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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

多发性骨髓瘤 1 557例误诊资料分析

吕鸿雁 　张金巧

作者单位 : 050051　石家庄市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

　　【摘要 】　目的 　通过分析 1 557例多发性骨髓瘤 (MM )误诊资料 ,总结 MM误诊原因、误诊疾病种类

及减少误诊的措施。方法 　查阅 2000至 2008年有关 MM误诊分析的文献 164篇 ,筛选出资料完整 ,统计

比较确切的 49篇进行分析。结果 　初诊 MM 2 389例 ,其中误诊患者 1 557例 ,误诊率为 65. 17%。主要误

诊为 6大类疾病 ,包括骨关节疾病 (39. 82% ) ,其中误诊为骨质疏松最多 ,其次为椎间盘突出、骨折、腰肌劳

损、骨质增生 ;肾脏疾病 (15. 67% ) ,主要为慢性肾炎 ,其次为慢性肾功能不全 ;血液病 (9. 38% ) ;各类感染
(7. 58% ) ;心脏疾病 (3. 60% ) ;慢性肝病 (1. 86% )。MM误诊客观原因为临床表现多样 ,首发症状千差万

别 ,且骨髓瘤细胞往往分布不均 ,有些患者需经过反复多次、多部位骨穿才能明确诊断 ;主观原因为临床医

师对其认识不够 ,接诊医生问诊、体格检查不够详细 ,对实验室检查结果不能正确分析。MM往往引起多器

官系统损害 ,很多医生将其并发症作为早期的诊断。结论 　加强对 MM的全面认识 ,详细的询问病史 ,认

真细致的体格检查 ,进行全面的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是防止误诊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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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 bjective　To summarize m isdiagnosis cause of multip le myeloma (MM ) and the types of

m isdiagnosis diseases by analyzing the m isdiagnosis data in 1 557 patients with multip le myeloma in order to find

the measures to reduce m isdiagnosis. M ethods　164 p ieces of literatures aboutm isdiagnosis data in 1 557 patients

with MM from 2000 to 2008 were reviewed in which 49 p ieces of literatures with comp lete data were selected and

were p recisely analyzed. Results　Among 2 389 cases of p relim inary diagnosis MM , the ration of m isdiagnosis

patients was 65. 17% ( 1 557 /2 389 ). Six main categories being m isdiagnosed were bone and joint diseases

(39. 82% ) , including osteoporosis, intervertebral disk hernia, bone fracture, p soatic strain and hyperosteogeny;

kidney diseases ( 15. 67% ) , including chronic nephritis and chronic renal insufficiency; hematologic diseases

(9. 38% ) ; various kinds of infections ( 7. 58% ) ; heart diseases ( 3. 60% ) ; chronic liver diseases ( 1. 86% ). The

objective reason of m isdiagnosis in MM was that the disease had multip l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different first

symp tom, some myeloma cells often unevenly distributed. So some patients needed multip le and different location

bone marrow asp iration to make a definite diagnosis. The subjective reason was that clinician had no enough

cognition aboutMM , such as insufficient detailed interrogation, inadequate medical check2up, error analysis of

laboratory exam ination and so on. Because MM could cause multip le system ic lesion, a lot of doctor took its

comp lications as early diagnosis. Conclusion 　The key point to p revent m isdiagnosis is to strengthen overall

recognition for MM , inquire detailed case history, make m icromesh medical exam ination and carry out allround

chem ical exam ination and image exam ination.

