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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孕灾 基因分型检测对 粤杂悦哉杂 分流管理的临床应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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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人乳头瘤病毒渊匀孕灾冤基因分型检测在宫颈薄层液基细胞检测渊栽悦栽冤结果为不典型鳞状细胞原意义不明

渊粤杂悦哉杂冤的分流管理价值遥 方法院选取 圆园员员 年 员 月耀圆园员圆 年 缘 月本院门诊及住院患者中 栽悦栽 检查结果为 粤杂悦哉杂 的 猿园愿 例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袁采用基因芯片法检测 匀孕灾 高危型尧低危型袁并以阴道镜下宫颈活检病理诊断作为诊断金标准进行对比研究遥 结

果院淤猿园愿 例 粤杂悦哉杂 患者中宫颈活检阳性 员源缘 例袁其中尖锐湿疣 缘 例袁宫颈上皮内瘤变渊悦陨晕冤玉级 员园员 例袁域级 员远 例袁芋级 圆员

例袁浸润癌 圆 例袁阳性率为 源苑援员豫渊员源缘 辕 猿园愿冤曰于高危型 匀孕灾 阳性组宫颈活检阳性率为 远圆援远豫袁明显高于阴性组的 圆愿援源豫遥在宫颈

活检 悦陨晕域尧芋级的 猿苑 例中袁猿猿 例为高危型 匀孕灾 阳性曰在鳞癌 圆 例中袁高危型 匀孕灾 均为阳性遥 随着宫颈病变病理级别的升高袁

高危型 匀孕灾 感染率呈上升趋势遥 结论院匀孕灾 基因分型检测对 栽悦栽 结果为 粤杂悦哉杂 的病例进一步诊断具有重要价值袁 是 粤杂悦哉杂

的分流管理中有效合理的手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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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女性生殖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袁早期
诊断和治疗宫颈上皮内瘤变渊悦陨晕冤是预防和控制宫
颈癌的关键咱员原圆暂袁宫颈细胞学检查是筛查宫颈癌及癌
前病变最常用的方法袁液基细胞检测渊栽悦栽冤及 栽月杂
分类法的应用袁可以大幅度提高早期宫颈癌和癌前
病变的检出率袁但由于其诊断结果受取材方法和部
位的限制尧病理诊断医生的主观因素影响袁诊断准
确性很大程度依赖阅片者的经验和水平袁尤其在细
胞学轻度异常的病例中袁由于年龄尧月经周期等因
素的影响袁 使得不典型鳞状细胞原意义不明渊粤杂鄄
悦哉杂冤的诊断数量偏多袁临床上对此类患者的处理及
随访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遥 研究表明袁高危型人
乳头瘤病毒渊匀砸鄄匀孕灾冤持续感染是宫颈癌的明确病
因袁人乳头瘤病毒渊匀孕灾冤检测成为辅助宫颈细胞学
检查的另一种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筛查手段咱猿暂遥 本
研究回顾了 圆园员员 年 员 月耀圆园员圆 年 缘 月在本院门诊
行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袁 其结果为 粤杂悦哉杂 的 猿园愿
例病例袁结合 匀孕灾 基因分型检测结果进行评估袁并
以阴道镜宫颈活检的病理诊断作为最终诊断综合
分析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经 栽悦栽 检查诊断为 粤杂悦哉杂袁 同时行 匀砸鄄匀孕灾
检测及阴道镜下宫颈活检的病例 猿园愿 例袁患者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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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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鄄园猿

圆圆耀远缘 岁袁平均 源圆援愿 岁遥 由高年资医师复查细胞学
及组织学切片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液基细胞学
所有样本均系本院病理科细胞学实验室采用膜
式液基细胞学制片技术行宫颈细胞学检查遥 采用颈
管刷收集子宫颈外口尧宫颈管的脱落细胞袁将采集的
细胞立即放入装有保存液的样本保存瓶中袁 经过新
柏式 栽澡蚤灶孕则藻责圆园园园 处理仪对样本进行制片袁巴氏染
色袁光学显微镜检查袁以 栽月杂 分级系统进行细胞学
诊断遥
员援圆援圆 匀孕灾 基因分型检测
采用基因芯片法袁 人乳头瘤病毒分型检测试剂
盒购于深圳港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袁 操作按试剂盒
说明书要求进行袁 将 圆远 种 匀孕灾 型特异性探针点样
于基因芯片基质上袁制成基因芯片曰经过对样本中的
阅晕粤 进行 孕悦砸 扩增尧杂交和显色袁通过 匀孕灾 分型基
因芯片检测阅读系统自动采集图像并分析和报告检
测结果遥 高危型包含 员远尧员愿尧猿员尧猿猿尧猿缘尧猿怨尧源缘尧缘员尧
缘圆尧缘猿尧缘远尧缘愿尧缘怨尧远远尧远愿尧苑猿尧愿猿尧酝酝源 共 员愿 种遥 低危
型包含 远尧员员尧源圆尧源猿尧源源 共 缘 种亚型遥
员援圆援猿 组织病理学检查
对 栽悦栽 报告为 粤杂悦哉杂 的患者行阴道镜检查袁
宫颈活检袁所取组织行常规石蜡切片检查袁由病理医
师阅片并作出组织学报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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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杂孕杂杂员圆援园 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 字 检验遥
孕臆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结

