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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罕少见病解析(研究原著)· 

腮腺嗜酸细胞癌误诊 3例分析并文献复习 

于涛 ，何等旗，马力 ，张峰林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目的 探讨腮腺嗜酸细胞癌的临床特点以提高对腮腺嗜酸细胞癌的认识。方法 分析兰卅I大学第一医院 3 

例腮腺嗜酸细胞癌并复习近 3 a国内外文献总结其病变特点。结果 腮腺嗜酸细胞癌是一种罕见的恶性肿瘤 ，多 

数患者易出现淋巴结转移，少数患者有面神经侵犯。术后病理检查出嗜酸细胞明确诊断。结论 腮腺嗜酸胞癌病 

程短，生长快，易于腮腺恶性肿瘤相混淆．颈淋巴结清扫术及术后放疗提高患者生存率。 

主题词：嗜酸细胞；腮腺肿瘤／诊断；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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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sdiagnosed analysis of oncocytic carcinoma of parotid gland and reivew of literature 

YU Tao，HE Deng—qi MA Li，ZHANG Feng—lin 

Depetment of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the First Hospital of 

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features and to improve understanding of the parotid gland oncocytic car— 

cinoma．Methods Analysis of three cases of parotid gland oncocytic carcinoma in the first hospital of lanzhou univer— 

sity，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in the past three years。then try to summarize the pathological features．Results 

Parotid gland oncocytic carcinoma is a rare malignant tumor．The majority of patients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a minority of patients with facial nerve invasion．Postoperative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of the eosinophilic cells 

can confirm the diagnosis．Conclusion Parotid gland oncocytic carcinoma have short duration and fast growth，and it 

is easy tO be confused with parotid malignant tumors，neck dissection and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can improved 

the surviva1 rate． 

MeSH：Eosinophils；Parotid Neoplasms／diagnosis；Diagnostic Errors 

嗜酸细胞癌又称恶性嗜酸细胞 瘤，是与嗜酸细胞 

腺瘤相对应的恶性肿瘤，可发生于鼻腔、胸腔、卵巢、肾 

脏 、甲状腺等组织，发 生于涎腺的报道非常罕见 ，涎腺 

嗜酸细胞癌主要发生于腮腺，易与腮腺常见肿瘤相混 

淆，目前，国外仅报道 39例[1]。我院 2008—2011年分 

别收治了 3例嗜酸细胞癌患者，现报道如下。 

1 病历摘要 

例 1：女，37岁。因发现左侧面部无痛肿物 6 a余 

人 院。患者无明显 自觉症状 ，于入院前 2 a开始生长 

迅速，并于入院前 6个月出现疼痛症状就诊。查体：左 

侧耳垂为中心可见肿物大小约 6．5 CITI×4．2 crn×3．5 

crn，无红肿、瘢痕，质地坚硬，局部皮温正常，有触压 

痛，可活动(图 1)，张口度正常，听力正常，无面神经受 

累征象，左侧颌下及颈部胸锁乳头肌前后可触及数枚 

大小约 1．5 cm淋巴结，可活动，无触压痛。CT示： 

作者简介：于涛(1983一)，男，甘肃金昌人，住院医师。研究方向：口腔颌 
面外科。 

通讯作者：何等旗，E-mail：hedengqi1975@163．corn 

(2)左侧腮腺混合瘤恶变；(2)左侧颈部淋巴结肿大、转 

移可能(图 2)。B超示 ：左侧腮腺包块处所见异 常区 

多考虑腮腺实质性肿瘤。诊断：腮腺混合瘤恶变。 

图 1 患者左侧腮腺肿物 图 2 患者术前 CT 

入院后完善各项术前准备，在全麻下行手术治疗， 

于左侧耳屏前做“S”型切口，见肿瘤位于腮腺浅叶(图 

3)，上至颧弓根，下至下颌角下缘，逐层分离面神经与 

腮腺肿物，耳大神经从中穿过，离断耳大神经，完整摘 

除肿物及浅叶，肿瘤包膜不完整，切面呈灰白色不均质 

样 ，颌下区触及一枚肿大淋巴结 ，约 1．5 cm×2 cm大 

小，随同肿物送冰冻检查，检查结果为恶性肿瘤并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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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转移，遂行左侧腮腺全叶切除术 、面神经解剖术及肩 

