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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宫颈液基细胞学与组织病理学诊断结果的一致性，寻找和分析引起不一致的

原因。方法将我院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问行液基细胞学检查与组织病理学结果进行比对，以
组织病理结果为金标准，分析两者的符合率及不一致原因。结果

１９ ８３２例液基细胞学检查结果中有

８９８例进行病理活检。在细胞学明确诊断病例中，正常范围或良性反应性改变（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ｆｏｒ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ｌｅｓｉｏｎ ｏｒ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ｃｙ，ＮｌＬＭ）、低度鳞状上皮内病变（１０ｗ—ｇｒａｄｅ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ＬｓｌＬ）、高度

鳞状上皮内病变（ｈｉ曲一ｇｒａｄｅ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ＨＳＩＬ）和宫颈癌（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ｃｅｌｌｓ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ＣＣ）与组织病理学诊断结果的符合率分别为９６．６５％（４６２／４７８）、６４．４４％（８７／１３５）、６８．６７％（５７／８３）和
１００．ｏｏ％（１０／１０），总符合率为８７．２５％（６１６／７０６）。在细胞学未明确诊断病例中，非典型鳞状上皮细胞意
义不明确１４４例，活检阳性率２２．９２％；不能除外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５４例，活检阳性率７１．０５％。
ＮＩＬＭ、ＬＳＩＬ、ＨＳＩＬ和ＳＣＣ不一致率分别为３．３５％（１６／４７８）、３５．５６％（４８／１３５）、３１．３３％（２６／８３）和０．００％
（０／１０）。不一致原因包括标本错误（４２．２２％）、判读错误（１８．８９％）、标本与判读均错误（３８．８９％）。结论
随着病变程度的增高，细胞学诊断分级也随着上升，标本质量是影响细胞学发挥最佳诊断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宫颈细胞学；细胞学／组织学不一致性；宫颈上皮内瘤变；标本错误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７１５１．２０１２．０３．００８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ｅｒｖｉｃａＩ ｌｉｑｌｌｉｄ—ｂａｓｅｄ ｃｙｔ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ｌｌｉｓｔｏｐａｔｌＩｏＩｏｇｙ
Ｘｉａｏ—ｆｕ，ＳＨＥＮ Ｙｏｎｇ，ＧＯＮＧ Ｊｉａｏ—ｍｅｉ，ｅｔ 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ｙ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ｒｈｉｒｄ Ａｍ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４５００５２，Ｃｈｉｎａ
Ｌ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ｗｅｅｎ

ｔｏ

Ｔｂ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ｌｉｑｕｉｄ—ｂａｓｅｄ ｃｙｔｏｌｏ舀ｃａｌ ａｎｄ
Ａ Ｉ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Ｕ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ｂ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ｎｏｎ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Ⅵｅｔｈｏｄ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ｌ １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ｙ ｔｈａｔ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ｃｙ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Ｉｏｇｉｃ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ｗ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Ｉｏｇｉｃ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ｇｏＩ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ｌｏｎ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８９８ ｃａｓ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ａ仃ｉｅｄ ｏｕｔ ｂｙ ｂｉｏｐｓｙ ｉｎ
１９ ８３２ ｏｆ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ｌｉｑｕｉｄ—ｂａｓｅｄ ｃｙｔ０１０９ｙ．Ｃｏｍｐａｉ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ｔｈｅ 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ｏｆ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ｌｅｓｉｏｎ ｏｒ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ｃｙ（ＮＩＬＭ），１０ｗ—ｇｒａｄｅ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ｉｎｔｍ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ｌｅｓｉｏｎ（ＩＪＳＩＬ），
ｈｉｇｈ—ｇｒａｄｅ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ｌｅｓｉｏｎ（ＨＳＩＬ）ａｎｄ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ｃｅｌｌｓ ｃａｎｃｅｒ（ＳＣＣ）ｗｅｒ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９６．６５％
（４６２／４７８），６４．４４％（８７／１３５），６８．６７％（５７／８３）ａｊｌｄ １００．００％（１０／１０），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８７．２５％（６１６／７０６）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ｄｉａｇｎｏｓｄ ｄｅｎｎｉｔｅｌｙ ｂｙ ｃｙ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 ｕｎｄｅｆｉ—

