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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髓母细胞瘤多学科诊疗专家共识
（ＣＣＣＧ—ＭＢ一２０１７）
中国抗癌协会小儿肿瘤专业委员会
一、背景

ＭＢ。可有ＰＴＣＨｌ、ＳＭＯ、ＳＵＦＵ等突变，ＭＹＣＮ表达

髓母细胞瘤（ｍｅｄｕｌｌ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ＭＢ）是儿童时
期中枢神经系统最常见的胚胎性恶性肿瘤，以５—

较高。预后仅次于ＷＮＴ组，但ＳＨＨ伴有ＴＰ５３突变

１０岁的儿童较常见，占所有儿童颅内肿瘤的２５％。

远处转移，病理类型多为经典型和大细胞／问变型，
Ｍｙｃ扩增多见，并与预后不良相关，２６％的患者有

目前标准治疗策略是手术联合全脑全脊髓放疗和放
疗后辅助化疗。根据危险因素进行分层治疗。ＭＢ

预后很差。Ｇｒｏｕｐ ３ ＭＢ约占２８％。预后最差，常有

１７ｑ染色体异常。Ｇｒｏｕｐ

４

ＭＢ最多见，约占３４％，

确切的预后因素包括手术切除的程度、有无远处转

约三分之二的患者有１７ｑ染色体异常（ｉ１７ｑ），部分

移、诊断时的年龄等。某些预后较好的病理类型以

患者有１７ｐ突变，此型有ＣＤＫ６和ＭＣＹＮ扩增，但

及与预后密切相关的基因也逐渐成为制定治疗策略

ＭＹＣ高表达少见。发病高峰年龄为１０岁，３岁以下

的重要参考因素。经手术、放疗和化疗等规范的综
合治疗，目前标危型ＭＢ ５年无复发生存率为７０％

罕见，虽然容易转移，但与Ｇｒｏｕｐ ３相比Ｇｒｏｕｐ４预后
相对较好，尤其是伴随染色体１７获得或染色体１１

～８０％，而高危型ＭＢ ５年无复发生存率约６０％。

全脑全脊髓放疗是术后辅助治疗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放疗的远期副作用不容忽视，尤其在年龄较小
的患儿。长期存活的患者可有认知功能下降、智力

