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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术中组织印片细胞ＤＮＡ倍体分析对甲状腺疾病良恶性的诊断价值，提高术中快速诊断的准

确率。方法对５４９例甲状腺术中冷冻标本进行术中组织印片细胞ＤＮＡ倍体分析及冷冻切片诊断，并与术后常
规石蜡切片诊断、免疫组化及ＢＲＡＦ Ｖ６００Ｅ基因突变检测结果进行比较。结果５４９例甲状腺术中冷冻切片确诊
５３６例，确诊率９７．６％；术中组织印片细胞ＤＮＡ倍体分析确诊５４３例，准确率９８．９％；二者联合确诊５４５例，确诊
率９９．３％。结论将冷冻切片联合组织印片细胞ＤＮＡ倍体分析应用于甲状腺疾病手术中快速病理检查，能减少
误诊，提高快速诊断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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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中快速冷冻病理检查是目前手术中病理诊断
最快的一种方法，术中快速冷冻病理诊断结果是临
床医生明确肿瘤的良、恶性或交界性的依据。甲状
腺疾病在内分泌系统中较为常见，在时间较短的术
中冷冻中，有些甲状腺标本无论是在临床上、大体
上、还是在显微镜下均较难确定其良、恶性。恶性肿
瘤细胞的ＤＮＡ倍体往往是非整倍体，通过全自动细
胞图像分析系统进行细胞ＤＮＡ倍体分析在甲状腺

疾病的诊断、疗效评价和预后评估中具有重要价
值。１，２Ｉ。本文通过冷冻切片、术中组织印片细胞
ＤＮＡ倍体分析对甲状腺疾病病变的性质进行判断，

并探讨冷冻切片联合组织印片细胞ＤＮＡ倍体分析
在甲状腺良恶性肿瘤中的诊断价值及意义。
１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收集２０１４旬１—２０１５．０６间空军总医院手

术切除的甲状腺冷冻标本５４９例，其中男性１２１例，
女性４２８例；年龄１５～８５岁，平均年龄４９．５岁，中位
年龄５０岁。甲状腺良性病变３７２例，甲状腺恶性病

变１７７例。术中送检标本均做冷冻切片、术中组织印
片细胞ＤＮＡ倍体扫描分析，并与最终石蜡、免疫组化
诊断及ＢＲＡＦ Ｖ６００Ｅ基因检测结果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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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方法

