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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 医学 · 

伴有横纹肌样特征的肾细胞癌 7例临床病理分析 

杨振忠，法 文，吕永芳 

[摘要]目的：探讨具有横纹肌样特征的肾细胞癌(renal cell carcinoma，RCC)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方法：回顾 1999～2009 

年间RCC 135例，其中具有横纹肌样特征的RCC 7例，光镜观察和免疫组织化学标记，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镜下肿瘤由经 

典的肾透明细胞癌区域和横纹肌样瘤区域组成，两者之问相互移行或有纤细的纤维组织分隔。横纹肌样特征的瘤细胞间缺 

乏黏附性或黏附性差；瘤细胞圆形或多边形 ，胞质丰富，嗜伊红色，细胞核偏位，空泡状 ，核仁明显，核旁胞质内可见红染 、均质、 

透明的球形包涵体。免疫表型：横纹肌样特征的瘤细胞弥漫性表达 vimentin(7／7)、panCK(7／7)、EMA(7／7)、CD10(7／7)；灶 

性弱表达 NSE(3／7)、S一100蛋白(1／7)；desmin、myogenin、SMA、CK7、CK20、HMB45均阴性。核旁球形小体表达 panCK、EMA、 

vimentin、CD10较具特征性。Ki-67在横纹肌样特征区表达明显高于经典型透明细胞癌区。CD34显示横纹肌样特征区血管较 

经典型透明细胞癌区明显减少。6例获得随访资料 ，随访 3个月至 8年，其中病死 3例，转移 1例，无瘤生存 2例。结论：伴有 

横纹肌样特征的RCC是少见的具有较高侵袭性肿瘤，组织病理学、免疫表型和超微结构都与恶性横纹肌样瘤相似，可能为 

RCC新的亚型，预后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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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al cell carcinoma with rhabdoid features：a clinicopathologic study of 7 cases 

YANG Zhen—zhong，FA Wen，L0 Yong—fang 

(Department ofPathology，Xinhua Hospital ofHuainan Xinhua Medical Group，Huainan Anhui 232052，China) 

[Abstract]0bjective：To explore the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and the prognosis of renal cell carcinoma(RCC)with rhabdoid 

features．Methods：It was reviewed a consecutive series of 135 RCCs dufng the period from 1999 to 2009．Seven(7／135．5．2％)cases 

of RCC with rhabdoid features were identified．After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optical microscopy were performed，relevant literatures 

were reviewed．Results：Hjstopathologically，the RCC of these cases included the regional components of the conventional clear cell RCC 

and the rhabdoid ceils．There was transition or separation with fibrous capsule between rhabdoid ceils and conventional RCCs．The 

rhabdoid regions characterized with lack of adhesion or poor adhesion．The rhabdoid cells were round or polygonal，and exhibited 

abundant eosinophilic cytoplasm，eccentric nuclei，vesicular chromatin pattern and prominent nucleoli．The hyaline eosinophilic globular 

inclusions also could be seen in paranuclear cytoplasm．The immunohistochemical study showed that vimentin(7／7)，panCK，(7／7)， 

EMA(7／7)and CD10(7／7)were expressed diffusely，and NSE(3／7)，S-100 protein(1／7)were expressed focally and weakly，while 

desmin，myogenin，SMA，CK7，CK20 and HMB45 were expressed negatively in the rhabdoid cells．A distinctive paranuclear spherical 

structures expressed panCK，EMA，vimentin and CD10 were obsetwed characteristically．The expression of Ki-67 in rhabdoid region was 

higher than region of the conventional clear cell RCC．The expression of CD34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clear cell 

RCC region，vessels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the rhabdoid region．Among 7 cases，6 patients offered the information of follow—up(range 

from 3 to 96 months)，and 3 patients died from 3 months to 1。5 years after diagnosis，1 case was alive with known metastases，the other 

2 patients were alive without clinically detectable carcinoma．Conclusions：The RCC with rhabdoid features is a rare neoplasm with 

highly aggressiveness．There were similar features of histopathology，immunophenotype and ultrastructur between the RCC with rhabdoid 

features and the RCC without rhabdoid features，and the fomer may be a new subtype of RCC with poor clinnical outcome． 

[Key words]kidney neoplasms；carcinoma，renal cell；daabdoid features；pathology，clinical；immunohistochemistry 

肾细胞癌(renal cell carcinoma，RCC)是成年人 

肾脏常见的恶性肿瘤，儿童罕见，最常见的组织学类 

型为透明细胞癌 。文献 ” 关于伴有横纹肌样 

特征的成人 RCC的报道仅有数篇。由于具有横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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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样特征的肿瘤更具侵袭性，与预后不良有关，引起 

