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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病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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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tl的：探讨心脏原发性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的病理诊断和临床病理特点。方法：对 1例心脏原发性恶性纤维组织细胞 

瘤进行光镜观察和免疫组织化学标记，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肿瘤位于左心房后壁，呈 3个分叶，长径 2．0～4．5 em。镜检 

见瘤细胞大多为梭形 ，呈束状排列 ，可见黏液样基质 ，薄壁血管丰富，间质见显著慢性炎细胞浸润。免疫表型：瘤细胞 vimentin 

(卅)，CD68(+)，Ki一67(++，>50％)，SMA(+，灶性)，S一100蛋白(+)，CD34(一)，desmin(一)。结论：心脏恶性纤维组织细胞 

瘤临床易误诊为心房黏液瘤 ，要依据形态特征及免疫表型方可确诊。本瘤恶性程度高，易复发，预后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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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ological study of malignant fibrous histiocytoma of the heart 

XIA Yan，MENG Xian—liang，FENG Yang 

(Department of Pathology，Suzhou Municipal Hospital，Suzhou Anhui 234000，China) 

[Abstract]0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pathological diagnosis and 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rimary heart malignant fibrous 

histiocytoma．Methods：One case of primary cardiac malignant fibrous histioeytoma was observed by light microscopy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and the literature was reviewed．Results：The tulnor which was divided into three sub—leaves was located on the 

posterior wall of the left atrium，with a maximal diameter of 2．0 to 4．5 cm；microscopically，the tumor cells were mostly in the shape of 

spindle，showing fascieular arrangement；myxo—matrix，rich blood vessels and interstitial chronic inflammatory cell infiltration could be 

observed．Immunophenotype showed tumor cells of vimentin strongly positive，CD68，Ki-67(>50％ )，SMA(foca1)and S一100 protein 

positive，CD34 and desmin negative．Conclusions：Cardiac malignant fibrous histiocytoma is frequently misdiagnosed as atrial myxoma； 

con'eet diagnosis should be based on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and immunohistoehemistry．This tumor is highly malignant，easy to relapse 

and has a poor prognosis． 

[Key words]heart neoplasms；malignant fibrous histiocytoma；pathematology，clinical；imnmnohistochemistry 

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未分化肉瘤是常见的软 

组织肉瘤之一，而发生于心脏者十分罕见，国内仅见 

3例报道。我们在临床病检中发现 1例，现结合文 

献对该肿瘤的病理诊断、病理特点及预后进行观察 

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患者女性，33岁。无明显诱因下 

出现活动后胸闷 1月余。无心前区疼痛，休息后好 

转，在当地医院予以抗感染对症治疗，效果不明显， 

无高血压、糖尿病病史。心电图示 ：窦性心律，不完 

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超声心动图示：左心房增大， 

内见2．1 eln×1．9 ClTI团块影，随心脏舒缩来回运 

动，似有一蒂连接于左心房后壁，二尖瓣前叶探及一 

1．0 cm x 0．5 elTI回声 团。CT示 ：右侧胸腔少量积 

液，心影稍增大。手术所见：肿瘤位于左心房后壁， 

基底宽大，呈分叶状，侵及整个后壁及肺静脉4个人 

口，质地中等。未发现身体其他部位有明显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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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标本经 4％甲醛固定，石蜡包埋，4 txm 

切片厚，HE染色，光镜观察。免疫组织化学一抗选 

用波形蛋白(vimentin)、巨噬细胞标志物(CD68)、判 

断增殖活性(Ki一67)、平滑肌肌动蛋白(SMA)、s一100 

蛋白、CD34、结蛋白(desmin)，采用 sP法染色。所 

用抗体均购于福州迈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2 结 果 

2．1 巨检 送检灰 白色肿物 3个，分别为4．5 cm 

x 2．0 cm x 1．5 CIT1，2．5 em x 1．0 cm ×1．0 cm， 

2．0 ClTI X 1．5 cm x 1．0 cm；切面灰白色，实性，质地 

中等，无出血及坏死。 

2．2 镜检 瘤细胞大多为梭形 ，呈束状或车辐状排 

列，部分瘤细胞异型明显，并见少量多核巨细胞(见 

图1)。其中散在分布圆形、卵圆形组织细胞。间质 

有慢性炎细胞浸润(见图2)，部分区域间质黏液变 

性(见图3)，细胞稀少，呈短梭形或星芒状，薄壁血 

管丰富。 

2．3 免疫表型 瘤细胞 vimentin(卅)，CD68(+) 

