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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镜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细胞学诊断食管胃肠道间质瘤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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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镜超声的应用明显提高了消化道病变的诊
断水平，内镜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endoscopic ultra⁃
sonography guided fine needle aspiration，EUS ⁃ FNA）
可以对消化道病变同时进行超声、细胞学涂片及组
织学活检，更好地帮助诊断及指导治疗，因此胃肠
道间质瘤（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GIST）诊断
水平明显增高。GIST 主要发生于胃和肠道，是胃肠
道最常见的间叶源性肿瘤［1］。食管原发性 GIST 较
为少见，约占食管间叶性肿瘤的 25%，仅占 GIST 总
病例的不到 1%［2］。关于食管原发性 GIST 行 EUS⁃
FNA 细胞学诊断的病例，国内缺乏其细胞学相关报
道，现将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收治的 1 例
食管原发性 GIST 报道如下。

黏膜下隆起，隆起表面光滑，余各段黏膜色泽正常
（图 2）；内镜超声示食管一巨大占位性病变，病变处
食管 5 层结构欠清晰，病变起源显示不清，其内回声
不均匀，多普勒示病变内血流不丰富，超声造影未
见增强。随后在内镜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穿刺组
织进行涂片并送病理检查。患者自诉 5 年前无明显
诱因出现间断反酸、烧心，行超声胃镜检查提示食
管 GIST，横径 7.5 mm×8.4 mm，结节起源于固有肌层
浅层，于院外口服药物症状缓解后未行手术切除。
瑞氏染色涂片中可见成团的梭形细胞及上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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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资料

患者，男性，69 岁，半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进行
性吞咽困难，可进食干饭、肉块，但需细嚼后才可吞
咽，于 2019 年 8 月就诊于本院。心脏彩超示右心房
后下方下腔静脉入口处探及不规则混合回声大团块，
活动度差。胸部 CT 平扫+增强示中纵隔食管下段旁
见巨大占位，
其内密度尚均，
截面约8.4 cm×6.0 cm，
邻
近食管管腔狭窄；增强后肿块内可见少量片絮样强
化（图 1）。上消化道钡餐造影：食道下段右后壁呈
较长外压式改变，食道向左前方移位，食道边壁、黏
膜连续光整，未见明显充盈缺损、破坏、狭窄、异常
扩张等征象。内镜下食管距门齿 34~40 cm 处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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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 CT 增强示中纵隔食管下段旁占位，其内密度尚均，截面约

8.4 cm×6.0 cm。

图 1 胸部 CT 检查结果

胃镜示食管距门齿 34~40 cm 可见一黏膜下隆起，
隆起表面光滑。

图2

内镜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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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细胞，核染色质呈细颗粒状，细胞间可见胶原样
物质及黏液样基质（图 3A）。HE 染色细胞涂片内可
见多量异型细胞团，其中部分区域细胞呈梭形，部
分区域细胞呈上皮样（图 3B）。梭形细胞呈长钝圆
形，核膜轻度不规则；上皮样细胞区排列稍致密，核
呈圆形、卵圆形，胞浆略丰富呈嗜酸性；梭形细胞及
上皮样细胞核染色质分布较均匀，隐约可见核仁
（图 3C）。背景中可见松散排列的梭形细胞。细胞
蜡块镜下：较多量凝血组织内可见少量成团及散在
分布的异型细胞，细胞中等密度，呈巢状、条索状交
错排列，细胞胞浆略丰富呈上皮样，灶性区呈梭形、
不规则形，胞浆嗜双色性，细胞无明显异型性，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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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核分裂象，细胞间可见多量黏液样基质（图
3D）。细胞蜡块免疫细胞化学染色示 CD117、CD34
及 Dog ⁃ 1 均 呈 强 阳 性 表 达 ，而 CK8/18、P63、EMA、
Desmin、
S100、
Calponin、
TTF1、
MYB、
CK均阴性，
Ki⁃67
密集区增殖指数约为 3%。 结合细胞学形态及免疫
细胞化学检查结果考虑为 GIST。该患者 1 个月后于
外院行食管肿瘤剜除术，术后组织病理诊断与细胞
学穿刺结果一致，术后参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2008 年 GIST 危险度分级评判为高危险度（肿
瘤最大径 8 cm，核分裂约 7 个/50HPF）。
截至随访日期 2020 年 4 月 9 日，患者目前一般
情况良好，未行药物治疗，未发生复发及转移。

