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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胰腺囊性占位的临床特点袁评估手术治疗的结果遥 方法院回顾性分析 圆园员圆 年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普外科收治的 远圆 例胰腺囊性占位患者的临床资料遥 结果院常见的胰腺囊性占位包括浆液性囊腺瘤渊杂悦晕泽冤尧导管内乳头状黏液
瘤渊陨孕酝晕泽冤尧黏液性囊腺瘤渊酝悦晕泽冤和胰腺假性囊肿遥 性别尧年龄对 陨孕酝晕泽尧酝悦晕泽 和实性假乳头状瘤的诊断有意义遥 血清 悦耘粤 升

高对恶性囊性占位的诊断有意义遥 平均手术时间为渊员怨员 依 苑源冤皂蚤灶袁中位术中失血量 圆园园 皂造袁手术总体并发症为 猿苑援员豫袁胰瘘为
最常见并发症渊圆源援圆豫冤曰再手术 员 例渊员援远豫冤袁无死亡病例曰术后住院中位时间 员员 凿遥 保留器官胰腺切除手术与传统手术相比袁在

手术时间尧术后并发症及住院时间方面无显著性差异袁术中出血量显著减少遥 结论院临床特点和影像学特征有助于胰腺囊性占
位诊断袁保留器官的胰腺切除手术与传统手术同样安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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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囊性占位包括假性囊肿渊责泽藻怎凿燥糟赠泽贼冤尧浆液
性囊腺瘤渊泽藻则燥怎泽 糟赠泽贼蚤糟 灶藻燥责造葬泽皂泽袁杂悦晕泽冤尧导管内乳
头 状 黏 液 瘤 渊蚤灶贼则葬凿怎糟贼葬造 责葬责蚤造造葬则赠 皂怎糟蚤灶燥怎泽 灶藻燥鄄
责造葬泽皂泽袁陨孕酝晕泽冤尧黏液性囊腺瘤渊皂怎糟蚤灶燥怎泽 糟赠泽贼蚤糟 灶藻燥鄄
责造葬泽皂泽袁酝悦晕泽冤尧 黏液性囊腺癌袁 实性假乳头状瘤
渊泽燥造蚤凿 责泽藻怎凿燥责葬责蚤造造葬则赠 贼怎皂燥则泽袁杂孕栽泽冤和囊性神经内分
泌肿瘤渊糟赠泽贼蚤糟 责葬灶糟则藻葬贼蚤糟 灶藻怎则燥藻灶凿燥糟则蚤灶藻 灶藻燥责造葬泽皂泽冤
等袁其起源尧发病机制及生物学行为不同袁治疗原则
及预后有所差异遥 目前关于胰腺囊性占位的诊治仍
有很多不确定的地方袁尚待进一步研究咱员暂遥 本文通过
回顾性分析 远圆 例接受外科治疗的胰腺囊性占位患
者的临床资料袁探讨疾病构成尧临床特点尧影像学特
征以及手术治疗的效果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圆园员圆 年 员 月耀员圆 月袁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普外科收治接受手术治疗的胰腺囊性占位患者共
远圆 例袁其中男 圆缘 例袁女 猿苑 例袁平均年龄 缘员援源 岁渊苑耀
愿猿 岁冤袁术前 粤杂粤 评分袁玉级 苑 例袁域级 源怨 例袁芋级
远 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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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渊愿员圆苑圆圆猿怨冤曰国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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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援圆

方法
临床研究指标包括主诉尧病史渊黄疸尧消瘦及胰
腺炎发作冤袁术前影像学检查渊悦栽尧酝砸陨 辕 酝砸悦孕冤袁血
清肿瘤标志物渊悦耘粤袁悦粤员怨鄄怨冤曰手术方式尧手术时间尧
术后并发症及住院时间等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两两比较采用 贼 检验袁 多个计量资料
分析采用单因素 粤晕韵灾粤 法或 运则怎泽噪葬造鄄宰葬造造蚤泽 检验袁
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精确概率法遥
圆