临床和病理的重视。回顾性复习我院近十年来的 

RCC存档病理资料，发现符合伴有横纹肌样特征的 

经典型透明细胞癌 7例，本文结合免疫组织化学染 

色和随访资料，探讨其临床病理特征、诊断、鉴别诊 

断及预后情况。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999—2009年，我院泌尿外科手 

术切除肾脏标本病理诊断为 RCC 135例，按照文 

献 ， 标准，经2名高年资病理医师复查所有切片， 

其中7例(7／135，5．2％)符合具有横纹肌样特征的 

RCC，均为经典 的透 明细胞型。并进 行瘤 细胞 

Fuhrman分级和 TNM分期 J。7例中男 5例，女 

2例；年龄49～72岁。 

1．2 方法 挑选含有横纹肌样特征成分的组织蜡 

块(4％甲醛固定，石蜡包埋)，切片厚 4 m，HE染 

色，免疫组织化学标记 (EnVision二步法，DAB显 

色)，一抗有广谱 细胞角蛋 白(panCK)(克隆号： 

AE1／AE3)、上皮膜抗原(EMA)(E29)、CK7(OV—TL 

12／30+72．2)、CK20(Ks20．8)、CD10(56C6)、波形 

蛋白(vimentin)(V9)、结蛋白(desmin)(D33)、肌生 

成素(myogenin)(FSD)、平滑肌肌动蛋 白(SMA) 

(1A4)、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E27)、S-100 

蛋白(4C4．9)、黑素体(melanosome)(HMB45)、Ki一 

67(MIB一1)、CD34(QBEnd／10)等，所有抗体均购自 

福州迈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并严格按照说明书操 

作。苏木精对比染色，中性树胶封固。 

2 结果 

临床上均表现为腹部可触及的肿块。肾区饱胀 

感5例；肉眼血尿3例；间歇性无痛性血尿2例；低 

热、贫血 1例；消瘦、纳差 1例；左肾区叩痛 1例。影 

像学检查(BUS／CT／MRI)均提示肾脏占位性病变。 

临床TNM分期：I期2例，Ⅱ期2例，Ⅲ期2例，Ⅳ 

期1例。均行肾癌根治术，3例切除同侧肾上腺。 

6例获得随访资料，随访 3个月至 8年，病死3例， 

术后7个月肺转移存活 1例，无瘤生存2例。 

2．I 眼观 左肾 3例，右肾4例；上极 3例，下极 

2例，中部 1例，肾门处 1例。肿块长径 4～12 cm， 

境界尚清，累及肾上腺 1例，侵及肾被膜 3例，淋巴 

结转移2例。切面多彩状，灰红、灰黄、灰白色，伴有 

明显坏死3例、囊性变1例；近期诊断的2例切面可 

见灰白色均质结节状区(镜下为横纹肌样特征区)， 

长径 1．5—2．5 cm(见图 1)。 

2．2 镜检 7例中近期的2例明确诊断为伴有横 

纹肌样特征的肾透明细胞癌，1例诊断为肾肉瘤样 

癌，其余4例先前均仅诊断为肾透明细胞癌，主要是 

当时对伴有横纹肌样特征的病变缺乏认识，或病变 

较局限，未予重视。7例除经典型肾透明细胞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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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外，均可见不同程度的横纹肌样特征区，占所取切 

