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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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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原发中枢神经系统生殖细胞肿瘤
多学科诊疗专家共识
中国抗癌协会小儿肿瘤专业委员会

１

背景原发中枢神经系统生殖细胞肿瘤（ｃｅｎｔｒａｌ

顶盖区引起眼球活动障碍，两眼上视障碍，瞳孔光反

ＧＣＴｓ）约占所

射障碍。肿瘤压迫下丘及内侧膝状体而出现双侧耳

有颅内肿瘤的２％～３％。好发于年轻人群，７０％发

呜及听力减退。肿瘤向后下发展可影响小脑上脚和

生在１０—２４岁。在西方国家，ＣＮＳ ＧＣＴｓ占所有儿

上蚓部，出现躯干性共济失调，表现为辨距不良、共

童颅内肿瘤的０．４％～３．４％，而在日本及亚洲地区

济失调、肌张力降低和意向性震颤及眼球震颤。肿

ＧＣＴｓ占所有儿童颅内肿瘤的１１％，明显高于

瘤影响丘脑下部引起尿崩症（视上核受损）、嗜睡、

ｎｅｒｖｏｕｓ

ＣＮ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ｅｒｍ ｃｅｌｌ ｔｕｍｏｒｓ，ＣＮＳ

西方国家。
原发ＣＮＳ ＧＣＴｓ是化疗和放疗敏感肿瘤。目前
国际上治疗儿童ＣＮＳ ＧＣＴｓ均采用化疗联合放疗±

肥胖等。（３）内分泌症状：表现为性征发育紊乱，多
数为性早熟（多见于男孩的松果体区生殖细胞瘤），
少数亦有性征发育停滞或不发育。

手术等综合治疗手段。纯生殖细胞瘤生存率大于

影像学表现：（１）ＣＴ检查可确定病变部位和大

９０％，非生殖细胞瘤性生殖细胞肿瘤（ＮＧＧＣＴｓ）生

小，明确钙化、囊变或出血以及脑积水程度，判断病

存率达７０％。放疗是ＣＮＳ ＧＣＴｓ综合治疗的重要组

变累及区域如侧脑室、室管膜下或鞍上，但ｃＴ不能

成部分，但放疗对于儿童患者远期副作用值得关注，

定性病变。（２）ＭＲＩ检查能更清楚地显示病灶位

尤其在年龄较小的儿童。长期生存的患者可有智力
下降、生长发育迟缓、内分泌功能紊乱和不孕不育等

置、与邻近结构的关系、脑脊液循环通畅情况以及大

后遗症。目前美国儿童肿瘤研究组（ＣＯＧ）对局限

期儿童中枢生殖细胞肿瘤进行基于化疗疗效调整放

像上为低信号或等信号，质子加权图像上信号强度
略有加强，而在Ｔ２加权图像上大多数为等信号或低

疗强度的临床研究，以期保证疗效基础上降低放疗

信号。在增强ＭＲＩ上生殖细胞瘤可均匀强化。其

的远期副作用。

他ＮＧＧＣＴｓ如绒毛膜上皮癌和胚胎癌因瘤中常有出

脑大静脉系统解剖结构。生殖细胞瘤在Ｔ１加权图

为了进一步改善儿童ＣＮＳ ＧＣＴｓ的疗效，需要

血，故ＭＲＩ信号强度可多变或呈混杂信号。畸胎瘤

在原有规范治疗基础上与时俱进。多学科合作的综
合治疗是达到良好的临床结果前提，而规范化治疗
则是基本保障。为此，中国抗癌协会小儿肿瘤专业

为多房、信号不均，病灶内可见囊变和钙化。ＭＲＩ

委员会参考和借鉴国外相关临床研究结果和经验，

的首选手段。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正常松果体缺乏血

对儿童原发ＣＮＳ ＧＣＴｓ制定多学科诊疗的专家共

脑屏障，能被造影剂强化，因此强化松果体结构不一

识。希望有助于规范诊断和治疗，进一步提高儿童

定为异常表现，而且ＭＲＩ显示钙化不如ＣＴ敏感。

原发ＣＮＳ ＧＣＴｓ的生存率。

３病理诊断病理主要分为两大类型：

２临床表现生殖细胞肿瘤可发生在脑内的各个

３．１

能发现生殖细胞瘤的远处播散病灶，且比ＣＴ检查

敏感，目前增强ＭＲＩ已作为判断有无远处播散转移

部位，通常发生在脑中轴线附近，大多数长在松果体

生殖细胞瘤（ｇｅｒｍｉｎｏｍａ），又称为胚生殖细胞
瘤或纯生殖细胞瘤，相当于颅外睾丸精原细胞瘤或

区（约占４５％），部分生长在鞍区（约占３０％）、基底

卵巢的无性细胞瘤。

节区和脑中线其他部位。除成熟畸胎瘤以外，均易

３．２非生殖细胞瘤性生殖细胞肿瘤（ｎｏｎ·ｇｅｒｍｉｎｏｍａｔｏｕｓ

通过脑脊液转移至脑室系统、脑脊髓蛛网膜下腔和

ｇｅｒｍ ｃｅｌｌ

脑膜。主要临床症状包括：（１）颅内压增高症状：表

瘤，包括胚胎性癌、内胚窦瘤（卵黄囊瘤）、绒毛膜上

现为梗阻性脑积水、头痛、呕吐、眼底水肿和意识状

皮癌、畸胎瘤（成熟性畸胎瘤、未成熟畸胎瘤、畸胎

态改变等。（２）邻近脑受压症状：肿瘤破坏上丘和

瘤恶变）、混合性生殖细胞肿瘤。

万方数据

ｔｕｍｏｒ，ＮＧＧＣＴ），相当于颅外的非精原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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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后良好病理亚型：生殖细胞瘤和成熟畸胎瘤。

