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月刊　　１９８５年７月创刊　　第３６卷　第１期　２０２０年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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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安徽省合肥市邮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 ３９９信箱，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４４，代号Ｍ６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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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７３９９ＣＮ３４１０７３／Ｒ

广告发布登记许可证号

　合广登字［２０１９］０１号

２０２０年版权归《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

志》所有

目　　次
论　　著
　胃癌中ＨＳＤＬ２过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
　 董　兵，朴俊杰，杨　洋，等（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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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有肠母细胞分化胃腺癌临床病理分析

　 苟思琪，张　前，方　媛，等（６）
!!!!!!!!!!!!!!

胃癌中ＡＮＰ表达与ＢＭＰ信号通路相互作用对细胞侵袭、转移
　的影响 郝美玲，程　玉，刘海旺，等（１１）

!!!!!!!!!!

γ分泌酶抑制剂阻断ＬＰＡ诱导的胃癌细胞ＳＧＣ７９０１侵袭迁移
　 任志恒，张晨丽，张　晓，等（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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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胶质瘤中ＮＱＯ１高表达在预后评估中的意义
　 郑　兰，王馨悦，韩安娜，等（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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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管中心性胶质瘤临床病理学特征及相关文献复习

　 连　芳，刘丽娜，赵莉红，等（２４）
!!!!!!!!!!!!!

伴菊形团形成的胶质神经元肿瘤５例临床病理分析
　 陈　文，李　霄，宋国新，等（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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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喉鳞状细胞癌中ＭＴＡ２的表达及预后分析
　 刘玉东，甄　娟，韩晓丽，等（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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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状腺乳头状癌中ＴＲＯＰ２表达的临床意义及其诊断价值
　 章萍萍，黄　悦，黄文斌，等（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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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恶性胸腔积液中脱落细胞探讨上皮细胞－间质转化与非小
　细胞肺癌的相关性 方长清，丁春晓，刘小虎，等（４３）

!!!!!

肉瘤样尿路上皮癌的临床特点及分子病理学特征

　 付文静，胡桂明，王玉香，等（４８）
!!!!!!!!!!!!!

综　　述
　ｍｉＲ４５１在消化系统肿瘤中的研究进展
　 朱泽民，李弘夏，唐才喜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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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理组织大切片技术在消化系统肿瘤中应用的研究进展

　 丁桂龄，刘艳芳，蒋　慧，等（５５）
!!!!!!!!!!!!!

专题读片会

　乳腺原发性骨肉瘤 张梦兰，唐婕，可雪璇，等（５８）
!!!!!!

短篇论著

　胰腺癌中Ｔｒａｐ１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郭　燕，卫颖泽，陈旭东，等（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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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骨原发性神经鞘瘤３例并文献复习
　 杨　芹，刘　蔚，郭凌川，等（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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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细胞亚型甲状腺乳头状癌２例并文献复习
　 吴小艳，赵丽娜，刘　雯，等（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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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肤Ｎｅｕｒｏｔｈｅｋｅｏｍａ６例临床病理特征分析
　 张　艳，景　红，赵　阳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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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肪纤维瘤病样神经肿瘤４例临床病理分析
　 任俊奇，王新根，汪　俊，等（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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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索鞘膜积液伴结节性组织细胞／间皮增生１４例临床病理分析
　 庄雪瑜，曾冰微，曾冬钰，等（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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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



　弹力纤维染色在评估胸腺瘤对纵隔胸膜侵犯的应用 秦　钢，邢　杰，吴佳君，等（７９）
!!!!!!!!

皮病性淋巴结炎４例临床病理分析 赵小晓，倪海春，绕闪闪，等（８１）
!!!!!!!!!!!!!!!

儿童肾外畸胎瘤样肾母细胞瘤１例并文献复习 文　容，张丽琼，刘　敏，等（８４）
!!!!!!!!!!

子宫恶性苗勒管混合瘤４例临床病理分析 姚　娟，苑红梅，赵红梅，等（８６）
!!!!!!!!!!!!

ＨＰＶ阳性子宫颈病变细胞中ＨＭＧＡ２蛋白的表达及意义 阳梅英，姜云惠，陈素冰，等（８９）
!!!!!!

ＰＴＴＧ抑制ＰＩ３Ｋ／ＡＫＴ信号通路诱导皮肤鳞状细胞癌细胞凋亡的机制 … 任永强，李庆华，黄新建，等（９２）
涎腺肿瘤、牙源性肿瘤中ＷＴ１的表达 吴倩文，祝　昊，曹渝珊，等（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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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性胃肠道神经外胚层肿瘤２例临床病理分析 李　然，周　婷，陈少华，等（９９）
!!!!!!!!!!

结肠癌组织中ＣＤＣ６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罗志飞，黄幼生，解　娜，等（１０２）
!!!!!!!!!!!!!