片面积的5％～60％。横纹肌样特征的瘤细胞主要 

由单一的大的类圆形或多边形细胞构成，核空泡状、 

偏位，核仁显著，胞质丰富嗜酸性(见图2)，胞质内 

核旁可见特征性红染均质透明的球形包涵体(见图 

3)，与周围经典型肾透明细胞癌的细胞小、核居中、 

胞质透明明显不同。两者之间相互移行或有纤细的 

纤维组织分隔(见图4)，前者呈局灶性或弥漫性分 

布，排列呈片状、巢状、腺泡状，瘤细胞松散，黏附性 

差(见图5)。间质可见炎细胞广泛浸润，主要为淋 

巴细胞(见图6)。肿瘤中坏死明显，其中 1例肿块 

几乎全部坏死；出血不明显。侵及肾被膜3例，淋巴 

结转移2例，累及同侧肾上腺 1例。Fuhrman分级： 

横纹肌样特征瘤细胞全部为G4，经典型透明细胞癌 

为G2 3例，G3 3例，G4 1例。 

2．3 免疫表型 横纹肌样特征的瘤细胞免疫表型 

和周围经典型肾透明细胞癌基本一致，均弥漫性表 

达 vimentin(7／7)(见图7)、panCK(7／7)(见图8)、 

EMA(7／7)(见图9)、CD10(7／7)(见图 10)；灶性弱 

表 达 NSE(3／7)、S一100 蛋 白 (1／7)；desmin、 

myogenin、CK7、CK20、SMA、HMB45均阴性，核旁球 

形包涵体表达panCK、EMA、vimentin、CD10较具特 

征性。Ki-67在横纹肌样特征区表达明显高于经典 

型透明细胞癌区(见图 11)。CD34显示横纹肌样特 

征区血管较经典型透明细胞癌区明显减少 (见图 

l2)。 

3 讨论 

RCC占人类癌症的2％，占成人肾脏恶性肿瘤 

的90％，每年新增患者约 l9万，发病率在40岁以 

后逐步上升，男性发病率约是女性的2～3倍，儿童 

罕见 J。RCC包括透 明细胞 RCC、多房性 囊性 

RCC、乳头状 RCC、嫌色性 RCC、集合管癌、肾髓质 

癌、肉瘤样RCC以及其他少见的RCC。其中透明细 

胞 RCC最常见，瘤细胞具有胞质透明或嗜酸性及肿 

瘤内有纤细的血管网等特点；免疫表型癌细胞表达 

vimentin、低 分 子量 CK、CK8、CK18、CK19，包 括 

CK14和3413E12在内的高分子量CK均阴性，大多 

数透明细胞 RCC CD10、EMA阳性。 

肾横纹肌样瘤是典型的具有横纹肌样分化的肿 

瘤，是一种少见的、主要发生于婴幼儿及青少年的肾 

肿瘤，具有高度侵袭性，被认为是具有早期扩散和预 

后较差的一类肿瘤。1978年由 Beckwith和 Palmer 

首先描述，从肾母细胞瘤中分出，1981年Haas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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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切面呈灰白色均质结节状，长径1．5～2．5 cm 图2 瘤细胞主要由单一的大的类圆形或多边形细胞构成，核空泡状、偏位，核仁 
显著，胞质丰富嗜酸性 图3 胞质内核旁可见特征性红染、均质、透明的球形包涵体 图 4 横纹肌样肿瘤区与肾透明细胞癌区相互 
移行或有纤细的纤维组织分隔 图5 瘤细胞松散，黏附性差 图 6 瘤细胞问可见炎细胞浸润，主要为淋巴细胞 图 7 瘤细胞表达 
vimentin 图8 瘤细胞表达oanCK 图 9 瘤细胞表达EMA 图 l0 瘤细胞表达CD10 图 11 Ki一67在横纹肌样特征区表达明显高于经 
典型透明细胞癌区 图 12 CD34显示横纹肌样特征区 (左侧)血管较经典型透明细胞癌区明显减少(图2～12均为HE染色) 