丢失的患者预后非常好。根据ＭＢ分子亚型进行危

险分层和精准治疗是将来研究方向。
然而，要达到良好的临床治疗结果，多学科合作

的综合治疗是前提，而规范化治疗则是基本保障。

下降、生长发育迟缓、内分泌功能紊乱、不孕不育和
继发第二肿瘤等远期副作用。近年来的研究显示年
龄在４岁以下、病理类型为促结缔组织增生／结节型

随着髓母细胞瘤分子生物学进展和新的临床研究结
果呈现，我们需要在原有规范治疗基础上与时俱进。

和广泛结节型髓母细胞瘤患者单纯手术联合化疗获

得极好生存，对这种病理类型患者可以加强化疗避

外相关临床研究结果和经验，对儿童髓母细胞瘤诊
治制定相应的专家共识。希望有助于规范治疗，进

免放疗。辅助化疗的应用有助于减少放疗的剂量、

一步提高我国儿童髓母细胞瘤的生存率。

范围，减少放疗副作用，并提高疗效。同时，应寻找

二、临床表现

为此，中国抗癌协会小儿肿瘤专业委员会参考国内

能准确预测预后、指导治疗的生物标记物，以进一步

髓母细胞瘤多发生于后颅窝，生长隐蔽，早期症

促进ＭＢ精准诊断和治疗，提高疗效，并减轻远期

状缺乏特征。常见首发症状为头痛、呕吐、步态不

毒性。

稳，随后可出现复视、共济失调、视力减退、强迫头

近年来，对ＭＢ的分子生物学改变及其预后意

位、头颅增大、呛咳，严重时可有蛛网膜下腔出血和

义展开了研究并达成共识，将ＭＢ分成四个分子亚

小脑危象。小脑蚓部损害导致的躯干』生共济失调表

４。ＷＮＴ组ＭＢ

现为步态蹒跚，甚至站坐不稳及站立摇晃。肿瘤侵

最少见，仅占ＭＢ的１１％，中位年龄约１０—１２岁，

犯小脑上蚓部时病人向前倾倒，侵犯小脑下蚓部则

４岁以下罕见。病理多为经典型，偶为大细胞／间变
型，常有编码ｂ－ｃａｔｅｎｉｎ的ＣＴＮＮＢｌ基因的突变。

多向后倾倒。由于肿瘤常侵犯下蚓部，故向后倾倒
较常见，导致患侧肢体共济运动障碍。原发于小脑

ＷＮＴ组ＭＢ生存率最高，总生存率达９０％以上。
ＳＨＨ组ＭＢ约占２８％，发病率呈双向型，４岁以下和

半球者可表现小脑性语言、眼肌共济失调。肿瘤压
迫延髓可有吞咽发呛和锥体束征，表现为肌张力及

１６岁以上多见。促结缔组织增生型ＭＢ几乎均属

腱反射低下。

组：ＷＮＴ组、ＳＨＨ组、Ｇｒｏｕｐ

３、Ｇｒｏｕｐ

ＳＨＨ组，但ＳＨＨ也可见于经典型和大细胞／问变型
万方数据

小脑蚓部的肿瘤不断增长使第四脑室和（或）

·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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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脑导水管受压，导致梗阻性脑积水形成颅内压增

