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月刊　　１９８５年７月创刊　　第３４卷　第９期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８日出版

主管单位

　安徽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

　安徽医科大学

　中华医学会安徽分会

名誉主编　龚西马俞

主编　孟　刚

编辑部主任　王立龙

编辑出版

　《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编辑部

　通讯地址：

　合肥市梅山路安徽医科大学内

　邮政编码：２３００３２

　电话／传真：

　（０５５１）６５１６１１０２

　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ｊｃｅｐ．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ｌｃｓｙｂｌ＠１６３．ｃｏｍ

印刷

　安徽省地质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

　安徽省合肥市邮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地址：北京市７８２信箱，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１１）

国内订阅处

　全国各地邮局

　邮发代号：２６－５４

邮购

　《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编辑部

定价

　每期２５００元，全年３００００元

中国标准刊号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１７３９９

　ＣＮ　３４１０７３／Ｒ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３４０１００４００００６２

２０１８年版权归《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

志》所有

目　　次
专家论坛

　乳腺纤维上皮性肿瘤诊断上的困惑及其对策 郑唯强 （９４５）
!!

论　　著
　ｍｉＲ１８１ｄ靶向ＬＣＲＧ１调控喉癌细胞Ｈｅｐ２增殖与迁移的机制
　 赵娟霞，龚　勇，杨淑梅，等（９４８）

!!!!!!!!!!!!!

ＩＮＨＢＡ基因表达上调与左、右半结肠癌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
　的相关性 周　薇，毕嘉欣，冶亚平，等（９５３）

!!!!!!!!!

肺黏液性微乳头型腺癌７例临床病理分析
　 刘　标，吴　楠，沈　勤，等（９５８）

!!!!!!!!!!!!!

盐霉素通过下调ｍｉＲ２２１抑制乳腺癌ＭＣＦ７细胞增殖的实验
　观察 韩晓翠，李百隆，于立辉，等（９６２）

!!!!!!!!!!!

ＲＴｑＰＣＲ法定量检测乳腺癌ＦＦＰＥ样本ＥＲ、ＰＲ、ＨＥＲ２、Ｋｉ６７
　表达的初步分析 韦晓霞，姜瑞瑞，雷　婷，等（９６８）

!!!!!!

原发性肝细胞癌组织中ＨＳＰＧ２蛋白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蒋　鹏，杨浩然，张青

"

，等（９７２）
!!!!!!!!!!!!!

姜黄素联合ＬＹ２９４００２对鼠卵巢癌转基因细胞系Ｔ１、Ｔ２、Ｔ３的
　抑制作用 曹程程，夏　光，高英卓，等（９７８）

!!!!!!!!!

ｍｉＲ２９９３ｐ靶向下调ＴＲＩＭ２７表达抑制舌鳞状细胞癌细胞增
　殖、迁移和侵袭 王　瑾，张梅君，练梦竹，等（９８３）

!!!!!!

子宫颈产黏液的复层上皮内病变４例临床病理分析
　 闵琴琴，徐　华，黄忠华，等（９８８）

!!!!!!!!!!!!!

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活检对甲状腺结节的诊断价值

　 杜丹丹，陈婷婷，官伟宁 （９９３）
!!!!!!!!!!!!!

原发性肺脑膜瘤４例临床病理分析及文献复习
　 张慧芝，沈晓涵，王素英，等（９９７）

!!!!!!!!!!!!

ＰＫＭ２对鼻咽癌细胞增殖凋亡糖酵解及ＲＯＳ水平影响
　 成永忠，姜慧琳，金红艳 （１０００）

!!!!!!!!!!!!

综　　述
　ＣＸＣＬ５与肿瘤的相关性研究进展 韩　斐，王纾宜 （１００５）

!!!

套细胞淋巴瘤的诊断与治疗进展 柯晓康，敖启林 （１００８）
!!!

ＡＲＩＤ１Ａ和ＣＥＡＣＡＭ６基因与胃癌相关性的研究进展
　 周　欢，谈　顺，李　红 （１０１３）

!!!!!!!!!!!!

