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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索改良淋巴结显示液是否能更快更多发现更小淋
巴结．
方法：２０ 例大肠癌标本作为自身对照，先按传统法摘取系
膜淋巴结得出检查结果后，
再与用改良淋巴结显示液处理
后的结果进行对照，结果用配对 ｔ 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改良淋巴结显示液法处理标本检出的淋巴结总数，
小淋巴结数，
阳性淋巴结数明显多于传统法，并改变部分标
本的分期．
结论：改良淋巴结显示液法比传统法在大肠癌标本中能检出
更多、更小淋巴结，能更准确地评估患者的分期，指导治
疗，改善预后．
向开敏，陈道瑾，陈远光．改良淋巴结显示液在大肠癌标本中的应用价值．世界华
人消化杂志 ２００３；１１（１）：１２０－１２２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1/120.htm

０ 引言
大肠癌是消化系统较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分期是决定其
预后及治疗方案的重要指标，而分期的重要依据之一就
是有无转移的淋巴结及转移淋巴结的多少．有淋巴结转
移者 ５ ａ 生存率大大降低，且淋巴结转移数目愈多，预
后愈差．常规手工法检测常有小淋巴结遗漏，直接影响
着临床分期的准确性预后预测及辅助治疗的选择．本实
验目的是用改良淋巴结显示液（ＭＬＮＲＳ） 处理大肠癌手
术切除标本，以探索此显示液是否能更快更多地发现小
淋巴结．改良淋巴结显示液（专利申请号０１１１９４２７．８）是在
淋巴结显示液（ＬＮＲＳ）中加入美蓝少许而制成， 他的根据
是美蓝对淋巴结的亲和力及预实验的结果．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材料 中南大学湘雅三院普外科２００１－０６／２００１－１２期
间共 ２０ 例大肠癌根治术后标本，其中男 １１ 例，女 ９ 例．
年龄从 ３８－６８ 岁，平均 ５５．３５ 岁，结肠癌 １３ 例，直肠
癌 ７ 例．均为结直肠癌经手术完整切除原发灶肠段及其
系膜．ＭＬＮＲＳ 溶液的成分 ９５ ％ 无水酒精、乙醚、松节
油、冰醋酸、缓冲甲醛、磷酸二氢钠、美蓝粉剂混合均
匀，配成 ＭＬＮＲＳ 液 １ ０００ ｍｌ ，用密封性较好的容器装
好备用．

１．２ 方法 采用自身对照法，因而每一标本都先后进行
传统法和 ＭＬＮＲＳ 法的分别处理．传统法即将手术后新
鲜标本用 １０ ％ 甲醛浸泡 ２４ ｈ 后由同一病理科医师用眼
看、手摸法将标本系膜组织中淋巴结取出，记下数目
及直径，再将其进一步包埋、染色、切片、镜检．ＭＬＮＲＳ
法即将传统法处理后的标本之系膜从标本上剔除下来，
用 ３ 倍于系膜体积的 ＭＬＮＲＳ 液浸泡 ６ －１２ ｈ，然后取
出标本，流水冲洗，尽量洗去系膜的染色，此时可见淋
巴结呈深蓝色，在浅蓝色的脂肪背景下对比鲜明，便
于挑拣．检出淋巴结再做病理切片检查．观察指标：分别观
察传统法及 ＭＬＮＲＳ 法检出的淋巴结数目、直径大小，
分别记录下两法淋巴结转移数目（阳性淋巴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 软件进行配对 ｔ 检验α＜ ０．０５
２ 结果
本组 ２０ 例标本用传统法检出淋巴结共 ２０５ 枚，其中直
径＜５ ｍｍ 有 ３７ 枚，＞５ ｍｍ 有 １６８ 枚．此标本进一步用
ＭＬＮＲＳ法处理后多检出２２０枚淋巴结，其中直径＜５ ｍｍ有
１９１ 枚，直径＞５ ｍｍ 有 ２９ 枚．经过两次处理后 ２０ 例大肠
癌标本共检出淋巴结 ４２５ 枚，其中直径＜５ ｍｍ 共２２８ 枚，
直径＞５ ｍｍ共 １９７ 枚． 本组 ２０ 例标本用传统法在常规镜
检下检出 ２４ 枚阳性，淋巴结阳性率为 １１．１ ％（２４／２０５
枚）．总共有 ４ 例发生转移，为 Ｄｕｋｅｓ’Ｃ 期，转移率为
２０ ％（４／２０ 例），Ｄｕｋｅｓ’Ｂ 期共 １６ 例． 在进一步用
ＭＬＮＲＳ 法处理后，多检出 ５６ 枚阳性，淋巴结阳性率为
２５．５ ％（５６ 枚 ／２２０ 枚），多发现 ６ 例阳性标本，６ 例分期从
Ｂ 期变为 Ｃ 期．两步汇总后（经传统法和 ＭＬＮＲＳ 法后）
共发现阳性淋巴结 ８０ 枚，总淋巴结为 ４２５ 枚，总阳性
率为 １８．８ ％（８０／４２５），总共有 １０ 例阳性，转移度为 ５０ ％
（１０／２０）．
表 １ 传统法与 ＭＬＮＲＳ 法的统计学分析
检测淋巴结数
＜５ ｍｍ