①检测ＣＴＮＮＢｌ突变（ＷＮＴ标记）

高，表现为头痛、呕吐和眼底视盘水肿等。侵及脑干

②检测ＰＴＣＨ／ＳＭＯ／ＳＵＦＵ突变（ＳＨＨ标记）

者常有复视及颅神经障碍，出现小脑扁桃体疝时常
有颈强直、斜颈表现。肿瘤可沿着脑脊液循环通路

③检测染色体ｉ１７ｐ和ＭＹＣ扩增（Ｇｒｏｕｐ３标记）
④检测染色体ｉ１７ｐ或１７ｑ＋，ｘ一和ＣＤＫ６和ＭＣＹＮ

向软脑膜扩散，沿蛛网膜下腔发生播散，脊髓种植，

扩增（Ｇｒｏｕｐ４标记）

马尾神经、前颅凹底是常见受累部位，少数转移至大

五、临床分期和检查（参照Ｃｈａｎｇ分期系统）

肿瘤侵犯范围评估对于临床分期、危险度分层

脑各部位，极少数可因血行播散发生远处转移。
三、病理诊断

和后续治疗方案选择非常重要，需要对患者进行术

准确详尽的病理诊断和组织学分型对髓母细胞
瘤分层治疗非常重要。病理报告包括：大体描述、镜

前、术中和术后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将患者分为局

下描述、组织学分型及免疫组化表型。

１、术前评估：术前行全脑和脊髓ＭＲＩ和脑脊液检查

根据ＷＨＯ ２０１６分类定义，分为下面不同的病

限期和转移期。具体评估内容如下：

理亚型。

判断有无转移。如术前未做ＭＲＩ检查，术后２周以
后再做以减少术后反应性改变。

１、经典型（Ｃｌａｓｓｉｃ）

２、术中评估：术中所见肿瘤有无颅内扩散；手术能否

２、促结缔组织增生／结节型髓母细胞瘤

完全切除肿瘤。

（Ｄｅｓｍ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ｎｏｄｕｌａｒ，ＤＮ）

３、术后评估：术后影像学检查判断肿瘤有无残留或

３、广泛结节型髓母细胞瘤（Ｍｅｄｕｌｌ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ｗｉｔｈ

髓母细胞瘤肿瘤侵犯范围定义为：

ｎｏｄｕｌａｒｉｔｙ，ＭＢＥＮ）

４、大细胞型／间变型髓母细胞瘤（Ｌａｒｇｅ

转移。

ｃｅｌｌ／

局限期：Ｍ０：肿瘤局限，无转移证据。
转移期：Ｍ１：仅脑脊液肿瘤细胞阳性。

Ａｎａｐｌａｓｔｉｃ，ＬＣ／Ａ）
四、分子诊断

Ｍ２：小脑蛛网膜下腔和（或）侧脑室或

１、分子亚型近年来，对髓母细胞瘤基因分型已达

第三脑室肉眼结节状种植。

成共识，主要包括４种分子亚型：ＷＮＴ、ＳＨＨ、Ｇｒｏｕｐ３
和Ｇｒｏｕｐ ４型。２０１６年ＷＨＯ分类将ＳＨＨ再分为

Ｍ３：脊髓蛛网膜下腔肉眼结节状种植。

ＴＰ５３突变型和野生型。

髓母细胞瘤ＷＮＴ一活化型
髓母细胞瘤ＳＨＨ一活化型和ＴＰ５３突变型
髓母细胞瘤ＳＨＨ一活化型和ＴＰ５３野生型

Ｍ４：颅外转移。

六、危险分层
根据年龄、手术切除程度、有无转移、病理类型

将髓母细胞瘤分为以下两组：
１、年龄＞３岁儿童髓母细胞瘤

髓母细胞瘤Ｇｒｏｕｐ ３型
髓母细胞瘤Ｇｒｏｕｐ ４型
２、分子亚型检测髓母细胞瘤分子生物学进展快，

≤１．５

不同分子亚型预后不同。建议有条件单位采用免疫

有转移疾病：包括神经影像学播散性疾病，手术１４

组化和基因检测等方法进行分子亚型检测。有助于

后腰穿或脑室脑脊液阳性细胞学证据或颅外转移；

将来对髓母细胞瘤患者进行更加精准的治疗。

病理组织学弥漫间变型。

（１）免疫组化方法

２、年龄≤３岁儿童髓母细胞瘤

目前已有ｐ—Ｃａｔｅｎｉｎ、ＳＦＲＰｌ、

ＧＡＢｌ、ＮＰＲ３、ＹＡＰｌ和Ｆｉｌａｍｉｎ Ａ等多种抗体可用

标危：肿瘤完全切除或近完全切除（残留病灶
ｃｍ２），无扩散转移（Ｍ０）。

高危：手术次全切除（残留病灶＞１．５ ｃｍ２）；伴
ｄ

于免疫组化染色鉴别髓母细胞瘤分子亚型，但由于

标危：同时符合下述标准：肿瘤完全切除或近完
全切除（残留病灶≤１．５ ｃｍ２），无扩散转移（Ｍ０）和

免疫组化检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主观性，必须有

病理亚型为促结缔组织增生型和广泛结节型。

分子生物学方法确认和补充。

高危：除标危外全部定为高危。

（２）分子生物学方法在检测技术成熟情况下，对
肿瘤标本进行以下染色体或基因检测，从基因水平

七、治疗策略

分出ＷＮＴ、ＳＨＨ、Ｇｒｏｕｐ ３和Ｇｒｏｕｐ ４等四种分子

髓母细胞瘤。具体见图１和图２。

亚型。

八、初诊儿童髓母细胞瘤的治疗

万方数据

本治疗策略适用于年龄１８岁以下儿童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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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初诊年龄＞３岁儿童髓母细胞瘤治疗
（１）手术 手术为治疗的首选方法。手术主要原

·１７１·

（２）放疗手术后４周开始放疗。放疗前评估肿瘤

则：尽可能全切肿瘤，打通脑脊液循环通路。术中行

情况。根据手术切除情况、影像学和脑脊液检查等
结果和术后病理类型，评估患者危险度。根据不同

后颅窝骨瓣开颅，经小脑延髓裂人路，避免小脑蚓部

危险度，采用不同的放疗剂量。放疗期间建议予长

及小脑半球的手术损伤，减少术后小脑性缄默等并
发症发生。术后７２ ｈ内评价有无肿瘤残留以及肿

春新碱（ＶＣＲ）１．５ ｍｓ／ｍ２，每周１次静脉注射，共

瘤残留体积，评估脑积水缓解情况。如仍存在梗阻
性脑积水，则在脑脊液化验正常后，行脑室－腹腔分
流手术。肿瘤切除术后４周内，根据具体情况进行
术后治疗。

６～８次。放疗剂量及范围如下：
①标危患者行后颅窝或局部瘤床５４Ｇｙ～５５Ｇｙ放
疗，全脑和全脊髓２３．４ Ｇｙ放疗；
②高危患者行后颅窝或局部瘤床５４Ｇｙ～５５Ｇｙ放
疗，全脑和全脊髓３６ Ｇｙ放疗。

放疗后４周化疗：
ＤＤＰ＋ＶＣＲ＋ＣＣＮＵ

或ＤＤＰ＋ＶＣＲ＋ＣＴＸ
８４＂疗程
±自体造血干细胞
移植（６４－疗程化
疗后进行）

图１初诊年龄＞３岁儿童髓母细胞瘤治疗策略

图２初诊年龄≤３岁儿童髓母细胞瘤治疗策略

万方数据

·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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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化疗放疗结束后４周开始辅助化疗。根据不
同危险度采用不同强度的化疗方案。