圆

果

圆援员 粤杂悦哉杂 检出者的一般情况
本研究中的 猿园愿 例 粤杂悦哉杂 患者袁 无临床症状
员远缘 例袁占 缘猿援远豫渊员圆圆 辕 猿园愿冤袁有临床症状渊包括白带
增多尧 接触性出血尧 绝经后阴道流血冤员源猿 例袁占
源猿援源豫渊员源猿 辕 猿园愿冤遥
圆援圆 宫颈细胞学 粤杂悦哉杂 与宫颈活检病理诊断结果
比较

猿园愿 例 粤杂悦哉杂 患者中袁 宫颈组织活检阴性 员远猿

例袁阳性 员源缘 例袁包括尖锐湿疣 缘 例袁宫颈上皮内瘤
变渊悦陨晕冤玉级 员园员 例袁域级 员远 例袁芋级 圆员 例袁浸润
癌 圆 例袁阳性率为 源苑援员豫渊员源缘 辕 猿园愿冤遥 高级别上皮内
瘤变渊悦陨晕域尧芋级冤的发生率为 员员援园豫 渊猿苑 辕 猿园愿冤袁浸
润癌的发生率为 园援苑豫 渊圆 辕 猿园愿冤遥
圆援猿 匀孕灾 基因分型与宫颈上皮病变的相关性
员猿怨 例高危型 匀孕灾 阳性病例中袁悦陨晕 玉级 远圆
例袁域级 员源 例袁芋级 员怨 例袁浸润癌 圆 例袁悦陨晕 及浸润
癌的检出率为 远圆援远豫渊怨苑 辕 员猿怨冤袁 其中高级别上皮内
瘤变渊悦陨晕域尧芋级冤及浸润癌 猿缘 例曰员远怨 例高危型
匀孕灾 阴性病例中袁悦陨晕玉级 源源 例袁域级 圆 例袁芋级 圆
例袁悦陨晕 检出率为 圆愿援源豫渊缘愿 辕 员远怨冤袁 其中高级别上
皮内瘤变渊悦陨晕域尧芋级冤源 例袁高危型 匀孕灾 阳性组
悦陨晕 检出率明显高于高危型 匀孕灾 阴性组 悦陨晕 检出
率渊字圆 越 愿援怨苑怨袁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有统计学意义遥 以宫颈活
检病理检查为金标准袁宫颈炎组中的 匀砸鄄匀孕灾 阳性
源圆 例袁感染率为 圆缘援愿豫袁悦陨晕玉组中的 匀砸鄄匀孕灾 阳性
远圆 例袁感染率为 缘愿援缘豫袁悦陨晕域组中的 匀砸鄄匀孕灾 阳性
员源 例袁感染率为 愿苑援缘豫袁悦陨晕芋组中的 匀砸鄄匀孕灾 阳性
员怨 例袁感染率为 怨园援缘豫袁宫颈浸润癌组中的 匀砸鄄匀孕灾
阳性 圆 例袁感染率为 员园园豫袁经检验渊字圆 越 圆圆援远员袁孕 约
园援园员冤两者有统计学意义袁提示随着宫颈病变病理级
别的升高袁高危型 匀孕灾 感染率呈上升趋势遥
猿 讨

论

栽月杂 分类法中 粤杂悦哉杂 被定义为不能明确诊断
意义的不典型鳞状上皮袁约占人群的 缘豫 咱猿暂袁是一种
常见的宫颈细胞学检查的异常结果袁其诊断标准是院
细胞异常较反应性改变明显袁但是并未达到鳞状上
皮内病变的程度渊核增大是正常鳞状细胞核的 圆援缘耀
猿援园 倍袁核浆比轻度升高曰核染色质轻微增多曰核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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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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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轻微不规则曰 角化不良细胞常见时判读为 粤杂鄄