结 果

腹痛和腹部不适是最常见症状渊猿苑 例袁缘怨援远豫冤袁
其次为体检偶然发现渊圆园 例袁猿圆援猿豫冤曰猿 例患者伴黄
疸袁员圆 例患者既往有野胰腺炎冶病史遥 在 源远 例胰腺囊
性肿瘤患者渊排除假性囊肿和其他非肿瘤囊性病变冤
资料渊表 员冤显示院酝悦晕泽 和 杂孕栽泽 好发于女性袁分别占
怨园援怨豫和 员园园豫曰陨孕酝晕泽 男性多见袁占 愿猿援猿豫曰杂孕栽泽 组
平均年龄最低渊员怨援圆 依 愿援苑冤岁袁陨孕酝晕泽 组平均年龄最
高渊远员援苑 依 苑援缘冤岁曰远 例合并胰腺炎者均为 陨孕酝晕泽曰血
清 悦耘粤 水平在恶性囊性肿瘤和 陨孕酝晕泽 中较其病变
增高遥
增 强 悦栽 是 最 常 用 的 影 像 学 检 查 渊缘源 例 袁
愿苑援员豫冤袁诊断完全符合者 圆猿 例渊源圆援远豫冤曰其中对胰
腺假性囊肿的诊断正确率最高袁为 愿员援愿豫袁其次是对
陨孕酝晕泽 的诊断袁为 远猿援远豫遥 术前常规行血清肿瘤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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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囊性肿瘤患者临床资料

杂悦晕泽渊灶越员猿冤 陨孕酝晕泽渊灶越员圆冤 酝悦晕泽渊灶越员员冤
其他渊灶越猿冤 恶性囊性肿瘤渊灶越圆冤 孕 值
杂孕栽泽渊灶越缘冤
性别渊男颐女冤
圆颐园
源颐怨
员园颐圆
员颐员园
员颐圆
园颐缘
约园援园园员
年龄渊岁冤
缘苑援园
依
圆源援园
缘猿援源 依 员员援远
远员援苑 依 苑援缘
源远援园 依 员猿援员
远员援园 依 缘援园
员怨援圆 依 愿援苑
源援怨伊员园原苑
胰腺炎病史渊有颐无冤
园颐圆
园颐员猿
远颐远
园颐员员
园颐猿
园颐缘
园援园园猿吟
悦耘粤渊滋早 辕 蕴冤
源援苑 依 圆援苑
圆援园 依 员援苑
圆援愿 依 员援怨
员援愿 依 园援愿
猿援园 依 员援园
员援圆 依 园援缘
园援园缘猿裕
悦粤员怨鄄怨渊噪哉辕蕴冤
员员援员远渊猿援愿苑袁远圆援猿源冤员圆援圆圆渊园援远园袁远员援远远冤员员援圆缘渊园援远怨袁员怨援苑远冤员圆援圆猿渊园援远园袁员源援远远冤猿圆援愿园渊圆园援员愿袁怨源援远苑冤 员圆园援愿缘渊员源援猿园袁圆圆苑援源园冤 园援员园猿鄢
年龄尧悦耘粤宰 以指数 依 标准差表示袁悦粤 以中位数渊极值冤表示遥 吟院采用精确概率法曰裕院采用单因素 粤晕韵灾粤曰鄢院采用 运则怎泽噪葬造鄄宰葬造造蚤泽 检验遥

物检测袁员员 例血清 悦粤员怨鄄怨 和 缘 例血清 悦耘粤 异常增
高遥
所有患者均接受手术治疗袁包括胰腺切除手术
缘员 例袁其中保留器官切除手术 猿缘 例遥 手术方式包括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 员愿 例袁其中保留幽门胰十二指肠

