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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实性原假乳头状肿瘤的内镜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细胞学特征
郑金榆袁柏 涛袁陈

鸣袁吴鸿雁袁林

旭袁章宜芬鄢袁孟凡青

渊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病理科袁江苏

咱摘

要暂

南京

圆员园园园愿冤

目的院探讨胰腺实性原假乳头状肿瘤渊泽燥造蚤凿鄄责泽藻怎凿燥责葬责蚤造造葬则赠 灶藻燥责造葬泽皂泽袁杂孕晕冤的内镜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渊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怎造贼则葬泽燥怎灶凿鄄早怎蚤凿藻凿 枣蚤灶藻 灶藻藻凿造藻 葬泽责蚤则葬贼蚤燥灶袁耘哉杂鄄云晕粤冤细胞学特征尧免疫细胞化学特点及鉴别诊断遥方法院对 苑 例 耘哉杂鄄云晕粤 细胞学诊
断为 杂孕晕 并经组织病理学证实病例进行细胞病理学和免疫细胞化学观察袁并复习文献遥 结果院杂孕晕 的 耘哉杂鄄云晕粤 结果显示细胞
量大都丰富袁肿瘤细胞温和尧小而一致袁细胞呈圆形或形似浆细胞遥细胞核圆形或卵圆形袁核膜光滑袁染色质细颗粒状袁分布均匀袁

核仁不明显遥 胞浆常较丰富袁苍白至粉红色颗粒状袁其内可见空泡遥 肿瘤细胞或散在分布袁或形成玫瑰花环渊腺泡样冤结构袁或形
成特征性的具有纤维血管轴心的乳头状结构遥 缘 例肿瘤行免疫细胞化学染色袁 结果显示院缘 例 增蚤皂藻灶贼蚤灶尧责则燥早藻泽贼藻则燥灶藻 则藻糟藻责贼燥则

渊孕砸冤尧茁鄄糟葬贼藻灶蚤灶尧悦阅员园尧琢鄄员鄄葬灶贼蚤贼则赠责泽蚤灶 阳性曰源 例 悦阅缘远 强阳性袁员 例局灶弱阳性曰猿 例 悦阅怨怨 核旁点状阳性曰泽赠灶葬责贼燥责澡赠泽蚤灶 强弱不等的

阳性曰圆 例 糟澡则燥皂燥早则葬灶蚤灶 粤 弱阳性曰圆 例 糟赠贼燥噪藻则葬贼蚤灶 粤耘员 辕 粤耘猿 散在阳性遥 结论院胰腺 杂孕晕 的 耘哉杂鄄云晕粤 细胞形态学特点主要表现为

小而一致的肿瘤细胞散在分布或形成具有纤维血管轴心的乳头状结构遥 鉴别诊断包括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尧腺泡细胞癌等遥 免疫细胞
化学 茁鄄糟葬贼藻灶蚤灶 呈核阳性表达袁悦阅员园尧悦阅缘远尧增蚤皂藻灶贼蚤灶尧孕砸 阳性及 悦阅怨怨 核旁点状阳性表达可有助于 杂孕晕 的诊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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耘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怎造贼则葬泽燥怎灶凿鄄早怎蚤凿藻凿 枣蚤灶藻 灶藻藻凿造藻 葬泽责蚤则葬贼蚤燥灶 糟赠贼燥造燥早赠 燥枣 泽燥造蚤凿鄄责泽藻怎凿燥责葬责蚤造造葬则赠
灶藻燥责造葬泽皂泽 燥枣 贼澡藻 责葬灶糟则藻葬泽

