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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

阴道镜检查联合细胞学及

活组织检查在子宫颈癌筛查中的意义

李杰

[摘要】皿的：评价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thinprep cytologic test，TCT)联合阴道镜及活组织检查在子宫颈癌筛查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采用阴道镜、细胞学与活组织检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子宫颈病变进行诊断，以组织病理学诊断为标准，对结果进行分析。

佶果：164例在子宫颈TCT涂片中发现，未明确诊断意义的不典型鳞状细胞、低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

和良性反应性改变中有少量细胞增生者，在阴道镜指引下行子宫颈活检，炎症64例，子宫颈上皮内瘤变I(CINI)38例，CIN2

19例，CIN3 37例，早期浸润癌6例。结论：阴道镜联合细胞学及活组织检查能及早发现癌前病变和子宫颈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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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gnificance of ThinPrep cytologic test combined colposcopy with

biopsy in cervical carcinoma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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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application of thinprep cytologic test(TcT)combined eolposcopy with biopsy iII cervical

carcinoma investigation．Methods：To applicate the methods which TCT combined eolposcope with biopsy in cervical lesion diagnosis，

and analysis the results by pathological diagnosis．Results：One hundred and sixty-four cases were detected as atypical squamous cell of

undetermined significance(ASCUS)，low-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LSIL)，hiSh—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

(HSIL)and benign changes with a bit cell hyperplasia in TCT，and these cases were biopsied under eolposcope．Sixty—four cases were

detected accompanied with inflammation。the positive rate was 39．O％；38 cases were detected with CINI；19 cases were detected with

CIN2；37 cases were detected with CIN3：6 case$were detected with the forepart of soakage carcinoma．Conclusions：The examin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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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rcT combined colposeope with pathological biopsy is as soon as

possible in detecting the cervical procarcinoma and carci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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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子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其早

期肉眼观察往往为子宫颈糜烂或肥大等慢性炎症表

现，少数子宫颈外观光滑，与子宫颈炎难以区别。近

年来年轻子宫颈癌患者有明显增多趋势，发病率以

每年2％一3％的速度增长⋯。传统巴氏涂片用于

子宫颈病变的筛查已有半个世纪，该方法由于取材

时细胞的丢失及涂片质量不稳定等导致的漏诊和误

诊越来越受到临床关注。20世纪末，细胞学检查

(thinprep cytologic test，TCT)开始应用于临床子宫

颈病变的筛查。阴道镜检查是通过醋酸及碘试验的

原理将子宫颈放大，观察子宫颈表面上皮及血管形

态的变化，清晰显示子宫颈病变部位，是目前临床上

普遍应用的检查方法。我院采用阴道镜检查联合细

胞学及病理活组织检查诊断子宫颈病变，尤其是早

期子宫颈癌，取得较好效果，现作报道。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2007年6月至2008年2月，因白

带增多、外阴瘙痒、接触性出血等原因，在我科门诊

就诊的患者，年龄20～7l岁，均符合下列条件：(1)

子宫颈刮片检查异常；(2)有接触性出血；(3)反复

药物治疗无效或效果不佳；(4)肉眼观察可疑癌；

(5)外院活组织检查有子宫颈非典型增生或可疑

癌；(6)无子宫切除史及盆腔放疗史；(7)有性生活

史，非妊娠期；(8)主动要求行阴道镜检查。患者均

行TCT检查，筛选其中TCT异常或TCT检查阴性，

但有白带增多、接触性出血等临床可疑症状者共164

例行阴道镜检查，并行阴道镜下多点活组织检查。

1．2方法(1)TCT检查方法：用子宫颈刷收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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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口及子宫颈管脱落的上皮细胞，并将收集的细