切除术渊孕孕孕阅冤员园 例袁员 例联合假性囊肿原空肠 砸燥怎曾鄄
藻灶鄄再 内引流术曰胰体尾切除术 员缘 例袁其中保留脾脏
的胰体尾切除术 愿 例曰胰腺假性囊肿内引流术 怨 例
渊假性囊肿原空肠内引流术 愿 例袁 假性囊肿原胃内引
流术 员 例冤曰中段胰腺切除术 远 例曰肿瘤剜除术 苑 例曰
保留十二指肠的胰头切除术渊月藻早藻则 术冤猿 例曰全胰切
除术 员 例曰保留中段的胰腺次全切除术 员 例曰坏死组
织清除术 员 例袁淋巴结切除术 员 例遥 平均手术时间
员怨员 依 苑源 皂蚤灶渊远园耀猿远缘 皂蚤灶冤袁中位术中失血量 圆园园 皂造
渊缘园 皂造耀员园园园 皂造冤袁怨 例术中输血渊员源援缘豫冤袁平均输注
红细胞 猿援员 依 员援圆 哉遥 器官保留的胰腺切除术较传统
胰腺切除术而言袁术中失血量少渊孕 越 园援园源猿冤袁手术
时间和术中输 血比例无显著差异 渊孕 越 园援园愿源 和
园援员愿远冤遥
病理结果最常见为 杂悦晕泽袁共 员猿 例渊圆员援园豫冤袁其
次是 陨孕酝晕泽袁共 员圆 例渊员怨援源豫冤袁酝悦晕泽员员 例渊员苑援苑豫冤袁
胰腺假性囊肿 员员 例渊员苑援苑豫冤袁缘 例 杂孕栽泽渊愿援员豫冤袁其
他包括单纯性囊肿 圆 例袁导管内乳头状黏液癌 员 例袁
黏液腺癌 员 例袁浆液性乳头状囊腺瘤 员 例袁脂肪纤维
结缔组织伴坏死 员 例袁胰腺结核 员 例袁神经内分泌肿
瘤伴多发导管囊状扩张 员 例袁副脾伴血管瘤 员 例袁副
脾伴脾脏表皮样囊肿 员 例遥
圆猿 例患者出现术后并发症袁 发生率为 猿苑援员豫遥
最常见的并发症为胰瘘袁共发生 员缘 例渊圆源援圆豫冤袁均
为 月 级胰瘘曰术后出血 猿 例渊源援愿豫冤袁其他并发症包
括腹腔感染 远 例袁胃排空延迟 员 例袁腹腔积液 员 例袁
乳糜瘘 员 例袁败血症 员 例袁呼吸衰竭 员 例遥 术后出血
再手术 员 例渊员援远豫冤袁术后 猿园 凿 内无死亡病例遥 中位
术后住院时间 员员 凿渊苑耀猿愿 凿冤遥 胰瘘尧出血等主要并
发症的定义和分级参考国际胰腺手术研究组相关
标准咱圆暂遥 保留器官的胰腺切除术较传统手术总体并

发症发生率渊缘员援源豫对 圆缘援园豫冤和胰瘘发生率渊猿源援猿豫
对 员愿援愿豫冤 增加袁 但无显著性差异 渊孕 越 园援园苑苑 和
园援猿猿猿冤曰 各组间术后住院时间无显著性差异 渊孕 越
园援园苑员 和 园援缘圆远冤遥