(见图 4)，Ki-67(++，>50％)，SMA(+，灶性 )， 

desmin(一)，S一100蛋白(+)，CD3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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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肿瘤细胞异型明显，可见多核巨细胞 图2 肿瘤问质有慢性炎细胞浸润 图3 肿瘤问质黏液变性 

2．4 病理诊断 (左心房)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 

未分化多形性肉瘤。 

3 讨 论 

3．I J盎床特点 心脏肿瘤少见，心脏原发性恶性纤 

维组织细胞瘤十分罕见，最早见于 Shah等⋯报道。 

大多患者主诉无诱因胸闷，休息后好转。好发年龄 

平均为36岁 ，比其他部位软组织恶性纤维组织细 

胞瘤发病年龄低。心脏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好发于 

左心房，最常见心房后壁和(或)房间隔。有文献 

统计 47例 81％长在左心房，其他部位包括心包腔 

(3例)，右心室／肺动脉瓣(4例)，右心房(1例)和 

左心室(I例)。肿瘤主要发生在左心房，此处表现 

与心脏黏液瘤相似，引起肺淤血、二尖瓣狭窄和肺静 

脉梗阻相关的体征和症状。肿瘤也可有转移表现， 

肺 、淋巴结、肾和皮肤是常见部位。 

3．2 组织病理学 软组织的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 

亚型中，心脏可见多形性亚型(>90％)、黏液型和 

巨细胞亚型。多形性亚型在以梭形细胞为主区，瘤 

细胞排列成车辐状结构，此结构可呈灶性分布，也可 

广泛存在。随着梭形纤维母细胞的减少，车辐状结 

构也减少甚至消失，组织细胞增多，细胞核多形性和 

异型性逐渐显著，核分裂象多见，巨细胞散在其中。 

巨细胞可以是单核也可以是多核；单核瘤巨细胞，核 

大而畸形，深染，核仁明显。多核瘤巨细胞可以是良 

性，也可以是恶性。良性多核巨细胞似异物巨细胞 

或破骨细胞，核小，形态一致；恶性多核巨细胞，核大 

③ 

小不一，形态不一，核膜厚，核仁明显。黏液型恶性 

纤维组织细胞瘤(现命名为黏液纤维肉瘤，并归入 

纤维母细胞／肌纤维母细胞性肿瘤)以黏液区为主， 

瘤细胞稀少，梭形瘤细胞和星芒状瘤细胞稀疏散在 

分布于黏液基质中，少见或不见黄色瘤细胞或巨细 

胞 ，而血管增生明显，有时纤细的血管形成复杂的网 

状，极似黏液型脂肪肉瘤的结构，血管周有散在的炎 

症细胞。巨细胞型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特征性是大 

量的多核巨细胞散布于瘤组织中，巨细胞一般含有 

3～5个核，也可多达 10个以上，染色质细，胞质丰 

富，嗜酸性。 

3．3 鉴别诊断 心脏原发性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 

十分少见，易误诊，本例临床医生就以心脏黏液瘤送 

检。我们认为，肿瘤图像具有多样化表现，恶性纤维 

组织细胞瘤作为排除性诊断，必须多处取材，正确应 

用免疫组织化学标记，排除其他原发性或转移性肿 

瘤，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1)心脏黏液瘤：绝大多 

数发生于心房，尤其多见于左心房，肿瘤大部分质地 

软、脆，切面显示胶冻状外观。镜检：所有图像均以 

黏液瘤的基质和散在的细胞成分为主，瘤细胞为长 

梭形、多边形或星形，核为卯圆形或细长型。免疫标 

记瘤 细 胞 vimentin阳性 ，CD34、CD31有 时 阳性 ， 

75％病例 calretimin表达阳性 。(2)纤维肉瘤：常 

发生于左心房，但所有心腔均有报道 。。临床体征 

与症状取决于肿瘤发生部位。镜枪，瘤细胞由梭形 

细胞构成，细胞排列呈束状，束与束之间以一定角度 

呈人字形排列，细胞核通常为深染的两端尖的细长 

形核 ，所有类型中细胞多形性和m管结构都不明显 ， 

免疫标记 vimentin阳性，CD68不表达。(3)黏液 

性／圆细胞脂肪肉瘤：心脏原发性脂肪肉瘤异常罕 

见，恶性纤维组织肿瘤图像中的黏液基质、星芒状细 

胞、丰富的薄壁血管，与黏液样脂肪肉瘤的图像相 

似，但黏液性／圆细胞脂肪肉瘤不会出现核异型性和 

多形性，其内的血管呈分支状，并可见脂肪母细胞， 

免疫组织化学标记 s一100蛋白阳性。 

3．4 治疗与预后 心脏原发性恶性纤维组织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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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钢板治疗四肢骨折 45例 

47l 

· 临床 医学 · 

韩冠生 ，沈 灏 ，袁伶俐 ，韩俊柱。，李振伟 ，刘 涛 

[摘要]目的：探讨锁定钢板在 四肢骨折内 固定中的运用 方法和注意事项。方法：采用 AO微创 固定 系统(1ess invasive 

stabilization system，LISS)和锁定加压接骨板(1ocking compress plate，LCP)等治疗四肢骨折 45例 51处。22例股骨远端与胫骨 

近端骨折采用 LISS固定，其余骨折采用 LCP治疗。通过问接复位 、微创技术等 ，于肌层下骨膜外闭合插入 ，完成锁定钢板的固 

