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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摘 要暂 目的院探讨超声内镜渊耘哉杂冤对原发性胃恶性淋巴瘤渊孕郧酝蕴冤的诊断价值袁观察 砸鄄悦匀韵孕 方案化疗的疗效及不良反应遥
方法院圆远 例 孕郧酝蕴 患者使用 砸鄄悦匀韵孕 方案化疗袁在化疗前后分别行胃镜和活检病理组织学检查袁耘哉杂 探查肿瘤浸润深度尧胃壁
厚度和胃周淋巴结转移情况遥 结果院圆远 例 孕郧酝蕴 患者 耘哉杂 检查诊断符合率 愿源援远员豫袁化疗后 耘哉杂 检查结果提示浸润深度尧胃壁
厚度和胃周淋巴结转移情况均明显好转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砸鄄悦匀韵孕 方案化疗的总有效率为 怨远援圆豫袁不良反应主要为骨髓抑制和胃肠

道反应遥 结论院耘哉杂 诊断 孕郧酝蕴 的准确率较高袁可用于辅助诊断 孕郧酝蕴袁并可用于对其化疗后疗效的判断曰砸鄄悦匀韵孕 方案化疗的
疗效好袁不良反应较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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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胃恶性淋巴瘤渊责则蚤皂葬则赠 早葬泽贼则蚤糟 皂葬造蚤早灶葬灶贼

耘哉杂 检查遥 活检时采用单点深挖取材尧多点重复取

孕郧酝蕴 是 月 细胞来源的非霍奇金淋巴瘤遥目前认为袁

为日本 韵造赠皂责怎泽 公司生产渊郧陨云鄄匀圆远园袁哉酝鄄阅孕圆园鄄圆缘袁

造赠皂责澡燥皂葬袁孕郧酝蕴冤属非上皮性胃恶性肿瘤袁大部分
它们属结外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渊皂怎糟燥泽葬鄄葬泽泽燥糟蚤葬贼藻凿

造赠皂责澡燥蚤凿 贼蚤泽泽怎藻袁酝粤蕴栽冤型淋巴瘤袁原发于胃黏膜下
淋巴组织袁 占胃恶性肿瘤的 源援缘豫耀缘援园豫袁 占胃肉瘤

远园豫左右袁好发于 缘园 岁以上老年人袁临床表现无特异
性袁主要为上腹部隐痛不适尧腹胀曰而上腹压痛尧肿块
和贫血是本病的主要体征袁肿瘤位于黏膜下袁早期除

材或内镜黏膜切除渊耘酝砸冤术取大块组织送检遥 耘哉杂
哉酝猿砸冤袁探头频率 苑援缘 辕 员圆 酝匀扎遥 耘哉杂 扫描时采用水

囊法垣脱气水充盈法遥 患者左侧卧位袁根据需要变换
体位袁以获得最清晰超声图象袁每例行 耘哉杂 检查时

间 员园耀圆园 皂蚤灶袁 无任何并发症发生遥 耘哉杂 下观察

孕郧酝蕴 的浸润深度尧胃壁厚度尧胃周淋巴结转移尧侵
犯淋巴结以外器官渊胰腺尧腹膜等冤情况遥

局部黏膜隆起外袁可能无其他阳性发现袁且活检取材

员援圆援圆 治疗方法

行胃镜垣活检垣超声内镜渊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怎造贼则葬泽燥灶燥早则葬责澡赠袁

远 个疗程院第 员 天给予利妥昔单抗 猿苑缘 皂早 辕 皂圆袁使用

观察 砸鄄悦匀韵孕 方案化疗的疗效及不良反应遥

天开始 悦匀韵孕 方案化疗院 环磷酰胺 缘园园 皂早 辕 皂圆袁静

不易获得遥本文选择 圆远 例胃淋巴瘤患者在化疗前尧后
耘哉杂冤检查袁对比 砸鄄悦匀韵孕 方案化疗前后 耘哉杂 表现袁
员

前肌注异丙嗪 圆缘 皂早袁静脉推注地塞米松 缘 皂早曰第 猿
脉推注袁阿霉素 远园 皂早 辕 皂圆袁静脉推注袁长春新碱 员援源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全部患者使用利妥昔单抗垣悦匀韵孕 方案化疗 猿耀