短篇论著

　儿童胰母细胞瘤７例临床病理分析并文献复习
　 王青杰，高汉青，黄　培，等（１０１６）

!!!!!!!!!!!!

·Ⅰ·



　恶性卵巢甲状腺肿２例临床病理观察 张和平，陈　勇，赵彩霞，等（１０１９）
!!!!!!!!!!!!!

子痫前期患者胎盘中ＭＭＰ９、ＴＩＭＰ１、ＴＧＦβ１和Ｅｎｄｏｇｌｉｎ的表达及意义
　 姜　丹，于晶功，于　水，等（１０２２）

!!!!!!!!!!!!!!!!!!!!!!!!!!!!

肾上腺畸胎瘤３例临床与病理分析 饶　金，霍雷军，康小玲，等（１０２５）
!!!!!!!!!!!!!!

胃孤立性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１例 陈红梅，叶　林，朱良俊，等（１０２８）
!!!!!!!!!!

骰骨原发性ＲｏｓａｉＤｏｒｆｍａｎ病１例并文献复习 赵紫琴，徐　瑾，王瑞琳，等（１０３０）
!!!!!!!!!!

ＲＮＡｓｃｏｐｅ技术在非小细胞肺癌ＰＤ１、ＰＤＬ１表达分析中的应用价值
　 王　珊，董丽儒，任会强，等（１０３３）

!!!!!!!!!!!!!!!!!!!!!!!!!!!!

骨肉瘤中Ｗｎｔ５ａ表达及其与血管生成的关系 马　兵，王兴文，安江东，等（１０３６）
!!!!!!!!!!

丛状纤维组织细胞瘤３例临床病理分析 谢　乐，毛荣军，杨克菲，等（１０３９）
!!!!!!!!!!!!

原发性鼻腔鼻窦非肠型腺癌及其肾细胞癌样腺癌亚型临床病理分析

　 杨旭丹，傅　静，唐白杰，等（１０４２）
!!!!!!!!!!!!!!!!!!!!!!!!!!!!

乳腺血管肉瘤８例临床病理分析 胡维维，石慧娟，吕　晋，等（１０４５）
!!!!!!!!!!!!!!!

迈新·技术交流

　多组织羊膜卷蜡块在免疫组化染色阳性对照中的应用 高丽丽，刘春样，朱长乐，等（１０４８）
!!!!!!

金相切割机在牙体组织磨片中的应用 陈　盛，杨　艳，张　磊，等（１０５０）
!!!!!!!!!!!!!

病例报道

　卵巢类似性索－间质肿瘤的子宫内膜样癌１例 户燕姣，林东亮，管静静，等（１０５２）
!!!!!!!!!

胃原发性血管肉瘤１例 胡营营，马亚琪，宋　欣，等（１０５４）
!!!!!!!!!!!!!!!!!!!

输卵管淋巴上皮瘤样癌１例 谭　娜，郑　洪，王进京，等（１０５５）
!!!!!!!!!!!!!!!!!

乳腺梭形细胞癌１例 任　雷，秦　艳，齐晓薇 （１０５７）
!!!!!!!!!!!!!!!!!!!!

肺大泡合并鳞状细胞癌１例 李胜水，许　华，张凤梅，等（１０５９）
!!!!!!!!!!!!!!!!!

下颌牙龈ＡＬＫ阴性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１例 谢晓萍，陈海月，崔京淑，等（１０６１）
!!!!!!!!!!

国外期刊文摘

　副睾低级别子宫内膜间质肉瘤：１例报道并分子证实ＪＡＺＦ１／ＳＵＺ１２易位 （９７１）
!!!!!!!!!!!

甲状腺癌中ＣＤ２０异常表达及其临床病理意义 （９８２）
!!!!!!!!!!!!!!!!!!!!!!

女性生殖道炎性肌纤维母细胞肿瘤的最低诊断标准 （１０４４）
!!!!!!!!!!!!!!!!!!!

与弹性蛋白染色相比，ｈＣａｌｄｅｓｍｏｎ和ｄｅｓｍｉｎ在胃癌、胰腺癌和结直肠腺癌血管侵犯检测中更优异
　 （１０５１）

!!!!!!!!!!!!!!!!!!!!!!!!!!!!!!!!!!!!!!!!

