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脑肿瘤
为了诊断您的脑肿瘤类型，您的医生
将对您进行全面的检查，包括询问您的
病史和症状以及神经学检查，以评估您
的视力、听力、 力量和反应情况。此
外，您的医生可能会进行以下任何一项
检查以诊断肿瘤并确定其分期程度。
影像学检查
血管造影术采用 X 射线标绘大脑中的血
流情况。在扫描检查之前，您将注射一
种特殊染料（称为“造影剂”）。X 射
线图像中显示染料如何通过动脉并且进
入脑血管中。染料的运动可以有助于确
定营养肿瘤的血管网络。
计算机断层扫描（CT）可以获得三维横
截面 X 射线图像，能够提供比常规 X 射
线更多的细节。

生物标志
物检测

脑电图（EEG）能够检测并记录脑细胞
相互通讯时产生的电活动。检查时，将
特殊传感器（称为电极）贴在您的头部
表面并与计算机相连，计算机将以波浪
线形式显示电活动。血流动力学成像能
够检测大脑中的血液供应和流量。所拍
摄的照片可以创建显示肿瘤血流情况的
图像，使得医生能够看到肿瘤的血液供
应情况。
磁共振成像（MRI）采用磁场替代 X
射线以创建身体内部结构的视觉图像。
磁共振波谱学（MRS）通过测量代谢
产物（由活组织生成的物质）以获得显
示大脑活动特征的图像。这些特征有助
于诊断特定类型的脑肿瘤或者帮助确定
肿瘤是否为恶性肿瘤。脑磁图
（MEG）能够测量神经细胞在神经传
递期间产生电流时出现的磁场。这种类
型扫描能够创建计算机生成的图像，有
助于评估脑部某些区域的功能。

生物标志物是可以在血液、血
浆、尿液、脑脊液或其它体液
或组织中检测的物质，例如基
因或分子。这些物质是由癌细
胞或身体其它细胞对癌症的反
应所产生的。

生物标志物也称为肿瘤标志物或生物学标志物。生物标志物可能是预后性的、预测性的或
诊性断的。预后性生物标志物能够提供关于人体的总体癌症结局信息（不考虑治疗），而
预测性生物标志物能够提供有关特定治疗方法的治疗效果信息。
诊断性生物标志物有助于确定肿瘤类型。有些生物标志物还可以帮助确定肿瘤的侵袭性
（快速生长）并且可以预测长期生存。
虽然目前这种类型的检测仍然非常新颖且大部分是临床试验中，但是正在成为脑肿瘤常规
临床实践的一部分。目前已经发现多种生物标志物可以用于预测治疗结局或长期生存，部
分癌症中心正在考虑与分子肿瘤委员会合作以帮助医生在治疗计划中纳入基于基因组的癌
症治疗。

脑肿瘤患者中最常检测的生物标志物包括以下：
▶1p/19q 共同缺失。肿瘤细胞中可能会出现 1 号和 19 号染色体的基因改变（主要对于少
突神经胶质细胞瘤和间变性少突神经胶质细胞瘤）。该检测是预后性的、预测性的或诊断
性的。
▶异柠檬酸脱氢酶（IDH-1）。该突变基因可出现于低级别肿瘤中，尤其是少突神经胶质细
胞瘤和星形细胞瘤，以及继发性胶质母细胞瘤。
该检测是预测性的或诊断性的。
▶甲基鸟嘌呤甲基转移酶（MGMT）。这是一个涉及 DNA 修复的基因。该检测是预后性的
或预测性的，并且常用于胶质母细胞瘤。
目前正在开展临床试验，以探索可能有助于早期诊断脑肿瘤或指导治疗选择的新生物标志
物。此外，了解您的生物标志物可能有助于确定您可以参加哪项临床试验。请咨询您的医
生您是否合适进行生物标志物检测。