ｎｉｔｅｌｙ ｂｙ ｃｙ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１４４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ａ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ｃｅｌｌｓ ｏｆ ｕｎｄｅｔｅⅢｌｉｎ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ｍｔｅ ｗａｓ ２２．９２％ｂｙ ｂｉｏｐｓｙ．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５４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ａ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ｃｅｌｌ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ｅｘｅｌｕｄｅ ＨＳ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７

１．０５％ｂｙ ｂｉｏｐｓｖ．Ｔｈｅ ｉ１１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ｒａＬｅ ｏｆ ＮＩＬＭ，ＬＳＩＬ，ＨＳＩＬ ａｎｄ ＳＣＣ ｗａｓ ３．３５％

（１６／４７８），３５．５６％（４８／１３５），３１＿３３％（２６／８３）ａｎｄ ０．００％（Ｏ／１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ｈｅ ｎｏｎｃｏｉｎｃｊｄｅｎｃ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ｅｍ）ｒｓ（４２－２２％），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ｅｒｍｒｓ（１８．８９％）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ｏｔｈ（３８．８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ｃｙｔｏｌｏｇｙ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ｒｉｓｉｎｇ．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ｅｒｍｒ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ｃｙｔ０１０９ｙ／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ｙ 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ｉｅｓ．
Ａ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ｃｙｔ０１９９ｙ；

Ｃｙｔ（＇ｌｏｇｙ／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ｙ 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ｙ；

ａｒ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

ｅｒｒｏｒ

宫颈癌是全球妇女中仅次于乳腺癌的第二常见

万方数据

的恶性肿瘤，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妇女中其发病率仍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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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第一位ｎｊ。据统计全世界每年新发病例４５万左

ｃｌｕｄｅ

ＨＳＩＬ，ＡＳＣ—Ｈ）；非典型腺细胞（ａｔｙｐｉｃａｌ

右，其中ｌ／３发生在我国，而早期宫颈癌手术治疗患

ｄｕｌａｒ

ｃｅｌｌｓ，ＡＧＣ）和非典型子宫内膜细胞（ａ哆ｐｉｃａｌ

者５年生存率达８０％～９０％。因此，早期宫颈癌和癌

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

前病变的及时高效筛查是预防与消除宫颈癌的关

正常或炎症、宫颈上皮内瘤变Ｉ级（ｃｅ ｎｒｉｃａｌ

键。而宫颈细胞学诊断作为宫颈癌筛查的首要环节，

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ＣＩＮ

其检测结果影响临床进一步的观察和处理。为了保

（包括鳞癌和腺癌）。

证细胞学检查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美国病理学会已

１．４不一致结果诊断标准

将细胞病理与组织病理诊断结果符合率的研究作为

统细胞病理与组织病理诊断对应关系如下：ＬＳＩＬ对

美国细胞病理实验室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一个重要

应ＣＩＮ‘Ｉ和湿疣样改变，ＨＳＩＬ包括ＣＩＮⅡ和ＣＩＮⅢ

组成部分口］。本文研究主要对宫颈液基细胞学诊断

及原位癌，细胞学诊断鳞癌和腺癌分别对应组织学

结果与其组织病理学诊断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旨在

鳞癌和腺癌。ＡＳＣ—ＵＳ、ＡＳＣ—Ｈ和ＡＧＣ是对宫颈病

寻找引起两者不一致的主要原因，为进一步提高细

变潜在危险程度的估计，是一类不能准确确定鳞状

胞学诊断在宫颈癌筛查中的作用打下基础。

上皮内病变具体级别的改变，不纳入一致性分析。将

１资料与方法

组织病理学诊断作为诊断的金标准。活检阳性结果

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我院２０１１年１月至

ｇｌａｎ—

ｃｅｌｌｓ，ＡＥＣ）等。组织病理诊断结果分为
ｉｎｔｍｅｐ．

Ｉ）、ＣＩＮⅡ、ＣＩＮⅢ、子宫颈癌
根据ＴＢＳ２００１分级系

（≥ＣＩＮ Ｉ为阳性）。病例人选条件：细胞病理和组织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间行ＴｈｉｎＰｒｅｐ液基细胞学检查患者共