十二指肠神经节细胞性副神经节瘤３例临床病理分析 何毅辉，黄海建，陈志忠，等（１０５）
!!!!!!!

迈新·技术交流

　石蜡切片免疫组化套染ＰＡＳ在肾活检组织病理诊断中的应用 弓玉祥，陈平圣，杨宇 （１０８）
!!!!

低浓度过氧化氢溶液在高温时用于组织脱黑色素的效果 陈永华，林碧芸，李小芳，等（１１０）
!!!!!!

介绍一种石蜡切片机的防废蜡屑装置 肖焕钦，罗优平 （１１３）
!!!!!!!!!!!!!!!!!

川西北区域基层远程病理诊断初探 赵　茜，谢　刚，王安群，等（１１４）
!!!!!!!!!!!!!!!

病例报道

　硬化性肺细胞瘤伴淋巴结转移１例 林　兰，徐　静，冯　雨，等（１１６）
!!!!!!!!!!!!!!!

右胫骨下端ＲｏｓａｉＤｏｒｆｍａｎ病１例 王志强，开金云，陈华英 （１１８）
!!!!!!!!!!!!!!!!

膀胱原发性弥漫大Ｂ细胞淋巴瘤１例 黄保华 （１２０）
!!!!!!!!!!!!!!!!!!!!!

肾盂黏膜肠上皮化生并癌变１例 粟诗童，王宽松，尹红玲，等（１２１）
!!!!!!!!!!!!!!!!

婴儿鼻胶质瘤１例 张丽丽，刘　玲，张建伟，等（１２３）
!!!!!!!!!!!!!!!!!!!!!!

间质过度生长伴ｐ６３及ｐ４０异常表达的恶性叶状肿瘤１例 肖晓岚，王玉婷，左国杰，等（１２５）
!!!!!

国外期刊文摘

　青春期后男性睾丸青春期前型畸胎瘤的分子及形态学前瞻性研究 （１０）
!!!!!!!!!!!!!!

６例睾丸网腺癌的临床病理和免疫表型特征及文献复习 （４２）
!!!!!!!!!!!!!!!!!!

卵巢／输卵管／腹膜高级别浆液性癌３级化疗反应评分是否与临床相关？ （６４）
!!!!!!!!!!!

ＮＫＸ３１和Ｐｒｏｓｔｅｉｎ在睾丸组织和性索间质肿瘤中的表达 （６７）
!!!!!!!!!!!!!!!!!

胃肠道恶性神经外胚层肿瘤：１９例临床病理、免疫组化和分子分析 （９１）
!!!!!!!!!!!!!!

新型ＰＬＡＧ１基因重排可用于子宫黏液样平滑肌肉瘤与黏液样间质肿瘤的鉴别 （１１２）
!!!!!!!!

８５例精母细胞型精原细胞瘤：重点强调包括一些未被广泛认知的形态学谱系 （１２４）
!!!!!!!!!

电子烟（Ｖａｐｉｎｇ）相关性严重肺病活检结果 （１２６）
!!!!!!!!!!!!!!!!!!!!!!!

简　　讯
　学术论文中表格制作的注意事项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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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论文中英文摘要撰写注意事项 （２３）
!!!!!!!!!!!!!!!!!!!!!!!!!!!

警惕虚假网站假冒本刊名义征稿收费 （６０）
!!!!!!!!!!!!!!!!!!!!!!!!!!

敬告作者 （８３，１１９）
!!!!!!!!!!!!!!!!!!!!!!!!!!!!!!!!!!!!

《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征稿启事 （９５）
!!!!!!!!!!!!!!!!!!!!!!!!!!!

学术论文中图片质量的注意事项 （９８）
!!!!!!!!!!!!!!!!!!!!!!!!!!!!

统计学符号书写要求 （１１５）
!!!!!!!!!!!!!!!!!!!!!!!!!!!!!!!!

本期执行编委　来茂德　张建民　余英豪　刘卫平　马恒辉　毕　蕊
本期责任编辑　王立龙　　英文文摘编辑　黄文斌　王　源　封面设计　刘丹丹

　　［期刊基本参数］　ＣＮ３４－１０７３／Ｒ１９８５ｍＡ４１３６ｚｈＰ￥２５．００３８００４０２０２０－０１

封面三张小图

　左：“记忆中的陶瓷糖罐”——— 乳腺导管内癌，红染的乳腺导管内癌细胞围绕，形成罐体；部分细胞在罐体上聚集成堆，貌似
罐盖，其中散落的细胞犹似一颗颗糖果。（吴红樱／四川省乐山市人民医院病理科）

中：“火焰山”——— 角化棘皮瘤 ，皮肤表皮凹陷如火山口样，其中充满角栓，周围呈唇样突出，有嗜酸性淡染胞质大的鳞状细

胞伸向真皮，但未脱落入真皮。（顾婷婷／昆山市第一人民病理科）
右：“生命之树”——— 输卵管组织，大树枝繁叶茂，代表医技工作者不断学习，汲取知识，精益求精的精神。（康小玲／广东省
妇幼保健院病理科）