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 PET）成
像没有 CT 或 MRI 那么细致，但是可以
提供有用信息以补充这些检查结果和确
定肿瘤分级。
单 光 子 发 射 计 算 机 断 层 扫 描
（SPECT）与 PET 相似。SPECT 采用
特殊的相机检测 注入 体内的放射性物
质。SPECT 很少用于脑肿瘤诊断，但是
可以帮助医生区 分低 级别和高级别肿
瘤。
腰椎穿刺（脊柱穿刺）
脊柱穿刺用于采集脑脊液样本，以检查
是否存在肿瘤细 胞、 血液感染和蛋白
质。此步骤可用于帮助诊断松果体部位
或脑膜肿瘤或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以
及术后扩散的肿瘤。可以研究样本中是
否存在生物标志物。
活检
活检是指在手术过程中切取疑似肿瘤的
组织或切取整个肿瘤。脑肿瘤通常采用
三种活检方法。
1. 针吸活检法，即在颅骨上钻一个小
孔，并将空心针插入肿瘤中。在穿刺针
的中空部分，采集肿瘤的组织样本。即
使认为肿瘤无法手术，外科医生也可以
进行针吸活检。
2. 切开活检法，即在暴露肿瘤的外科手
术期间切取肿瘤样本。
3. 立体定向活检法，即采用引导系统确
定肿瘤准确位置 的计 算机辅助针吸活
检。
其它资源
▶加速脑癌治愈：
www.abc2.org

诊断
▶美国脑肿瘤协会：
www.abta.org

脑肿瘤诊断
▶美国癌症协会：
www.cancer.org

成人脑肿瘤和脊髓肿瘤
▶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www.cancer.net
脑肿瘤 - 诊断
▶美国国家脑肿瘤协会：
www.braintumor.org
▶了解脑肿瘤
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
www.ncc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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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临床试验
目前，科学家 和医生们正在努力了解
更多有关脑肿瘤是如何出现的、如何快
速诊断、如何预防和最佳的治疗方法。
很多这些研究是在临床试验中进行的，
这对于评估脑肿瘤患者的新治疗方法至
关重要。
考虑进行临床试验的原因有很多。他
们可以为您提供尚未公开使用的新型治
疗方法。您可能患有一种研究程度不及
其它类型肿瘤的罕见脑肿瘤，或者您目
前治疗方法的效果可能不如预期。通过
参加临床试验，您正在帮助数百万患有
各种类型和分期的癌症患者改善和提高
治疗方式。

除了向您的医生询问现有临床试验之
外，我们鼓励您进行自己的研究。与参
加临床试验的其他人交流以了解更多信
息。请记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治疗经
验，所以您不能期望对治疗有相同的疗
效或出现相同的副作用。然而，您可以
了解在临床试验期间接受护理的情况。
无论您获得哪些信息，是否参加临床试
验都是由您决定。
参加临床试验

临床试验受试者必须满足某些入选标
准，例如疾病类型和分期、试验研究的
具体条件、年龄和总体健康情况。有
时，可以采用诊断检测的结果确定您是
否适合参加某项临床试验。您的医疗团
队可能会使用现有的组织样本、血液检
测结果和扫描报告，以避免重复操作。
一旦您参加临床试验，您的医学研究团
队将包括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和其
他专业医护人员。

MYTH 
临床试验仅适用于没有其它治疗选
择的患者（“最后的治疗手段”）。
FACT 癌症治疗的临床试验可适
用于所有类型和分期的癌症患者。

MYTH 临床试验只在大型医院或癌
症中心进行。
FACT 临床试验在全国各地进行，
包括农村和城市。
MYTH 签署知情同意书“锁定”您
参加临床试验。
FACT 您可以随时改变主意，即使
在签署知情同意书之后。您可以出于
任何原因随时退出临床试验。
MYTH 受试者参加临床试验必须
由医生推荐。
FACT 如 果您的医生没有与您讨
论临床试验，请主动提出。您也可
以在线搜索临床试验。
MYTH  临床试验中的有些受试者
将接受安慰剂（糖丸）替代治疗。
FACT 癌症临床试验中的受试者
至少接受当前的标准治疗，并且从来
不会接受安慰剂替代癌症治疗。