后放疗或化疗后行局部瘤床放疗或姑息放疗。如果

①标危患者放疗结束后４周开始行辅助化疗，化

也不做全中枢放疗。

疗方案为ＣＣＮＵ＋ＤＤＰ＋ＶＣＲ方案，每６周重复，共
８个疗程，见表１。或者ＣＴＸ＋ＤＤＰ＋ＶＣＲ方案，每

（３）化疗

①标危患者手术后２－４周开始辅助化疗，给予

３周重复，共８个疗程。见表２。顺铂应用须遵循大

ＣＴＸ＋ＶＣＲ／ＨＤ．ＭＴＸ／ＣＢＰ＋ＶＰｌ６交替化疗，每疗

剂量顺铂化疗常规，进行水化、利尿、监测尿量和尿
常规等，慎防顺铂的肾毒性。ＣＣＮＵ口服前需要应

程间隔２周，共１２个疗程。具体方案和剂量用法见
表３和表４。年龄＜６个月化疗剂量是标准剂量

用口服止吐药。

１／２，年龄７～１２个月或年龄＞ｌ岁但体重＜１０ｋｇ幼

②高危患者放疗结束后４周开始化疗，化疗方案

儿，化疗剂量是标准剂量３／４。

用法和剂量同标危。采用ＣＣＮＵ＋ＤＤＰ＋ＶＣＲ方案化

②高危患者手术后２－４周开始化疗，化疗方案

疗，每６周重复，共８个疗程。或者ＣＴＸ＋ＤＤＰ＋ＶＣＲ

用法和剂量同标危。予ＣＴＸ＋ＶＣＲ／ＨＤ－ＭＴＸ／ＣＢＰ＋

方案，每３周重复，共８个疗程。见表１和表２。顺铂

ＶＰｌ６交替化疗，每疗程间隔２周，共１２疗程。见表３
和表４。年龄＜６个月化疗剂量是标准剂量１／２，年龄

化疗结束年龄未达３岁，可行局部瘤床放疗，３岁后

应用须遵循大剂量顺铂化疗常规，进行水化、利尿、
监测尿量和尿常规等，慎防顺铂的肾毒性。如条件

７—１２个月或年龄＞１岁但体重＜ｌＯｋｇ幼儿，化疗剂

许可，可行自体造血干细胞支持下超大剂量化疗

量是标准剂量３／４。有条件可行ＡＳＣＴ。

（ＡＳＣＴ）。如选择ＡＳＣＴ患者，化疗疗程可减少至

九、自体造血干细胞支持下超大剂量化疗（ＡＳＣＴ）

６个疗程。

高危髓母细胞瘤目前综合治疗结果仍较差，特别
是３岁以下不能做放疗的患儿。大剂量化疗联合自

２、初诊年龄≤３岁髓母细胞瘤治疗
（１）手术手术为治疗的首选方法。手术主要原则
同３岁以上患儿，但更需避免术中出血，在术中备好

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是高危髓母细胞瘤治疗选择之一。
预处理方案（ＴＣＥ）如下：

血，根据出血情况随时输血。肿瘤切除术后４周内，

噻替派（Ｔｈｉｏｔｅｐａ）３００ｍｇ／（ｍ２·ｄ）×３ｄ

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术后治疗。
（２）放疗标危患者不放疗。高危患者延迟至３岁

依托泊苷（Ｅｔｏｐｏｓｉｄｅ）２５０ｍｇ／（ｍ２·ｄ）×３ｄ

表ｌ

卡铂（Ｃａｒｂｏｐｌａｔｉｎ）５００ｍｇ／（ｍ２·ｄ）×３ｄ

ＣＣＮＵ＋ＤＤＰ＋ＶＣＲ方案（每６周重复，共８个疗程）

注：甲环亚硝脲（Ｍｅ．ＣＣＮＵ）可以取代洛莫司汀，Ｍｅ－ＣＣＮＵ用法７５ｍｇ／ｍ２，口服，ＱＮ，ｄｌ

表２

万方数据

ＣＴＸ＋ＤＤＰ＋ＶＣＲ方案（每４周重复，共８个疗程）

中国小儿血液与肿瘤杂志２０１８年８月第２３卷第４期Ｊ

表４

Ｃｈｉｎａ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Ｂｌｏｏｄ Ｃａｎｃｅｒ，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Ｖｏｌ ２３，Ｎｏ．４