阳性淋巴结数（枚）

＞５ ｍｍ

病理分期（Ｃ 期）
n

传统法

３７

１６８

２４

４

ＭＬＮＲＳ

２２８

１９７

８０

１０

ｔ值

－７．９０

１０．０２

－０．６５

－２．０８

Ｐ值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５２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４５１

３ 讨论
淋巴结显示液是由 Ｋｏｒｅｎ ｅｔ ａｌ ［１－３ ］提出并广泛应用于各
种肿瘤标本中以寻找淋巴结，在实际应用中证明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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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显著提高检出正常的和转移的淋巴结数目，因而可以
辩认出更小淋巴结．（其中酒精可溶解美蓝并渗透入组织；
乙醚有渗透、助染及对抗组织收缩作用；松节油有脱水
并透明、硬化淋巴结作用；冰醋酸可助染及对抗组
织收缩；甲醛为固定组织作用；磷酸二氢钠为溶液
缓冲剂） 用 ＬＮＲＳ 处理标本后，淋巴结呈白垩状，在
黄色背景下清晰可见．我们在预实验中，将 ２ 例经传统法
处理后的系膜标本再用其 ３ 倍体积的 ＬＮＲＳ 浸泡 ６ ｈ ，将
标本用流水冲洗后 ， 切成小片 ， 可再检出淋巴结分别为
８ 个和 ９ 个， 直径为 ３－７ ｍｍ．此 ２ 例系膜标本再进一步置
入 ＭＬＮＲＳ 中 ６ ｈ 后同样用流水冲洗 ，仍又可分别检出 ４
个和 ３ 个小淋巴结 ，直径 １－４ ｍｍ ，而且发现淋巴结与背
景的对比更加明显 ，更易辨认 ，可检出小至１ ｍｍ的淋巴
结．因此我们在正式实验中在 ＬＮＲＳ 中加入一种染色剂
美蓝（ｍ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ｂｌｕｅ 亚甲蓝）少许后 ，就制成改良淋巴
结显示液（ＭＬＮＲＳ）．美蓝与淋巴结有很强的亲和力［４－６］，
染色后长时间冲洗浸泡也不易脱色；而周围的脂肪组
织不易着色，且容易冲洗褪色，这样淋巴结被染成深蓝
色，与周围浅蓝色的系膜背景对比明显，淋巴结更易
被辩认，即使被包在系膜中．
从前面的结果可以看出ＭＬＮＲＳ法较传统法有明显
的优势，首先是可以发现更多更小的淋巴结，尤其是直
径＜５ ｍｍ 的淋巴结．本组 ２０ 例标本中用传统法共发现
２０５枚，平均每例１０．３枚．用ＭＬＮＲＳ法后总共发现４２５枚，
平均每例 ２１．２５ 枚，配对 ｔ 检验 Ｐ ＜０．０１ ，有显著性差异．对
于直径＜５ ｍｍ 的淋巴结，用传统法共找出 ３７ 枚，占总 ２０５
枚的 １８．０５ ％．用 ＭＬＮＲＳ 法后又找出直径＜５ ｍｍ 的淋巴
结 １９１ 枚，占 ＭＬＮＲＳ 法多找出淋巴结数 ２２０ 枚的 ８６．８ ％，
配对ｔ检验Ｐ ＜０．０１，有显著性差异，说明ＭＬＮＲＳ法可找出更
多小淋巴结．用 ＭＬＮＲＳ 法后两步总共找出直径＜５ ｍｍ 的
淋巴结 ２２８ 枚，占总 ４２５ 枚的 ５３．６５ ％，说明经 ＭＬＮＲＳ 法
后找出的淋巴结大约一半为小淋巴结．对于直径＞５ ｍｍ
的淋巴结，用传统法共找出 １６８ 枚占传统法总数 ２０５ 枚
的８２ ％ ，Ｐ ＞０．０５说明传统法可以找出大部分直径＞５ ｍｍ
的淋巴结．用 ＭＬＮＲＳ 法后又找出 ２９ 枚，只占 １３．２ ％，
说明对于大淋巴结来说 ，ＭＬＮＲＳ 法与传统法比较并
无太多的明显优势；另外也说明一些大淋巴结隐藏在较