上皮癌，未成熟畸胎瘤和混合性生殖细胞肿瘤。

预后中等病理亚型：合体滋养细胞成分的生殖

（２）临床诊断肿瘤组织手术切除或者活检风
险大的情况下可采用临床诊断，标准如下：

细胞瘤、未成熟畸胎瘤、畸胎瘤恶变、以生殖细胞瘤

典型临床表现、肿瘤影像学特点，血清和（或）

或畸胎瘤为主要成分的混合性生殖细胞肿瘤。
预后不良病理亚型：绒毛膜上皮癌、卵黄囊瘤／

脑脊液ＡＦＰ＞正常值和（或）血清和脑脊液１３一ＨＣＧ

内胚窦瘤、胚胎性癌和以上述三种成分为主的混合

＞５０ｍｌＵ／ｍＬ。

临床分期和检查

性生殖细胞肿瘤。

６

４肿瘤标记物诊断ＣＮＳ ＧＣＴｓ，检测血清和脑脊

统（Ｃｈａｎｇ

采用改良的Ｃｈａｎｇ氏分期系

液甲胎蛋白（ＡＦＰ）和Ｂ一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１３一

Ｓｙｓｔｅｍ）。分期前需要进行以下检
查：全脑＋全脊髓ＭＲＩ检查，脑脊液和血清ＡＦＰ＋

ＨＣＧ）水平具有重要Ｉ临床意义。绒毛膜上皮细胞癌

ＨＣＧ检测，脑脊液肿瘤细胞检测。肿瘤的分期诊断

分泌Ｂ—ＨＣＧ，卵黄囊瘤／内胚窦瘤分泌ＡＦＰ，胚胎癌

可以指导治疗策略的制定。

Ｓｔａｇｉｎｇ

可分泌ＡＦＰ和１３－ＨＣＧ，未成熟畸胎瘤也可分泌

Ｍ０（无转移）：肿瘤局限伴脑脊液细胞学阴性。

ＡＦＰ，生殖细胞瘤不分泌ＡＦＰ，可分泌少量３－ＨＣＧ。

Ｍ＋（转移）：脑脊液细胞学阳性或颅内病变所

这些肿瘤标记物已成为生殖细胞肿瘤患者重要的诊

断、疗效评价和随访指标，但不能决定准确的组织亚

引起的脊髓或颅内蛛网膜下腔转移。
局限期：（１）颅内单个病灶伴脑脊液肿瘤细胞

型。部分ＣＮＳ ＧＣＴｓ患者难以获得病理组织学诊

阴性。（２）双病灶（鞍上区＋松果体）伴脑脊液肿

断，临床上可以通过血清或脑脊液肿瘤标记物

瘤细胞阴性。

（１３－ＨＣＧ和／或ＡＦＰ）升高，并结合发病年龄、临床症
状、影像学特征临床诊断为ＣＮＳ ＧＣＴｓ。一般建议将

转移期：符合以下任意一种情况：＞１个颅内病
灶（双病灶除外），脊髓转移，ＣＮＳ以外转移，脑脊液

临床诊断ＣＮＳ ＧＣＴｓ类型的肿瘤标记物标准定为：

肿瘤细胞阳性。

生殖细胞瘤：血清和脑脊液ＡＦＰ正常，Ｂ—ＨＣＧ

病理诊断或临床诊断为颅内生殖细胞肿瘤的儿童青

３～、＜５０ｍＩＵ／ｍＬ。

非生殖细胞瘤性生殖细胞肿瘤：血清和（或）脑