在澡藻灶早 允蚤灶赠怎袁月葬蚤 栽葬燥袁悦澡藻灶 酝蚤灶早袁宰怎 匀燥灶早赠葬灶袁蕴蚤灶 载怎袁在澡葬灶早 再蚤枣藻灶鄢袁酝藻灶早 云葬灶择蚤灶早
渊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孕葬贼澡燥造燥早赠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阅则怎皂 栽燥憎藻则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粤 枣枣蚤造蚤葬贼藻凿 贼燥 酝藻凿蚤糟葬造 杂糟澡燥燥造 燥枣 晕葬灶躁蚤灶早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袁
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园愿袁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栽燥 蚤灶增藻泽贼蚤早葬贼藻 糟赠贼燥造燥早蚤糟 枣藻葬贼怎则藻泽袁蚤皂皂怎灶燥糟赠贼燥糟澡藻皂蚤糟葬造 责则燥枣蚤造藻泽 葬灶凿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蚤葬造 凿蚤葬早灶燥泽藻泽 燥枣 泽燥造蚤凿鄄责泽藻怎凿燥责葬责蚤造造葬则赠

灶藻燥责造葬泽皂泽渊杂孕晕冤 燥枣 贼澡藻 责葬灶糟则藻葬泽 蚤灶 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怎造贼则葬泽燥怎灶凿鄄早怎蚤凿藻凿 枣蚤灶藻 灶藻藻凿造藻 葬泽责蚤则葬贼蚤燥灶 渊耘哉杂鄄云晕粤冤泽责藻糟蚤皂藻灶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栽澡藻

糟赠贼燥责葬贼澡燥造燥早蚤糟葬造 葬灶凿 蚤皂皂怎灶燥糟赠贼燥糟澡藻皂蚤糟葬造 枣藻葬贼怎则藻泽 憎藻则藻 泽贼怎凿蚤藻凿 蚤灶 苑 糟葬泽藻泽 燥枣 杂孕晕袁憎澡燥 憎藻则藻 凿蚤葬早灶燥泽藻凿 遭赠 耘哉杂鄄云晕粤 糟赠贼燥造燥早赠 葬灶凿

憎藻则藻 糟燥灶枣蚤则皂藻凿 遭赠 澡蚤泽贼燥责葬贼澡燥造燥早赠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杂葬皂责造藻泽 燥枣 耘哉杂鄄云晕粤 早燥贼贼藻灶 枣则燥皂 杂孕晕 憎藻则藻 怎泽怎葬造造赠 澡蚤早澡造赠 糟藻造造怎造葬则援 栽怎皂燥则 糟藻造造泽 憎藻则藻
怎泽怎葬造造赠 泽皂葬造造 葬灶凿 怎灶蚤枣燥则皂袁则燥怎灶凿鄄贼燥鄄责造葬泽皂葬糟赠贼燥蚤凿袁澡葬凿 责葬造藻鄄贼燥鄄早则葬灶怎造葬则 糟赠贼燥责造葬泽皂 憎蚤贼澡 增葬糟怎燥造藻泽援 栽澡藻 灶怎糟造藻蚤 燥枣 灶藻燥责造葬泽贼蚤糟 糟藻造造泽 憎藻则藻

怎泽怎葬造造赠 则燥怎灶凿 燥则 燥则遭蚤糟怎造葬则鄄燥增葬贼藻袁憎蚤贼澡 泽皂燥燥贼澡 糟燥灶贼燥怎则泽袁枣蚤灶藻 葬灶凿 藻增藻灶造赠 凿蚤泽责藻则泽藻凿 早则葬灶怎造葬则 糟澡则燥皂葬贼蚤灶援 晕怎糟造藻燥造蚤 憎藻则藻 灶燥贼 泽藻藻灶 燥则
蚤灶糟燥灶泽责蚤糟怎燥怎泽援 栽澡藻 灶藻燥责造葬泽贼蚤糟 糟藻造造泽 憎藻则藻 责则藻泽藻灶贼藻凿 葬泽 凿蚤枣枣怎泽藻凿 凿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袁则燥泽藻贼贼藻 辕 葬糟蚤灶葬则 责葬贼贼藻则灶袁葬灶凿 皂燥则藻 泽责藻糟蚤枣蚤糟葬造造赠袁责葬责蚤造造葬藻 憎蚤贼澡
枣蚤遭则燥增葬泽糟怎造葬则 糟燥则藻泽援 陨皂皂怎灶燥糟赠贼燥糟澡藻皂蚤糟葬造 泽贼葬蚤灶蚤灶早 憎葬泽 责藻则枣燥则皂藻凿 燥灶 缘 糟葬泽藻泽援 灾蚤皂藻灶贼蚤灶袁责则燥早藻泽贼藻则燥灶藻 则藻糟藻责贼燥则袁茁鄄糟葬贼藻灶蚤灶袁悦阅员园袁悦阅缘远
葬灶凿 琢鄄员鄄葬灶贼蚤贼则赠责泽蚤灶 泽澡燥憎藻凿 泽贼则燥灶早 责燥泽蚤贼蚤增蚤贼赠 蚤灶 葬造造 缘 糟葬泽藻泽袁葬灶凿 泽赠灶葬责贼燥责澡赠泽蚤灶袁糟澡则燥皂燥早则葬灶蚤灶 粤袁糟赠贼燥噪藻则葬贼蚤灶 粤耘员 辕 粤耘猿 葬泽 憎藻造造 葬泽 悦阅怨怨

