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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颈微偏离腺癌2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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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

[摘要】目的：探讨子宫颈微偏离腺癌(minimal deviation adenocarcinoma，MDA)的临床特征、组织病理学形态、诊断、鉴别诊断及

治疗方法。方法：复习2例MDA的相关l临床资料，并对其进行组织学观察，结合文献进行探讨。结果：MDA患者白带增多呈

水样。颈管粗大外观正常，无特异性，子宫颈活检易漏诊。子宫颈肥大呈桶状，切面见子宫颈纤维肌层增厚，质地硬，有多个不

规则微小囊腔形成。大部分肿瘤细胞异型性小，接近正常子宫颈黏液性腺上皮，但腺体大多呈不规则的囊状扩张、扭曲，有鸡

爪样触角形成，腺体呈浸润性生长，并有纤维间质反应，肿瘤组织易侵犯脉管和神经组织。2例预后均很差。结论：MDA是一

种较罕见的、细胞学异型性极轻微、宫颈刮片及活检不易明确诊断的、易被诊断为潜在恶性而生物学行为为恶性的子宫颈腺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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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study the clinical and histo pathological features，diagnosis，differenti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minim／d

deviation adenocarcinoma(MDA)of cervix．Methods：The clinical data of two cases of MDA were coHected．Histopathologieal

examination Was performed and the literature related Was reviewed．Results：The main clinical symptoms of MDA were watery

leueorrhea，and large and hard cervix．It was often misdiagnosed by biopsy．There were many irregular microcysts in the cervix wall，and

the cervix wall Was hypertrophic．The pathological findings showed hyperplasia of the glands，which were irregular，twisted and cystic，

feeling like chicken claw．Invasion Was often observed around the vessels and the nervolls tissues．The prognosis of the two cases was

very poor．Conclusiom：MDA is a kind of malignant adenoma of cervix witIl little dysplasia in cytology．MDA is very difficult to

diagnose with cytological examination and biopsy，and is often misdiagnosed酗benign tumor。but has a malignant biologic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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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颈微偏离腺癌(minimal deviation

adenocarcinoma，MDA)是一种较罕见的疾病，其发病

率很低，很长一段时间在诊断方面令人困惑。临床

表现为阴道流液或黏液，长期不断，有时量很大，偶

尔少量阴道流血，反复进行各项检查而查不出原因。

在形态学上具有类似正常子宫颈黏液腺的特征，而

生物学行为却表现为恶性度高，转移快，疗效及预后

差。查阅国内外文献报道较少。现报道我院确诊的

2例，并结合文献作一讨论。

1临床资料

例l，42岁，平素月经规则。6个月前出现阴道

异常流液，量时多时少，无明显异味。患者于1年前

因卵巢肿瘤在外院行手术治疗(具体治疗不详)，外

院病理示卵巢黏液性囊腺瘤。3个月前患者发现左

腹股沟肿块，外院行肿块切除，病理示腹股沟淋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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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性黏液腺癌。当地B超示子宫颈异常改变(考

虑子宫颈占位)，左侧卵巢囊肿。入住我院后子宫

颈活检示子宫颈慢性炎，腺体增生，局灶腺体伴有不

典型增生。免疫组化考虑子宫颈MDA。妇科检查

见子宫颈颈管粗大，光滑，癌灶向颈管深部组织浸

润。宫体：前位、饱满、增大，质硬。宫旁：双侧增厚

感。左腹股沟淋巴结肿大。人院后行CAP方案(环

磷酰胺+阿霉素+顺铂)静脉化疗1次。3周后行

全子宫左附件左盆腔淋巴结部分切除术。术后病理

示(1)大体观：颈管光滑，颈管壁增厚2—3 cm，在解

剖学内口左上侧壁见多个突起小囊，直径0．5 cm，

表面光滑，子宫颈管从外口至内口均有0．4～

0．5 cm大小的黏液泡，其深到子宫颈管壁内2／3处，

子宫颈外口光滑。(2)镜检：子宫颈MDA，隆起型，

浸润至深肌层及子宫体，并侵及左卵巢、子宫内膜基

底层。左右宫旁(一)，阴道切缘(一)，左输卵管慢

性炎。盆腔部分淋巴结：左髂内(+)7／7，左髂外

(+)1／1，左髂总(+)1／1，左闭孔(+)4／4，左腹股

沟(+)4／4。术后给予FP(氟尿嘧啶+顺铂)方案

腹腔化疗1次。患者随访并继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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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56岁，系绝经6年阴道不规则出血2月余