病理两项检查时间间隔１个月之内。

计１９ ８３２例，病理活检８９８例，标本全部来自患者

１．５

检查后归档标本。年龄１６～７７岁，平均年龄（３８．４５±

各项数据，并计算宫颈细胞学与组织病理学诊断结

１０．６０）岁。

果的符合率和不一致率。

１．２

方法

细胞学采用ＴｈｉｎＰｒｅｐ（美国Ｃｙｔｙｃ公司）

统计学处理

运用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统计

２结果

细胞保存液，制片采用ＴｈｉｎＰｒｅｐ ２０００液基薄层细胞

２．１

细胞学与组织病理学诊断结果符合率比较

自动制片机制片，巴氏染色。对于细胞学诊断与组织

在１９ ２５０例经细胞学明确诊断的患者中，有７０６例

病理学诊断不一致的病例进行回顾性诊断分析，细

进行了组织病理学检查，两种诊断方法的符合率为

胞学回顾分析原始标本来自于标本档案库，经两名

８７．２５％（６１６／７０６）。其中，ＮＩＬＭ患者为４６２例，占

高年资的细胞病理医师采用双盲法诊断，两者诊断

９６．６５％（４６２／４７８）；ＬＳＩＬ患者为８７例，占６４．４４％

结果一致方可人选统计分析。

（８７／１３５）；ＨＳＩＬ患者为５７例，占６８．６７％（５７／８３）；

组织病理采集标本后置人１０％福尔马林中，经

ＳＣＣ患者为１０例，占１００．００％（１０／１０）。在５８２例不

过脱水、透明、浸蜡、包埋、切片、烤片、ＨＥ染色。对

能经细胞学明确诊断的患者中，两种方法诊断结果

于细胞学与组织病理学结果不一致的病例进行回顾

的对应情况为：ＡＳＣ—ＵＳ患者活检１４４例，活检证实

性诊断分析，回顾分析原始标本来自于病理标本档

阳性３３例（２２．９２％），其中ＣＩＮ Ｉ改变２５例

案库，经两名高年资的组织病理医师采用双盲法诊

（１７．３６％），ＣＩＮⅡ以上改变８例（５。５６％）；ＡＳＣ—Ｈ患

断，两者诊断结果一致方可入选统计分析。最后对结

者活检３８例，活检证实阳性２７例（７１．０５％），其中

果不一致的原因进行分析。

ＣＩＮ

１．３宫颈细胞学与组织病理学诊断标准

Ｉ改变１３例（３４．２１％），ＣＩＮⅡ以上改变１４例

宫颈细

（３６。８４％）；ＡＧＣ患者活检２例，活检证实阳性ｌ例

胞学诊断标准：根据子宫颈细胞学ＴＢＳ２００１分级报

（５０．００％）；ＡＥＣ患者活检８例，活检证实阳性１例

告系统，将细胞学检查结果分为：正常范围或良性反

（１２．５％）。见表１、表２。

ｏｌ’ｍａｌｉｇ－

２．２细胞学与组织病理学诊断结果不一致率比较

ｎａｎｃｙ，ＮＩＬＭ）；低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１０ｗ—ｇｒａｄｅ

在１９ ２５０例经细胞学明确诊断的患者中，两种方法

ｌｅｓｉ伽，ＬＳＩＬ）；高级别鳞状上

诊断结果的不一致率为：ＮＩＬＭ患者为１６例，占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ｌｅｓｉｏｎ，

３．３５％（１６／４，７８）；ＬＳＩＬ患者为４８例，占３５．５６％（４８／

应性改变（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皮内病变（ｈｉ出一ｇｒａｄｅ

ＨＳＩＬ）；鳞状细胞癌（ｓｑｕａｍｂｕｓ

ｃｅｌｌｓ

ｌｅｓｉｏｎ

ｃａｎｃｅｒ，ＳＣＣ）；非

１３５）；ＨＳＩＬ患者为２６例，占３１．３３％（２６／８３）；ＳＣＣ

典型鳞状上皮细胞（ａ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ｃｅｌｌｓ，ＡＳＣ）：

患者为０例，占０．００％（０／１０）。见表ｌ。

意义不明确

２．３细胞学与组织病理学诊断结果不一致原因分

（ｏｆ ｕｎｄｅｔｅｎｌｌｉｎ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ＳＣ—

ＵＳ），不能除外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ｃａｎｎｏｔ

万方数据

ｅｘ—

析

回顾９０例细胞学阳性标本结果显示（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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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细胞学明确诊断病例与组织病理学诊断的对照结果