胞置入Thinprep保存液中，经程序化处理后，制成薄

片细胞涂片，95％乙醇固定，巴氏染色，观察子宫颈

上皮细胞中有无异型细胞。(2)阴道镜检查方法：

采用金科威sLC—2000B型电子阴道镜，窥阴器暴露

子宫颈，拭净子宫颈表面分泌物，初步观察后，用

3％冰醋酸棉球涂子宫颈，仔细观察图像，加绿色光

观察血管，行碘试验在阴道镜异常图像区(如醋酸

白色上皮及腺体开口、碘阴性区、镶嵌、白斑、点状血

管等)进行子宫颈组织活检，适当深度取材，放人甲

醛液固定后送病理科检查。若镜下未发现明显病灶

或图像不满意，则在3、6、9和12点处取活检并搔刮

子宫颈管细胞送病理检查。

1．3结果判定及统计方法 以病理学诊断为金标

准，根据病变程度分为慢性子宫颈炎、子宫颈上皮内

瘤变(CIN)和子宫颈浸润癌；根据不典型细胞累及

的范围，将CIN分为1—3级。阴道镜图像分类按照

《阴道镜图谱》进行描述。

2结果

164例在子宫颈TCT涂片中发现，不典型鳞状

细胞(atypical Scluamous cell，ASCUS)、低级别鳞状上

皮内病变(10w—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

LSIL)、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igh-grade

squamouse intraepithelial lesion，HSIL)和良性反应性

改变中有少量细胞增生者，在阴道镜指引下行子宫

颈活组织检查，炎症64例(39．O％)，CINl 38例

(23．2％)，CIN2 19例(1I．6％)，CIN3 37例

(22．6％)，早期浸润癌6例(3．7％)(见表1)。

表l TcT检查与阴道镜检查结果比较In；百分率(％J]

3讨论

子宫颈癌是女性生殖系中发病率占首位的恶性

肿瘤，早期无明显症状和体征，一般的妇科检查与慢

性子宫颈炎难以分辨，而早发现、早治疗是提高患者

生存率的关键。随着子宫颈癌病因学的研究与发

展，其防治方法也在不断地提高和发展。TCT检查

是细胞学发展的一种现代新技术，是筛查子宫颈癌

的重要手段。TCT标本取出后立即洗入细胞保存液

中，避免了过度干燥和丢失，保存液中的细胞经计算

机程序化处理，薄层涂片均匀一致，能明显提高涂片

满意率及异常细胞检出率。Tuncer等心1报道，TcT

涂片的不满意率明显低于传统巴氏涂片不满意率。

本组结果显示，TCT对于子宫颈癌前病变及子宫颈

 



癌的检出率和准确率较高，特别是CINl级及以上

者，与Dowie等¨1报道一致。

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发现，TCT检查有时会出现

假阴性结果，其原因有以下几种：(1)子宫颈腺癌和

子宫颈糜烂较严重的患者常表现为阴道大量排液，

分泌物较多，TCT检查取材时毛刷不易刷到病变细

胞；(2)若子宫颈特别肥大，且糜烂面积较大，病变

位于转化区外缘，取材时毛刷只能刷到子宫颈管和

子宫颈管外口周围的小部分，而漏掉病变部位；(3)