增葬则蚤葬遭造藻 责燥泽蚤贼蚤增蚤贼赠 蚤灶 泽燥皂藻 燥枣 贼澡藻 糟葬泽藻泽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悦赠贼燥鄄皂燥则责澡燥造燥早蚤糟葬造 糟澡葬则葬糟贼藻则蚤泽贼蚤糟泽 燥枣 杂孕晕 蚤灶糟造怎凿藻泽 泽皂葬造造 怎灶蚤枣燥则皂 贼怎皂燥则 糟藻造造泽袁

憎澡蚤糟澡 葬则藻 凿蚤泽责藻则泽藻 燥则 葬则则葬灶早藻凿 蚤灶 责葬责蚤造造葬藻 憎蚤贼澡 枣蚤遭则燥增葬泽糟怎造葬则 糟燥则藻泽援 阅蚤枣枣藻则藻灶贼蚤葬造 凿蚤葬早灶燥泽藻泽 燥枣 杂孕晕 蚤灶糟造怎凿藻 责葬灶糟则藻葬贼蚤糟 藻灶凿燥糟则蚤灶藻
灶藻燥责造葬泽皂 葬灶凿 葬糟蚤灶葬则 糟藻造造 糟葬则糟蚤灶燥皂葬 藻贼糟援 栽澡藻 藻曾责则藻泽泽蚤燥灶 燥枣 茁鄄糟葬贼藻灶蚤灶袁悦阅员园袁悦阅缘远袁增蚤皂藻灶贼蚤灶袁责则燥早藻泽贼藻则燥灶藻 则藻糟藻责贼燥则 葬灶凿 悦阅怨怨 糟葬灶
责则燥皂燥贼藻 贼澡藻 凿蚤葬早灶燥泽蚤泽 燥枣 杂孕晕援

咱Key words暂 责葬灶糟则藻葬贼蚤糟 灶藻燥责造葬泽皂泽曰泽燥造蚤凿鄄责泽藻怎凿燥责葬责蚤造造葬则赠 灶藻燥责造葬泽皂曰糟赠贼燥责葬贼澡燥造燥早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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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金榆等院胰腺实性原假乳头状肿瘤的内镜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细胞学特征

胰腺实性占位性病变的术前诊断极其重要遥 随
着影像学技术的发展袁尤其是超声内镜技术的不断
完善袁胰腺细针穿刺在术前诊断胰腺实性肿块中发
挥了巨大作用袁为临床制定下一步诊疗方案提供了
依据遥 胰腺实性原假乳头状肿瘤渊泽燥造蚤凿鄄责泽藻怎凿燥责葬责蚤造鄄

造葬则赠 灶藻燥责造葬泽皂泽袁杂孕晕冤是一种多见于年轻女性的胰腺
肿瘤袁 约占胰腺全部肿瘤的 园援员苑豫耀圆援苑园豫及胰腺外
分泌肿瘤的 员豫耀圆豫 咱员暂遥 本研究总结 杂孕晕 的细胞病
理学诊断特点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复习遥