·Ⅱ· 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　ＪＣｌｉｎＥｘｐＰａｔｈｏｌ　２０２０Ｊａｎ；３６（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Ｊｕｌｙ１９８５　　 Ｖｏｌｕｍｅ３６　Ｎｕｍｂｅｒ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８，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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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ｎｈｕｉＬｉａｎｚｈｏｎｇ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Ｌｉｍｉ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ＨｅｆｅｉＰｏｓｔＯｆｆｉｃｅ，Ａｎｈｕｉ，ＰＲ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ｏｏｋＴｒａｄｉｎｇＣｏｒ
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Ｂｏｘ３９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４，ＣｈｉｎａＣｏｄｅＮｏ．Ｍ６４５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Ｓｕｂ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ｌＰｏｓｔＯｆｆｉｃｅ，Ｃｈｉｎａ
　ＰｏｓｔＳｕｂ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２６－５４
ＭａｉｌＯｒｄｅｒ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ＪＣＥＰ
ＣＳＳＮ

　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７３９９ＣＮ３４１０７３／Ｒ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２０２０ｂｙ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ＩＮＣＨＩＥＦ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ＳＤＬ２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ｉｎ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ＤＯＮＧＢｉｎｇ，ＰＩＡＯＪｕｎｊｉｅ，ＹＡＮＧＹａｎｇ，ｅｔａｌ　１
!!!!!!!!!

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ｇａｓｔｒｉｃ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ｗｉｔｈｅｎｔｅｒｏｂｌａｓｔｉｃ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ＧＯＵＳｉｑｉ，ＺＨＡＮＧＱｉａｎ，ＦＡＮＧＹｕａｎ，ｅｔａｌ　６
!!!!!!!!!!!!!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ａｔｒｉａｌｎａｔｒｉｕｒｅｔｉｃｐｅｐｔｉｄｅａｎｄＢＭＰｓｉｇｎａ

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ｏｎｃｅｌｌ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ｉｎ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ｎｃｅｒ

　 ＨＡＯＭｅｉｌ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Ｙｕ，ＬＩＵＨａｉｗａｎｇ，ｅｔａｌ　１１
!!!!!!!!!!!

γｓｅｃｒｅｔａｓ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ｂｌｏｃｋＬＰＡｉｎｄｕｃｅｄ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ＧＣ７９０１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ｓ ＲＥＮＺｈｉ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ｌｉ，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ｅｔａｌ　１５
!!!!!

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ＮＱＯ１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ｇｌｉｏｍａ

　 ＺＨＥＮＧＬａｎ，ＷＡＮＧＸｉｎｙｕｅ，ＨＡＮＡｎｎａ，ｅｔａｌ　２０
!!!!!!!!!!!

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ａｎｇｉｏｃｅｎｔｒｉｃｇｌｉｏｍａａｎｄ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ＬＩＡＮＦａｎｇ，ＬＩＵＬｉｎａ，ＺＨＡＯＬｉｈｏｎｇ，ｅｔａｌ　２４
!!!!!!!!!!!!

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ｒｏｓｅｔｔ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ｇｌｉｏｎｅｕｒｏｎａｌｔｕｍｏｒ：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ｆｉｖｅｃａｓｅｓ

ＣＨＥＮＷｅｎ，ＬＩ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Ｇｕｏｘｉｎ，ｅｔａｌ　２８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ＴＡ２ｉｎ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ＬＩＵＹｕｄｏｎｇ，ＺＨＥＮＪｕａｎ，ＨＡＮＸｉａｏｌｉ，ｅｔａｌ　３３
!!!!!!!!!!!!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ｎ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ＲＯＰ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ｐａｐｉｌｌａｒｙｔｈｙｒｏｉｄｃａｒ

ｃｉｎｏｍａ ＺＨＡＮＧＰｉｎｇｐｉｎｇ，ＨＵＡＮＧＹｕｅ，ＨＵＡＮＧＷｅｎｂｉｎ，ｅｔａｌ　３８
!!!!!

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ＳＣＬＣｃｏｍ

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ｅｘｆｏｌｉａｔｅｄｃｅｌｌｓｉｎ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ｐｌｅｕｒａｌｅｆｆｕｓｉｏｎ

　 ＦＡＮＧＣｈａｎｇｑｉｎｇ，ＤＩＮＧＣｈｕｎｘｉａｏ，ＬＩＵＸｉａｏｈｕ，ｅｔａｌ　４３
!!!!!!!!

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ａｒｃｏｍａｔｏｉｄｕｒ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

ｍａ ＦＵＷｅｎｊｉｎｇ，ＨＵＧｕｉｍｉｎｇ，ＷＡＮＧＹｕ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　４８
!!!!!!!!

·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