定。结果：术后干骺端骨折均恢复关节面的高度 ，骨干骨折无明显旋转和成角畸形。随访 1～17个月余，切口无感染和延迟愈 

合，无骨不连 、关节面高度丢失 、骨折再移位 、成角畸形 、螺钉拔出、钢板断裂等并发症。所有骨折均愈合，临床愈合时间 8～ 

l6周。术后 12～l6周均能弃拐行走或正常持物，患肢功能恢复良好。结论：锁定钢板治疗四肢骨折，具有软组织创伤小 、感 

染率低、骨折愈合快 、肢体功能恢复好等优点。 

[关键词】四肢骨折 ；骨折固定术 ；钢板；内固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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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king plate for treatm ent of extremities fracture：a report of 45 cases 

HAN Guan—sheng ，SHEN Hao ，YUAN Ling—li ，HAN Jun—zhu ，LI Zhen—wei ，LIU Tao 

(1．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s，The Secoru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40； 

2．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s，Shanghai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Affiliated Sixth People s Hospital，Shanghai 200233，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of locking plate in treatment of the extremities fracture．Methods：Forty—five cases 

(5 1 fractures)of the extremities fracture were treated with less invasive stabilization system(LISS)or locking compress plate(LCP)by 

indirect reestablishment and minimally invasive techniques．Twenty—two patients with distal femoral or proximal tibial fractures were 

treated with LISS，and the others were treated with LCP．Reslllts：A1l the cases were followed up for 1—1 7 months．No wound infection， 

delayed union，bone nonunion，loss of height of articular surface，displaced or angulationfracture，screw extraction or plate fragmentation 

occurred．The healing time of the fracture was 8—16 weeks．The patients were able to walk without support or grip after 12—16 weeks． 

The function of all the extremities restored wel1．Conclusions：Treatment of extremities fracture using locking plate with minimally 

invasive plate osteosynthesis techniques has the advantages of less soft tissue trauma，less damage to the blood vessel of the bone or 

periosteum ，lower infection rate，rapid union and satisfactory function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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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钢板治疗 四肢骨折 目前运用的越来越广 

泛，通过钢板与螺钉的锁定结构，达到一种内稳定效 

瘤以手术切除为主，完全切除肿瘤几乎是不可能的， 

局部复发常见，并且肿瘤具有明显的局部浸润的倾 

向[61，Korbmarcher等 报道显示，外科根治切除的 

所有病例均预后不佳 ，术后存活时间在 l0～60个 

月。有时也进行辅助性治疗、化疗或两者都用，还有 

学者 认为尽管治疗但 同样可以致命。通过心脏 

超声心动图等检查及时提供相关信息，早期诊断很 

重要 。本例术后 4个月复发，半年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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