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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眼病理学在眼科疾病精准诊疗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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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眼病理学对深入研究眼科疾病的发病机制及其发生和发展规律非常重要#可以指导眼科疾病#

尤其是眼部原发肿瘤&转移瘤以及炎性疾病的临床诊断和治疗监测' 眼病理学包括病理组织形态学&液态活

检和分子病理学等#是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之间的重要桥梁#指导眼科疾病发病机制的研究#并对眼科学的发

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眼科医生在眼病的诊疗过程中应重视眼病理与眼科临床辅助检查间的结合#为疾病

的精准治疗提供客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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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病理学对深入研究眼科疾病的发病机制及其发
生和发展规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为疾病的临床
诊断和治疗监测提供客观依据和准确信息#从而发挥
指导作用' 随着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技术的不断
发展#传统的眼病理学知识和技术面临着自我更新和
开拓创新的挑战' 眼科医师应该全面&深刻地认识眼
病理学的内容和发展方向#充分发挥眼病理的诊断优
势#以期眼病理学在未来的眼科疾病诊疗中能够发挥
更大的作用'

:5眼病理学的重要作用

:2:5重视眼病理学在临床和基础之间的桥梁作用
现代眼病理学融合了现代病理学&免疫学&遗传

学&组织胚胎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眼科学等多
学科的知识结构和内容#是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之间
的重要桥梁

+1, #眼病理医师吸收多学科的研究思路和
研究技术以开展基础研究#同时巩固和发展眼科临床
病理#并配合临床眼科医师对疾病进行深入研究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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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重视眼病理学在临床诊断和治疗中的基础作用
高质量的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将为眼科疾病的精

准诊断和治疗提供可靠依据' 眼病理检查是避免眼病
误诊&误治的根本保障 +!, #现代眼病理学除了常规染
色检查&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特殊染色检查外#又融入
了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元素#充分体现了形态
病理学&免疫病理学和分子病理学的整体诊断水平#使
我们对疾病的认识和理解达到了全新的高度#增加了
诊断的准确性' 规范的病理诊断是规范化治疗的基
石#只有在诊断规范的基础上才能体现出个体化诊疗
的优势#而眼病理学正是融合了疾病发展规律和个体
差异的诊断方法#可进一步指导治疗方案的设计#最大
限度地优化治疗方法

+$, ' 因此#眼科临床医师应高度
重视眼科疾病的病理学检查#力求从根源上避免眼部
疾病的误诊和误治#在眼病理学的指导下实现精准医
疗#提高眼部病变的治愈率'
:2<5重视眼病理学在眼科疾病发病机制研究中的指
导作用

随着医学的进步#关于眼病发病机制的研究日益
深入#而发病机制的研究能直接指导疾病治疗的关键
靶点' 眼病理学在深入认识和了解眼科疾病的发病机
制和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形态病
理&免疫病理以及分子病理共同在各类眼科疾病发病
机制的研究中不可或缺#可为眼科临床工作提供重要
的客观依据#并精确&精细地指导临床诊疗工作'
:2=5重视眼病理学对眼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

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眼

病理学的发展' 眼病理学诊断已由单一的组织细胞学
方法逐步发展到基因和蛋白水平研究#成为融合多种
先进技术的综合诊断工具#微创手术的活体检查及靶
向治疗也促进了分子病理学的广泛应用#并衍生出药
物病理学和靶向病理学#在提高诊断水平的同时进一
步加深了人们对眼部疾病的认识#推动了眼科学的进步'

;5重视病理组织形态学观察在眼部疾病诊疗中的作用

由于眼部解剖结构的特殊性#除了可直接对病变
组织的大体形态进行活体观察外#也便于我们对眼部
病变组织进行取材行印迹细胞学检查&穿刺细胞学检
查及组织活检等病理形态学检查#是深入剖析和认识
眼部疾病#指导临床诊断及治疗的有效方法'
;2:5眼部组织的大体形态观察是最简单且行之有效
的检查方法

肉眼或辅以裂隙灯显微镜及检眼镜可直接观察到

眼睑&结膜&角膜&虹膜&视网膜及脉络膜病变的大体形

态#检查过程中必须重视对眼部病变组织大小&形态&

色泽的观察及其与周围组织关系等病变特点的判断#

多数情况下根据病变的形态特点即可对疾病做出初步

诊断#从而准确地选择最有针对性的进一步检查方法#

快速明确诊断#以免误诊或者多做许多无意义的辅助
检查#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
;2;5细胞学检查是眼表疾病及眼部肿瘤鉴别诊断的
重要方法

结膜印迹细胞学检查较传统的刮片检查简单快

捷#可重复性好#准确性高#是应用广泛的眼表细胞形
态学检查方法

+A, ' 结膜上皮&角膜上皮&杯状细胞等

眼表细胞在形态&细胞间连接以及炎性标志物的表达
等方面易受到疾病的影响而发生相应改变#这些改变
正是眼表疾病发生和发展的病理基础#结膜印迹细胞
学检查能观察眼表细胞的形态变化#在干眼&变应性结
膜炎&维生素 S缺乏症等眼表疾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
中具有重要作用'

