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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冷冻切片在骨与软组织肿瘤诊治中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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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快速冷冻切片在骨与软组织肿瘤诊治中的应用价值尚存在争议袁因此袁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其在骨与软组织肿

瘤诊治过程中的参考作用遥 方法院对 员园怨 例骨与软组织肿瘤行快速冷冻切片病理诊断和常规石蜡切片诊断并比较分析遥 结果院

快速冷冻切片与最终病理完全符合占 缘愿援苑豫渊远源 辕 员园怨冤袁基本符合占 猿猿援园豫渊猿远 辕 员园怨冤袁定性诊断占 怨员援苑豫渊员园园 辕 员园怨冤曰不能确诊或

误诊占 愿援猿豫渊怨 辕 员园怨冤遥 员缘 例转移癌中 员源 例诊断符合占 怨猿援园豫曰恶性骨肿瘤手术切缘符合率 员园园援园豫渊员园 辕 员园冤遥 员园怨 例患者常规石

蜡切片病理诊断与最终病理完全符合占 愿缘援猿豫渊怨猿 辕 员园怨冤袁基本符合占 员圆援愿豫渊员源 辕 员园怨冤曰定性诊断占 怨愿援圆豫渊员园苑 辕 员园怨冤曰误诊 圆 例
占 员援愿豫袁需行免疫组化或外院病理会诊以明确诊断遥 快速病理及常规病理与最终病理完全符合率比较有显著性统计学差异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遥 但其在定性诊断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结论院快速冷冻切片可作为骨与软组织肿瘤诊断的定性参考曰高质量
的快速冰冻切片袁经验丰富的病理医师袁临床尧影像及病理医师的密切配合是保证快速冷冻切片正确结果的重要条件袁在严格掌
握其适应证的条件下可作为治疗的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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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冷冻切片病理检查在我国大部分医院已
开展袁其主要作用包括为临床医师及时与患者及家
属沟通病情提供依据曰术中快速冷冻切片可帮助临
床医师明确手术切除范围袁 提高手术操作的准确
率曰减少再次手术等遥 但在骨与软组织肿瘤的诊治
过程中盲目进行快速冷冻切片病理检查并以此作
为诊疗的依据可能会引起医疗纠纷遥 骨与软组织肿
瘤快速冷冻切片病理检查的准确率到底如何钥为了适
应骨与软组织肿瘤临床诊治的需要袁 减少误诊误治袁
本研究对 圆园园苑 年 远 月耀圆园员圆 年 苑 月间在本院开展的
临床骨与软组织肿瘤 员园怨 例标本进行了快速冷冻切
片病理检查及病理石蜡切片检查并与最终病理结果
分别进行了对照研究袁现将结果总结分析如下遥
员 资料与方法
员援员 资料
圆园园苑 年 远 月耀圆园员圆 年 苑 月行快速冷冻切片病
理检查的骨与软组织肿瘤病变患者 员园怨 例遥 男 缘缘
例袁女 缘源 例遥 年龄 员员耀苑愿 岁袁平均 源缘 岁遥 其中骨骼
病变 愿圆 例袁软组织病变 圆苑 例袁包括转移性病变 员缘
例曰刮取长骨残端髓腔内容物进行恶性骨肿瘤切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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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缘冤园员鄄0远怨鄄园猿

活检 员园 例遥
员援圆 方法
采用临床骨与软组织肿瘤未经固定的新鲜标本袁
经病理医师多部位尧多切面取材袁进行冰冻切片遥 快速
冰冻切片机 杂酝耘 型袁工作温度为原圆源耀原圆圆益袁切片厚度
为 源耀缘 滋皂袁经 匀耘 染色袁中性树胶封片袁病理科医师观
察后网上发布书面报告袁每例需要约 猿园 皂蚤灶 左右遥 另
取部分标本制作石蜡切片袁将每例快速冰冻切片报告
及石蜡切片报告与最终病理诊断进行对照分析遥
最终病理诊断为临床尧 影像及病理三结合袁包
括对免疫组化尧外院会诊等众多检查结果分析后得
出的综合诊断遥
判断标准分为完全符合尧 基本符合和不符合遥
淤完全符合院快速冰冻切片诊断及常规石蜡切片与
最终病理诊断在病变良恶性及分类尧分型上完全一
致袁即为确诊曰于基本符合院病变良恶性诊断肯定袁
但分类尧分型不完全一致或不能肯定曰定性诊断院包
括完全符合垣基本符合曰盂不符合院快速冰冻切片及
常规石蜡切片不能明确良恶性袁需延迟等待免疫组
化尧会诊确诊及误诊者遥 完全符合垣基本符合定义为
定性诊断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快速尧常规石蜡切片与最终病理符合率比较采
圆
用 字 检验袁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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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园怨 例中骨肿瘤 愿圆 例袁软组织肿瘤 圆苑 例遥 快速