定义为一种独立的单元；发生于成人者极为罕见。 

与儿童肾横纹肌样瘤类似的肾外横纹肌样瘤及伴有 

横纹肌样分化的肿瘤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表现为 

恶性肿瘤的异向分化，可发生在皮肤、膀胱 、舌、 

食管 引、胃、盲肠 H]、肝、胰腺、肺 巧]、心脏、前列腺、 

椎旁、肾盂 "J、眼眶、泪腺、甲状腺 、女阴、子 

宫l1 、中枢神经系统 ]、肢体末端、软组织等部位 

或器官。在成人罕见肾脏单纯性横纹肌样瘤报道， 

伴横纹肌样特征的RCC亦很少见 。 。文献报道 

主要见于肾透明细胞癌，其他类型 RCC如嫌色细胞 

癌 引、乳头状癌 ]、集合管癌 、髓质癌 、尿路上 

皮癌 ， 等亦有个案报道。本文 7例均见于肾 

透明细胞癌。发病率为 5．2％，与文献 一 报道相 

似。 

3．1 临床特点 与普通型RCC及儿童肾恶性横纹 

肌样瘤临床症状和表现很相似，均可表现为血尿、腰 

部疼痛和腹部包块。但不同的是伴有横纹肌样特征 

的RCC与普通型RCC发病年龄类似，好发于成年 

人，男性多于女性，儿童罕见 一’ J。本组报道平均 

年龄 60．5岁，与文献 报道相近。文献 一71 报道 

发生率2．8％ ～7．4％。临床分期偏高，本组报道中 

I期 2例，Ⅱ期 2例，Ⅲ期 2例，Ⅳ期 1例；获随访 

6例 ，随访3个月至 8年，3例于术后 3～l8个月内 

死亡(50％，3／6)，肺转移存活 1例，无瘤生存 2例。 

G~kden等 报道 23例，其 中 Ⅱ期 13例，Ⅲ期 

l0例；随访 15例，6例在诊断后 1个月至 3年内病 

死。均提示伴有横纹肌样特征的RCC临床预后较 

普通型 RCC差。 

3．2 病理特点 伴有横纹肌样特征的 RCC的体积 
一 般较大，平均直径 8．8cm【 ，本组报道肿瘤长径 

4～12 cm，平均 7．8 cm，略小于文献报道。外观表 

现与普通型RCC类似，但都有灰白区或灰白结节， 

切面实性、灰白色、均质，与肾透明细胞癌的金黄色、 

出血的典型表现不同 J。本组报道的近期2例横纹 

肌样区域大体上表现为灰白色、均质改变也是很好 

的佐证(见图1)。镜检：伴有横纹肌样特征的R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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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横纹肌样特征的癌细胞主要由大的圆形、多边形 

细胞构成，核偏位，核仁显著，胞质丰富嗜酸，胞质内 

核旁可见特征性红染、均质、透明的球形包涵体，与 

肾透明细胞癌典型的细胞小、核居中、胞质透明反差 

明显。透明细胞癌有典型的分支状血管模式，细胞 

内有丰富的糖原和类脂质。横纹肌样 RCC的瘤细 

胞中可有微量的脂肪蓄积和丰富的糖原成分，血管 

明显减少 J。伴有横纹肌样特征的 RCC均不同程 

度地伴有横纹肌样分化区域，不同的病例两者的比 

例可有所不同，占 1％ ～100％E6-7,9]，多为局灶性， 

亦可为弥漫性。RCC成分类型有透明细胞癌、嫌色 

细胞癌 J、乳头状癌 等。本组报道均为肾透明细 

胞癌。Shannon等 报道 2例几乎全部为横纹肌样 

癌细胞构成，称之为成人肾脏单纯性横纹肌样瘤，但 

其中仍可见少量胞质透亮的含有少量脂质的瘤细 

胞，这些细胞符合肾透明细胞癌癌细胞的特点，可能 

经典的肾透明细胞癌被漏取。马捷等 认为在诊 

断RCC特别是体积较大并有明显包膜侵犯的肾透 

明细胞癌时，要注意有无横纹肌样特征的瘤细胞区 

域，尤其在包膜或脂肪内的卫星结节要多取材。 

3．3 免疫表型 具有横纹肌样特征的RCC既有普 

通型 RCC的免疫组织化学特点，亦有与横纹肌样瘤 

类似的免疫表型。文献 ，7． 报道具有横纹肌样特 

征的癌细胞可表达 vimentin、CK、EMA、CD10，部分 

病例 NSE、S-100蛋 白灶性 阳性，而 CK7、CK20、 

desmin、SMA、MSA、myogenin、HMtM5、GFAP均不表 

达。核 旁 球 形 小 体 特 征 性 表 达 CK、EMA、 

vimentin ’ 。伴有横纹 肌样 特征的癌细胞表达 

CD10、CK、EMA、vimentin，与周围 RCC表达一致。 

与儿童。肾恶性横纹肌样瘤相似的是两者横纹肌样细 

胞中均未发现肌源性分化的证据如 desmin、SMA、 

MSA、myogenin表达等。Shannon等 报道 CD31标 

记表明横纹肌样特征区较透明细胞癌区血管减少。 

与本组 CD34表达类似。Leroy等 报道横纹肌样特 

征的癌细胞 p53的过表达，可能与肿瘤的去分化有 

关。横纹肌样区域的 Ki-67(MIB一1)增殖指数与周 

围经典型RCC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该类肿 

瘤临床生物学行为更具侵袭性 J。 

3．4 超微结构 文献 报道在肾母细胞瘤、中胚 

层细胞肾瘤和 RCC中，由于细胞胞质微丝堆积可呈 

现横纹肌样瘤细胞的特点。包涵体是与横纹肌样细 

胞形态有关 的唯一超微结构。Gfikden等 报道 

6例电镜检查结果，瘤细胞多边形，核偏位、染色质 

分散，核仁显著；2例可见核被浓集于核旁的中间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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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挤移位；3例可见核旁细胞器聚集，形成大的透亮 