入２５０ ｕＪ

１．２．１组织印片细胞ＤＮＡ倍体分析按常规书页

１耐ｎ，１２０００ ｍｐ离心２ ｒｎｉｎ，小心穿过石蜡层，吸取

状切开标本，用载玻片在新鲜标本的典型病变组织

２００山包含组织的液体到另一个新的１．５

处轻轻按压数次，使病变组织的切面与载玻片均匀

然后加入２０山蛋白酶Ｋ，颠倒混匀。应用ＱＩＡ砌ｐ

密切接触，避免推拉和过度按压，黏取适量细胞，制

ＤＮＡ

成细胞学印片，迅速用９５％乙醇固定２～３ ｍｉｎ，水

所提取ＤＮＡ用紫外线分光光度计测定浓度及纯度；使

洗后苏木精染色１ ｍｉｎ，流水冲洗３０ ｓ，０．５％盐酸乙

用武汉友芝友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检测试剂盒，

醇分化，流水冲洗３０ ｓ，１％氨水溶液返蓝，流水冲洗

对ＢＲＡＦ基因１５号外显子Ｖ６６０Ｅ突变基因进行实时

３０

ｓ，梯度乙醇脱水，中性树胶封片。经过快速ＤＮＡ

Ｂｕｆｆｅｒ

ｒＩＬ，９０℃孵育３０～６０ ｒｎｉｎ，室温放置
ＩＩｌｌ

ＥＰ管中，

Ｆ唧Ｔｉｓｓｕｅ Ｉ＜ｉｔ试剂盒，对样本进行ＤＮＡ提取，

荧光ＰＣＲ检测，方法依据试剂盒说明书。

苏木精染色后的印片用全自动细胞图像分析仪进行

１．２．４免疫组化采用ＥｎＶｉｓｉｏｎ两步法，所用一抗

扫描、分析得出术中送检标本ＤＮＡ倍体诊断结果，

Ｋｉ．６７、ｐ５３、ＣＫｌ９、１Ｔ１１Ｆ．１、ＣＫ３４ＢＥｌ２、ＣＤｌ０和ＣＤ５６

此种方法比Ｆｅｕｌｇｅｎ染色操作简便且用时短，能在

均为北京中杉金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

２０

ｍｉｎ内迅速完成，适于术中冷冻诊断¨’。

ＥｎＶｉｓｉｏｎ试剂盒购自Ｄａｋｏ公司，实验操作步骤严格

１．２．２冷冻及常规组织病理方法术中标本经冷

按照说明书进行。

冻后切片、ＨＥ染色；常规标本经充分取材、脱水、石

１．３结果判定

蜡包埋、切片、ＨＥ染色。病理诊断疑为恶性的标本

切片与ＤＮＡ倍体分析结果进行双盲诊断，并分别统

进行免疫组化染色及ＢＲＡＦ Ｖ６００Ｅ基因突变检测，

计诊断的准确率，然后联合分析ＤＮＡ倍体扫描和冷

准确判断病变的良、恶性。

冻切片结果，做出最终诊断。剩余标本经石蜡常规

１．２．３

ＢＲＡＦ

Ｖ６００Ｅ基因检测

在１７７例恶性病

由２位高级职称病理医师对冷冻

切片诊断作为对照。

变中随机选取３０例，在３７２例良陛病变中随机选取

２结果

２０例，分别于显微镜下标记典型病变区域，切片时

２．１

选取相关区域，避免选择钙化区。切取４¨ｍ厚组

胞ＤＮＡ倍体分析、两者联合诊断结果、石蜡诊断结

织切片７张，放人洁净的ＥＰ管中，每一例均使用一

果见表１。冷冻切片确诊率９７．６％，ＤＮＡ倍体分

个新的切片刀，酒精消毒有关器具。将组织切片加

析准确率９８．９％，二者联合确诊率９９．３％。

表１

２．２

ＢＲＡＦ

表２

５４９例术中甲状腺疾病冷冻切片、组织印片细

５４９例术中甲状腺病变组织印片细胞ＤＮＡ倍体分析和冷冻切片诊断结果比较

Ｖ６００Ｅ基因突变检测

见表２。

５０例术后甲状腺病变ＢＲＡＦ

ｖｌ舢Ｅ

基因突变的检测结果

误诊为甲状腺腺瘤伴轻度非典型增生）。
２．４印片细胞ＤＮＡ倍体分析

阴性诊断标准：正

常二倍体（２Ｃ）细胞为主，未见异倍体细胞及异倍体
细胞峰；阳性诊断标准：出现３个或以上＞５ｃ细胞
或出现异倍体细胞峰。在ＤＮＡ倍体诊断中凡有＞
５Ｃ细胞的玻片，需要在显微镜下再逐一核查，以排

除系统将污染物或重叠的核误认为癌细胞或异常细
２．３冷冻诊断诊断结果分为确诊（良、恶性与最

胞。分析结果：①１７３例为阳性（图３），其中假阳性

终诊断一致）、延迟（不能确定诊断，需待石蜡切片、

１例。②３７６阴性病例未见＞５ｃ ＤＮＡ倍体异常细

免疫组化及ＢＲＡＦ基因突变检测确诊）和误诊（假

胞（图４），其中假阴性５例。

阴性或假阳性）３类。冷冻切片确诊５３６例（图１），

２．５免疫组化

延迟诊断９例（常出现于滤泡上皮乳头状增生，确

ＣＫｌ９（图５～６）、ＴＴＦ一１、ＣＫ３４ＢＥｌ２、ＣＤｌ０和ＣＤ５６

定有无癌变）（图２），误诊４例（甲状腺乳头状癌，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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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细胞Ｋｉ石７（１％～７％）ｐ５３、

一≯≯’！！』ｊＩ鼍妻

８

图ｌ冷冻切片，甲状腺滤泡上皮增生图２冷冻切片，甲状腺滤泡上皮乳头状增生图３可见大量＞５ｃ细胞，扫描结
果（＋），提示恶性图４未见＞５Ｃ细胞，扫描结果（一），提示良性图５。６石蜡切片，甲状腺滤泡上皮乳头状增生，细
胞异型性明显、可见核沟及毛玻璃样核，诊断恶性；瘤细胞ｃＫｌ９（３＋）
不典型增生，诊断良性；瘤细胞ｃＫｌ９（一）

ＥｎＶｉｓｉｏｎ法图７．８石蜡切片，术后多取材未见

ＥｎＶｉｓｉｏｎ法

３讨论

甲状腺癌是内分泌系统中一种比较常见的恶性

主要依靠细胞学检查方法。Ｔａｎ硎等旧１比较分析了
１０３例甲状腺患者，印片细胞学确诊率为９６％，冷冻
切片确诊率为９５％，可见印片细胞学诊断具有优

肿瘤，每年甲状腺癌的新发病例占所有癌症发病的

势一ｊ。本文通过对５４９例甲状腺标本联合应用组织

ｌ％～５％，女性甲状腺癌的发病高于男性，约为男性

印片细胞ＤＮＡ倍体分析和术中冷冻切片诊断的结

的３倍，甲状腺癌的发病年龄相对较年轻，发病率随
年龄的增长而升高。甲状腺患者的早期症状不明
显，多数患者通过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手术切除后
经病理诊断证实为甲状腺癌。甲状腺乳头状癌最为