肿瘤出芽和ＰＤＣ分级是错配修复缺陷的结直肠癌临床转归分期的独立预测因子 （１０６２）
!!!!!!!

简　　讯
　敬告作者 （９５７，１０３５）

!!!!!!!!!!!!!!!!!!!!!!!!!!!!!!!!!!!

警惕虚假网站假冒本刊名义征稿收费 （１０５３）
!!!!!!!!!!!!!!!!!!!!!!!!!

统计学符号书写要求 （１０５８）
!!!!!!!!!!!!!!!!!!!!!!!!!!!!!!!!

论文修改注意事项 （１０６０）
!!!!!!!!!!!!!!!!!!!!!!!!!!!!!!!!!

本期执行编委　韩安家　敖启林　李　智　孔令非　沈　勤　郑唯强　吴正升
本期责任编辑　王立龙　　英文文摘编辑　张建中　　封面设计　刘丹丹

　　［期刊基本参数］　ＣＮ３４－１０７３／Ｒ１９８５ｍＡ４１２８ｚｈＰ￥２５．００３８００３５２０１８－０９

封面三张小图

　左：“爱心”———间质脉管内的红细胞，红细胞聚集在一起和脉管组成爱心的形状。（王艳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中：“肠黏膜的项链”———正常肠黏膜的淋巴腺复合体，像是颈项上挂的珠宝项链。（王艳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右：“霜叶”———帆状胎盘的叶脉清晰，红色胎盘被胎膜覆盖，上覆胎脂，像是红叶落地后的白露为霜。（毕学杰／石家庄市第
四医院石家庄市眼病防治中心石家庄妇产医院）

·Ⅱ· 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　ＪＣｌｉｎＥｘｐＰａｔｈｏｌ　２０１８Ｓｅｐ；３４（９）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Ｊｕｌｙ１９８５　　 Ｖｏｌｕｍｅ３４　Ｎｕｍｂｅｒ９　　Ｓ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８，２０１８　　

Ｓｕｐｅｒｉｎｔｅｎｄ
　Ａｎｈｕ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ａｒｔ
ｍｅｎｔ

Ｓｐｏｎｓｏｒｓ
　Ａｎｈｕｉ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ｈｕｉ
Ｂｒａｎｃｈ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

ＨｏｎｏｒａｒｙＥｄｉｔｏｒｉｎＣｈｉｅｆ
　ＧＯＮＧＸｉｙｕ
ＥｄｉｔｏｒｉｎＣｈｉｅｆ
　ＭＥＮＧＧａｎｇ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ＷＡＮＧＬｉｌｏｎｇ
Ｅｄｉｔｏｒ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ＪＣＥＰ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Ａｎｈｕｉ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Ｍｅｉｓｈａｎ
Ｒｏａｄ，Ｈｅｆｅｉ２３００３２，ＰＲＣｈｉｎａ

　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Ｆａｘ：
　　８６５５１６５１６１１０２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ｊｃｅｐ．ｃｏｍ
　Ｅｍａｉｌ：
　　ｌｃｓｙｂｌ＠１６３．ｃｏｍ
Ｐｒｉｎｔｅｒ
　Ａｎｈｕ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ＨｅｆｅｉＰｏｓｔＯｆｆｉｃｅ，Ａｎｈｕｉ，ＰＲ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ｎｇＣｏｒｐｏ
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Ｂｏｘ ７８２，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１１，ＰＲＣｈｉｎａ）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Ｓｕｂ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ｌＰｏｓｔＯｆｆｉｃｅ，Ｃｈｉｎａ
　ＰｏｓｔＳｕｂ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２６－５４
ＭａｉｌＯｒｄｅｒ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ＪＣＥＰ
ＣＳＳＮ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１７３９９
　ＣＮ　３４１０７３／Ｒ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２０１８ｂｙ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ＩＮＣＨＩＥＦ
ｍｉＲ１８１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ｔｈｅ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ｐ２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ｓｂｙｔａｒ

ｇｅｔｉｎｇＬＣＲＧ１ ＺＨＡＯＪｕａｎｘｉａ，ＧＯＮＧＹｏｎｇ，ＹＡＮＧＳｈｕｍｅｉ，ｅｔａｌ　９４８
!!!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ＨＢＡ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ｌｅｆｔ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ｃｏｌｏｎｃａｎｃｅｒ

　 ＺＨＯＵＷｅｉ，ＢＩＪｉａｘｉｎ，ＹＥＹａｐｉｎｇ，ｅｔａｌ　９５３
!!!!!!!!!!!!!