人住我科。2个月前患者出现阴道不规则流血，色

鲜红，量不多，可自止，无腹痛。在外院经治疗无好

转。行子宫颈活检病理示“恶性”。我院病理会诊

示子宫颈腺癌。妇科检查尿道外口见0．6 cm大小

赘生物，质脆，子宫颈有出血，癌灶向颈管深部组织

浸润。子宫体前位常大。子宫旁双侧软。术前准备

充分后行子宫颈癌根治术加尿道赘生物部分切除

术。术后病理示(1)大体观：子宫内膜光滑，子宫颈

外I=1糜烂增生，切除阴道前后壁3—5 cm，切除子宫

旁及骶韧带3—5 em。切除尿道外口长约0．5—0．8

em。(2)镜检：子宫颈MDA，溃疡型，累及子宫颈全

周，已侵及浅肌层；阴道切缘(一)，子宫体及双附件

未见特殊。盆腔各组淋巴结均(一)。尿道肉阜，长

径l em，部分鳞状化生。术后行VCP(VPl6+环磷

酰胺+顺铂)方案静脉化疗1次。1个月后患者因

肠坏死、多功能脏器衰竭死亡。

2讨论

MDA是一种较特异的、少见的子宫颈腺癌，发

病率占子宫颈腺癌的1％一3％。腺体形态潜在恶

性，而生物学行为具有恶性肿瘤的特点，是一种分化

很好的黏液腺癌，又称子宫颈恶性腺瘤(adenoma

malignum)¨’2J。随着子宫颈癌发病率的升高，子宫

颈MDA的发病率亦会增加。由于该病与子宫颈潜

在恶性病变不易鉴别，故发现时多是晚期。

2．1 临床特点 子宫颈MDA临床症状缺乏特异

性或不典型，早期可无症状，有症状的患者中主要表

现为异常阴道流血及白带增多。白带增多具有特征

性，呈水样或黏液样，少数略带脓性呈黄水样，因量

多常需用月经垫【3J。但反复进行各项检查而查不

出具体原因。由于不能确诊，症状可拖延达3—5

年【4J，阴道、子宫颈外观正常，表面常光滑，增大到

正常的数倍，而颈管内组织增生，易被忽视，癌瘤呈

内生性生长，发展快垆J。

2．2诊断方法

2．2．1 子宫颈涂片细胞学检查 子宫颈涂片细胞

学检查是筛查子宫颈鳞癌和子宫颈上皮内瘤变的主

要手段，但阳性率很低，曹泽毅【6’报道阳性率约

60％，有的报道仅40％左右，子宫颈外观正常的

MDA阳性率仅20％左右。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

(1)子宫颈癌灶多位于颈管被覆上皮及间质腺体

内，病灶隐匿，常致取材不足。(2)早期腺癌的脱落

细胞核异质改变不如鳞癌显著，特别对于高分化子

宫颈MDA多导致阅片疏忽。

2．2．2阴道镜检查腺癌的阴道镜图像有别于鳞

癌，由于肿瘤组织的特殊生长，发源于子宫颈柱形上

皮的中心血管高度扩大，末端终止于类似正常柱形

上皮的绒毛突状癌组织中，形成大而分散的点状血

管，有时亦可呈发夹形异性血管，血管粗大且分布异

常。子宫颈表面腺口异常增多或不规则分布，腺口

白色，大小不规则，使子宫颈表面似蜂窝状图。

2．2．3子宫颈活检及搔刮颈管确诊必须根据病

理学检查。由于子宫颈MDA来自于子宫颈内膜，

病灶有时局限在子宫颈管内，且多数向内生长，癌变

部位较深，有时子宫颈活检不宜取到病灶而漏诊。

对可疑病例需要多次做子宫颈活检。特别是子宫颈

深部活检或颈管搔刮取材可提高阳性率。约40％

的患者通过子宫颈活检或颈管内膜诊刮即可获得确

诊。本文报道2例患者有腹股沟淋巴结转移性黏液

癌确诊的情况下，2次子宫颈活检取材，通过免疫组

化才确诊。追问病史，患者曾有阴道流液，且呈黏液

状病史，由此可见临床上极易被忽视。

2．2．4 B超或MRI检查¨1 可见子宫颈肥大，从

子宫颈腺区到深层间质有多囊性损害，因癌变部位

较深，一般在5 mm以上，有的局限在子宫颈管内，

多数向内生长，活检取材较表浅，易漏诊。

2．3子宫颈MDA合并症 (1)肠息肉一口唇色素

斑综合征(Peutz—Jeghers syndrome，PJS)，为El唇有黑

素小斑点；PJS是子宫颈MDA的一个并发症，该并

发症也与卵巢环状性索肿瘤有关，后者是一种独特

的肿瘤，其特征介于颗粒细胞和滋养细胞之间哺1。

(2)与卵巢黏液腺癌和伴有环状小管分化的性索肿

瘤合并存在，卵巢肿瘤可在子宫颈MDA诊断的同

时或之后发现，通常是黏液性；(3)瘤内嗜银细胞数