猿

讨 论

近年来胰腺囊性肿瘤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咱猿原缘暂袁其
术前评估及治疗模式有待进一步研究遥术前诊断尧制
定合理的手术方案对外科医生尤为重要袁 如何选择
合理的治疗方式亟待解决遥
本组病例中袁 最常见的胰腺囊性占位分别是
杂悦晕泽 渊圆员援园豫冤尧陨孕酝晕泽渊员怨援源豫冤尧酝悦晕泽 渊员苑援苑豫 冤 以 及
假性囊肿渊员苑援苑豫冤曰其中 员 例患者为胰腺癌合并假
性囊肿形成袁导致延误治疗袁应引起重视遥 患者性别
和年龄对胰腺囊性肿瘤的鉴别诊断有一定意义袁
酝悦晕泽 和 杂孕栽泽 好发于女性袁本组资料中比例分别为
怨园援怨豫 和 员园园援园豫 袁 而 陨孕酝晕泽 男 性 多 见 袁 比 例 为
愿猿援猿豫曰杂孕栽泽 的发病年龄最低 渊平均 员怨援圆 岁冤袁陨孕酝晕
的发病年龄最高渊平均 远员援苑 岁冤遥
胰腺囊性肿瘤无特征性临床表现袁 本组患者中
最常见症状为腹痛和腹部不适渊缘怨援远豫冤袁黄疸尧体重
减轻对诊断的意义不大遥 随着 悦栽尧酝砸陨 等影像检查
的普及袁 更多无症状的胰腺囊性占位病变被偶然发
现咱远暂袁本组患者中体检发现约占 员 辕 猿遥值得注意的是袁
陨孕酝晕泽 患者中 缘园豫有胰腺炎发作病史袁有显著相关
性渊孕 越 园援园园猿冤袁与相关文献研究符合咱苑暂遥
术前的影像学检查对于胰腺囊性占位的诊断具
有 重要的意义袁 根据 影像特点袁 结合 内 镜超 声
渊耘哉杂冤尧穿刺活检和囊液分析的结果袁有助于判断胰
腺囊性病变的性质遥 目前 悦栽 和 酝砸陨 辕 酝砸悦孕 仍是诊
断胰腺囊性占位的主要方法咱员暂袁诊断准确率在 缘远豫耀
愿缘豫曰酝砸陨 辕 酝砸悦孕 对于小的囊性占位渊约 猿 糟皂冤诊断率
高袁对于与主胰管是否相通的判断优于 悦栽咱远暂遥 本组病
例术前 悦栽 检查诊断符合率为 源圆援远豫袁其中对假性囊
肿诊断正确率最高渊愿员援愿豫冤遥 杂悦晕泽尧酝悦晕泽 及分支型
陨孕酝晕泽 的鉴别诊断通常较困难袁 有学者建议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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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糟皂 以下无法明确诊断的囊性占位袁可参照分支型

陨孕酝晕泽 的诊疗流程咱愿暂遥悦栽 及 酝砸陨 辕 酝砸悦孕 检查需特别
观察病变是否与主胰管相通尧囊肿大小尧其内有无强
化的实质性成分及附壁结节尧 有无增厚或强化的囊
壁等咱员暂遥 本组资料影像学结果对于囊肿是否与主胰管
相通比较关注袁但对于囊内强化的实质性成分尧附壁

结节尧主胰管直径等因素缺乏关注袁今后需要改进遥
血清肿瘤标志物对胰腺囊性占位的定性诊断意
义有限袁 内镜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活检渊耘哉杂鄄云晕粤冤
与囊液肿瘤标志物分析相结合更有诊断价值袁囊液

中 悦耘粤 异常增高对于黏液性肿瘤诊断有价值袁对于
鉴别良恶性病变有一定意义咱怨原员园暂遥
近年来随着对胰腺囊性病变的认识不断加深袁
治疗策略也有所改变咱员暂曰同时伴随胰腺外科技术的

不断进步袁保留器官的胰腺切除术更多地应用于胰
腺囊性占位的外科治疗中遥 本组病例中共施行胰腺
切除手术 缘员 例袁 其中保留器官的手术 猿缘 例袁占
远愿援远豫袁包括 员园 例保留幽门的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尧愿
例保留脾脏的胰体尾切除术尧远 例中段胰腺切除术尧
苑 例肿瘤剜除术尧猿 例保留十二指肠的胰头切除术以
及 员 例保留中段的胰腺次全切除术遥 各种术式在手
术时间和术中输血方面未显示出差异袁但在术中出
血方面袁器官保留的胰腺切除术要少于传统切除手
术渊孕 越 园援园源猿冤曰而在术后并发症渊胰瘘尧出血等冤尧术
后住院时间等因素中无显著性差异袁提示保留器官
的胰腺切除术与传统手术相比袁在手术安全性方面
相当袁而且较传统手术出血量少袁对于术后长期胰腺
内外分泌功能都有利遥
本组资料显示常见胰腺囊性占位的种类尧好发
性别和年龄尧临床特点等结果与现有文献相符遥 影
像学检查对于囊性病变的诊断价值较大袁但对于各
型病变之间的鉴别诊断仍有一定困难袁不断积累经
验袁同时结合囊液细胞学检查及肿瘤标志物应该可
以改善结果遥 外科治疗策略方面袁目前倾向于选择
保留器官的胰腺切除术袁其在手术安全性方面与传
统手术相当袁对患者远期的胰腺内外分泌功能的保
护作用日益受到大家的认可袁应成为胰腺囊性病变
外科处理的标准术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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