３）：假阳性３５例（３５／９０，３８．８９％），诊断不足４５例

可直接影响到临床医生进一步后续检查和治疗。目

（４５／９０，５０．００％），过度诊断１０例（１０／９０，１１．１１％）。

前评价细胞学和组织病理学的一致性作为细胞学实

标本错误３８例（４２．２２％）、判读错误１７例

验室的质量保证已经被普遍采用№ｏ，１９８８年的临床

（１８．８９％）、标本与判读均错误３５例（３８．８９％）。

实验室改进法案和美国病理协会要求对所有妇科细

３讨论

胞学诊断的阳性报告进行组织学比对，以便查找引

细胞学检查作为一种早期发现宫颈癌前病变和

起两者不一致的原因。本文研究数据显示，ＮＩＬＭ和

降低宫颈癌病死率的筛查手段，已经取得巨大成功，

ＳＣＣ两级别诊断符合率较高，分别是９６．６５％和

尤其是近１０年来宫颈细胞学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１００．００％，原因可能与ＮＩＬＭ和ＳＣＣ形态特征较为

以及宫颈细胞学诊断报告、诊断系统的标准化应用，

典型，判断难度相对较小有关。细胞学诊断阳性标本

这些改进对于提高细胞学诊断准确率和宫颈上皮内

中与组织病理学诊断总符合率为８７．２５％，而不一致

病变的管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３Ｉ。

率为１２．７５％，与报道［７，引的不一致率结果“％～２８％

宫颈细胞学诊断结果的准确性受多因素影响，

相近。进一步观察数据发现，ＬＳＩＬ和ＨＳＩＬ和组织病

因为相对于组织病理学而言，细胞学诊断仅仅通过

理学诊断结果一致率相差较大，不一致率分别是

脱落细胞形态特征进行诊断，缺少了极为重要的组

３５．５６％和３１．３３％，说明形态学在这两个级别的诊断

织结构特征参数，因此诊断难度增大。有报道１４’５］

难度较大。

显示，ＡＳＣ—ＵＳ分级可检出１０％～７９％的上皮内病

ＡＳＣ—ＵＳ的诊断意义在于提示该患者细胞形态

变；ＬＳＩＬ经组织学活检证实９％～５０％为阴性结果、

改变具有上皮内病变的潜在危险性，包括潜在ＣＩＮ

２％～４０％为ＣＩＮⅡ～Ⅲ；ＨＳＩＬ可见６％～４３％为阴性结

可能的细胞学改变，但无论是细胞形态改变的数量

果、２９％～７２％为ＣＩＮⅡ～Ⅲ、出现宫颈癌的几率０％～

还是质量都不足以明确诊断为上皮内病变。由于

２％。这也进一步说明诊断结果受细胞学医生主观因

ＴＢＳ分级对于ＡＳＣ—ｕＳ的诊断在关于病变细胞数量

素和技术水平影响较大。而细胞学诊断的正确与否

改变上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标准，而且ＡＳＣ—ＵＳ的

万方数据

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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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读不仅依靠清晰的形态学标准，而且还考虑了炎

