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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晕粤 倍体分析在宫颈病变筛查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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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暂 目的院探讨 阅晕粤 倍体分析在宫颈病变筛查中的作用遥方法院选取 圆园员圆 年在无锡妇幼保健院同时行 阅晕粤 倍体分析及

液基薄层制片检查渊栽悦栽冤的 员 员苑怨 例进行数据分析袁其中 员圆圆 例进行病理活检遥 结果院在 栽悦栽 为正常尧炎性改变尧非典型鳞状上

皮渊粤杂悦哉杂冤尧低度病变渊蕴杂陨蕴冤尧高度病变渊匀杂陨蕴冤及鳞状细胞癌渊杂悦悦冤中袁对应的 阅晕粤 倍体阳性率分别为 猿援苑豫尧圆缘援缘豫尧愿员援园豫尧
怨员援猿豫尧员园园豫遥 以病理活检结果为金标准袁阅晕粤 倍体分析 砸韵悦 曲线下面积渊园援愿苑怨冤大于 栽悦栽 砸韵悦 曲线下面积渊园援苑怨怨冤袁阅晕粤 倍体

分析及 栽悦栽 的敏感性分别为 愿怨援源豫和 远愿援源豫袁特异性分别为 苑远援圆豫和 愿缘援苑豫袁阳性预测值分别为 远猿援园豫和 远愿援源豫袁阴性预测值分

别为 怨源援员豫和 愿缘援苑豫袁其中敏感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对于少量 阅晕粤 倍体异常细胞袁联合 栽悦栽 结果可以提高诊断的

准确性遥 结论 院阅晕粤 倍体分析是一种有效的宫颈病变筛查方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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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在全球的发病率居女性恶性肿瘤第 圆
位袁仅次于乳腺癌袁而在发展中国家则居第 员 位 咱员暂遥
宫颈癌及其癌前病变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袁在病
变早期及时给予预防性治疗能使病变发生逆转遥 因
此宫颈癌及其癌前病变的筛查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
热点遥传统的宫颈病变筛查方法包括巴氏涂片筛查尧
液基薄层制片渊栽悦栽冤筛查袁新近开展的项目还包括
病原学检查要匀孕灾 阅晕粤 检测遥 然而细胞学筛查是
一种形态学筛查方法袁其筛查效果依赖于制片的质
量以及病理医生的经验遥 病理医生诊断经验不足袁
以及长期阅片造成的视力疲劳等均会造成漏诊及假
阴性遥 阅晕粤 倍体分析是一种建立在基因水平上新的
宫颈病变查方法遥 本文结合 栽悦栽 及病理活检结果探
讨 阅晕粤 倍体分析在宫颈病变筛查中的作用遥

员 材料和方法

员援员 材料
圆园员圆 年无锡妇幼保健院行 阅晕粤 倍体分析 员 员苑怨
例袁同时行 栽悦栽 检查袁其中 员圆圆 例在宫颈门诊进行
阴道镜检查并做活检遥 阅晕粤 倍体分析由南京福怡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专业技术人员完成袁病理诊断由病
理科细胞组医生完成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常规细胞学诊断
根据 月藻贼澡藻泽凿葬 系统咱圆暂分为院淤正常曰于炎性反应
性改变曰 盂不能明确意义的非典型鳞状上皮渊粤杂鄄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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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猿冤园怨鄄员圆怨源鄄园猿

悦哉杂冤曰榆低度病变渊蕴杂陨蕴冤曰虞高度病变渊匀杂陨蕴冤及鳞
状细胞癌渊杂悦悦冤遥
员援圆援圆 阅晕粤 倍体分析
所有 阅晕粤 染色片由南京福怡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全自动细胞 阅晕粤 定量分析系统 渊杂孕陨悦酝鄄阅晕粤 型
全自动细胞肿瘤筛查分析系统冤进行扫描遥每张玻片
扫描 缘 园园园 个以上细胞核袁 系统根据不同细胞核所
具有的不同参数特征进行计数和分类遥结果分为院淤
未见 阅晕粤 倍体异常细胞曰 于少量 阅晕粤 倍体异常细
胞院出现 员耀圆 个病变细胞渊阅陨冤跃 圆援缘 的异倍体细胞或
缘豫约 细胞数约 员园豫的细胞 员援圆缘约 阅陨约 圆援缘曰 盂可见
阅晕粤 倍体异常细胞院 出现逸猿 个 阅陨跃 圆援缘 的异倍体
细胞袁或逸员园豫 细胞数 员援圆缘约 阅陨约 圆援缘遥
员援圆援猿 病理活检诊断
所有活检切片均由住院医师先行诊断袁阳性片
由主治医师或主任医师复诊遥病理活检诊断分为院宫
颈炎尧宫颈病毒感染尧悦陨晕玉级尧悦陨晕域级尧悦陨晕芋级及
鳞状细胞癌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员猿援园 软件绘制 阅晕粤 倍体分析及栽悦栽
两种检测方法 砸韵悦 曲线袁获得曲线下面积及最佳截
断点遥 率的比较用 字圆 检验袁孕臆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遥
圆
圆援员

结 果
阅晕粤 倍体分析与 栽悦栽 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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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栽悦栽 为正常尧炎性改变尧粤杂悦哉杂尧蕴杂陨蕴尧匀杂陨蕴 及

杂悦悦 中袁对应的 阅晕粤 倍体阳性率分别为 猿援苑豫尧圆缘援缘豫尧
愿员援园豫尧怨员援猿豫尧员园园豫袁具有较好的一致性渊表 员冤遥
表员

栽悦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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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援圆 阅晕粤 倍体分析尧栽悦栽 与病理活检结果比较
员圆圆 例宫颈活检中袁病毒感染及以上 猿愿 例曰栽悦栽