深厚的脂肪当中，用手指不易触摸出来，而用ＭＬＮＲＳ法
后，染色的淋巴结与周围的脂肪组织色彩对比分明，更
易分辨出来．事实上，我们甚至发现ＭＬＮＲＳ法可以辨认
出＜１ ｍｍ 的结节．
在传统法确认为 Ｃ 期的有 ４ 例，传统法分别找出
阳性淋巴结 ６ 个、４ 个、２ 个、１２ 个共 ２４ 个，用 ＭＬＮＲＳ
法后这 ４ 例又分别找出 ８ 个、９ 个、８ 个、３ 个阳性
淋巴结，共 ２８ 个，用传统法确定为 Ｃ 期的用 ＭＬＮＲＳ
法又都找出新的阳性淋巴结．另外，在传统法确定为 Ｂ
期的 １６ 例标本中，用 ＭＬＮＲＳ 法找到 ６ 例有阳性淋巴
结，分别找出 ５ 枚、３ 枚、４ 枚、８ 枚、４ 枚，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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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枚．那么在传统法确定为 Ｂ 期的这 ６ 例标本用 ＭＬＮＲＳ
法可确定为 Ｃ 期，（Ｐ ＜０．０５）说明传统法有一定的漏诊．而
我们可看出 ＭＬＮＲＳ 法多找出的淋巴结中直径＜５ ｍｍ 的
占相当大部分８６．８ ％（１９１／２２０）．因此我们用ＭＬＮＲＳ法多
找出的阳性淋巴结多为直径＜５ ｍ的小淋巴结 ，而小淋巴
结的转移率是比较高的［７－１０］，据文献报道可达 １１ ％，不容
忽视．
大肠癌是一种高发性的恶性肿瘤，复发率及死亡率
都很高，对于大肠癌的分期、预后、术后辅助性治疗来
说，准确地了解淋巴结的状况都是非常重要的． 据报
道，无淋巴结转移的患者多数可获治愈，５ ａ 生存率
可达７０ ％，而有淋巴结转移者５ ａ生存率大大降低 ，不足
３０ ％．而淋巴结转移数目愈多，预后愈差，１－５ 个阳
性淋巴结者 ５ ａ 生存率为 ２４ ％，而 ６－１０ 个阳性者则降
为 ９ ％ ．对于大肠癌标本应该采集的淋巴结数目，不同
的资料有不同的说法，Ｓｃｏｔｔ Ｃａｐｌｉｎ ｅｔ ａｌ 认为少于 ６ 个
将导致分期降低 ，可能造成转移淋巴结的漏诊．而法国
人 Ｊｅａｎ Ｍａｕｒｅｌ ｅｔ ａｌ 作的研究结论认为至少要有 ８ 个淋
巴结才能减少错误分期和分期过低的风险．
Ｓｃｏｔｔ ｅｔ ａｌ 认为如果 Ｄｕｋｅｓ′Ｂ 期标本检出淋巴结
少于 １３ 个时建议用脂肪清除法（ｆａｔ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来增加检
出数，因为少于 １３ 个将导致约 ４．８ ％ 的阳性淋巴结漏诊．
Ｊａｎ ｈ Ｗａｎｇ 则认为要将切除的结直肠癌标本区别 Ｔ２ 或
Ｔ３ 至少要 １４ 个才比较准确．而国内有研究者作过相当
深入的研究，认为每例标本检出不少于１６枚淋巴结时，
从统计学意义上来讲就可以足够准确地分期了．因而从
上述的资料，我们认为１６个以上淋巴结是比较理想的，
当然，从本实验结果以及新的 ＴＮＭ 分期系统对 Ｎ（淋巴
结）的描述更为具体这两点来说，可以认为检出淋巴结
数目多多益善，即使已确定为三期的患者，转移淋巴
结的多少对于进一步分出亚期有好处，因而可以更准
确地判断其预后及辅助治疗的价值，如 １－５ 个阳性淋
巴结的患者５ ａ生存率（２４ ％）与多于６个阳性淋巴结者（９ ％）
明显不同．从本实验结果看来 ，平均 ２１．２５ 枚 ／ 例的检出
数说明 ＭＬＮＲＳ 法是完全符合条件的．
对于大肠癌标本淋巴结检出的直径大小来看，显
而易见，用传统法即眼看手摸法找到的大部分为直
径＞５ ｍｍ 的大淋巴结，对于直径＜５ ｍｍ 的淋巴结且又