脊液ＡＦＰ＞正常值或１３一ＨＣＧ＞５０ｍＩＵ／ｍＬ。血清和
脑脊液ＡＦＰ和Ｂ—ＨＣＧ正常值范围：ＡＦＰ
１３－ＨＣＧ

７颅内生殖细胞肿瘤治疗策略适合年龄≤１８岁

０～２５ｕｇ／Ｌ，

少年患者。
７．１初诊３—１８岁中枢生殖细胞瘤治疗策略
生殖细胞瘤占ＣＮＳ ＧＣＴｓ的５０％，对放疗和化

疗极其敏感。单纯放疗治愈率＞９０％。放疗包括局

０～３ｍｌＵ／ｍＬ。

５诊断标准影像学已证实原发肿瘤位于中枢神

部放疗和全中枢放疗。头颅放疗对儿童生长发育影

经系统。根据以下标准分别诊断为生殖细胞瘤

响较大。然而，采用单纯化疗治疗颅内的生殖细胞

（Ｇｅｒｍｉｎｏｍａ）和非生殖细胞瘤性生殖细胞肿瘤

瘤复发率达４８％。因此，放疗非常重要。对儿童患

（ＮＧＧＣＴ）。

者首诊治疗应先行化疗，根据化疗疗效调整后续放

５．１生殖细胞瘤

疗的剂量和范围，从而减少放疗所致的远期副作用。

（１）病理诊断肿瘤组织活检或手术切除标本
组织学确诊为生殖细胞瘤。

疗策略：

（２）临床诊断肿瘤组织手术切除或者活检风

险大的情况下可采用临床诊断，标准如下：
①典型临床表现、肿瘤影像学特点，血清和脑脊
液肿瘤标记物ＡＦＰ正常，１３一ＨＣＧ

目前年龄Ｉ＞３岁的儿童初诊颅内生殖细胞瘤治

３一、＜５０ｍＩＵ／ｍＬ。

②双病灶（松果体＋鞍上区）或松果体病灶伴

局限期：化疗联合全脑室或全脑＋瘤床放疗，具
体治疗策略见图１。

转移期：化疗联合全中枢＋瘤床放疗。
年龄＜３岁患者行化疗±手术，放疗延迟至
Ｉ＞３岁。

有尿崩症、血清和脑脊液ＡＦＰ正常，１３－ＨＣＧ正常一

７．２初诊３—１８岁中枢非生殖细胞瘤性生殖细胞

。＜５０ｍｌＵ／ｍＬ。

肿瘤（ＮＧＧＣＴ）治疗策略

５．２非生殖细胞瘤性生殖细胞肿瘤

ＮＧＧＣＴ与生殖细胞瘤相比预后较差，单纯放疗

（１）病理诊断肿瘤组织活检或手术切除标本

５年生存率１０％～３８％。但是采用含铂类药物多药

含有下述任何一种成分：内胚窦瘤、胚胎癌、绒毛膜

化疗联合放疗和（或）手术等综合治疗５年生存率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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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７０％。ＮＧＧＣＴ对化疗和放疗的敏感性均低于