中 粤杂悦哉杂 及以上 猿愿 例曰阅晕粤 倍体分析少量倍体异
常细胞及以上 缘源 例渊表 圆冤遥
表 圆 阅晕粤 倍体分析尧栽悦栽 与活检结果比较 渊灶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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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援猿 阅晕粤 倍体分析尧栽悦栽 两种检测方法比较
若宫颈活检以病毒感染及以上结果为阳性袁则
阅晕粤 倍体分析 砸韵悦 曲线下面积为 园援愿苑怨袁 以少量
阅晕粤 倍体异常细胞为截断点时袁其敏感度渊园援愿怨源冤与
特异度渊园援苑远圆冤之和最大渊员援远缘远冤曰栽悦栽 砸韵悦 曲线下
面积为 园援苑怨怨袁 以 粤杂悦哉杂 为截断点时袁 其敏感度
渊园援远愿源冤与特异度渊园援愿缘苑冤之和最大渊员援缘源苑冤遥 阅晕粤 倍
体分析 砸韵悦 曲线下面积大于 栽悦栽 袁表明 阅晕粤 倍体
分析是一种优于 栽悦栽 的检测方法袁两者的最佳截断
点分别是少量 阅晕粤 倍体异常细胞和 粤杂悦哉杂遥 取最
佳截断点时 阅晕粤 倍体分析及 栽悦栽 的敏感性分别为
愿怨援源豫和 远愿援源豫袁 特异性分别为 苑远援圆豫和 愿缘援苑豫袁阳
性预测值分别为 远猿援园豫和 远愿援源豫袁 阴性预测值分别
为 怨源援员豫和 愿缘援苑豫袁 其中敏感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渊字圆 越 缘援园远远袁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阅晕粤 倍体分析特异性尧阳性
预测值低于 栽悦栽袁阴性预测值高于 栽悦栽袁但均没有统
计学意义遥
猿 讨

论

匀孕灾 感染是宫颈癌发生的主要原因袁匀孕灾 通过
癌基因 耘远尧耘苑 等与宫颈上皮细胞基因组结合袁使得

窑员圆怨缘窑

正常细胞在增殖分裂过程中染色体不分离而继续复

制袁从而产生多倍体咱猿暂遥 经研究袁阅晕粤 多倍体及非整
倍体的产生是宫颈癌发生中的早期事件袁 最终会导
致宫颈癌的发生咱源原缘暂遥 在欧美国家袁阅晕粤 倍体分析已
经是一种常用的宫颈病变筛查方法咱远原苑暂遥 但是国内外
报道多集中在 阅晕粤 倍体分析在 悦陨晕域及以上病变
的检测中袁随着宫颈病变筛查的推广袁很多病毒感染

及 悦陨晕玉的早期患者也被查出并需进行积极治疗遥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袁阅晕粤 倍体分析用于诊断病毒感

染及以上病变的 砸韵悦 曲线下面积渊园援愿苑怨冤大于 栽悦栽
渊园援苑怨怨冤袁 说明 阅晕粤 倍体分析是一种优于 栽悦栽 的检
测方法遥 阅晕粤 倍体分析的敏感性明显高于 栽悦栽渊字圆 越
缘援园远远袁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阅晕粤 倍体分析特异性尧阳性预测值

低于 栽悦栽袁阴性预测值高于 栽悦栽袁但均没有统计学意
义遥 对于 悦陨晕域及以上的病变袁阅晕粤 倍体没有 员 例
漏诊渊怨 辕 怨冤袁而 栽悦栽 有 圆 例漏诊渊苑 辕 怨冤袁这与国内外
很多报道一致咱愿原怨暂袁提示 阅晕粤 倍体分析在敏感性方
面具有优越性遥
阅晕粤 倍体分析以什么标准为阳性袁各家报道不
一袁 大多数只要出现 阅陨跃 圆援缘 的异倍体细胞即视为
阳性袁也有人认为异倍体细胞逸猿 个为阳性袁员耀圆 个
为临界状态咱怨原员园暂遥 本文 砸韵悦 曲线结果显示袁以少量
阅晕粤 倍体异常细胞为截断点时袁其敏感度渊园援愿怨源冤与
特异度渊园援苑远圆冤之和最大渊员援远缘远冤袁因此少量 阅晕粤 倍
体异常细胞为最佳截断点袁即阳性标准遥
本研究还发现当 阅晕粤 结果为少量倍体异常细胞
时袁是很难说明患者处于什么样的疾病状态遥 对应于
活检袁阅晕粤 倍体分析共有 圆苑 例少量 阅晕粤 倍体异常
细胞袁其中活检结果为宫颈炎的 员远 例袁活检结果阳性
的为 员员 例袁之间没有明显差异遥 但是在 员远 例宫颈炎
中袁栽悦栽 为正常或炎性的 员员 例袁粤杂悦哉杂 及以上的 缘
例渊猿员援圆缘豫冤曰活检结果阳性的 员员 例中袁栽悦栽 为正常或
炎性的 猿 例袁粤杂悦哉杂 及以上 愿 例渊苑圆援苑豫冤袁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渊确切概率法袁孕 越 园援园源冤遥 说明当 阅晕粤 倍体
分析为少量异常细胞时袁应联合 栽悦栽 结果综合判断遥
如果 栽悦栽 为 粤杂悦哉杂 及以上袁 则要求患者做病理活
检袁如果 栽悦栽 为正常或炎性袁则建议 猿耀远 个月复查遥
本文提示 阅晕粤 倍体分析是一种有效的宫颈病
变筛查方法袁尤其在敏感性上袁高于 栽悦栽遥 其特异性
低于 栽悦栽袁 因此当出现少量 阅晕粤 倍体异常细胞时袁
要联合 栽悦栽 结果给出判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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