Ｌｕｎｇｍｕｃｉｎｏｕｓｍｉｃｒｏｐａｐｉｌｌａｒｙ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７ｃａｓｅｓ

ＬＩＵＢｉａｏ，ＷＵＮａｎ，ＳＨＥＮＱｉｎ，ｅｔａｌ　９５８
!!!!!!!!!!!!!!

Ｓａｌｉｎｏｍｙｃｉｎ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ｓｔｈｅ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ＭＣＦ７ｃｅｌｌ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ｖｉａ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ｍｉＲ２２１ ＨＡＮＸｉａｏｃｕｉ，ＬＩＢａｉｌｏｎｇ，ＹＵＬｉｈｕｉ，ＬＵＹｉｎｇ，ｅｔａｌ　９６２
!!!!

ＥＲ，ＰＲ，ＨＥＲ２，ａｎｄＫｉ６７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ＦＦＰ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ｂｙＲＴｑＰＣＲ

ｍｅｔｈｏｄ：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ＥＩＸｉａｏｘｉａ，ＪＩＡＮＧＲｕｉｒｕｉ，ＬＥＩＴｉｎｇ，ｅｔａｌ　９６８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ＨＳＰＧ２ｉｎ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ｄｉｔ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ＪＩＡＮＧＰｅｎｇ，ＹＡＮＧＨａｏｒａｎ，ＺＨＡＮＧＱｉｎｇｋｕｎ，ｅｔａｌ　９７２
!!!!!!!!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ｕｒｃｕｍｉｎｗｉｔｈＬＹ２９４００２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ｕｓｅ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ｉｃｏ

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ｌｉｎｅｓＴ１，Ｔ２ａｎｄＴ３

　 ＣＡＯＣ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ＸＩＡｇｕａｎｇ，ＧＡＯＹｉｎｇｚｈｕｏ，ｅｔａｌ　９７８
!!!!!!!!!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２９９３ｐｉｎｈｉｂｉｔｓ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ｏｆｔｏｎｇｕｅ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ｃｅｌｌｓｂｙ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ＲＩＭ２７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ＡＮＧＪｉｎ，ＺＨＡＮＧＭｅｉｊｕｎ，ＬＩＡＮＭｅｎｇｚｈｕ，ｅｔａｌ　９８３
!!!!!!!!!!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ｍｕｃ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ｅｒｖｉｘ：ａ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ｏｆ４ｃａｓｅｓ ＭＩＮＱｉｎｑｉｎ，ＸＵＨｕａ，ＨＵ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ｈｕａ，ｅｔａｌ　９８８
!!!!!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ｏｆ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ｇｕｉｄｅｄｆｉｎｅｎｅｅｄｌｅ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ｂｉｏｐｓｙｉｎｔｈｙｒｏｉｄｎｏｄｕｌｅｓ

ＤＵＤａｎｄａｎ，ＣＨＥＮＴｉｎｇｔｉｎｇ，ＧＵＡＮＷｅｉｎｉｎｇ　９９３
!!!!!!!!!!

Ｐｒｉｍａｒｙ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ｍｅｎｉｎｇｉｏｍａ：ａ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ｏｕｒ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ｚｈｉ，ＳＨＥＮＸｉａｏｈａｎ，ＷＡＮＧＳｕｙｉｎｇ，ｅｔａｌ　９９７
!!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ＫＭ２ｏｎ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ｇｌｙｃｏ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ＲＯＳｌｅｖｅｌｉｎｎａｓ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ｃｅｌｌｓ ＣＨＥＮＧＹｏｎｇｚ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ｎ，ＪＩＮＨｏｎｇｙａｎ　１０００
!!!

·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