冷冻切片与最终病理完全符合 远源 例 渊占 缘愿援苑豫冤袁

基本符合 猿远 例渊占 猿猿援园豫冤袁定性诊断为 员园园 例渊占
怨员援苑豫冤曰不能确诊或误诊 怨 例渊占 愿援猿豫冤曰快速冷冻
切片的软组织肿瘤定性诊断率 愿愿援怨豫渊圆源 辕 圆苑冤曰骨肿
瘤定性诊断率 怨圆援苑豫渊苑远 辕 愿圆冤曰其中骨转移癌诊断符

合率占 怨猿豫渊员源 辕 员缘冤袁 用于恶性骨肿瘤手术切缘符
合率 员园园援园豫渊员园 辕 员园冤遥 员园怨 例患者常规石蜡切片病理
诊断与最终病理完全符合 怨猿 例渊占 愿缘援猿豫冤袁基本符合

员源 例渊占 员圆援愿豫冤曰定性诊断 员园苑 例渊占 怨愿援圆豫冤曰误诊
圆 例渊占 员援愿豫冤袁需进一步免疫组化或外院病理会诊

以明确诊断遥 快速病理及常规病理与最终病理完全
符合率比较有显著性统计学差异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遥 但其在
完全符合垣基本符合率即定性诊断率的比较方面无统
计学差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表员

快速冷冻切片和常规石蜡切片诊断结果比较
咱灶渊豫冤暂
完全符合 基本符合 定性诊断 不符合
检查方法
快速冷冻切片 远源渊缘愿援苑冤 猿远渊猿猿援园冤 员园园渊怨员援苑冤 怨渊愿援猿冤
常规石蜡切片 怨猿渊愿缘援猿冤 员源渊员圆援愿冤 员园苑渊怨愿援圆冤 圆渊员援愿冤
约园援园缘
跃园援园缘
约园援园员
约园援园员
孕值

猿 讨

论

众所周知袁 骨与软组织肿瘤的诊断依赖于临
床尧影像及病理学三结合袁其中病理活检对骨与软
组织肿瘤的诊断与分期有着重要的作用袁且相关研
究表明再手术时需切除恶性肿瘤的活检通道咱员暂遥 冰
冻切片的显微镜检查是常用的病理学评估技术袁相
对于石蜡切片诊断需要 猿耀苑 凿 时间袁 其能在较短时
间袁 一般 猿园 皂蚤灶 左右可基本确定肿瘤的良恶性咱圆暂遥
在骨与软组织肿瘤诊治过程中主要用于以下几方
面院淤确保是否获取具有诊断意义的组织遥 在活检
时肉眼不能确定是肿瘤反应区还是肿瘤组织袁尤其
在高度恶性肿瘤中往往不能确定是活性肿瘤组织
还是坏死肿瘤组织袁此时行快速冰冷切片有助于区
分组织的性质袁从而提高阳性率遥 阅怎责怎赠 等咱猿暂在 悦栽
引导下穿刺并采用冷冻切片处理标本袁其诊断准确
率为 怨源豫袁而未用冷冻切片的准确率为 愿愿豫曰于最
终治疗前的确诊遥 如临床及影像怀疑骨转移瘤或合
并病理性骨折袁需髓内钉内固定前冷冻切片有助于
明确病变性质遥 本组骨转移癌诊断符合率占 怨猿援园豫
渊员源 辕 员缘冤袁 可见冰冻切片的检查结果具有重要的参
考意义曰盂手术切缘的评估遥 在切除恶性骨肿瘤时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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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刮取长骨残端髓腔内容物进行切缘活检袁并采用