我们鼓励您询问您不完全理解的任何问
题。
您将接受该团队的定期访视，并且接受
您常规医生的访视。在整个护理过程
中，我们将对您进行密切监测。临床试
验的开展是经过仔细考虑和精心策划的
并且高度一致，
以便所有患者的治疗方案完全相同，从
给药剂量和时间表到随访频率。无论您
是在小型的乡村医院还是都市的大型医
疗机构，您的医疗团队都会负责对您的
治疗计划遵循全部相同的治疗方案和安
全措施。即使在治疗结束之后，负责您
临床试验的医疗团队将继续与您保持密
切联系。
经济因素

费用是您在考虑参加临床试验时的一个
普遍问题。患者常规治疗费用通常包括
与医生访视、住院以及作为标准治疗一
部分的某些检测程序相关的费用，这些
费用可能由您的保险公司承担。与临床
试验直接相关（包括药物和程序）的研
究费用通常由临床试验申办方承担。临
床试验的申办方包括政府机构（例如：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独立的医生和
健康医疗机构团体、或者制药或生物技
术公司。

了解

意

知情同


在自愿参加临床试验之前，您
将收到一份知情同意书，其中
包含临床试验的详细信息。该知
情同意书详细叙述了研究目的，包括您
在试验中的角色和试验将如何开展，以
及获益、风险和其它相关信息。该知情
同意书将包括如何对您进行监测和有哪
些预期副作用，您所患分期疾病的最佳
标准治疗（无论是医生或机构的标
准）、已有的保障措施以及如何随时退
出临床试验。为了确保您完全了解您所
同意的内容，您需要在知情同意过程中
阅读该知情同意书。
在签署知情同意书之前，请咨询您的
保险公司以确定涵盖哪些程序以及您需
要支付哪些费用。虽然许多试验均涵盖
了某些治疗的费用，但是其它费用可能
需要受试者支付，最好在临床试验开始
之前予以了解。

为了帮助您做出更明智的决定，请与您
的医疗团队讨论临床试验中存在的许多
虚假情况。例如，尽管害怕出现相反结
果，但是至少可以保证受试者在临床试
验期间接受当前的标准治疗，

这意味着选择参加临床试验不会影响
您的治疗。请放心，您可以在整个试
验过程中继续提问并且向您的医疗团
队反馈您的担忧。此外，虽然您签署
了知情同意书，但是您并未被“锁定”。
您可以在临床试验期间随时改变您的
注意并选择接受标准治疗。

在因为费用问题而产生放弃参加临床试
验的想法之前，请研究一下现有资源并
探索您的保险计划效益情况。您可能会
发现，您可以获得新型治疗方法并且将
成为癌症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
无需承担大量的额外费用。n

其它资源

美国脑肿瘤协会：
www.abta.org/secure/clinical-trials.pdf
我与临床试验：
www.clinicaltrialsandme.com
患者资源：
www.patientresource.com/clinical_trials.aspx

免责声明：《患者资源癌症指南:了解脑肿瘤》中的信息不得替代您的医护人员给您的建议。《患者资源癌症指南:了解脑肿瘤》中表达的是作者的观点，而并一定反映出
版者的观点。虽然《患者资源癌症指南:了解脑肿瘤》努力只提供准确的信息，但是读着不应该将其视为专业建议，专业建议仅由医护人员提供。《患者资源》、其作者及
其代理人不应对信息的持续传播或者本出版物中的任何错误、遗漏或不准确（无论是否是由于疏忽或其它原因引起的）或是由此产生的任何后果承担责任或以任何方
式承担责任。《患者资源》、其作者及其代理人不对此处所包含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或时效性或者使用此信息所获得的结果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声明或保证。出版商
没有从事提供医疗或其他专业服务。广告发布（无论是否付费）和《幸存者故事》都不是一种担保。如果需要医疗或其他专家帮助，则应该寻求具有资质的专业人员的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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