胛舌骨上淋巴结清扫术，术后病理回报：癌细胞大而多 

角形 ，胞浆丰富、嗜酸 ，核圆形、卵圆形 ，核仁可见 ，呈巢 

团状排列 ，间质富于纤维间隔级淋 巴细胞 。(左 侧腮 

腺)嗜酸细胞癌。(图 4)检 出淋 巴结 可见转 移癌 

(1／11)。术后给予放疗，DT：60Gy／6W／30f，随诊 3 a， 

无复发。 

图 3 术中肿瘤 闰 4 细胞呈嗜酸，巢 团状排列 ，见多核细胞 

例 2：男，53岁 。3 a前发现左侧面部无痛性包块 ， 

约蚕豆大小，后肿块渐增大，近 1 a生长加速。查体： 

左侧腮腺区见大小约4．5 cm×2．5 cm×3．0 cm肿物， 

质地较硬，无波动感及搏动感，无触压痛，可活动，无面 

神经受累征象，双侧颌下淋巴结未触及。B超示：左侧 

腮腺区实质性肿物多考虑腮腺多形性腺瘤。临床诊 

断：左腮腺多形性腺瘤。人院后完善相关检查，在全麻 

下手术切除，术中见肿物约 3．5 cm×2．3 cm×2．0 

cm，质硬，与腮腺组织分界不清，无明显包膜，逐层分 

离面神经与腮腺肿物，完整摘除后行肩胛舌骨上颈淋 

巴结清扫术，术后切除肿物送病理检查，病理回报：癌 

细胞呈多种形状，大小不等，边界清楚，胞浆丰富，嗜伊 

红染色，胞浆内充满嗜酸性红染颗粒，核不整，核仁明 

显 ，染色质丰富 ，可见核分裂象 ，癌细胞-~!EN呈腺样、实 

性小梁或片块状。病理诊断：嗜酸性细胞癌。送检淋 

巴结未检出转移癌，术后随诊近 1 a无复发。 

例 3：男，66岁。因发现右耳垂下肿物 5 a伴疼痛 

1个月余人院。患者有耳垂肿物呈进行性增大，近 1 

个月出现疼痛症状，伴随右侧口角歪斜。查体：右侧耳 

垂下 4．0 em ×2．5 em ×1．8 cm肿物 ，质地较硬 ，活 

动度差，无波动感及搏动感，有触压痛。右侧颌下可触 

及数枚肿大淋巴结。诊断：腮腺黏液表皮样癌。人院 

后晚上相关检查，在全麻下行手术治疗，术中见肿物与 

周围腺体组织分界不清，与面神经粘连紧密，逐层分离 

面神经，完整摘除肿瘤及颈部淋巴结清扫后送病理检 

查。术后病理报告：嗜酸细胞癌，送检淋巴结可见转移 

癌(3／14)。术后放疗，DT：60Gy／6W／30f，随诊 3个月 

至今无复发。 

2 讨 论 

2．1 概述 发生于涎腺 的嗜酸细胞癌是一种极其罕 

见的恶性肿瘤，占所有涎腺上皮性恶性肿瘤的 0．5 

和所有涎腺上皮性肿瘤 的 0．18 E23 临床上主要发 

生于腮腺，其次为领下腺及小的涎腺 。肿瘤可以是原 

发的，也可以来自于嗜酸性腺瘤的恶变。发病年龄多 

在 6O岁以上，男性较多见 J。 

临床表现：一般病程较短，有突发生长病史，瘤体 

多生长较快，无明显自觉症状，部分病例可有疼痛、麻 

木及面瘫等症状，或以转移性淋巴结肿大而就诊。 

病理特点：肉眼见肿瘤无包膜 ，呈单个或多个结节 

状，质地偏硬，与周围组织粘连。肿瘤细胞大、圆形至 

多边形，有细的、颗粒状嗜酸性胞质，圆形泡状细胞核， 

常有明显的核仁。肿瘤细胞排列成片、岛和巢状。偶 

见多核细胞。有些肿瘤中见不同口径的导管样结构。 

肿瘤多无包膜，常浸润肌组织、淋巴组织和神经。具有 
·细胞学的非典 型性和多形性 。磷 乌酸苏木素 (phos— 

photungstic acidhaematoxylin，PTAH)组织化学染色 

见细的蓝色胞质颗粒。其他证明线粒体的方法如 No— 

velli技术 Cresylecht violet V、Kluver BarreraLuxol 

固蓝染色和抗线粒体抗体也可应用L4]。 

2．2 病因及发病机制 腮腺嗜酸细胞癌病因及发病 

机制 目前不明，据报道其具有腺癌 的结构表型和浸润 

特点。肿瘤可以是原发的，也可以来 自于嗜酸性腺瘤 

的恶变，可能来源于涎腺闰管的具有多种分化潜能的 

储备细胞 J。 

2．3 诊断及鉴别诊断 嗜酸细胞癌临床上比较少见， 

发生于腮腺的嗜酸细胞癌十分罕见，其诊断较为困难， 

根据国内外病例报道主要依据病理结合临床表现明确 

诊断。腮腺嗜酸细胞癌病程较短，有突发生长病史 ，可 

出现淋巴结转移及面神经侵犯症状。我院收治 3例病 