合全中枢放疗＋瘤床放疗。先采用ＤＤＰ＋ＶＰｌ６与

生殖细胞瘤，对于这一类型的肿瘤，放化疗后的残留

ＩＦＯ＋ＶＰｌ６方案交替化疗６个疗程，再根据初诊化

病灶最好能手术切除，有助于改善生存率。

疗疗效决定后续放疗剂量和手术。具体见图２。年

目前初诊儿童ＮＧＧＣＴ治疗策略：多药化疗联

龄＜３岁患者行化疗±手术，放疗延迟至＞１３岁。

ＣＲ伴肿癯

全脑室或全脑放疗２４Ｇｙ，瘤床４０６ｙ

标记物正常

阱匿

ＰＲ，ＳＤ，ＰＤ

手术切除ｋ：—叫成熟畸胎瘸或无活性肿瘤

伴肿瘤标记
物正鬻

活性肿瘤

全脑全脊髓放疗２４—３０Ｇｙ，瘤床５４６ｙ
ＰＲ，ＳＤ，ＰＤ伴肿瘤标记物升高

手术切除或活检Ｉ—、叫不能手术切除或活检

根据术后病理决定后续治疗

图１初诊３—１８岁中枢生殖细胞瘤治疗
注：１．初诊直接手术切除并获得ＣＲ患者，治疗按局限期化疗疗效ＣＲ组。２．化疗后每两个疗程评估疗效。
３．年龄＜３岁患者行化疗±手术，放疗延迟至ｉ＞３岁

不能手术切除或活检

ＰＲ，Ｓ轨ＰＤ伴肿瘤标记物弁离

手术切除或活检卜一根据术后病理决定后续治疗卜＿叫更换化疗方案或放疗或憔床研究
图２初诊３一１８岁中枢非生殖细胞瘤性生殖细胞肿瘤治疗
注：１．初诊直接手术切除并获得ＣＲ患者，治疗按局限期ＣＲ伴肿瘤标记物正常组。２．化疗后每两个疗程评
估。３．年龄＜３岁患者行化疗±手术，放疗延迟至Ｉ＞３岁

８初诊儿童中枢生殖细胞肿瘤的治疗

结果阴性，则应尽可能获得组织学诊断。由于ＣＮＳ

８．１手术ＣＮＳ ＧＣＴｓ好发蝶鞍区和松果体部位，

ＧＣＴｓ的异质性，准确的诊断对治疗选择具有重要意

位于脑的中央，手术切除难度较大。临床上常根据

义，外科手术在获得组织学诊断方面起着非常重要

血清和脑脊液肿瘤标记物升高或细胞学阳性、典型

的作用。手术治疗有直接手术切除、内窥镜活检术、

影像学和临床表现作出ＣＮＳ ＧＣＴｓ的临床诊断。但

立体定向活检术和脑脊液分流手术。

是，如果脑脊液和血清肿瘤标记物正常，细胞学检查

８．１．１

万方数据

肿瘤切除术

多年来颅内生殖细胞肿瘤手

·２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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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方式选择及其治疗作用一直存有争议。七十年代