·１７３·

ＣＴＸ＋ＶＣＲ／ＨＤ．ＭＴＸ／ＣＢＰ＋ＶＰｌ６方案

注：ａ：ＨＤ－ＭＴＸ按标准水化、碱化和ｃＦ解救。ＨＤ—ＭＴＸ ５９／ｍ２，总剂量的１０％在０．５ｈ内滴注，其余９０％在２３．５ｈ中滴注，第３６ ｈ开始ＣＦ（１５

ｍｅ，／

ｍ２）解救，ｑ６ｈ×６次，根据ＭＴＸ血药浓度调整ｃＦ剂量和次数

十、复发儿童髓母细胞瘤治疗

①ＩＥ方案

１、手术能手术的患者尽量争取先手术切除肿瘤。
如肿瘤广泛，不能手术，建议活检获取病理明确诊断
后行挽救化疗，肿瘤缩小、转移病灶消失后再作手术
评估。治疗后３～５年复发患者需要手术或活检明确
诊断排除第二肿瘤。
２、放疗既往无放疗的患者，如经挽救化疗后获得缓
解，可参考上述高危患者的放疗策略进行放疗。既往
已放疗的患者，须根据已接受的放疗剂量、范围、间隔

时间，仔细评估有无再次放疗可能。
３、挽救化疗

（１）伊立替康（ＣＰＴ－１１）＋替莫唑胺（ＴＭＺ）＋长春新
碱（ＶＣＲ）方案

十一、未来发展方向

末。如年幼儿吞服胶囊困难，需打开胶囊将替莫唑胺粉末混入酸性溶

髓母细胞瘤采用目前标准综合治疗生存率获得
明显改善，但是治疗给年幼患儿带来的远期副作用以
及转移复发难治患者生存率低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液稀释后服用。减少对胃肠黏膜的刺激。酸性溶液宜选用１００ｍＬ苹

随着分子生物学进展，精准医学的进步和基因分型的

果汁或橙汁

完善，髓母细胞瘤精准治疗将成为可能。结合基因分

注：ＴＭＺ应用注意事项：如不能吞咽息儿，可从胃管内注入替莫唑胺粉

型（ＷＮＴ、ＳＨＨ、Ｇｒｏｕｐ ３和Ｇｒｏｕｐ ４）、临床特点、病理

（２）ＩＥ或ＣＥ或者ＶＩＰ方案ＩＦＯ需要美司钠解毒，
美司钠剂量按ＩＦＯ总剂量６０％，分别于应用ＩＦＯ的
第０、４、８ｈ静脉推注。

万方数据

分型和基因扩增状态等因素对髓母细胞瘤进行精准
的危险分层，从而对不同危险度的患者采用不同强度
的精准治疗。对于转移难治复发患者探索分子靶向

·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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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将有助于进一步降低髓母细胞瘤患者远期副

１３．Ｅｌｌｉｓ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Ｂｌｏｏｄ Ｃａｎｃｅｒ，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Ｖｏｌ ２３，Ｎｏ．４

ＤＷ，Ｄａｌｔｏｎ

作用，提高生存率。

Ｊ，Ｋｏｃａｋ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ｅ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ｆ

ａ１．Ｍｅｄｕｌｌ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

Ｍ，ｅｔ

ＳＨＨ，ＷＮＴ，ａｎｄ ｎｏｎ—ＳＨＨ／ＷＮＴ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ｓ．Ａｃｔａ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ｏｌ，２０１ Ｉ，１２１：３８１－３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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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本共识起草专家：孙晓非陈忠平甄子俊王翦杨群英夏云
飞吴少雄吴秋良曾敬王芳（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陈志峰（香港
大学玛丽医院）、李智（广东省人民医院）、袁晓军蒋马伟（上海交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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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黎阳（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马晓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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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方拥军（南京医科大学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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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医院）、卢俊（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王金湖沈志鹏茅君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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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邹润英（湖南省儿童医院）、陈艳（遵义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顾问：香港大学玛丽医院：陈志峰教授、美国密西根儿童医院：王
志宏教授

ＡＯ，ｖａｎ Ｈｏｆｆ Ｋ，Ｐｉｅｔｓｃｈ Ｔ，ｅｔ ａ１．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ｙｏｕ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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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彬（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黄东生张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同仁医院）、江莲（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刘炜（郑州大学附属儿童

Ｖ，Ｒｅｍｋｅ

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Ｐ５３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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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王景福（天津肿瘤医院）、罗学群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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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非，甄子俊执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５－２０）
（本文编辑：张传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