患者的子宫颈病变范围极小(阴道镜仅观察到2—

3 mm大小的病变)，不易取材；(4)TCT检查只能观

察细胞形态变化，容易误诊、漏诊；(5)TCT检查结

果与病理医生的技术水平以及临床医生的取材水平

有关。

阴道镜检查将子宫颈阴道部位放大lO^．40倍，

能观察到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病变，与病理检查相结

合，能提高子宫颈病变的早期诊断率，特别是对无临

床症状的子宫颈早期癌变诊断更有意义，具有很高

的灵敏性及准确性，为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提供可

靠依据。我们对164例患者行阴道镜检查，发现子

宫颈炎症64例，CIN 94例，早期浸润癌6例。阴道

镜对于CIN和子宫颈浸润癌有较高的检出率，已成

为诊断CIN和子宫颈浸润癌的有效手段，并且发现

子宫颈病变的严重程度与糜烂范围不成正比。CIN

到子宫颈原位癌、浸润癌是一个连续发生、发展的过

程，子宫颈CIN3级可以由低级别CIN发展而来，也

可以由原来无病变的上皮及非典型鳞状细胞病例发

展而来H J。因此，早期正确诊断能提供正确的治疗

方案。在临床上，许多早期子宫颈癌与癌前病变肉

眼均为子宫颈糜烂表现，个别甚至子宫颈光滑，但阴

道镜下则可出现白色上皮、白斑、镶嵌或异常血管，

对这些部位在阴道镜下直接活检，可提高活检阳性

率。及时发现癌前病变和早期癌，特别是临床上易

忽视的子宫颈光滑或轻度糜烂的子宫颈病变患者也

能及时发现早期隐患。常规子宫颈活检有一定的盲

目性，准确性差，容易造成漏诊、误诊。本组结果显

示，通过阴道镜对子宫颈细微结构的观察，镜下定位

活检目标更加准确、可靠，可明显提高活检的检出

率，对CIN和早期子宫颈浸润癌的诊断具有重要价

值。

阴道镜检查子宫颈病变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无

法看到子宫颈内病变，此外其敏感性太高而特异性

偏低，有时阴道镜图像诊断不典型增生甚至原位癌，

但与组织学不符。分析其原因，一是图像缺乏特异

性，二是检查者对图像不熟悉，惟恐漏诊。另在感染

或其他因素引起上皮化生的良性生长过程中，亦可

出现与癌前病变相类似的图像，使诊断过偏，其存在

的假阳性∞1需综合分析，慎重诊断。经过大量对比

性研究，人们意识到细胞学与阴道镜是互补的两种

筛查方法。细胞学为试验室诊断方法，通过对子宫

颈脱落细胞的形态学观察以评估病变的发生和发

展；阴道镜是临床诊断方法，直接观察子宫颈表面血

管和形态以评估病变，它是早期诊断子宫颈癌及癌

前病变的重要辅助方法之一。本组表现为子宫颈光

滑的患者中，有3例为CIN3级，2例为早期浸润癌，

提示子宫颈癌早期外观可无异常表现，但在组织学

上可表现为不典型增生及原位癌、浸润癌等一系列

病变。TCT涂片、阴道镜检查和子宫颈活检，对临床

容易被忽视的子宫颈光滑或子宫颈轻度炎症的患

者，能及时发现、及时治疗。因此对于有临床症状的

子宫颈病变患者，如果TCT检查结果阴性，建议再

行阴道镜检查怕J，或同时行TCT和阴道镜检查，两

者合用可以降低假阴性的发生率，使早期诊断正确

率高达98％一99％。笔者认为，细胞学联合阴道镜

及病理学检查是诊断子宫颈病变，尤其是早期子宫

颈癌的极佳手段。对于异常阴道镜图像的患者应长

期随访，必要的治疗和追踪观察是降低子宫颈癌发

病的手段之一。

【 参 考 文 献 】

[1] 郎景和．子宫颈上皮内瘤变的诊断与治疗[J】．中华妇产科杂

志，2001，36(5)：261—263，

[2]Tuncer ZS，Basaran M，Sezgin Y，et 4．Clinical result of a split

Ⅻnplc liquid—based cytology(ThinPrep)study of 4 322 patients in

aTurkish institution[J]．Eur J Gyn∞col Oneol，2005，26(6)：

646—648．

[3]Dowie R，Stoykova B，Crowford D．Liquid-based cytology can

improve efficiency of cervical 8mear reade撸：evidence from timing

surveys in two NHS cytology laboratories[J]．Cytopathology，2006，

17(2)：65—72．

【4]孙进，刘英，王朝丽，等．宫颈液基细胞学配合阴道镜检查

对宫颈病变检查结果300例分析[J]．四川医学，2007，28(3)：

319—320．

[5]徐秀华．张秀荣．电子阴道镜在宫颈病变诊断中的应用[J]．中

国妇幼保健，2007，22(14)：1968—1969．

E6] 王莉，荣风年，康德英．阴道镜在TcT检查阴性宫颈病变诊

断中的应用[J]．山东医药．2007。47(12)：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