皂早 辕 皂圆袁静脉推注曰第 猿耀苑 天泼尼松 员 皂早 辕 噪早 口服袁

对象

选择 圆园园怨 年 员 月耀圆园员圆 年 圆 月于本院病理诊

断为 孕郧酝蕴 患者 圆远 例袁男 员愿 例袁女 愿 例袁年龄 圆圆耀
苑源 岁袁平均 源怨 岁遥患者诊断符合 阅葬憎泽燥灶 诊断标准 院
咱员暂

每 猿 周为 员 个疗程袁随访 员圆 个月袁复查 耘哉杂袁观察
疗效及不良反应遥
员援圆援猿 疗效评价

按照国际淋巴瘤工作组制定的非霍奇金淋巴瘤

淤无表浅淋巴结肿大曰于无肝脾淋巴结肿大曰盂外周

治疗标准 咱圆暂袁分为完全缓解渊悦砸冤尧不确定的完全缓

虞病理检查提示为淋巴瘤遥 于化疗前后分别对 圆远

悦砸垣悦砸怎 为完全缓解率袁悦砸垣悦砸怎垣孕砸 为总有效率遥

血白细胞分类正常曰榆胸片未见纵隔有肿大淋巴结曰
例胃淋巴瘤行胃镜垣活检垣耘哉杂 检查遥
员援圆

员援圆援员

方法
检查方法
先用普通内镜对病灶进行观察袁并取活检袁再行

解渊悦砸怎冤尧部分缓解渊孕砸冤尧稳定渊杂阅冤和进展渊孕阅冤袁
不良反应评价按照 宰匀韵 抗癌药物不良反应分度标
准分为玉耀郁度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应用 杂孕杂杂员苑援园 进行统计学分析袁对计数资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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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卡方检验袁两样本均数采用 贼 检验袁多样本均数比

低回声 远 例袁占 圆猿援园愿豫曰病灶处胃壁明显增厚袁平均

有统计学意义遥

渊猿园援苑远豫冤袁弥漫性浸润型 怨 例渊猿源援远员豫冤袁肿块型 源

较采用区组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袁孕 约 园援园缘 为差异
圆
圆援员

结

渊员援猿缘 依 园援猿猿冤糟皂曰耘哉杂 分 型 院 浅 表 扩 散 型 愿 例
例渊员缘援猿愿豫冤袁混合型 缘 例渊员怨援圆猿豫冤袁圆远 例 孕郧酝蕴 患

果

者 耘哉杂 检查诊断符合率 愿源援远员豫遥 所选患者均未行

化疗前后 耘哉杂 检查结果

圆远 例患者化疗前胃镜下表现为院多发性结节状

隆起伴糜烂或溃疡袁溃疡形态多变袁不规则或地图
样袁 溃疡边缘增厚隆起袁 周边有较大胃黏膜皱襞遥

耘哉杂 声像图表现为院病灶呈低回声曰所侵犯胃壁层
次结构消失曰病灶处胃壁明显增厚曰病灶边界清楚曰

大部分为连续性袁 少数为多中心曰 易沿长轴生长
渊图 员冤遥 其中均匀低回声 圆园 例袁占 苑远援怨圆豫袁不均匀

手术而给予利妥昔单抗垣悦匀韵孕 方案化疗袁源园 凿 及

愿园 凿 后复查耘哉杂 见胃壁低回声逐渐消失袁 胃壁浸润

深度好转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胃壁厚度逐渐恢复渊孕 约 园援园员袁
图员冤袁胃周淋巴结转移情况好转袁尤其在化疗后 源园 凿
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侵犯淋巴结以外器官渊胰腺尧腹膜等冤情
况无明显差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员冤遥
圆援圆

