瘤， 是最常见的原发性
骨恶性肿瘤， 多发生于骨骼快
速生长发育的青少年或者儿童，
男性略多于女性。 骨肉瘤恶性
程度高， 预后差， 易出现远处
转移， 尤其短时间内出现肺转
移， 病死率较高。

二 诊断
1.�临床表现 约 80%~90%的

骨肉瘤发生在长管状骨， 最常见
是股骨远端和胫骨近端， 其次是
肱骨近端， 占所有肢体骨肉瘤
的85%； 另外也可发生于扁平
骨 ， 如骨盆 、 颅骨 、 肩胛骨 、
肋骨和脊柱。 骨肉瘤无特异性
临床表现， 通常表现为原发肿
瘤部位的疼痛和肿块， 部分患
儿可伴有发热、 体重下降、 贫
血、 器官功能衰竭等全身症状。

2.�实验室检查
（1） 血常规： 骨肉瘤晚期

患儿可有血红蛋白和血小板减
低； （2） 血生化检查： 30%～
40%的病人初始状态下碱性磷
酸酶升高， 20%～40%的病人在
初始状态下乳酸脱氢酶升高 ，
但这两个酶升高缺乏特异性。

3.�影像学检查 包括 Ｘ 线、
CT、 MRI、 B 超 、 骨 扫 描 、
PET-CT 等。

4.�活检及病理检查 当患儿
临床和影像学表现均提示为典
型骨肉瘤时， 常用穿刺组织活
检并送病理确诊。

5.�骨肉瘤分期
（1） 外科分期： 是目前临

床上使用最为广泛的分期系统，
又称为 MSTS 外科分期 。 此系
统根据肿瘤的组织学级别 （G，
低度恶性 ： Ⅰ期 ； 高度恶性 ：
Ⅱ期 ） 和局部累及范围 （T，

A： 间室内； B： 间室外） 对局
限性恶性骨肿瘤进行分期， 出
现远处转移 （M） 的为Ⅲ期。

（2） AJCC 分期系统： AJCC
分期系统是目前国际上最为通用
的肿瘤分期系统， 该系统按照肿
瘤大小 （T）、 累及区域 （N）、 是
否有远处转移 （M） 进行分期。

三 治疗
1.�化疗 骨肉瘤确诊时， 往

往有 80%~90%的患者存在肺内
微小转移灶 ， 通过术前化疗 ，
可以将大部分原发灶内的肿瘤
细胞杀死， 极大地减少术中肿
瘤细胞扩散以及播种的机会 。
此外， 肿瘤周围炎性水肿反应
区和肿瘤新生血管消失， 瘤体
缩小能获得相对安全的外科切
除缘， 保留更多的肌肉， 提高
保肢手术的成功率。 目前公认
有效的化疗药物主要有大剂量
甲氨蝶呤、 顺铂、 阿霉素、 异
环磷酰胺、 环磷酰胺、 博来霉
素、 放线菌素等， 其中前四种
药物为一线药物。

2.�手术治疗 手术切除是骨
肉瘤的主要治疗手段， 分为保
肢手术和截肢手术， 现在 90%
以上的骨肉瘤患者可成功保肢，
且保肢后的生存率、 复发率与

截肢治疗的基本相同。 但并非
所有的患者都适合保肢手术 ，
适应症包括： （1） 四肢和部分
中轴骨的肿瘤， 软组织内的侵
犯中度； （2） 主要神经血管束
未侵犯， 肿瘤能获得最佳边界
切除； （3） 无转移病灶或转移
灶可以治愈； （4） 病人一般情
况良好， 无感染征象， 能积极
配合治疗的。 对于一些瘤体巨
大、 分化极差、 软组织条件不
好的复发瘤， 或者肿瘤周围的
主要神经血管受到肿瘤的侵犯
者， 以截肢为宜。

3.�放射治疗 如果外科手术
无法完全切除肿瘤可以考虑放
疗。

4.�分子靶向药物治疗 近年
来对于骨肉瘤的新型分子靶向
药物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集
中在多靶点抗血管生成小分子靶
向药物， 索拉非尼是首个应用
在骨肉瘤中的此类靶向小分子
靶向药物； 2018 年， 骨肉瘤第
一个随机对照临床试验验证了
瑞戈非尼在骨肉瘤中的疗效 ；
另有临床研究证实， 卡铂替尼、
帕唑帕尼、 阿帕替尼均有助于
延长进展期化疗耐药后骨肉瘤
病人的疾病无进展生存期。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

������很多家长都担心孩子缺钙， 总是想
尽各种方法补钙， 那么， 孩子到底需不
需要补钙， 怎样补钙才是科学合理的呢？

儿童处于生长发育阶段， 对各种营
养素的需求较高， 最容易缺乏铁、 锌和
钙 ， 但并非所有的孩子都需要补钙 。
99%的钙存在于人的骨骼和牙齿中， 一
旦缺乏会直接影响儿童骨骼与牙齿的健
康， 但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对钙的需求量
是不同的， 不可盲目补充。 根据中国营
养学会推荐量为 ： 0～6 个月的儿童为
300 毫克 /天 ， 6～12 个月的儿童为 400
毫克/天， 1～3 岁的儿童为 600 毫克/天，
4～10 岁的儿童为 800 毫克/天 ， 11～18
岁的儿童为 1000 毫克/天。