B

C

D

A：EUS⁃FNA 涂片中细胞形态与其 HE 中形态表现较一致，高倍镜下核染色质细腻，细胞间可见胶原性及黏液状基质（瑞氏染色，×100）；B：

EUS⁃FNA 涂片中可见成团排列的梭形细胞（左中上区）及上皮样细胞（右下区）。背景中见松散分布的梭形细胞（HE，×100）；C：EUS⁃FNA 涂片
中高倍镜下梭形细胞呈杂乱分布，染色质细腻，隐约可见核仁（HE，×400）；D：细胞蜡块镜下示凝血块中可见少量成团的上皮样细胞，胞浆丰
富略呈嗜双色性，细胞无明显异型性，未见明确核分裂象，细胞间可见黏液样基质（HE，×200）。

图3

2

病理检查结果

讨 论

食管 GIST 发病率为 0.1/100 万~0.3/100 万，多见
于中老年男性，中位年龄约为 61 岁［3］。食管 GIST 多
发生于食管下段（占 86.84%），少部分发生于食管中
段（占 11.40%），食管上段罕见［4］。食管 GIST 往往无
特征性临床症状及体征，多表现为吞咽困难（约
51%），少部分为体重减轻（约 20%）及出血（10%），
其余病例为体检时偶然发现［3］。本例为69岁男性，以
吞咽困难就诊，距门齿 34~40 cm 处食管黏膜下占
位，临床表现与文献报道相似。虽然内镜超声、CT
扫描等影像学检查对食管肿瘤的部位、大小、深度、
起源等提供一定参考，但由于其临床表现、内镜与
影像学表现均难以与食管平滑肌肿瘤区分，以往经
常被误诊为平滑肌肿瘤。随着免疫组织化学及分
子诊断的广泛应用，才逐渐被认知。
GIST 的穿刺涂片细胞可见部分细胞排列紧凑，
部分细胞可散在分布；细胞往往呈梭形，核细长、椭
圆形或锥形，
纤维性胞浆，
染色质分布较为均匀，
呈细
［5］
颗粒状；
涂片背景内可见散在分布的梭形细胞 。部
分病例可见上皮样细胞，细胞核圆形，核膜光滑，胞
浆内可见微小空泡［6］。涂片背景常见细胞外基质，