刺可增加瘤内出血机会。

以前，手术死亡率高达３０％～７０％，致残率６５％。随
着现代显微神经外科技术的成熟和手术入路的日趋

８．１．３脑脊液分流手术脑脊液分流手术只为解

完善，提高了肿瘤切除的手术效果，手术治疗变得更

它治疗做准备，对肿瘤无治疗效果，同时还有可能引

为安全有效，手术死亡率和致残率目前已下降到
５％一１０％。目前大多数学者主张直接作肿瘤切除，

起肿瘤腹腔等远处种植。

决梗阻性脑积水，缓解高颅压症状，为放射治疗和其

８．１．４内窥镜活检术

内镜下第三脑室造口引流

除非病变已有远处播散或病人不能耐受手术，理由

术（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是：（１）如预计能切除肿瘤，一期手术最佳。（２）开

行肿瘤活检术和改善脑积水，不容易导致肿瘤播散，

颅手术较活检容易控制术中出血；（３）手术能获得

成功率在７０％左右或更高。

较大肿瘤标本，对病灶性质了解更全面；（４）手术能

８．２放疗颅内生殖细胞肿瘤为高度恶性肿瘤，呈

最大限度缩小肿瘤体积，利于术后其他辅助治疗。

浸润性生长，可沿脑脊液循环及血循环播散种植或

生殖细胞肿瘤病理性质及发生部位是影响手术全切

转移至脑其它部位，或转移到脊髓以及颅外其它部

的主要因素，显微外科手术只可对一部分病人达到

位。颅内生殖细胞肿瘤（成熟崎胎瘤除外）是少数

全切的目的，对于不能完全切除者手术可为进一步

对放疗极度敏感的肿瘤，直接手术肿瘤切除率不高，

放疗、化疗提供组织学诊断和保障。

而且风险较大，在手术活检或立体定向活检术明确

对于生殖细胞瘤，由于其对放疗和化疗高度敏

ｔｈｉｒｄ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ｏｓｔｏｍｙ，ＥＴＶ）可以同时

病理诊断后，放疗是其最主要的治疗手段。

感，部分甚至全切和诊断性肿瘤活检比较并没有更

生殖细胞肿瘤的外放疗设野应至少包括整个脑

多获益。生殖细胞瘤“诊断性放疗”明确性质后，无
需手术而继续完成放、化疗就可达到治愈。实际上

室系统的大野照射，以减少局部种植复发的可能，在
控制颅内压的情况下应作足够剂量的全脑全脊髓放

只要术中冰冻报告为：生殖细胞瘤，“活检”、“部分

疗。一般生殖细胞肿瘤原发肿瘤区域的放疗剂量为

切除”或“全切除”疗效并无区别。除非术中肿瘤断

４０～５０Ｇｙ，全脑全脊髓的放疗剂量２４～３０Ｇｙ。

面止血困难，而被迫行肿瘤全切除才达到彻底止血

立体定向伽玛射线可精确定位杀灭肿瘤减少对

的目的时不在此例。追求肿瘤“全切率”而增加病

周围正常组织损伤，以减少对下丘脑一垂体轴的影

人的手术危险性是不可取的。

响。然而，脑的恶性生殖细胞肿瘤具有侵袭性和转

与生殖细胞瘤不同，非生殖细胞瘤性生殖细胞肿
瘤（ＮＧＣ，ＣＴ）对放疗和化疗相对不敏感，因此，放／化疗

移性的行为，常沿脑室、脑脊髓通道转移至大脑、脑
室和脊髓。单纯伽玛刀治疗脑恶性生殖细胞瘤，复

后通过二次手术切除残余肿瘤对于疾病控制有效。

发转移率高。伽玛刀治疗后复发和转移的患者，再

例如，伴有恶性成分的畸胎瘤通过似放疗减瘤后，

次治疗难度较大，难以接受进一步放射治疗，特别是

残余肿瘤常常为成熟畸胎瘤成分，再通过二次手术
切除后有助于改善生存。

多次伽玛刀治疗的患者。伽玛刀治疗脑生殖细胞瘤
应该联合其他治疗方法，作为综合治疗一部分。

８．１．２立体定向活检术立体定向活检术的意义

８．３化疗化疗应用于ＣＮＳ ＧＣＴｓ的治疗开始于

在于安全，可明确病理诊断，为下一步治疗提供诊断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在此之前，一般认为血脑屏障的

依据，又可避免开颅手术带来的严重并发症。为了

存在使得多数细胞毒药物对脑肿瘤的治疗无效，标

增加定向活检和术后放疗的安全性，对伴有严重脑

准治疗为单纯放疗或联合手术治疗。但随着对血脑

积水者应先行脑脊液分流术。松果体区病灶立体定
向活检的诊断正确率为９０％以上，死亡率现已降至

屏障认识的深入，脑肿瘤发生后血脑屏障的完整性
在肿瘤区域至少部分被破坏这一观点已逐渐被接

０～１．６％。目前诊断性的活检手术结合术后放射治

受。日本儿童脑肿瘤研究组对１１２例术后ＣＮＳ

疗已成为颅内生殖细胞肿瘤最有前途的治疗手段之

ＧＣＴｓ患者采用化疗后联合放射治疗，ＣＲ率达

一。但是，穿刺活检取材量太少，加之松果体区肿瘤

９２％，其他病理类型ＣＲ率达６７．８％，无严重治疗相

病灶多较大，许多肿瘤内多种细胞成分混杂，可能同

关并发症发生。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等报道先采用３～４个疗

时有生殖细胞肿瘤成分、松果体实质细胞和胶质细

程ＥＰ方案诱导化疗，初治的原发ＣＮＳ ＮＣＧＣＴｓ获

胞成分，单靠活检所得病理组织有时难以作出准确

得７５％的有效率，联合放疗后４年实际无事件生存

病理诊断。同时，松果体区肿瘤常血供丰富，盲目穿

率６７％。但单纯化疗组５年复发率为４８％。化疗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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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ｄｉａｔｒ