悦哉杂冤咱源暂遥 粤杂悦哉杂 可能与上皮内瘤变或癌有关袁也可
能与炎症尧刺激等有关遥细胞学报告为 粤杂悦哉杂 时袁宫

颈活检病理结果相差巨大袁可以是正常宫颈袁也可以
是早期浸润癌咱缘暂遥 据文献统计袁在确诊的 粤杂悦哉杂 中袁

有 员园豫耀圆园豫为潜在的 悦陨晕域级或 悦陨晕芋级及 员译的
浸润癌咱缘原远暂遥 本研究中袁猿园愿 例 粤杂悦哉杂 患者中宫颈组
织病理诊断 匀砸鄄匀孕灾 阳性率为 源苑援员豫袁 其中 悦陨晕域
级以上的检出率为 员圆援苑豫袁 包含 圆 例鳞癌遥 由此可

见袁粤杂悦哉杂 隐藏了一部分宫颈上皮内瘤变及浸润
癌袁粤杂悦哉杂 的细胞学诊断对是否存在高级别宫颈上
皮瘤变袁具有有效的提示作用遥宫颈细胞学检查对宫
颈癌的早期发现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袁而 粤杂悦哉杂 作

为细胞学检查最常见的诊断结果袁 其临床价值与意
义是不容忽视的遥
郧藻则遭藻则 等咱苑暂研究表明 粤杂悦哉杂 的检出率为 员援远豫耀
怨援园豫袁在美国袁每年有超过 圆园园 万的妇女宫颈细胞
学筛查诊断为 粤杂悦哉杂袁因此寻求合理有效的手段对
粤杂悦哉杂 进行评估和管理袁不仅可以准确检测出隐藏
于 粤杂悦哉杂 的宫颈病变袁同时还可以减少做不必要的
阴道镜检查数量袁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遥
匀孕灾 感染是宫颈癌的主要致病因素袁特别是高
危型持续性 匀孕灾 感染可引起宫颈癌前病变和宫颈
癌遥 从本组病例研究发现袁高危型 匀孕灾 阳性组 悦陨晕
检出率明显高于高危型 匀孕灾 阴性组遥 宫颈炎组尧
悦陨晕玉组尧悦陨晕域组尧悦陨晕芋组尧 浸润癌组的高危型
匀孕灾 感染率分别为 圆缘援愿豫尧缘愿援缘豫尧愿苑援缘豫尧怨园援缘豫和
员园园豫袁两者有统计学意义袁提示随着宫颈病变病理
级别的升高袁高危型 匀孕灾 感染率呈上升趋势遥 由此
说明高危型 匀孕灾 感染与宫颈病变病理级别呈正相
关袁有效划分 粤杂悦哉杂 中的高危人群袁加强 粤杂悦哉杂 的
分层管理及随访遥
匀孕灾 检测与细胞学联合使用袁可以延长筛查间
隔遥 文献报道咱愿原员园暂袁匀孕灾 感染好发于年轻女性袁大多
数是一过性的袁可自行消退袁但有大约 猿豫患者感染
匀孕灾 后转为持续状态遥 因而袁细胞学阴性而高危型
匀孕灾 感染阳性者袁发病风险较高袁对这类人群要定
期随访曰而高危型 匀孕灾 阴性者袁发病风险较低袁可适
当延长筛查间隔并暂时不做阴道镜检查及宫颈活
检遥针对高危型 匀孕灾 阴性的 粤杂悦哉杂 病例袁可 猿耀远 个
月复查 栽悦栽咱员园原员员暂遥
宫颈细胞学 粤杂悦哉杂 而高危型 匀孕灾 阴性病例
中袁仍有部分病例宫颈活检阳性袁其中包含高级别上
皮内瘤变遥 本研究中袁员远怨 例高危型 匀孕灾 阴性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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婷等院匀孕灾 基因分型检测对 粤杂悦哉杂 分流管理的临床应用意义

中袁悦陨晕域级和 悦陨晕芋级的发生率为 圆援猿豫遥 悦陨晕 病例

中高危型 匀孕灾 未检出袁这可能和 匀孕灾 感染的类型尧
感染后的转归有关咱员圆暂遥高危型 匀孕灾 基因整合到宿主
基因组是 匀孕灾 致癌的一个关键步骤袁而处于该整合
状态中 匀孕灾 分型检测方法可能会对其敏感度降低遥

或者袁仍有罕见致病 匀孕灾 亚型尚待研究遥 因此袁匀孕灾
检测对宫颈癌筛查仍存在局限性遥
综上所述袁匀孕灾 基因分型检测在 粤杂悦哉杂 分流
管理及随访中具有较高的价值袁可以在细胞学检查
的基础上袁确定高危患者袁指导筛查间隔袁指导 粤杂鄄
悦哉杂 的分流管理及进一步处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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