例，3例均有突发生长病史，其中2例有肿瘤区域疼痛 

症状，1例有面神经侵犯，2例有淋巴结转移。目前其 

诊断主要依靠术中冰冻及术后病理诊断。根据腮腺嗜 

酸细胞癌病理特征肿瘤多无包膜，常浸润肌组织 、淋 巴 

组织和神经；肿瘤细胞检 出嗜酸性细胞 ；细胞核异型性 

及 PTAH染色阳性可明确诊断。wHo病理诊断标 

准为：(1)瘤组织有较多的核分裂象、细胞的多形性明 

显，突破包膜浸润周围软组织，骨或淋巴组织；(2)神 

经、淋巴管或血管浸润；(3)远隔器官转移[6]。 

鉴别诊断：因与其他腮腺区良恶性肿瘤临床表现 

相类似，易造成误诊漏诊，发病早期常易与腮腺良性肿 

瘤相混淆，晚期出现颈部淋巴转移及疼痛、侵犯神经症 

状后易被误诊为腮腺黏液表皮样癌等腮腺恶性肿瘤。 

发生在腮腺含有明显嗜酸细胞成分的肿瘤 尚有 War— 

thin瘤、嗜酸细胞腺瘤、多灶性嗜酸细胞腺瘤样增生、 

嗜酸细胞神经内分泌癌等，多灶性嗜酸细胞腺瘤样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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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配伍禁忌 · 

痰热清与左氧氟沙星注射液存在配伍禁忌 

王 艳 波 

延边大学医院消化内科，吉林 延吉 1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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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热清：清热、化痰、解毒。用于风温肺热病痰热阻肺证、 时，应在滴注痰热清后中间间隔一组其他无配伍禁忌的液体或 

肺炎早期、急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以及上呼吸 在两种药物之间输入生理盐水 50 ml，以冲洗输液管内液体，避 

道感染等。常用量成人一般一次 20 ml，重症患者一次可用 40 免上述配伍禁忌发生的反应。 

ml，加人 5 葡萄糖注射液或 0．9 氯化钠注射液 250～500 2 讨 论 

ml，静脉滴注，1 0：／d。左氧氟沙星：抑制细菌 DNA旋转酶，阻 以往 床工作中
，比较重视各种药物混合于同一容器静脉 

碍蛋 白质合成，从而达到杀菌作用，用于敏感细菌引起的感染。 滴注是否发生配伍禁忌
，较少关注接滴的药物之间发生配伍禁 

临床使用左氧氟沙星注射液 lOo ml，2次／d。我科对 2OlO—O6 忌
。 造成 了不必要 的浪费或不 良后果 。因此 ，在使 用新药或两 

一 201l一12收治的癌痛、带状疱疹及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缺血性 种以上药物之前
，应了解其药物特性 ，勿盲 目使用。为了保证 

疼痛 、腰椎术后疼痛综合征等伴急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 用药安全
，应在更换输液瓶后，密切观察前后两瓶药混合后有 

急性发作病例静脉滴注完痰热清·随后更换左氧氟沙星注射液 无混浊
、沉淀、变色等，如有不良反应，及时发现并处理，以免造 

输入 ，莫菲氏滴管及输液管内液体即变白色沉淀物，立即停药 ， 莆岳鼠[ 
，。 

更换输液器后继续输入，再未发生此现象。  ̂～， E，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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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 匕述现象发生，笔者建议在临床确须使用上述两种药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