穿刺细胞病理形态学检查是术前诊断眼部肿瘤的

重要方法#具有操作简便&损伤轻微&诊断快速的特点'
[(\G/I(; 等 +=,

报道穿刺活检在眼睑及眼眶肿瘤诊断中

的准确率与术后石蜡切片病理检查的确诊率相当#另
外对于那些根据临床表现以及辅助检查结果诊断仍有

困难的眼部肿瘤#穿刺细胞学检查能够提供重要信
息

+", ' 脉络膜无色素性黑色素瘤与脉络膜转移癌&眼

内原发性淋巴瘤等有时甚难鉴别#术前诊断困难#穿刺
细胞学检查常可明确诊断

+7, ' 对于以眼部症状首发

的脉络膜转移癌#穿刺细胞学检查除了有助于其与眼
部原发肿瘤进行鉴别诊断外#辅以免疫组织化学检查
还可明确肿瘤的组织来源#对于寻找眼外原发病灶具
有重要意义' 但目前在中国穿刺活检往往被忽略#应
引起重视'
;2<5组织切片病理检查是诊断肿瘤最为常用且最为
准确的方法

随着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分子病理学&免疫病理
学&遗传病理学等方法广泛应用到组织切片病理检查
中#使得组织切片病理诊断的准确率大大提高#在判断
肿瘤性质&来源&恶性程度及指导治疗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 目前#中国眼部手术切除组织标本的病理送检率
较低#对手术标本病理检查的认识不够#易造成疾病的
误诊或漏诊' 这种情况常见于睑板腺癌误诊为霰粒
肿&鳞状上皮癌误诊为翼状胬肉等#多因手术切除标本
未送病理检查所致#以至于延误疾病的治疗#引起肿瘤
扩散和转移#需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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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视液态活检在眼部肿瘤和炎性疾病诊断中的作用

液态活检在眼部病变的诊断&疗效监测&预后判断
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在遇到可疑眼内肿瘤&
眼内感染或不明原因的葡萄膜炎时#房水&玻璃体取材
活检能够提供疾病病因的相关线索#对疾病的诊断和
治疗提供可靠的病理学依据

+7, '
<2:5液态活检在眼内肿瘤诊断中的应用

大部分眼内肿瘤可以通过无创的临床检查明确诊

断#但是部分患者需要组织病理学检查才能明确诊断
并指导治疗

+@]<, ' 临床表现不典型的疑似肿瘤或性质
不明的肿瘤患者经玻璃体液活检后行细胞病理学检

查#并结合细胞蜡块及免疫细胞化学染色可确定诊断'
目前玻璃体液活检技术对眼内淋巴瘤&黑色素瘤&髓上
皮瘤等肿瘤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尤其是原发性眼内
淋巴瘤#通过玻璃体细胞学检测发现恶性淋巴细胞是
该病诊断的金标准

+1#, ' 细胞病理学中背景细胞掩盖
和肿瘤细胞本身的破坏有时会对染色和诊断带来困

难#联合 QOC&流式细胞学和眼内细胞因子的检测能
够增加肿瘤诊断的准确性'
<2;5液态活检在感染性眼内炎诊断中的应用

眼内液的病原微生物检查是确诊感染性眼内炎最

可靠的方法#在用药前取房水或玻璃体标本进行涂片
及病原菌培养明确病因并指导治疗' 涂片检查是感染
性眼内炎的快速诊断方法#对临床怀疑感染性眼内炎
者#眼内液取材后立即行涂片检查#显微镜下寻找菌丝
或孢子#观察细菌形态#用涂片染色法可区分革兰阳性
菌和阴性菌#缩小鉴定范围#根据初步检查结果选择抗
生素' 对房水&玻璃体标本同时进行细菌及真菌培养
和药物敏感性试验还可确定具体病原菌及敏感抗生

素#修正抗生素治疗方案' 但细菌和真菌培养阳性率
低#特别是对于已经使用过抗生素治疗的患者#应在病
原菌培养的同时联合应用 QOC扩增病原菌基因组
4US#提高微生物的检出率#提高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性'
<2<5液态活检在葡萄膜炎诊断中的应用

对于病因不明或难治性葡萄膜炎#眼内组织的活
检和实验室检查成为临床确诊不可或缺的手段#但应
首先行玻璃体细胞病理学检查和免疫细胞化学染色#
排除眼内恶性肿瘤' 对怀疑病毒&弓形体&结核等感染
引起的葡萄膜炎者可对房水或玻璃体液行 QOC测定#
以确定病原体 4US#或 %R6TS法测定特定抗体与血清
抗体的比值#根据检测结果确定病原体 +11, ' QOC能够
同时筛查多种病原体#鉴别单纯疱疹病毒&带状疱疹病
毒&巨细胞病毒和弓形体感染#特别对于免疫抑制的患

者#首选 QOC检测病毒 4US有助于明确诊断 +1!, ' 对
于拟诊断非典型性脉络膜视网膜炎&特发性中间葡萄
膜炎或者手术后的慢性眼内炎症患者#进行玻璃体活
检以排除眼内肿瘤和病原体感染能够为临床提供鉴别