员援员 材料
收 集南 京大 学 医学 院附 属 鼓 楼 医 院 圆园园愿要

圆园员源 年经细胞病理学诊断并经术后组织病理学证
实的 杂孕晕 苑 例袁重新阅读细胞学尧免疫细胞化学及
组织学切片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细胞蜡块制备
细胞学样本均由内镜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渊藻灶鄄
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怎造贼则葬泽燥怎灶凿鄄早怎蚤凿藻凿 枣蚤灶藻 灶藻藻凿造藻 葬泽责蚤则葬贼蚤燥灶袁
耘哉杂鄄云晕粤冤获得袁直接涂片后剩余样本采用直接法
制备细胞蜡块遥 细胞蜡块制备步骤如下咱圆暂院淤将吸出
物放入装有 圆园 皂蕴 冰醋酸乙醇液的试管中袁振荡混
匀曰于以 圆 园园园 则 辕 皂蚤灶 离心 缘 皂蚤灶袁去除上清液曰盂加
表员

栽葬遭造藻 员

源
缘
远
苑

入 源豫中性缓冲甲醛液袁混匀曰榆以 圆 园园园 则 辕 皂蚤灶 离

心 缘 皂蚤灶袁 去除上清液曰 虞轻轻沿管壁加入 怨缘豫乙

醇袁静置 员耀圆 澡曰愚待沉淀物凝集成块后袁用尖头的
硬签或镊子轻轻将沉淀物挑出袁用棉纸包好后放入
包埋盒曰舆常规脱水尧透明尧包埋尧切片袁常规 匀耘 染
色或免疫细胞化学染色遥
员援圆援圆

免疫细胞化学染色

免疫细胞化学采用 耘灶灾蚤泽蚤燥灶 二步法袁阅粤月 显色遥
使用的一抗有 茁鄄糟葬贼藻灶蚤灶 渊员颐员园园 稀释袁在赠皂藻凿 公司袁公

司袁美国冤袁悦阅怨怨渊员颐员园园 稀释袁阅葬噪燥 公司袁丹麦冤袁悦阅缘远

员 材料和方法

病例
员
圆
猿

窑员圆苑怨窑

渊员 颐员园园 稀 释 袁晕燥增燥糟葬泽贼则葬 公 司 袁 英 国 冤袁糟赠贼燥噪藻则葬贼蚤灶
粤耘员 辕 粤耘猿渊悦运 粤耘员 辕 粤耘猿冤渊员颐缘园园 稀释袁晕藻燥皂葬则噪藻则泽 公

司袁英国冤袁增蚤皂藻灶贼蚤灶渊灾蚤皂冤渊员颐愿园园 稀释袁阅葬噪燥 公司袁丹
麦冤袁泽赠灶葬责贼燥责澡赠泽蚤灶 渊杂赠灶冤渊员颐猿园园 稀释袁晕燥增燥糟葬泽贼则葬 公
司袁英国冤袁糟澡则燥皂燥早则葬灶蚤灶 粤渊悦早粤冤渊员颐源园园 稀释袁晕燥增燥糟葬泽鄄
贼则葬 公司袁英国冤袁琢鄄员鄄葬灶贼蚤贼则赠责泽蚤灶渊琢鄄粤栽冤渊员颐员园 园园园 稀释袁
阅葬噪燥 公司袁丹麦冤袁责则燥早藻泽贼藻则燥灶藻 则藻糟藻责贼燥则渊孕砸冤渊员颐圆园园 稀
释袁晕藻燥皂葬则噪藻则泽 公司袁英国冤袁悦阅员园渊员颐愿园 稀释袁阅葬噪燥 公
司袁丹麦冤遥 二抗检测系统购自丹麦 阅葬噪燥 公司遥
圆