【Key words】　 multip le myeloma; diagnosis; m isdiagnosis analysis

　　多发性骨髓瘤 (MM )是浆细胞异常增生的恶性肿瘤 ,是恶

性浆细胞病中最为常见的一种。MM起病隐匿 ,由于骨髓瘤细

胞增生程度、浸润部位不同以及其分泌的异常免疫球蛋白种类

和多少不一 ,导致本病的临床表现复杂多样 ,极易发生漏诊和

误诊。本文检索 2000至 2008年有关 MM误诊分析的文献 164

篇 ,从中筛选出资料完整 ,统计确切 ,来自全国县级以上医院的

49篇 ,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 ,总结分析如下。

1　临床资料

1. 1　一般资料 　49篇文献报道中累计初诊患者 2 389例 ,误

诊患者 1 557例 ,误诊率为 65. 17% [ 1 - 49 ]。各报道误诊率差异

较大 (28% ～100% )。除两篇文献 [ 11, 17 ]未提供男、女比例外 ,

余 47篇文献总计男 1 190例 ,女 548例 ,男女比例为 1. 84∶1;年

龄 20～90岁 ,平均年龄 55. 7岁。误诊时间 15 d～10年。

1. 2　误诊疾病的分类方法 　受累器官及性质分为 6大类 ,而

且将每一类中的主要疾病进行统计 ,除此之外的少数各例误诊

疾病归入其他疾病中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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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分类结果 　1 557例患者主要误诊为 6大类疾病 : ( 1)骨

关节疾病 620例 (39. 82% ) ,其中骨质疏松 90例 ( 5. 78% ) ,椎

间盘突出 74例 (4. 75% ) ,骨折 71例 (4. 56% ) ,腰肌劳损、骨质

增生各 67例 (4. 30% ) ; (2)肾脏疾病 244例 (15. 67% ) ,其中慢

性肾炎 164例 (10. 53% ) ,慢性肾功能不全 68例 (4. 37% ) ; (3)

血液病 146例 (9. 38% ) ,其中各类贫血 132例 ( 8. 48% ) ; ( 4)

感染 118例 (7. 58% ) ,其中肺部感染 106例 (6. 81% ) ; (5)心脏

疾病 56例 (3. 60% ) ,其中冠心病 44例 ( 2. 83% ) ; ( 6)慢性肝

病 29例 (1. 86% ) ,其中肝硬化 25例 (1. 61% )。见表 1。

除以上 6类疾病以外 ,其他类疾病有 : (1)内分泌系统疾病

如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等 ; (2)各类胃肠道

疾病如胃炎、胃溃疡、溃疡性结肠炎、胰腺炎、肠结核等 ; ( 3)各

类出血如上消化道出血等 ; ( 4 )神经系统疾病如脑出血、脑梗

塞、多发性神经炎、肋间神经痛、神经根痛等 ; (5)各类损伤如软

组织损伤、急性腰扭伤等 ; (6)骨关节以外的各类肿瘤 ,如乳腺

肿瘤、胸膜间皮瘤、胸壁肿瘤、脑膜浆细胞瘤、消化道肿瘤、眼眶

肿物等 ; (7)各类病毒感染如带状疱疹、格林 2巴利综合征等 ;

(8)其他疾病如骨髓炎、钩虫病、肾结石、前列腺炎、肺间质病

变、结核性胸膜炎等。见表 1。

表 1　1557例 MM误诊疾病统计表

误诊疾病名称 例数 百分比 ( % )

