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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报告·
肾血管周细胞瘤一例报告
李刚

迟玉友

刘少青

尹洪山

张冰

患者，男，５６岁。因阵发性心慌、出

征，Ｔｌｗｌ、Ｔ２Ｗｌ病灶边缘出现完整的

疫表型上具有血管周上皮样细胞特征的

汗２ ｄ于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２日入院。查

低信号改变，病灶边缘与皮髓质分界正

间叶肿瘤，多发生于软组织，发生于肾脏

体：神经系统无阳性体征。甲状腺弥漫

常形态均消失。动态增强扫描病灶均有

而且伴低血糖综合征者罕见。本病临床

性肿大，未及结节。空腹血糖２．３７

不同程度的强化。诊断左肾癌。全麻下

表现类似肾癌，常见症状为血尿、肿块、

ｍｍｏｌ／Ｌ，血清胰岛素０．２ ｍＵ／Ｌ。甲状

经腹行左肾根治性切除术。术中见左肾

疼痛等。本例患者伴低血糖综合征，肿

腺功能：ＴＳＨ

上极８ ｃｍ×９ ｃｍＸ７ ｃｍ大小肿物，包膜

瘤切除术后３ ｄ血糖恢复正常。肿瘤伴

ｐｍｏｌ／Ｌ，ＦＴ４ １４．７ ｐｍｏｌ／Ｌ。甲状腺彩色

完整、光滑，与肾组织分界清楚；下极肿

发低血糖原因可能是：①肿瘤组织代谢

多谱勒超声检查未探及结节及团块回

物外生性生长，突出肾表面，约７ ｃｍ×

旺盛消耗糖过多；②肿瘤产生胰岛素样

声。ＣＴ检查示左肾上腺区及左肾下极

７

ｃｍＸ ７ ａｍ。肿瘤内部无出血坏死，与

生长因子Ⅱ，可与胰岛素受体结合发生

２个类圆形软组织密度影，光滑、有包

肾实质连为一体，肾周无肿大淋巴结，完

内源性胰岛素样效应，导致低血糖的发

膜，大小为８ ｃｍ×９ ｃｍ×７ ａｍ、７ ｃｍ×

整切除左肾及肾周脂肪囊。病理检查：

生Ⅲ。肾血管周细胞瘸有复发甚至恶变

ｃｒｕｘ ７ ｃｍ，增强后病灶边缘轻度强

灰白色鱼肉状不规整肿物，质韧、光滑，

可能，Ａｕｄａｒｄ等…报道１例术后２年复

化，中心不均匀强化。ＩＶｕ显示左肾上

包膜完整，外生性生长，与肾实质分界不

发，因此应严密随访。

下盏受压变形，未见充盈缺损，双肾功能

清。镜下肿瘤由卵圆形和梭形肌样细胞

良好。ＭＲＩ检查示左肾上下极８ ｃｍ×

组成，围绕肿瘤血管呈多层同心圆生长，

ｃｍ×７ ｃｍ、７ ｃｍＸ ７ ｃｍＸ ７ ａｍ低信号

细胞质嗜酸性。肿瘤血管丰富，漩涡状

肿块，周边低信号阴影形成假包膜

排列，有大量嗜酸性细胞质的梭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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