化疗疗效

圆远 例患者中袁悦砸垣悦砸怎 员愿 例 渊远怨援圆豫冤袁孕砸 苑 例

孕郧酝蕴 患者袁女性袁缘园 岁袁化疗前胃镜见院胃窦见一巨大溃疡袁边缘不规则曰耘哉杂院病灶处胃壁增厚袁缘 层结构消失袁呈低回声曰病理院高度恶性

酝粤蕴栽 型淋巴瘤袁以大细胞为主遥

利妥昔单抗垣悦匀韵孕 方案化疗后 源园 凿 复查袁胃镜所见院胃窦见一溃疡袁大小约 圆援缘 糟皂 伊 员援缘 糟皂袁周边黏膜充血水肿曰耘哉杂院病灶处胃壁稍增

厚袁缘 层结构界限不清袁病灶呈低回声曰病理院可见少量异型淋巴细胞遥

化疗后 愿园 凿 复查袁胃镜所见院胃窦见一溃疡疤痕袁旁边见一息肉样隆起袁表面糜烂曰耘哉杂院病灶处胃壁厚度正常袁缘 层结构清晰曰病理院浅表性

胃炎伴活动和息肉样增生遥

图员

化疗前后胃镜和 耘哉杂 检查典型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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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员

化疗前
化疗后 源园 凿
化疗后 愿园 凿
孕值

原员圆远缘原

孙 雄等院圆远 例原发性胃恶性淋巴瘤的诊断与治疗

浸润深度渊灶冤
黏膜及黏膜下层
肌层及浆膜外
员愿
愿
员源
缘
园猿
员
园援园猿圆
园援园员猿

化疗前后各指标对比
胃壁厚度渊糟皂冤
员援猿缘 依 园援圆猿
园援怨圆 依 园援圆远
园援缘远 依 园援圆员
园援园园园

胃周淋巴结转移渊灶冤
无
有
员苑
怨
圆圆
源
圆缘
员
园援园园猿
园援园园员

侵犯淋巴结以外器官渊灶冤
有
无
源
圆圆
猿
圆猿
员
圆缘
园援员愿苑
园援圆圆员

渊圆远援怨豫冤袁总有效率 怨远援圆豫遥 根据国际预后指数渊陨孕陨冤

后立即进行袁对可疑病变迅速作出判断袁而且对确诊

渊愿圆援源豫冤袁孕砸 圆 例渊员员援愿豫冤袁孕阅 员 例渊缘援愿豫冤曰陨孕陨 逸圆

孕郧酝蕴 的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提供有效依据遥

评定疗效院陨孕陨 评分 园耀员 分者 员苑 例袁 其中 悦砸 员源 例
分者 怨 例袁其中 悦砸 缘 例渊缘缘援远豫冤袁孕砸 源 例渊源源援源豫冤遥
圆援猿

化疗不良反应

主要为骨髓抑制和胃肠道反应袁 玉耀域度的不良

反应主要有院恶心呕吐 愿 例渊猿园援愿豫冤袁肝功能损害 源 例
渊员缘援源豫冤袁脱发 员愿 例渊远怨援圆豫冤袁芋耀郁度的白细胞或血

小板减少 员怨 例渊苑猿援员豫冤袁经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治疗
均好转袁治疗中未发现利妥昔单抗的明显不良反应遥
猿