Ｂｌｏｏｄ Ｃａｎｃｅｒ，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Ｖｏｌ ２３，Ｎｏ．６

·２８５·

联合放疗／手术有望提高ＣＮＳ—ＧＣＴｓ的疗效，但单纯

疗都高度敏感，一般采用两药联合方案，ＥＰ（ＤＤＰ＋

化疗不能代替脑部放疗。

ＶＰｌ６）或者ＣＥ方案（ＣＡＲＢＯ＋ＶＰｌ６）。每３周重复。

目前，化疗方案主要是以铂类药物为基础联合

化疗前要求ＡＮＣ＞１０００／ｐ。Ｌ，ＰＬＴ＞１０００００／“Ｌ，肝肾

化疗：ＤＤＰ，ＣＡＲＢＯ，ＶＰ一１６、ＶＭ－２６，ＩＦＯ等。常用化
疗方案：ＥＰ，ＣＥ和ＩＥ等方案。颅内生殖细胞瘤患

功能正常。化疗后需要Ｇ—ＣＳＦ支持。每两个疗程
评估疗效，化疗４个疗程后根据疗效决定后续放疗

者常伴有尿崩症和水、电解质紊乱或颅内高压，大剂

剂量和范围，见表１—２。

量顺铂应用需要水化，有可能加重症状。目前推荐

８．３．２

ＥＰ方案顺铂分５天应用或采用卡铂替代顺铂（ＣＥ

（ＮＧＧＣＴ）

方案）。中枢生殖细胞瘤患者可伴有甲状腺功能低

用化疗方案包括ＥＰ或ＣＥ和ＩＥ方案。每３周重复。

下，这些患者化疗耐受差，所有ＣＮＳ ＧＣＴｓ患者化疗
前需要检测和评估甲状腺功能，甲状腺功能低下患

化疗前要求ＡＮＣ＞１０００／Ｉ．ＬＬ，ＰＬＴ＞１０００００／ｔｘＬ，肝肾
功能正常。ＥＰ或ＣＥ方案与ＩＥ方案交替应用至少

者，化疗期间需要替代治疗补充优甲乐。

６个疗程，化疗后需要Ｇ—ＣＳＦ支持。每两个疗程评估

８．３．１

ＣＮＳ生殖细胞瘤

生殖细胞瘤对化疗和放
表１

万方数据

中枢非生殖细胞瘤性生殖细胞肿瘤

ＮＧＧＣＴ化疗敏感性低于生殖细胞瘤，常

疗效，根据疗效决定后续放疗剂量和范围，见表３～５。
ＥＰ方案

·２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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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复发生殖细胞肿瘤治疗 多数ＣＮＳ ＧＣＴｓ在原
位复发，但有３０％的病例同时伴有播散转移（脑室
及椎管内的播散种植转移）。多数在５年之内复

Ｃｈｉｎａ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Ｂｌｏｏｄ Ｃａｎｃｅｒ，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Ｖｏｌ ２３，Ｎｏ．６

ｆｏｒ ｉｎｔｒａｃｒａｎｉａｌ

ＮＧＧＣＴｓ，预后很差。复发ＣＮＳ ＧＣＴｓ的挽救性治疗

３７７－３８３．

发的生殖细胞瘤对顺铂为基础的化疗和放疗依旧敏
感。对于之前接受过高剂量放疗的复发患者，噻替
派为基础的大剂量化疗联合自体干细胞救援可以考
虑。复发患者挽救方案包括：伊立替康、替莫唑胺、
ＶＣＲ等，或既往未曾采用的方案，如ＩＦＯ＋ＶＰｌ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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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但超过５年也有可能复发。复发肿瘤，特别是

无法再接受大剂量的放射治疗，预后不佳。多数复

ｃｅ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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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手术、局部或全脊髓放疗、二线化疗或自体干细
胞救援下的清髓性大剂量化疗。对于复发性生殖细
胞肿瘤的病人，除肿瘤原位复发外，多有脑室系统和
椎管内的播散种植转移，手术很难完全切除病灶，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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