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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mosome 9，the addition or deletion of the secondary constriction of chromosome 1，9 and 16，satellite
variation of the D group and G group which mainly includes the addition of the satellite region and bisatellite，
the addition or deletion of the heterochromatin region of Y chromosome and the inversion of the Y chromosome
arm. 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hromosomal polymorphisms are associated with recurrent pregnancy loss，
embryonic cessation，fetal malformation，infertility and so on. In this paper we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 the
studies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romosomal polymorphisms and clinical reproductive abnormalities such as
infertility in recent years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chromosomal polymorphisms. Our work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prenatal diagnosis of couples of chromosomal polymorphisms，especially couples with a
history of adverse pregnancy. We also hope this work is helpful to promote prenatal and postnatal car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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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病历资料
患者男，52 岁，内蒙古牧民，发现右前上胸
壁肿块 1 个月余，肿块进行性增大，表面有红、
肿、痛，无发热，曾于当地医院静脉输注头孢类抗
生素 1 周效果不明显，血常规检查正常。查体：患
者右前上胸壁局部隆起，表面发红，压痛（+）。胸
部 CT 示：胸骨柄及右侧锁骨、胸骨端可见斑片状
低密度骨质破坏灶，右侧胸锁关节间隙变窄，周
围可见不规则团片状稍低密度影，密度欠均匀，
CT
值 20耀53 Hu，边界尚清晰，大小约 5.5 cm伊4.5 cm伊
7.0 cm（图 1A、B）。胸壁 MRI 示：胸骨柄及右侧锁
骨胸骨端骨质破坏，病灶 T1WI 呈低信号，T2WI

稍高信号影，右侧胸锁关节周围团片影，T1WI 呈
不均匀性等信号，T2WI 呈不均匀性稍高信号影
（图 1C、D）；增强后，上述病灶呈不均匀性环状强
化（图 1E、
F）。血清凝集试验（+），
穿刺液培养出布
氏杆菌，病灶破溃行手术治疗，病理活检提示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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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肉芽肿性病变并干酪样坏死物形成（图 2A、
B）。
2 讨论
布氏杆菌病是布鲁氏杆菌所引起的动物源
性传染病[1]，主要流行于内蒙古、西北、东北、黑龙
江、新疆、西藏等牧区，90%以上缓慢起病，多合
并关节病变，以大关节损害为主，慢性期最易侵
犯腰椎，累积胸锁关节者少。
布氏菌病关节炎是布氏杆菌病的一部分，发
病前数周患者有发热、头痛、乏力、多汗等全身症
状，累及的关节主要表现为疼痛、肿胀、发热及红
斑，关节内有渗出积液等。感染常见于单个关节
或不对称的少数周围关节，膝、髋、肩为好发部
位。急性期病理变化为关节及关节周围炎性变
化及弥漫性增生现象，因关节盘破坏，故关节间
隙变窄，慢性期主要表现为局限性感染性肉芽
肿组织增生。影像学表现：X 线及 CT 表现为关
节周围肌腱、韧带附着区骨质呈局灶性较表浅
的小囊性骨质破坏、囊壁硬化，早期关节间隙正
常，后期关节间隙狭窄或模糊不清，关节面不规
则硬化，后期演变为骨性关节炎表现；MR 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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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T 平扫（骨窗、纵膈窗）；C、D：MR 平扫（T1WI、T2WI）；E、F：MR 增强（T1WI+C冤

图1

患者胸部影像学表现

肿形成，病灶钙化较常见，两者区别在于，布氏杆
菌病骨质增生修复大于骨质破坏 [2]，骨质形态破
坏轻，而结核骨质破坏程度重，骨质形态失去正

A

B

A：肉芽肿内可见类似朗格汉斯细胞；B：干酪样坏死物，
边缘可见上皮样细胞

图2

患者病变组织病理变化（HE伊40）

节间隙及关节面 T1WI 表现为低信号或等信号，
T2WI 及压脂表现为不均匀混杂高信号，病变可
侵犯关节旁软组织并形成脓肿；明确诊断还得靠
血清学凝集试验以及血液、骨髓、滑膜液培养出
布氏杆菌。
此患者为内蒙古牧民，有牛羊接触史，虽无
明显的全身症状，但局部红肿痛症状及体征明
显，病程相对较长，静脉输注抗生素效果不明显，
影像学表现为骨质破坏并周围脓肿形成，所以考
虑为特异性感染、慢性炎性病变，血清凝集试验
阳性、穿刺液培养出布氏杆菌明确诊断，病理学
进一步支持，胸锁关节布氏菌关节炎临床上少
见，须与关节结核、化脓性关节炎鉴别。
关节结核：青少年好发，常见于脊柱，其次是
膝、髋及肘关节，一般合并有肺结核，临床上有低
热、盗汗、消瘦、乏力、关节肿痛症状，PPD 试验阳
性，结核抗体阳性，影像学上有骨质破坏及冷脓

常，多伴发骨质疏松，可有死骨及脓肿流注直接
征象[3]，该患者如果没有病原学诊断，则不能完全
排除关节结核。
化脓性关节炎：好发于儿童，受累多为单一
的肢体大关节，致病菌金葡萄菌感染多见，病程
急，疼痛、发热等全身症状重，关节滑液细菌培养
阳性，影像学上有早期关节周围滑膜水肿，关节液
增多、关节囊肿胀，
关节间隙增宽，较晚期，负重部
位关节面软骨及软骨下骨质破坏，关节面模糊、毛
糙，关节间隙变窄，破坏周围反应性骨质增生，骨
质硬化表现，关节旁脓肿较小，壁厚不规则。该患
者病程长，无明显毒血症状，影像学骨质破坏较之
相对严重，关节旁脓肿较大，故基本可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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