讨

论

原发性胃恶性淋巴瘤是原发于胃尧起源于黏膜
下层淋巴组织的恶性肿瘤袁是一类特殊而又较少见

的胃恶性肿瘤袁占胃恶性肿瘤的 圆豫耀愿豫遥 由于病变

主要起源于黏膜下层袁在胃壁内浸润生长袁因此常规
内镜活检诊断率仅为 远园豫遥 耘哉杂 使用高频超声探

头袁可以清楚显示胃壁的厚度及回声变化袁作为评价
胃淋巴瘤浸润范围尧组织类型及对治疗反应的重要

方法有重要价值 遥 杂怎藻噪葬灶藻 等 根据 耘哉杂 下胃淋巴
咱猿暂

咱源暂

瘤的声像改变袁将其分为 源 型院浅表扩散型尧弥漫性

病例可提供分期依据袁 与病理检查相辅相成袁为
孕郧酝蕴 具有惰性淋巴瘤的特点袁 较长时间内病

灶局限在原发部位袁因此袁早期患者局部治疗疗效肯
定袁化疗因为其高成功率袁并发症较少袁而且能够保

留胃袁故而成为 孕郧酝蕴 的优选咱愿暂遥 利妥昔单抗是第一
个被 云阅粤 批准用于治疗 悦阅圆园 阳性非霍奇金淋巴

瘤的单克隆抗体袁 其抗肿瘤机制主要是抗体依赖的
细胞毒作用 渊粤阅悦悦冤尧 补体依赖的细胞杀伤作用
渊悦阅悦冤及诱导肿瘤细胞凋亡袁其作用与细胞周期无

关遥 有研究咱怨暂比较了 猿怨怨 例患者行 悦匀韵孕 猿 周化疗

和 砸鄄悦匀韵孕 愿 个疗程化疗对患者预后的影响袁 两组
患者 悦砸 分别为 远猿豫和 苑远豫袁圆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缘苑豫和 苑园豫袁而患者不良反应无明显差异遥本研究中
有 圆园 例患者采用利妥昔单抗垣悦匀韵孕 方案化疗袁总

有效率达 怨远援圆豫袁与国内研究的结果类似咱员园暂遥 为了判

断其疗效袁 本组在化疗后 源园尧愿园 凿 分别行胃镜垣
耘哉杂垣病理检查袁从浸润深度尧胃壁厚度尧胃周淋巴
结转移尧侵犯淋巴结以外器官 源 个角度对比治疗前

后的不同表现袁发现胃壁低回声逐渐消失袁胃壁浸

浸润型尧肿块型尧混合型袁其中弥漫性浸润型最常见袁

润深度好转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 胃壁厚度逐渐恢复 渊孕 约

可见局部形成低回声团块突向胃腔袁并可形成溃疡袁

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侵犯淋巴结以外器官渊胰腺袁腹膜等冤情

表现为胃壁弥漫性增厚袁第 圆尧猿 层为低回声袁肿块型
浅表扩散型在内镜下可明显改变袁耘哉杂 可见胃壁 员尧
圆 层低回声遥 本文显示 孕郧酝蕴 以弥漫性浸润型多见袁

共 怨 例 渊猿源援远员豫冤袁 其次为浅表扩散型袁 共 愿 例

渊猿园援苑远豫冤遥 悦葬造藻贼贼蚤 等 曾报告对 愿圆 例原发的胃淋巴
咱缘暂

瘤进行 耘哉杂 检查袁诊断准确性 怨圆援苑豫袁敏感性 怨猿豫袁

特异性 怨愿豫袁本研究得出 耘哉杂 对 孕郧酝蕴 诊断准确率

高达愿源援远员豫袁这与相关报道相符遥 孕葬增造燥增蚤伢糟等咱远暂研究证
明袁耘哉杂 对 孕郧酝蕴 的分期尧疗效判断和随访方面有较

高敏感性袁虽然也存在相反的报道袁如 云蚤泽糟澡遭葬糟澡 等咱苑暂
的研究则认为袁耘哉杂 无法与活检的精确相比袁因此袁

在随访中也不是必须的袁 诚然袁耘哉杂 在提供病理证
据方面无法与胃镜垣活检媲美袁 但本研究认为超声
内镜是一安全尧无特殊危险性技术袁其可在胃镜检查

园援园员冤袁胃周淋巴结转移情况好转袁尤其在化疗后 源园 凿
况则无明显差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本研究发现袁砸鄄悦匀韵孕
方案对胃恶性淋巴瘤疗效确切袁 不良反应少袁耘哉杂
对病情转归的判断与病理有较高的符合度袁 而且
耘哉杂 更迅速直观袁可用于胃淋巴瘤辅助诊断袁并可
用于对化疗后疗效的判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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