造成标本质量下降的因素。标本的采集是由临床医

性改变、萎缩改变等其他影响因素ｐ］。因此，各实验

生在诊室完成，采集过程中除疾病本身因素影响外，

室对该级别的诊断存在较大差异，甚至有些细胞学

比如高级别病变和宫颈癌容易接触性出血，另一个

医生将该级别作一个“垃圾桶”使用。所以ＡＳＣ—ＵＳ

主要原因就是妇科医生的操作熟练程度的影响。因

的诊断是细胞学医生较为棘手的事情。

此，培训和指导下级医生规范、正确的取材方法就显

本文研究把ＡＳＣ—ＵＳ、ＡＳＣ—Ｈ、ＡＧＣ、ＡＥＣ细胞

得尤为重要。

学不确定诊断归为一组和组织病理学结果进行比对

总之，细胞学用于宫颈癌的筛查是一有效的预

研究。结果显示，ＡＳＣ—ＵＳ经组织病理学活检证实为

防措施，随着病变程度的增高，细胞学分级诊断提示

阳性率占２２．９２％，其中ＣＩＮ Ｉ １７．３６％，ＣＩＮⅡ以上病

的危险程度也随着上升，影响其发挥最佳效果的因

变５，５６％，和Ｂａｒｃｅｌｏｓ等［１０１报道的３０％的阳性率较

素很多，标本质量是其主要原因，加强临床医生和实

接近。ＡＳＣ—Ｈ活检阳性率７１．０５％，ＣＩＮ Ｉ

３４．２１％，

验室之间的配合，强化细胞学质量控制，努力提升细

ＣＩＮⅡ以上病变３６．８４％，ＣＩＮⅡ以上病变检出率低于

胞学医生的诊断水平、最大限度降低假阴性及假阳

Ｇｕｐｔａ等…１报道的５０．３％。在２００１ＴＢＳ系统尚未使

性率的发生是质量保证的关键。

用之前，经大量组织学证实有很严重的上皮内瘤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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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列第一，本文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论点。因此，

ｕｎｄｅｔｅ瑚ｉｎｅｄ

努力提高标本采集水平和制片技术是降低细胞学诊

ｗｉｔｈ Ｈｕｍａｎ 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 ０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１ ｌ，２０１ｌ：

断固有误差的关键。

９０４６７４．

过度血液、黏液成分以及过多的炎性细胞都是

万方数据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１ １ Ｇｕｐｔａ Ｎ，Ｃｒｏｓｓｌｅｙ

Ｂｅｔｈｅｓｄａ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Ｊ，Ｄｕｄｄｉｎｇ Ｎ，ｅｔ ａ１．Ａ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ｃｅｌｌｓ，

·１６５·

塞屈捡验医垭塞盍！Ｑ！！生９旦笠垒鲞笠３期ｇｈｉ！！盟』！！！！！！！！垡！ｉ！遮巫￡煎！！！！ｇ堕：§！ｐ！！坐§曼！！Ｑ！！，ｙ！！：生盟Ｑ：３
ｃａｎｎｏｔ

ｅｘｃｌｕｄｅ ｈｉｇｈ—ｇｒａｄｅ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ｌｅｓｉｏｎ：Ｄｉａｇｎｏｓ－

ｔ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ｓｕｒｅｐａｔｈＴＭ ｃｅⅣｉｃ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Ｄｉａｇｎ Ｃｙ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２０１２：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ｄｃ．２２８８５．
１２Ｌｏｎｋｙ ＮＭ，Ｆｅｌｉｘ
ｃｅｌｌｓ ｏｆ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

ｈｕｍａｎ

ｔｍ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ＪＣ，Ｎａｉｄｕ ＹＭ，ｅｔ ａ１．Ｔｒｉａｇｅ ｏｆ ａ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ｕｎｄｅｔｅｍｉｎｅｄ

ｃｙｔ０１０９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ｗｊｔｈ ｈｙｂｒｉｄ
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Ⅲｓ

ｃ印ｔｕｒｅ ＩＩ：ｃｏｌｐｏｓｃｏｐ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０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

２００３，１０１：４８１—４８９．
１３ ｃｏｎｆｏｎｉｎｉ Ｍ，Ｂｅ。ｇｅｒｏｎ ｃ，Ｄｅｓａｉ Ｍ，ｅ‘ａｌ·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ａｎｄ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ｔｅｍａｌ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ｙｔｏｐａｔｈｏｌ，

２０ｌＯ，１１８：２０３—２０８．
１４ Ｋａｒａｗａｇｈ ＡＭ，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ＬＳ，Ｇａｓｉｍ ＡＭ，ｅｔ ａ１．Ｎｏｎｉｎｓｕｌｉｎｏｍａ ｐａｎｃｒｅ—
ａｔｏｇｅｎｏｕｓ ｈｙｐｏｇｌｙｃｅｍｉａ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ｉｎ