果分析得出，这种联合诊断方法一方面提高了术中
快速病理诊断的准确率，另一方面又克服了术中快
速冷冻切片的局限性，并且此诊断方法快速简捷易
于推行…。

常见，在甲状腺恶性肿瘤中占９０％【４ Ｊ。甲状腺肿瘤

甲状腺良性及增生性病变中，ＤＮＡ倍体分析结

切除术中，尤其在术前疑为甲状腺癌的患者或具有

果显示大部分细胞为二倍体细胞，在增生性病变中

隐匿性的甲状腺微小癌，术前常漏诊，术中冷冻切片

可见少量的四倍体细胞¨０＇¨Ｊ。在甲状腺癌病例中，

检查尤为重要。临床外科医师往往根据冷冻切片检

ＤＮＡ倍体分析结果显示有数量不等＞５Ｃ异倍体细

查结果决定手术切除范围，选择恰当的手术

胞¨２。。在术中冷冻延迟诊断和误诊的病例中，５例

方式‘５Ｉ。

冷冻诊断甲状腺滤泡上皮乳头状增生，不除外癌变，

术中冷冻切片由于其诊断速度快，能够完整地

待石蜡切片；ＤＮＡ倍体扫描查到３个以上＞５Ｃ异

观察病变的组织结构，具有细胞学检查不可替代的

倍体细胞，二者联合诊断为甲状腺乳头状癌，经石蜡

优势和作用，对临床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大大降低了

切片、免疫组化鼬一６７（２％＋）、ＣＫｌ９（１＋）、ｒｒＩ’Ｆ－１

二次手术率∞Ｊ。由于术中送检冷冻标本时会发生

（２＋）、Ｃｌ（３４ＢＥｌ２（＋）、ＭＣ（一）及ＢＲＡＦ Ｖ６００Ｅ基

形态改变，加上微小癌病变组织体积较小，冷冻取材

因突变检测（＋）证实为甲状腺乳头状癌。４例冷冻

时较难发现，临床上易误诊。本文５４９例标本中，延

诊断甲状腺滤泡上皮增生，不除外局灶癌变的标本，

迟及误诊的１３例皆由术中冷冻切片的这些局限性

ＤＮＡ倍体扫描均未查到＞５ｃ异倍体细胞，再次回

所造成。虽然术中标本冷冻时会产生形态学上的改

顾冷冻切片联合ＤＮＡ倍体扫描结果诊断为甲状腺

变，但细胞中的ＤＮＡ含量不变。

腺瘤，石蜡切片（图７），免疫组化Ｋｉ－６７＜ｌ％（＋），

印片细胞学诊断由Ｄｕｄｇｃｏｎ等＂１在１９２７年首

ＣＫｌ９（一）（图８）、ＴＴＦ一１、ＣＫ３４ＢＥｌ２和ＢＲＡＦ

次应用于术中冷冻，在甲状腺疾病的诊断中，国外有

Ｖ６００Ｅ基因突变检测（一），与二者联合诊断为甲状

学者认为术中冷冻病理检查不是主要的手段，应该

腺腺瘤一致。４例冷冻诊断甲状腺滤泡乳头上皮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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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Ｄｉａｇ Ｐａｔｈｏｌ，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６，Ｖ０１．２３，Ｎｏ．８

生，符合腺瘤，但ＤＮＡ倍体扫描查到３个以上＞５ｃ

分析在乳腺疾病诊断中的意义［Ｊ］．诊断病理学杂志，２０１３，

异倍体细胞，二者联合诊断为甲状腺乳头状癌。

２０（１２）：７４４—７４７．

由此可见ＤＮＡ倍体扫描结果能够真实地反应

［４］

基因突变的检测［Ｊ］．诊断病理学杂志，２０１５，２２（３）：１６２

细胞的生物学特性，准确地判断肿瘤的良、恶性。３
例因为术中冷冻未充分取材，导致出现假阴性结果，

—１６５．

［５］

另２例假阴性结果是由于纤维组织及炎细胞较多，
印片细胞数量较少，导致结果呈假阴性。１例假阳
性结果经石蜡、免疫组化及ＢＲＡＦＶ６００Ｅ基因突变

高颖，沈兵，张建英，等．甲状腺肿瘤组织中ＢｍⅣ６００Ｅ

李伟，张铭．冰冻切片在甲状腺肿瘤术中的应用分析
［Ｊ］．中外医学研究，２０１３，１ｌ（１２）：１２７—１２８．

［６］

陈友权．印片细胞学和冰冻切片检查在甲状腺乳头状癌诊断
中的应用分析［Ｊ］．中国现代医生，２０１２，５０（１６）：１１ｌ—１１２．

［７］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状腺良性病变的细胞ＤＮＡ倍体也可发生改变¨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ＮＡ倍体分析与石蜡结果比较后我们得出甲

［８］

准确的诊断，也表明在甲状腺癌组织中细胞已发生

了ＤＮＡ倍体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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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病理诊断准确而可靠的方法之一。印片细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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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多点取材；冷冻切片能观察完整的组织结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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