骨关节疾病 620 39. 82

　骨质疏松 90 5. 78

　椎间盘突出 74 4. 75

　骨折 71 4. 56

　腰肌劳损 67 4. 30

　骨质增生 67 4. 30

　类风湿性关节炎 54 3. 47

　风湿性关节炎 48 3. 08

　肋软骨炎 12 0. 77

　骨结核 41 2. 63

　骨转移癌 63 4. 05

　骨肿瘤 12 0. 77

　退行性骨关节病 21 1. 35

肾脏疾病 244 15. 67

　慢性肾炎 164 10. 53

　慢性肾功能不全 68 4. 37

　肾病综合症 12 0. 08

血液病 244 9. 38

　贫血 132 8. 48

　急性白血病 9 0. 58

　其他血液病 5 0. 32

感染 118 7. 58

　肺部感染 106 6. 81

　支气管炎 8 0. 51

　肠道感染 4 0. 36

心脏疾病 56 33. 60

　冠心病 44 2. 8

　心肌病 7 0. 04

　其他心脏病 4 0. 03

慢性肝病 29 1. 86

　肝硬化 25 1. 61

　肝炎 4 0. 03

其他疾病 344

　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 12 0. 77

　肋间神经痛 13 0. 83

　神经根痛 10 0. 64

　其他 309 19. 85

2　讨论

2. 1　客观原因 　 (1)MM的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 ,首发症状多

种多样。骨痛常为早期最主要症状 ,骨质疏松或骨质破坏后 ,

极易造成病理性骨折 ,最易被误诊为骨科疾病 ;有些患者在检

测尿液或生化项目时 ,因发现尿蛋白或尿素氮升高 ,而被误诊

为肾脏疾病 ;因面色苍白、乏力、纳差、头晕等贫血症状首发常

被误诊为贫血 ;高粘滞血症导致的微循环障碍、贫血及瘤细胞

的浸润 ,特别是瘤细胞分泌的大量轻链沉淀于心肌或中枢神经

系统中导致的淀粉样变性 ,常被误诊为心脑血管疾病 ;骨髓瘤

细胞分泌大量单克隆免疫球蛋白 ,而正常免疫球蛋白分泌受抑

制 ,白细胞产生减少 ,体液免疫及细胞免疫均受抑制 ,患者易出

现反复感染发热 ,以呼吸道和泌尿系统感染最多见 ;由于 MM

常伴有血小板减少 ,以及大量免疫球蛋白影响血小板和凝血功

能 ,引起出血 ,易误诊为各种出血性疾病。 (2)骨髓瘤细胞往往

分布不均 ,有些患者需经过多次、多部位骨穿才能明确诊断。

2. 2　主观原因 　 ( 1) MM虽是血液科的常见病、多发病 ,但其

总体发病率在我国仅有约 1 /10万 ,对非血液科医师来说仍为

较少见的疾病 ,临床医师对其警惕性不高 ,认识不够。 (2)接诊

医生问诊、体格检查不够详细 ,各专科医生接诊时常常只注意

本科病种的临床表现 ,忽视头晕、乏力、发热、骨骼压痛等临床

症状体征 ,很容易误诊或漏诊。 ( 3) MM往往引起多器官系统

损害 ,很多医生将 MM的并发症作为早期的诊断 ,并且有不少

的患者临床诊断竟然是该病的多个并发症。显然 ,医生没有遵

循将不同症状和体征尽量用同一疾病解释的原则 ,放弃了进一

步思考和检查 ,过早得出错误结论。如当临床见到肾脏损害的

患者时 ,即便又发现骨骼破坏、贫血、反复感染等表现 ,依旧以

肾病解释 ,而没有对各系统损害的先后、轻重及因果关系进行

详细的分析。 (4)接诊医生对实验室检查结果不能正确分析。

如 M蛋白的出现对诊断有意义 ,但并非所有骨髓瘤患者均出

现 M蛋白 ,如 IgD、IgE轻链型及不分泌型骨髓瘤外周血中可无

M蛋白 ;MM常有典型的骨骼 X线表现 ,但少数患者无骨骼 X

线异常 ;部分患者需要多部位骨穿才能发现异常浆细胞增多 ,

甚至需要骨髓活检才能确诊。

2. 3　通过分析文献资料 ,结合临床经验 ,有下列情况应考虑

MM的可能 : (1)缓慢起病、进行性加重的腰背部疼痛 ,或由间

歇性、游走性渐变为持续性的骨关节疼痛特别是 50岁以上、非

甾体类抗炎药疗效欠佳者 ; ( 2)因骨关节疼痛或查体时行影像

学检查疑为骨瘤、结核者 ; (3)发现与年龄、病史、全身情况不相

符的骨质疏松 ,轻微的诱因或无明显诱因出现骨折的患者 ; (4)

相对较轻的肾功能异常而合并贫血、骨质损害或既往无慢性肾

脏病史而有血尿素氮、血肌酐升高者 ; (5)反复、顽固的感染 ,尤

其是呼吸系统或泌尿系统感染 ,经正规的抗感染疗效欠佳者 ;

(6)所有因贫血、出血疑诊为血液系统疾病者 ; (7)不明原因的

血沉增快、血钙增高、免疫球蛋白增高、A /G倒置 ,但无慢性肝

病病史且转氨酶无明显升高或正常者 ; (8)突然发生的、严重的

高粘滞血症合并神经系统治疗效果欠佳的冠心病患者。凡以

上疑诊的患者均应进一步全面检查 ,以明确诊断 ,减少误诊。

但由于蛋白电泳、尿本周氏蛋白阳性率不高 ,普通 X线摄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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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较差 ,因此即便以上检查为阴性亦不能轻易除外 MM 的

诊断。

总之 ,加强对 MM的全面认识 ,详细询问病史 ,认真细致的

体格检查 ,进行全面的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是防止误诊的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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