结 果

圆援员

临床资料
苑 例患者中女 缘 例袁男 圆 例遥 年龄 圆猿耀源远 岁袁平
均 猿缘援苑 岁袁其余临床资料见表 员遥

苑 例 杂孕晕 患者的临床资料

悦造蚤灶蚤糟葬造 凿葬贼葬 燥枣 苑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杂孕晕

症状
发现胰腺占位 圆 月余
间歇性上腹部胀痛 员 年
腰部酸痛不适 猿 年袁加重
员 个月
间断性中上腹胀痛 猿 年
间断性上腹疼痛 员园 凿

肿瘤部位
胰尾部
胰头部
胰尾部

肿瘤大小渊糟皂冤
缘援缘 伊 源援缘 伊 猿援园
猿援园 伊 圆援缘 伊 圆援缘
怨援员 伊 愿援园 伊 远援园

胰头部
胰尾部

员援苑 伊 员援圆 伊 员援园
猿援源 伊 圆援苑 伊 圆援缘

间歇性腹胀 员 年袁 发现胰
腺占位 员 个月
发现胰体尾占位 员 个月

胰颈部

圆援缘 伊 圆援园 伊 圆援园

影像学特点
月 超院囊实性肿块伴点状钙化
月 超院囊实性肿块袁边界清楚
月 超院囊实性占位袁有包膜袁边缘有
点状钙化
月 超院囊实性混合回声占位伴钙化
月 超院回声不均的实质性肿块袁其
内见点状钙化
悦栽院胰颈部结节状低密度影

胰尾部

猿援园 伊 圆援缘 伊 圆援园

月 超院囊实性肿块袁有包膜

圆援圆 杂孕晕 细胞形态学特征
远 例 杂孕晕 细胞学涂片 样本细 胞 量丰 富袁员 例
因血液野污染冶样本量较少遥 多数病例肿瘤细胞小
而一致袁核浆比低袁呈浆细胞样遥 细胞核小袁圆形
或椭圆形袁核染色质细腻且分布均匀袁核膜光滑袁
核仁不明显袁细胞核常偏位分布遥 员 例肿瘤细胞
核增大袁染色质增粗袁具 有异型性遥 胞浆常较丰
富袁粉染或含细小空泡而呈 苍白淡染袁 部分病例

手术方式
胰体尾切除术
宰澡蚤责责造藻 术
胰体尾垣脾切除术
保留十二指肠的胰腺切除术
胰体尾切除术
中段胰切除垣营养性空肠造
瘘切除术
胰体尾垣脾切除术

胞 浆内可见大 的空泡遥 肿 瘤细胞可单 个 散在 分
布袁或松散聚集形成玫瑰花环渊腺泡样冤结构袁远 例
可见乳头状结构遥 乳头轴心为纤维性成分袁一些
病例乳头结构较纤细含有毛细血管袁一些病例乳
头结构则较宽大袁纤维性轴心常发生黏液变性或
透明变性袁乳头表面覆盖 员耀缘 层肿瘤细胞遥 猿 例
背 景中可见坏 死尧 泡沫样 组织细胞及 细胞 碎 屑
渊图 员冤遥

窑员圆愿园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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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月

阅

悦

耘

粤院较纤细的乳头状结构袁纤维血管轴心黏液变性袁肿瘤细胞单个散在及被覆于乳头表面渊传统涂片袁匀耘袁伊员园园冤曰月院温和一致的肿瘤细胞覆

盖于纤维血管轴心表面袁形成粗大的乳头状结构袁纤维血管轴心透明变性和黏液变性渊细胞蜡块袁匀耘袁伊圆园园冤曰悦院肿瘤细胞小而一致袁浆细胞样袁
单个散在及形成玫瑰花环渊腺泡样冤结构渊传统涂片袁匀耘袁伊圆园园冤曰阅院肿瘤细胞温和一致袁核染色质细腻均匀袁胞浆淡染袁细胞边界不清渊传统涂片袁
匀耘袁伊源园园冤曰耘院肿瘤细胞呈野浆细胞样冶袁核偏位分布袁胞浆粉染细颗粒状袁可见胞浆内空泡渊传统涂片袁匀耘袁伊源园园冤遥