诊断依据'

=5重视眼病理与眼科临床辅助检查的结合应用

眼科病理学检查对眼科临床医师了解患者病情&
选择治疗方案以及评估疾病的预后起关键作用#眼科
临床辅助检查也可对眼科疾病的诊断提供客观依据#
重视眼病理与眼科临床辅助检查的结合应用#分析病
理结果与各种辅助检查之间的相关性#优化眼科疾病
的诊断流程可提高早期确诊率'
=2:5眼病理检查与 ^型超声检查相结合在脉络膜肿
瘤诊治中的应用

组织病理检查结果是肿瘤诊断的主要依据#但部
分肿瘤位置特殊#局部切除存在较大风险#寻找无创&
准确的检查方法并提供有用的信息对肿瘤的诊断极为

重要' 脉络膜黑色素瘤的临床症状与肿瘤的位置和体
积密切相关#^型超声检查无创且方便#可显示病变的
典型表现#早期肿瘤受到巩膜和玻璃膜两面的限制时#
超声检查显示扁平或椭圆状异常回声(当肿瘤突破玻
璃膜进入视网膜下形成领口带状或半圆形增长时#超
声可显示出特异性的蘑菇状或圆屋顶状回声(较大的
肿瘤前部回声较强#后回声逐渐减弱#出现典型 -挖
空.现象 +1$, ' ^型超声检查与组织穿刺活检和玻璃体
活检相结合可大大提高脉络膜黑色素瘤的早期确诊

率#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和肿瘤位置&大小#确定治疗
方式和手术范围#最终结合苏木精]伊红染色以及特
殊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精确诊断和治疗

+1A, '
=2;5穿刺活检与超声生物显微镜检查相结合在睫状
体肿瘤诊疗中的应用

睫状体肿瘤发生于睫状体部位#由于发生部位隐
蔽# 肿 瘤 较 小 时 很 难 发 现' 超 声 生 物 显 微 镜
)+)GI'N(/)/*(3')&(3I/:3/FJ#_̂ *̀检查可以清晰地显示
房角&睫状体#尤其是后房结构#可提供睫状体实性肿
瘤的形态&大小&边界&内部回声等特征以及是否侵及
周边组织等详细的影像信息' _̂ `还可以与穿刺活
检相结合#在 _̂ `指导下进行穿刺活检#大大提高了
活检成功率及确诊率#提高睫状体肿瘤#尤其是早期睫
状体黑色素瘤的确诊率并指导治疗方案#提高患者生
存率

+1=, '
=2<5玻璃体液态活检与眼 ^型超声检查相结合在眼
内感染性疾病诊疗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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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体液态活检与眼 ^型超声相结合是早期确
诊感染性眼内炎的重要方法#结合细菌培养可以明确
致病菌#提高治愈率' ^型超声检查发现异常并随时
监测#结合玻璃体细胞涂片发现大量炎症细胞浸润#以
及分子病理检测致病菌 4US#可以早期确诊眼内炎#
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并与细菌培养互相验证#指导抗
生素的选择' 尤其是在没有得到确切病原微生物培养
结果前#玻璃体细胞病理学检查结果与 ^型超声检查
结果结合是判断感染&指导早期治疗的有效手段' 充
分利用各种辅助检查的作用#与临床所见及病理诊断
进行对照#从而立体&客观&全面地认识眼部病变#有效
提高疾病早期诊断的准确性#最终达到科学指导临床
治疗的目的'

>5重视眼病理在判断眼部转移瘤原发部位中的指导
作用

??眼部的恶性肿瘤既可以原发于眼部组织#又可以
由全身其他部位的恶性肿瘤转移而来' 眼部转移瘤的
发病率较低#以眼部为首发症状者较少见#但一旦发生
并经眼病理学检查明确肿瘤的来源和性质对肿瘤原发

部位的判断和诊断意义重大' 由于脉络膜血管丰富#
血流缓慢#癌细胞经血液途径转移时易于脉络膜形成
转移灶#脉络膜转移瘤占眼部转移瘤的绝大多数' 眼
部转移瘤患者中约 18$ 在就诊于眼科时无原发癌症
史#故行组织病理检查时若发现肿瘤细胞形态特征与
眼部肿瘤特点不符#应高度怀疑眼部转移瘤' 成人眼
转移性恶性肿瘤以肺癌&乳腺癌多见 +1", ' 由于肺腺癌
发病率最高#早期缺乏原发灶症状#如果眼科首诊患者
为无吸烟史的女性且病理诊断为非眼部来源的腺癌#
应高度怀疑肺癌存在' 乳腺癌易发生多器官转移 +17, #
因此#对有乳腺癌病史且因眼部肿瘤就诊的患者#应重
视对其他部位转移灶的筛查'

眼病理学在眼科疾病的精准诊疗中发挥关键作

用#眼科临床医师应重视眼部病理检查在疾病诊疗中
的应用#合理选择检查方法#规范病理标本的取材操
作#加强眼部病理检查与辅助检查的结合#提高诊断的
准确性#为疾病的精准治疗提供客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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