增加归J。提示有黏液样分泌物增多、子宫颈增大、

颈管增粗，B超或MRI显示子宫颈部多个囊性结构

的病例要警惕子宫颈MDA。子宫颈深部活检特别

是子宫颈搔刮取标本甚为重要。

2．4病理特点 子宫颈MDA组织学异型性轻微，

腺体形态似潜在恶性，其恶性在于生物学行为不佳，

具有高度浸润性和早期转移的特点。诊断本病最有

价值的是腺体有间质浸润。有关文献报道，若腺体

浸润深度超过子宫颈壁5 mm，尽管腺体异型不明显

也可诊断为癌¨0】。该报道病例浸润深度>5 mm，

且有l例盆腔淋巴结转移。若有腺体累及脉管或神

经，则更支持该病的诊断。其次腺体大小悬殊，形态

极不规则，且腺体数目明显增多，弥散分布，出现外

翻状、卷曲状或分支、出芽，特别是腺腔内上皮乳头

状突起有搭桥倾向时，则要引起高度怀疑，不要轻易

放过。由于腺上皮一般异型不明显，且近似正常颈

管上皮，但当细胞出现核增大、杆状，由基底向腔面

 



靠近，参差不齐，或见核分裂象，尤其腺体出现子宫

内膜样上皮或中肾样透明细胞时，亦要警惕该病。

此外腺体周围出现间质反应，炎症细胞浸润，间质水

肿特别是黏液糊形成，也具有一定的提示意义。免

疫组化：癌胚抗原(CEA)、细胞增殖相关抗原及p53

在子宫颈MDA均是阳性或强阳性反应，而子宫颈

正常腺体或潜在恶性增生腺上皮，即使有不典型增

生，均呈阴性和微弱反应，但CEA抗原并非特异性，

其他组织来源的肿瘤及某些潜在恶性病变也可产

生，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50％的阳性提示腺

上皮增生活跃。本例病理特征符合诊断标准，免疫

组化癌胚抗原、PCNA部分阳性，虽然p53阴性，综

合病理形态及免疫组化的情况可确诊。诊断该病时

要注意与以下情况鉴别：(1)潜在恶性病变：子宫颈

腺瘤，腺上皮增生，细胞可有异型。后者只是腺体增

多密集，常出现腺体背靠背现象，但病变比较局限，

无问质浸润。(2)储备细胞增生：储备细胞增生，形

态不规则，核深染。在HE切片诊断困难时，免疫组

化及特殊染色也有助该病的诊断。文献报道

MDACEA可出现胞质阳性，多在瘤细胞极少区域中

散在出现。特殊染色：瘤细胞胞质内含酸性、中性黏

液，可分泌入腺腔或间质中，嗜银染色可阳性。

2．5治疗与预后 关于子宫颈MDA的治疗方式

意见尚不统一，特别是放射治疗。一般认为：(1)腺

癌较鳞癌的放射敏感性差，特别是分化好，有分泌功

能的腺癌。(2)子宫颈MDA起源于子宫颈管内，常

呈桶状病灶，且常延伸至子宫下段和深入肌层，用治

疗鳞癌的技术治疗子宫颈MDA是不够的。(3)子

宫颈MDA放疗后40％～50％的病例有残余灶，甚

至高达2／3，故多主张放疗后手术。有关文献认为

子宫颈MDA是浸润性子宫颈内膜腺体瘤，治疗与

同期子宫颈腺癌相同，以手术治疗为主，手术范围行

根治性子宫切除。但与同期子宫颈癌患者相比预后

较差。Kudo等H1报道子宫颈MDA4例行根治性子

宫切除者有3例存活，而6例行简单的子宫切除仅

有2例存活。Gotoh等⋯1报道1例，46岁，系子宫颈

MDAFIGO II A期手术后2年健存。Hirai等¨2o报道

6例，临床表现均有典型水样或血性阴道分泌物，虽

6例活检均(一)，但细胞学(+)，乃行子宫切除，证

实子宫颈MDA，由于诊断早，治疗后6例均存活。

Hirai等【12o认为早期诊断对于那些能够手术的病例

应选择根治性子宫切除，双侧附件和盆腔淋巴结切

除术，这些病例预后较好。因此认为子宫颈MDA

是病理形态和生物学行为均偏温和的腺癌，早期正

确诊断，治疗及时i预后较好。但晚期患者，淋巴结

转移常见，预后差。在一个大系列的病例报道中，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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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仅有3例(14％)2年无病存活¨31，可见晚期子