图员

云蚤早怎则藻 员

杂孕晕 细胞形态学特征

悦赠贼燥皂燥则责澡燥造燥早蚤糟葬造 糟澡葬则葬糟贼藻则蚤泽贼蚤糟泽 燥枣 杂孕晕 糟藻造造泽

圆援猿 免疫细胞化学
苑 例标本中 圆 例因样本量过少无法行免疫细胞
化学染色袁其余 缘 例均行免疫细胞化学染色渊表 圆袁
图 圆冤遥
表圆

栽葬遭造藻 圆

缘 例 杂孕晕 免疫细胞化学染色结果

陨皂皂怎灶燥糟赠贼燥糟澡藻皂蚤泽贼则赠 泽贼葬蚤灶蚤灶早 燥枣 杂孕晕 渊例冤

蛋白名称
增蚤皂藻灶贼蚤灶
茁鄄糟葬贼藻灶蚤灶
孕砸
悦阅缘远
悦阅员园
悦阅怨怨
杂赠灶
悦早粤
琢鄄粤栽
悦运 粤耘员 辕 粤耘猿

猿 讨

强阳性
缘
缘
缘
源
缘
园
员
园
员
园

弱阳性
园
园
园
员
园
猿
猿
圆
源
圆

阴性
园
园
园
园
园
圆
员
猿
园
猿

论

杂孕晕 是一种少见的具有恶性潜能的胰腺肿瘤袁
好发生于年轻女性袁胰尾部多见遥 其临床症状无特
异性袁肿瘤多为无意中发现遥 影像学上 杂孕晕 一般表
现为大的囊实性混杂的境界清楚的肿块咱猿暂遥 尽管杂孕晕
被归为胰腺外分泌肿瘤袁但其起源及发病机制至今
未明遥 一些学者认为袁杂孕晕 起源于胰腺多能干细胞

或女性生殖芽细胞咱员暂遥
杂孕晕 肿瘤细胞小而一致袁 核浆比低袁 呈浆细胞
样遥 细胞核圆形或椭圆形袁核染色质细腻均质状袁核
膜光滑袁但常见核沟或核压迹袁无核仁或有小的不
明显的核仁袁核分裂像不常见遥 本研究中 员 例肿瘤
细胞核增大袁染色质增粗袁具有异型性袁目前尚不清
楚细胞形态学的异型性表现是否能预测肿瘤的生
物学行为遥 肿瘤细胞边界不清袁胞浆可含小空泡而
苍白淡染袁偶尔可见胞浆内大的透明空泡袁也可表
现粉染细颗粒状胞浆渊胞浆内可有透明小球冤袁有时
可 见 胞 浆 拖 尾 而 形 成 野 拖 尾 细 胞 冶 渊糟藻则糟葬则蚤枣燥则皂
糟藻造造泽冤遥 肿瘤细胞单个散在分布袁或形成玫瑰花环渊腺
泡样冤结构袁或常形成乳头状结构遥 乳头轴心为纤维
血管成分袁 一些病例乳头结构较纤细含有毛细血
管袁一些病例乳头则较宽大袁纤维性轴心发生黏液
变性或透明变性袁 乳头表面覆盖 员耀缘 层肿瘤细胞袁
在细胞蜡块切片中袁乳头状结构显示地更加清楚明
晰咱源原缘暂遥
杂孕晕 与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尧 腺泡细胞癌在临
床表现尧影像学尧形态学方面均有一定重叠袁不易鉴
别遥 文献报道袁单个细胞及玫瑰花环渊腺泡样冤排列尧
圆细胞原浆细胞样细胞尧苍白原细颗粒状胞浆尧胞浆
内细小空泡尧双核细胞是这 猿 种肿瘤共同的细胞形
态学特征袁 而乳头状结构尧野拖尾细胞冶渊糟藻则糟葬则蚤枣燥则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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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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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员圆愿员窑