的胞质内空泡，与光镜下见到的空泡样改变有关；1 

例既见核旁中间丝，也见到核旁细胞器样胞质聚集。 

马捷等 通过透射电镜观察3例，瘤细胞核类圆形， 

可见核膜皱折，常染色质较丰富，核仁明显，胞质内 

见不规则成簇分布的中间丝。横纹肌样特征癌细胞 

胞质内核旁包涵体，与儿童恶性横纹肌样瘤 一 

样，由细丝状螺旋状中间丝构成。有的胞质内球形 

包涵体主要与胞质内细胞器浓集有关，这表明组织 

学水平和电镜观察的横纹肌样分化特征的细胞内包 

涵体是异质性的。 

3．5 分子遗传学与组织起源 多数恶性横纹肌样 

瘤存在染色体 22q上的hSNF5／INII基因失活⋯。 

但在伴有横纹肌样特征的RCC的横纹肌样细胞中 

至今未见此肿瘤抑制基因失活的报道。Shannon 

等 报道了5例伴有横纹肌样特征的 RCC中 1例 

显示透明细胞癌和横纹肌样特征的癌细胞都存在染 

色体 3p缺失；1例均检出VHL基因外显子 3突变； 

1例均检出 VHL基因外显子 1突变。Shannon等 

报道横纹肌样分化的嫌色细胞癌发生染色体 2、 

10q、13q和 17p杂合性缺失(丢失)。均表明横纹肌 

样特征的 RCC可能是起源于普通的 RCC，RCC在 

发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异质性表现，即肿瘤细 

胞具有横纹肌样细胞分化的能力。 

3．6 鉴别诊断 首先应与具有嗜酸胞质的肾肿瘤 

如肾透明细胞癌、乳头状 RCC、嫌色细胞癌、嗜酸细 

胞腺瘤等相鉴别 ：一般 RCC的核分级较低，很少出 

现 G4核级，胞质内为嗜酸性颗粒，一般无核旁胞质 

内嗜酸性透明的球形包涵体。其次应与肾恶性横纹 

肌样瘤和伴有横纹肌样特征的肾盂尿路上皮癌相鉴 

别：恶性横纹肌样瘤好发于儿童，缺乏典型的 RCC 

形态；伴横纹肌样特征的 RCC表达 CD10、vimentin， 

而 CK7、CK20阴性，可以排除尿路上皮癌伴横纹肌 

样分化。其他具有横纹肌样分化或上皮样分化的肿 

瘤如肾横纹肌肉瘤(desmin、myogenin阳性)、神经鞘 

瘤(NSE、S一100蛋 白弥漫阳性)、淋 巴瘤 (LCA 阳 

性)、上皮样血管平滑肌脂肪瘤(HMB45、SMA阳性) 

等，免疫表型有助于鉴别。此外，文献 报道淋巴 

结中出现横纹肌样瘤细胞，鉴别诊断要考虑具有横 

纹肌样特征的 RCC中横纹肌样特征成分单独选择 

性转移的可能，即便其只占肿瘤的微小部分。 

3．7 预后与治疗 恶性横纹肌样瘤或伴有横纹肌 

样细胞分化肿瘤，特别是前者，临床表现为明显的进 

展和侵袭性，肿瘤生长快，早期出现播散转移，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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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劣。80％的患者在明确诊断后2年内死亡l】]。与 

儿童横纹肌样瘤相比，伴有横纹肌样特征的RCC预 

后相对较好；但与普通型 RCC相比，伴有横纹肌样 

特征的 RCC临床预后明显较差。Amin等 对 405 

例不同亚型 RCC的随访研究表明，透明细胞癌、乳 

头状肾癌、嫌色细胞癌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94％、 

88％、70％。G6kden等 研究伴有横纹肌样特征的 

RCC 23例，随访 15例，其中6例(40％)1个月至 

3年内死于癌症。Kuroiwa等 报道横纹肌样区域 

的MIB-1增殖指数与周围经典型 RCC相 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提示该类肿瘤临床生物学行为更具侵 

袭性。伴有横纹肌样特征的 RCC中横纹肌样成分 

弥漫性分布、瘤细胞高核分级、偏高的临床分期都与 

临床预后差有关；横纹肌样特征区域的范围差异与 

患者的预后未见明显相关性 J。 

目前除了手术切除，其他如化疗对提高病人的 

平均生存率无明显效果，放疗对转移病灶部分有效。 

Ettinger等 报道 1例青少年患者通过积极的化疗， 

获得较长的无瘤生存期。由于肾透明细胞癌常见表 

皮生长因子受体表达，研究 认为酪氨酸激酶抑制 

剂为肾脏透明细胞癌的治疗带来一场革命。Kapoor 

等 用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sorafenib治疗成人横纹 

肌样肾透明细胞癌，效果尚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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