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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ＭＡＭＬ２ｇｅｎｅｒ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ａｌｉｖａｒｙｍｕｃｏｅｐｉｄｅｒｍｏｉｄ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ＷＵＬｉｎｇ，ＷＡＮＧＦａｎｇ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Ｍｉｎ，ｅｔａｌ　５４６
!!!!!!!!!!!

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ｌｖｅｏｌａｒｓｏｆｔｐａｒｔｓａｒｃｏｍａ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ａｄｕｌｔｓ

ＹＡＮＷｅｎｔｉａｎ，ＨＵＡＮＧＹｕｃｈｅｎ，ＣＨＥＮＨｏｎｇｃｈｕｎ，ｅｔａｌ　５５１
!!!!!!!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ａｄｒｅｎｏｃｏｒｔｉｃａｌｏｎｃｏｃｙｔｉｃｔｕｍｏｒｓ：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ｎｉｎｅｃａ

ｓｅｓ ＬＵＳｈａｎｓｈａｎ，ＪＩＡＮＧＤｏｎｇｘ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ｌｅｉ，ｅｔａｌ　５５５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ＲＮＡＦＯＸＤ３ＡＳ１ｉｎ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ｒｄｉａ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ｄ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ｕｍｏｒ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ＹＡＮＧＹａｎｇ，ＷＡＮＧＸｉｎｃｈｅｎ，ＮＩＵＹｕｎｆｅｎｇ，ｅｔａｌ　５５９
!!!!!!!!!!

ＳＭＡＲＣＢ１／ＩＮＩ１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ｐｏｏｒ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ｃｈｏｒｄｏｍａｓ：ａ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４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

　 ＳＨＡＯＬｉｗｅｉ，ＳＵＮＡｉｑｕｎ，ＬＩＵＰｅｎｇ，ｅｔａｌ　５６５
!!!!!!!!!!!

·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