补钙的方法也有很多， 最好是食补，
乳类和海产品中含钙量最丰富。 母乳中
钙吸收率优于牛乳， 故母乳喂养的孩子
很少会缺钙； 海产品中的虾皮、 海带、
鱼骨粉都是良好的钙质来源， 可适当多
吃。 需要提醒的是， 补钙的同时还需要
适当补充维生素 D， 才能促进钙的吸收。
当然， 补充维生素 D 也不可过量， 否则
容易造成维生素 D 中毒， 出现食欲减
退、 皮疹、 厌食、 烦躁、 哭闹、 低热等
症状， 严重者还会出现烦渴、 尿频、 夜
尿多， 甚至骨骼、 肾、 血管出现相应钙
化， 从而引起肾衰竭、 心脏杂音等。 另
外， 多晒太阳也可促进钙质的吸收， 因
为太阳的紫外线可以促使皮肤中的 7-脱
氢胆固醇生成维生素 D3,而维生素 D 对
钙、 磷的吸收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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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铅对孩子的身体健康
有很大危害， 但很多家长甚至一些医
务人员都过于夸大了这种危害而盲目
用药物进行排铅治疗， 其实这样做危
害更大。

要知道， 铅在血液中只有蓄积到
一定程度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国际
上规定， 当血铅浓度低于 450 微克 ／升
时， 是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的， 而大
多数正常人群血液中的铅浓度不会超
过这个标准， 也就是说， 大部分人不
需要进行排铅治疗， 只有少数职业人
群才需要进行必要的药物治疗。 具体
来说， 排铅药物主要有以下危害。

首先， 排铅药是一种螯合剂， 选
择性差， 也就是缺乏特异性， 在排铅
的同时也会导致体内的钙、 铁、 锌等
有微量元素一起排出， 所以经常服用
排铅药极易造成人体内微量元素失衡，
引起缺锌、 缺钙、 贫血等， 严重者还
可能危及生命； 其次， 绝大多数排铅
药物对人体的肝肾功能以及血液系统
有较大伤害， 在服用排铅药物的同时，
一定要注意监测肝肾功能和血常规 ；
第三， 有研究表明， 一次驱铅治疗大
约只能排出人体所含总铅量的 2%， 如
果排铅不彻底， 蓄积在骨组织和脏器
的铅在一定条件下又能重新进入血液，
也就是说排铅药物的疗效并不佳。 因
此， 家长要一定科学认识铅中毒， 千
万不要盲目给孩子服用排铅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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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是一项非常不错的健身
项目， 不论对大人还是小孩都是
好处多多， 但由于公共游泳池相
对封闭， 空气不流通， 人多细菌
也多， 很容易传染以下六大类疾
病， 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

1.�手足口病 虽然游泳池的
水是否会传播手足口病还没有完
全得到证实， 但手足口病可以呼
吸道、 消化道传播， 还可以通过
肢体接触传播。 室内游泳池多为
人多不通风的地方， 细菌和病毒
存活时间长， 孩子们在一起嬉水
游戏时免不了身体接触， 因此被
传染可能性也是有的。

2.�眼部疾病 游泳池里的水
一般是用漂白粉消毒， 漂白粉有
轻度刺激性， 游泳后双眼容易出
现轻微的发红症状， 往往在数十
分钟后会自行消失， 一般不必治
疗。 但如果在未经消毒或消毒不
严格的水里游泳， 就容易引起细
菌或病毒性结膜炎。

3.�过敏性疾病 用来消毒的
漂白粉的成分主要是次氯酸钙，
这是常见的过敏原， 不少对次氯
酸钙过敏的人在这样的水里游泳
容易引发鼻炎、 哮喘以及丘疹性
荨麻疹等过敏性疾病。

4.�皮肤病 孩子的皮肤娇嫩，

很容易受到病毒、 细菌的侵害， 而
大多数公共泳池由于消毒不严格，
孩子很容易感染一些真菌性皮肤
病， 如体癣、 足癣、 水猴子等。

5.�中耳炎 如果孩子耳道里
有耵聍 （耳屎）， 耵聍遇水发胀
后就会腐蚀耳道皮肤， 甚至引发
中耳炎。

6.�腹泻 泳池中的水可能潜
伏一些引起腹泻的细菌， 如隐孢
子虫、 蓝氏贾第鞭毛虫、 志贺氏
菌属和大肠杆菌等， 如果孩子游
泳时不小心喝了泳池的水， 则可
能引发腹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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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孩子
都要补钙

室内游泳 当心染六种病

骨肉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