呈胶原性或黏液状。GIST 除了与食管梭形细胞肿
瘤鉴别外，还与平滑肌肿瘤、神经鞘瘤等相鉴别。
平滑肌瘤有时与 GIST 难以区分，其涂片背景可见坏
死组织碎片及可存在黏液样基质，成团的细胞排列
相对松散，细胞大小均匀，很少有核重叠；细胞纺锤
形，胞浆嗜酸性，可有小空泡，极少数病例可呈上皮
样；核长钝圆呈细棒状，形状从椭圆形到明显拉长，
核膜光滑，有时呈轻微的波浪状，核染色质分布均
匀，偶可见淡染的核仁［7］。食管平滑肌瘤与 GIST 涂
片中最重要的区分特点是细胞的密度和细胞片段
的黏附性，虽然平滑肌肉瘤可呈较大的细胞密度，
但往往表现出较多的核分裂及坏死［7］。神经鞘瘤细
胞学特征为胶原性背景中，细胞核多呈梭形波浪
状，核两端尖细，局部区核可呈栅栏排列［8］。此外，
由于本例涂片中部分区细胞呈上皮样，需排除异位
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血管球瘤、腺癌等［9］。
食管 GIST 组织病理形态与胃肠道 GIST 相似，
手术完整切除标本，结节往往境界较清，细胞可呈
梭形、上皮样或混合型，主要由中等密度的细胞构
成，免疫组化 CD117 和 CD34 阳性率分别为 100%和
98%，约 30%病例 SMA、Actin 和 Desmin 可以部分阳
性，S⁃100 绝大多数呈阴性表达，可以鉴别常见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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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肌肿瘤、神经鞘瘤［3］。细胞蜡块组织学表现与手
术标本类似，主要表现为中等密度的梭形、上皮样
或混合细胞形态。本例细胞蜡块中细胞免疫化学
染 色 CD117、CD34 及 Dog ⁃ 1 均 呈 强 阳 性 表 达 ，而
CK8/18、P63、EMA、Desmin、S100、Calponin、TTF1、
MYB、CK 均阴性表达也排除了肉瘤样癌、肌上皮肿
瘤、腺样囊性癌、血管球瘤、基底细胞腺瘤等可能。
分 子 诊 断 检测发现食管 GIST 中 C ⁃ KIT 突变约占
60%，其余均为 C⁃KIT 野生型，目前暂无 PDGFRA 突
变病例报道，与胃肠部位发生的 GIST 突变频率有所
不同［1，3-4］。本病例由于穿刺组织量较少，未行分子
检测。
由于食管 GIST 病例较为少见，文献中尚缺乏大
规模多中心的研究，主要参考肿瘤最大径、核分裂
象、坏死等特征［3］。有人认为肿瘤最大径＞9 cm 和
核分裂＞5 个/50HPF 提示是高危因素［10］；也有学者
认为肿瘤 FDP 代谢升高、最大径＞7.5 cm 和核分裂
＞75 个/50HPF 是高危因素［11］；对食管 GIST 的危险
度分级需要进一步研究。Feng 等［4］研究发现食管发
生的 GIST 较胃 GIST 无病生存期及总生存期更短，
提示其有较高的复发率及病死率。一般来说，对于
较小的食管 GIST（最大径 2~5 cm）可以行肿瘤剜除
术，对于最大径＞9 cm 的肿瘤应进行部分食管肿瘤
切除术，以减少 GIST 复发的风险［10，12］。伴有 C⁃KIT
突变的食管 GIST 使用伊马替尼治疗有效［11］。本病
例由于难以接受食管切除术，行食管肿块剜除，术
后行免疫组化诊断为 GIST（高危险度，肿瘤最大径
8 cm，核分裂约 7 个/50HPF），未行药物治疗。
食管 GIST 由于手术前活检取材困难，超声内镜
可辅助起源定位和性质评估。虽有文献认为胃
GIST 行黏膜下肿块切除活检的检测诊断率优于
EUS⁃FNA，但文献报道的 EUS⁃FNA 诊断率为 80%~
91%，且可以进行术中涂片现场快速细胞评估［13］。
EUS⁃FNA 是一种较为安全的技术，报道的穿刺并发
症为 0.3%~2.2%，包括感染、体腔内或体腔外出血及
急性胰腺炎等［14- 15］。虽一些研究者认为 EUS⁃FNA
穿刺细胞学可以用于食管 GIST 与平滑肌瘤的鉴别，
但穿刺活检可能会造成肿瘤出血、破碎甚至增加肿
瘤扩散的风险，这一观点仍有争议［16］。影响 EUS⁃
FNA 诊断率的因素主要包括肿瘤大小、穿刺针规
格、穿刺技巧、制片因素、显微镜下有效诊断区域和
细胞蜡块的质量［21-22］。对于存在坏死、出血囊性变
及细胞量少的病例，
细胞学诊断存在一定局限性。
食管 GIST 较为少见，EUS⁃FNA 穿刺细胞学是

一种准确、安全的检测方法，结合其临床病史、内镜
及免疫细胞化学结果，必要时可结合分子病理进一
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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