冷冻切片检查确定肿瘤是否残余遥 本组 员园 例恶性
骨肿瘤残端髓腔内容物术中冰冻切片与术后报告
完全符合袁这对恶性骨肿瘤是否保肢有积极的参考
意义曰榆肿瘤播散的评估遥 冰冻切片有助于确定可
疑病变的性质袁如是否是肿瘤卫星灶或是肿大淋巴
结袁 并进一步区分淋巴结是炎症还是肿瘤累及袁为
确定下一步治疗方案提供依据遥
综上所述袁 冰冻切片检查可以明确协助诊断袁
评估切缘尧肿瘤范围袁然而该检查也具有一定局限
性袁并不适用于所有的骨与软组织肿瘤袁如单纯骨
硬化性病变袁矿化好的骨组织都难以切割尧制片曰脂肪
瘤与低度恶性脂肪肉瘤本身亦难以区分袁因此本文着
重讨论其诊断的总体准确性及失误分析遥评估冰冻切
片在骨与软组织肿瘤诊断中的作用国内外文献报道
很少袁国内尚未见类似相关文献报道遥 国外文献报道
其准确率 愿怨豫耀怨愿豫遥 月怎蚤 等咱源暂报道 缘猿 例骨与软组织
肿瘤能作出定性诊断的有 源苑 例袁占 愿怨豫袁另外一组
员远园 例袁员源源 例能作出定性诊断的占 怨员豫遥 本院定性
诊断率为 怨员援苑豫袁与国外基本一致遥 本组骨与软组织
肿瘤的定性诊断即快速病理与常规病理在完全符合
加基本符合率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曰 病理亚型中袁骨
转移癌的诊断符合率高达 怨猿援园豫袁因此快速冰冻切片
检查结果可作为临床最终治疗前的参考遥 对可疑诊
断袁可以提前为下一步措施的制订做准备遥
与石蜡切片相比袁快速冰冻切片在对骨与软组
织肿瘤中的诊断完全符合率仍有统计学差异袁与有
关文献报道相符咱缘原员园暂遥 影响原因分析院淤临床医生取
材局限袁有时仅取部分小块组织袁或没有取到病变
组织袁影响诊断结果的准确性遥 本组 缘 例冰冻切片
与最终病理不符合主要由于送检组织中仅见凝血
块 圆 例曰于冰冻切片质量差袁对有些假象不熟悉者袁
难以正确辨认遥 如染色欠佳袁细胞结构模糊袁辨认困
难曰细胞境界不清袁体积胀大袁易拉长尧变形等袁胞浆
境界不清袁多核巨细胞难辨认曰细胞浆内嗜酸性颗
粒不清楚曰细胞内出现空泡袁误认为是黏液或脂类
物质曰含水分多的组织易形成冰晶袁在制片过程中
溶解形成空泡曰血管丰富的组织或肿瘤袁在冰冻切
片上呈空白区遥 本组 缘 例冰冻切片与最终病理不符
合其中 猿 例主要是因为冰冻切片质量差袁组织辨认
困难曰盂病理科医生专业训练不够尧经验不足袁很难
在短时间内做出诊断曰 榆疑难病例和交界性病例袁
石蜡切片诊断都很困难袁快速冰冻切片诊断就更加困
难袁常需做免疫组化等观察袁需要延缓诊断袁否则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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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误诊遥本组常规石蜡切片就有 圆 例确诊困难出现

误诊袁需要免疫组化及外院进一步会诊确定遥

估咱允暂援 中华骨科杂志袁圆园员员袁猿员渊远冤院远苑远原远愿园
咱圆暂 郧怎造贼藻噪蚤灶 耘袁郧怎造贼藻噪蚤灶 韵耘袁悦蚤灶早蚤造造蚤燥早造怎 月袁藻贼 葬造援 栽澡藻 增葬造怎藻
燥枣 枣则燥扎藻灶 泽藻糟贼蚤燥灶 藻增葬造怎葬贼蚤燥灶 蚤灶 贼澡藻 皂葬灶葬早藻皂藻灶贼 燥枣 遭燥则凿藻则鄄

为了提高快速冰冻切片的准确率袁骨科医师与
病理科医师应密切配合遥 总体来说应该做到以下几
方面院淤由高年资病理医师担任快速冰冻切片的诊
断工作袁病理医师要在做冰冻诊断前对患者的临床

造蚤灶藻 燥增葬则蚤葬灶 贼怎皂燥则泽 咱允暂援 允 悦葬灶糟藻则 砸藻泽 栽澡藻则袁圆园员员袁苑渊源冤院
源员远原源圆园

咱猿暂 阅怎责怎赠 阅耘袁砸燥泽藻灶遭藻则早 粤耘袁孕怎灶赠葬则葬贼葬遭葬灶凿澡怎 栽袁藻贼 葬造援粤糟鄄

糟怎则葬糟赠 燥枣 悦栽鄄早怎蚤凿藻凿 灶藻藻凿造藻 遭蚤燥责泽赠 皂怎泽糟怎造燥泽噪藻造藻贼葬造 灶藻燥鄄

情况尧影像学等辅助检查结果及初步的临床诊断有
充分的了解曰 于由具有骨肿瘤专业知识的医生取
材袁取具有代表性的组织袁避免取到肿瘤反应区尧坏
死区遥 病理医师取材要细心袁多切面尧多点取材袁尽
量避开出血尧坏死区袁组织块数量要足够袁必要时重
取曰盂制作出高质量的冰冻切片遥 镜检时袁需要找到
充足良性或恶性依据才能报告该肿瘤的良恶性袁能
够组织分型就分型袁不能分型就待常规石蜡切片诊
断结果明确后再分型遥 如果确实病变复杂袁诊断依
据不足袁难以做出诊断时袁不能勉强发出确诊报告袁
以免误诊而带来严重后果曰榆诊断结果应以书面形
式发出袁病理医生需与临床手术医生及时沟通遥 本
院现已采用院内网上报告形式袁如果临床医生对冰
冻报告结果有疑问袁要与病理医师联系尧讨论袁必要
时再次取材送检袁直至临床尧病理结果一致为止遥
总之袁质量好的快速冰冻切片袁经验丰富的病
理医生袁临床尧影像及病理医生的密切配合是保证
快速冷冻切片结果正确的重要条件遥 在严格掌握其
适应症的条件下行冰冻切片检查袁其结果可作为治
疗的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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