悦

阅

耘

粤院肿瘤细胞表达 灾蚤皂藻灶贼蚤灶曰月院肿瘤细胞表达 悦阅员园曰悦院肿瘤细胞表达 悦阅缘远曰阅院肿瘤细胞表达 茁鄄糟葬贼藻灶蚤灶曰耘院肿瘤细胞表达 孕砸遥

图圆

云蚤早怎则藻 圆

免疫细胞化学染色结果渊细胞蜡块袁耘灶灾蚤泽蚤燥灶 法袁伊圆园园冤

砸藻泽怎造贼泽 燥枣 蚤皂皂怎灶燥糟赠贼燥糟澡藻皂蚤泽贼则赠 泽贼葬蚤灶蚤灶早渊糟藻造造 遭造燥糟噪袁耘灶灾蚤泽蚤燥灶 皂藻贼澡燥凿袁伊圆园园冤

糟藻造造泽冤尧大的胞浆空泡尧肾形核尧胞浆内透明小球或嗜
伊红物质尧退变特征渊胆固醇结晶尧 钙化物尧 泡沫细
胞尧多核巨细胞冤则在 杂孕晕 中更常出现咱远暂遥 允澡葬造葬 等咱苑暂
报道袁大的胞浆内透明空泡是鉴别 杂孕晕 的一个有用
特征遥 近来袁伴有黏液样基质的纤维血管轴心的乳
头状分支结构被认为是 杂孕晕 细胞学制片中最具特
征性的结构特点咱源袁愿暂遥 当肿瘤细胞以散在分布为主而
缺乏乳头状结构时袁仅依靠细胞形态学诊断 杂孕晕 较
为困难袁制备细胞蜡块行免疫细胞化学可帮助诊断
确立遥 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的特征是细胞核常为椒
盐样袁排列方式常单个散在及形成玫瑰花环渊腺泡
样冤结构遥 腺泡细胞癌肿瘤细胞核染色质粗袁常可见
明显核仁袁排列方式上则表现为形成大量腺泡状结
构遥 此外袁如果 杂孕晕 穿刺得到的样本主要以囊性区
域退变成分为主袁则需要与假性囊肿相鉴别遥
杂孕晕 的免疫表型多样袁可不同程度地表达上皮尧
神经内分泌尧 胰酶标记袁 如 悦运尧琢鄄粤栽袁琢鄄粤悦栽尧杂赠灶尧
悦早粤 和 晕杂耘 等遥 但与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相比袁
杂孕晕 的上皮尧神经内分泌标记表达阳性率低且不稳
定遥 茁鄄糟葬贼藻灶蚤灶 突变导致 宰灶贼 通路失活袁在 杂孕晕 发病
中具有重要作用袁 免疫细胞化学显示核强阳性表
达遥孕砸 在 杂孕晕 中常呈强阳性表达袁表明 杂孕晕 可能是
激 素 依 赖 性 肿 瘤 遥 此 外 袁杂孕晕 中 增蚤皂藻灶贼蚤灶尧悦阅员园尧
悦阅缘远 常呈弥漫阳性 咱怨原员园暂遥 郧怎燥 等 咱员员暂 发现袁悦阅怨怨 在
杂孕晕 中表现为核旁点状阳性袁在内分泌肿瘤中则定
位于细胞膜或细胞膜及细胞浆同时阳性袁腺泡细胞
癌则不表达 悦阅怨怨遥

外科手术切除肿瘤是 杂孕晕 的首选治疗方式袁预
后良好遥 常用的手术方式包括保留十二指肠的胰头
切除术尧胰体尾切除及脾脏切除术尧保留脾脏的胰
体尾切除术等遥 近年来袁有学者采用射频消融术治
疗 杂孕晕袁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咱员圆暂遥 术前或射频消融
术前通过 耘哉杂鄄云晕粤 取得细胞病理学诊断袁 对于 杂孕晕
患者的治疗方式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遥
总之袁杂孕晕 是一种多发于年轻女性的胰腺肿瘤袁
耘哉杂鄄云晕粤 穿刺细胞学可在术前对 杂孕晕 做出准确诊
断袁 免疫细胞化学染色对 杂孕晕 诊断具有一定帮助遥
术前明确细胞病理学诊断有助于临床制定更加科
学合理的治疗方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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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奖评选表彰结果公布袁经评审委员会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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