宫颈MDA预后差。有关子宫颈MDA保留卵巢的

安全性尚未见报道，故主张手术时一般不保留卵巢。

至于化疗或放疗的辅助效果由于病例少见，未见有

成熟的经验报道。因多数病例是在术后病理确诊，

通常手术欠彻底，术后放疗、化疗及随访更为必要。

目前还没有成熟的化疗方案报道。

预后与临床分期有关，随临床期别增加，其5年

生存率递减。另外与淋巴结转移、肿瘤分级及浸润

深度、治疗方式等因素有关。子宫颈MDA的预后

较浸润鳞癌差，多发生盆腔淋巴结转移。可能与肿

瘤向内生长使之不易早期发现以致诊断时肿瘤较大

及肿瘤颈管内生长使之较早扩散到子宫旁有关。

综上所述，凡有子宫颈增粗变硬，阴道流水样白

带，呈黏液样分泌物，子宫颈活检又怀疑MDA者，

应高度警惕。同时对患者进行必要的干预，妇科与

病理科医生及时沟通是提高诊断、及时治疗的保证。

对这类患者钳取活检作用不大，必须行深部楔形或

锥形活检来确定腺体浸润深度[14|，明确诊断，避免

反复多次活检，延误诊治；对子宫颈契形、锥形切除

有困难者，建议应用免疫组织化学、阴道细胞学、

MRI和DNA测定等辅助技术，为MDA的诊断提供

依据，达到及时治疗、提高疗效的目的。由于现有样

本较小，随访时间短，关于肿瘤复发率、无瘤生存率

和总生存率的观察结果尚难以评价。更为合理有效

的综合治疗方案仍然处于探索阶段，有待进一步研

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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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0-2200(2009)07-0576-03 ‘临床医学·

Ezrin蛋白在食管鳞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崔珍，彭开桂。沈学明。江浩，李多杰，汪庚明

[摘要]目的：探讨食管鳞癌组织中ezrin蛋白的表达及其与肿瘤侵袭和转移的关系。方法：应用免疫组织化学S-P法，检测

76例食管鳞状细胞癌组织标本中ezrin蛋白的表达，以30例食管癌旁正常黏膜组织作对照，并结合食管癌的I临床病理特征进

行分析。结果：ezrin蛋白在76例食管鳞癌中异常表达印例，在30例癌旁正常黏膜中异常表达8例，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户<O．01)。同时ezrin蛋白的异常表达率与食管鳞癌的分化程度和区域淋巴结转移均有一定关系(P<0．05和P<0．01)。

结论：ezrin蛋白在食管鳞癌中异常高表达，其强阳性表达预示着肿瘤细胞分化程度较差，有淋巴结转移。

[关键词]食管肿瘤；癌，鳞状细胞；肿瘤转移ezrin蛋白；免疫组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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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ezrin protein i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CUI ZHEN，PENG Kai-gui，SHEN Xue-ruing，JIANG Hao，LI Duo-jie，WANG Geng·ruing

(Department ofRadiotherapy，The First affili,ued Hospital of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pressions of ezrin protein and the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0f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ESCC)．Methods：The expression of ezrin protein in 76 cases of ESCC and 30 Cases of normal

esophageal squamous epithelia was detected by using S-P method of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and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e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Results：The abnormal expression rates of ezrin protein in ESCC and normal esophageal

squamous epithelia were 78．95％(60／76)and 26．67％(8／30)，respectively(P<O．01)．The abnormal expression of ezrin protein Was

related to the cell differentiation degree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P<0．05 and尸<0．01)in 76 cases of ESCC．Conclusions：The

expression of ezrin protein is up—regulated in ESCC，and the overexpression is related to the cell differentiation degree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Key words]esophageal neoplasms；carcinoma，squamous cell；neoplasms metastasis；ezrin protein；immunohistochemistry

食管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死亡

率在常见恶性肿瘤中居第四位⋯。浸润和转移是

恶性肿瘤的基本生物学特性，也是临床上绝大多数

肿瘤患者的死亡原因。因此，探索食管癌浸润转移

的机制，寻找最佳的能够预测食管癌浸润转移等肿

瘤生物学行为的标志物，对判断食管癌预后、指导临

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ezrin蛋白是Vilin2基因

表达的产物，属于4．1蛋白超家族，为ERM(ez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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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dixin moesin)家族的重要成员，是一种细胞膜与细

胞骨架的连接蛋白，与细胞黏附、迁移和转移有

关旧J。近年来研究表明，～些转移功能较强的肿瘤

细胞系伴有ezrin蛋白的过表达”j。高水平的ezrin

蛋白还可以诱导多种细胞系的转化以及异常增

生Mj。ezrin蛋白与食管鳞癌发生发展的关系鲜有

报道。本研究旨在探讨其对于食管鳞癌发生、发展

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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