ａ

Ｓａｕｄｉ ｍａｌｅ．Ｓａｕｄｉ

Ｍｅｄ

Ｊ，

２００８，２９：１６５４—１６５７．

１ｉｑｕｉｄ“８８ｅ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一０６一１２）

（本文编辑：陈淑莲）

霆

鋈第一届血液病理诊断高峰论坛
嚣
报到时间：１１月１５日全天报到

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主办的第
一届血液病理诊断高峰论坛定于２叭２年１１月１６日一１８日
在美丽的滨海之城天津举办。
本届高峰论坛将特邀国际著名血液病理学教授、骨髓病

报到地点：中国医科院血液学重点实验室会议大厅
３会议日程
１１月１６日（星期五）８：００—１８：００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Ｌｙｍｐｈｏｍａｓ，ｍｏｖｉｎｇ ｂｅ—

理学专家Ｄｒ．ＬｏＡｎｎ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和《造血与淋巴组织肿瘤ＷＨ０
分类》主编Ｄｒ．Ｓｔｅｖｅｎ Ｓｗｅｒｄｌｏｗ分别进行骨髓病理和淋巴瘤

ｖｏｎｄ ｔｈｅ ２００８ ｗＨ０ ｃｌａｓｓｉ６ｃａｔｉｏｎ．

分类及诊断的专题报告。届时也将邀请国内血液病理专业领

淋巴瘤

域的专家：上海复旦大学肿瘤医院朱雄增教授，中国医学科

授）；霍奇金淋巴瘤

学院北京协和医院陈杰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病理学高子芬

汝昆（教授）；淋巴瘤在骨髓中的侵犯张培红副（教授）；

教授，北京友谊医院周小鸽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李甘地

ＭＤＳ和ＭＰＮ的病理诊断汝昆（教授）。

教授，天津肿瘤医院孙保存教授，山西肿瘤医院王晋芬教授，

１１月１７日（星期六）８：００—１８：００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汝昆、张培红、王

ＰＤＧＦＲ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ｎｅｏｐｌａｓｍ．

Ｄｒ．Ｓｔｅｖｅｎ Ｓｗｅｒｄｌｏｗ；皮肤

朱雄增（教授）；骨髓病理的诊断模式

汝昆（教

孙保存（教授）；侵袭性Ｂ细胞淋巴瘤

Ｄｒ．ＩＪｏＡｎｎ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急性髓系

建祥、邱录贵教授等担任会议主席并进行专题讲座。会议内

白血病治疗的进展王建祥（教授）；急性白血病汝昆（教

容以血液病理诊断为主线，涵盖临床、病理、形态、流式、分子

授）；夕｝周性Ｔ／ＮＫ细胞淋巴瘤

生物学及细胞遗传学等相关诊断和检测领域，并结合２００８

巴瘤

年ＷＨ０新分类及最新进展和临床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加以讨

ＭＡＩＪＴ淋巴瘤王晋芬（教授）。

论，与会代表将通过精彩的专题讲座及发言进行学术交流和

１１月１８日（星期日）

学习。

周小鸽（教授）；小Ｂ细胞淋

高子芬（教授）；淋巴瘤治疗的进展

邱录贵（教授）；

８：００—１１：３０

组织细胞和树突细胞肿瘤李甘地（教授）；流式细胞在

１会议费用
会议注册费：１０００元／人（含会务费、资料费及餐费），住
宿及交通费用自理。为鼓励年轻医生更多参与学术交流，组
委会将以免注册费的方式赞助前２０名报名的中级职称以下
的学员参会（住宿及交通费用仍需自理）。转账时请务必注明

血液病理诊断中的应用汝昆（教授）；疑难病例的流式细胞
分析王慧君（医生）。
４联系方式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２８８号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
院病理科邮编３０００２０

“血液病理诊断会议注册费”。

医务处：毛源，０２２—２３９０—９０１４

２会议地点及时间

病理科：孙琦，０２２—２３９０—９０３１、１３８２１５５６９９５

会议地点：血液学重点实验室会议大厅
地

址：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２８８号

会议时间：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６日一１８日

万方数据

Ｅｍａｉｌ：ｑｉ—ｓｕｎ５０８＠ｓｉｎａ．ｃｏｍ

病理科：刘斌，１３８２１８２５９６０
Ｅｍａｉｌ：ｂｉｎｌｉｕｗｃｕｍｓ＠１６３．ｃｏ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