藏在周围脂肪组织中显然无能为力．从本实验数据看，
ＭＬＮＲＳ所检出的大部分为＜５ ｍｍ的淋巴结，占新检出总
数的 ８６．８ ％（１９１／２２０），ＭＬＮＲＳ 法可辩认出 １ ｍｍ
大小的淋巴结．本实验 ＭＬＮＲＳ 法检出淋巴结平均直径
＜５ ｍｍ．据报道［１１］ ，对ＬＮＲＳ法作了大量深入研究的Ｋｏｒｅｎ
ｅｔ ａｌ 检验膀胱癌标本时，用传统法检出淋巴结平均直
径为 ７．９６ ｍｍ ，而用 ＬＮＲＳ 法为 ３．８１ ｍｍ． 而 Ｕｓｔｕｍ ｅｔ ａｌ ［１２］在
检测一组膀胱癌、乳癌及大肠癌标本的淋巴结时，传统
法检出淋巴结平均直径为６．８ ｍｍ ，而ＬＮＲＳ法为４．２ ｍｍ．
由此可以看出 ＬＮＲＳ 法在检出小淋巴结时有明显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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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这就为进一步镜检查出小淋巴结的微转移灶提供了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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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 年版权归世界胃肠病学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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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肝胆系病学》出版发行
本刊讯 由 ＷＪＧ 编委、著名肝病专家巫协宁教授主编，曾民德、邱德凯教授副主编的新版《临床肝胆系病学》于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全书 １０５ 万字，１６ 开，精装，定价 ８５ 元．全书分 １２ 篇 ７２ 章，详尽介绍了肝胆系的实用解剖、肝脏的凝血与代谢功
能、组织学、病理学、免疫学、肝再生、细胞凋亡、肝脏与细胞因子以及各种检查方法、各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等．
肝胆系疾病包括感染，病毒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及其并发症，肝肿瘤，胆汁郁积，遗传性、先天性、小儿、
妊娠期肝胆系疾病，最后还介绍了人工肝、肝移植、肝干细胞移植治疗．全书在各个方面都反映了肝胆系疾病诊断和治疗
的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执笔者都是国内著名的专家、院士、教授．
本书重点突出、深入浅出，可作为肝病科、消化内科、外科、儿科、传染病科各级临床医师的实用高级参考书． 欲
购买者请汇款至：２０００３０，上海市武康路 ２ 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发行科．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４３１３１２８ (2002-1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