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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碘染色肉眼观察作为宫颈癌初筛方法的
效果评价
李霓

张永贞

马聪萍孙立新

【摘要】

邵淑丽邢菊霞鲍彦平黄瑞德

贺立绩齐友林

目的评价碘液染色后直接肉眼观察在宫颈癌筛查中的作用，为在现阶段宫颈癌高发

且经济落后地区制定宫颈癌及其癌前病变的筛查方案提供依据。方法

在山西省阳城县筛查人群

中，以病理组织学诊断结果为金标准，利用约登指数比较使崩碘液染色后肉跟观察、阴道镜、薄层液基
细胞学和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ＤＮＡ的筛查效果。结果

该人群（７３５名）平均年龄为４０ ８０岁±１０

７５

岁，宫颈高度鳞状上皮内瘤样变及癌（≥ｃＩＮⅡ）的现患率为４ ３５％（３２／７３５）。以病理组织学结果为
金标准（≥ｃＩＮⅡ）．碘液染色后直接肉眼观察的灵敏度和特异度（≥阳性）分别为５３ １３和８２ １９，阴道
镜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低度病变为阳性）分别为５６ ２５和７９（１９。运用约登指数进行比较，碘液染色
后直接肉眼观察和阴道镜检查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而碘液染色后直接肉眼观察不如
液基细胞学和ＨＰｖＤＮＡ检测（尸＜Ｏ ０５）。另外，经过现场短时间培训后，“前无绎验的医生与有经
验医生间使用碘液染色的水平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结论

鉴于碘染色后肉眼观察的灵

敏度较低，但经济易行，容易掌握，如果能够开展经常性的筛查，可以将碘液染色后直接肉眼观察作为
经济落后地区宫颈癌初筛方法之一。

【关键词】子宫颈癌；筛在；碘液染色后直接肉服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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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筛查仍是预防和控制官颈癌的主要于

疑癌。③电子阴道镜检：在强光源下用电子监视器

段…。如今虽然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制定ｒ筛查计

（深圳金科威ｓＬｃ一２０００）直接观察宫颈和下生殖道

划，但许多发展巾国家或缺少筛查计划，或有筛查计

上皮的病变，并在阴道镜Ｆ指导活榆。结果分为正

划，却固财力缺乏，难以执行，致使８５％的子宫领癌

常／炎症、低度ｃ『Ｎ、高度ｃＩＮ、浸润癌。④薄层液基

患者死亡。凼而如何使大多数妇女获得筛查是当今

细胞学检测：结果报告采用２００１年重新修订的

亟待解决的问题，也足极大限度防治宫颈癌的最好

Ｂｅｔｈｅｓｄａ细胞学检查结果报告系统（ＴＢｓ）。Ａｓｃｕｓ

途径”１。传统的官颈癌防治方法为巴氏涂片阳性患

及Ａｓｃｕｓ以上病变为阳性。⑤ＨＰｖ ＤＮＡ检测：

者经阴道镜进一步诊断取活检，经病理证实有宫颈

应用第二代杂交捕获试验（ＨＣⅡ）同时检测１３种

高度鳞状上皮内瘤样变（ｃｅｒｖｌｃａｌ

高危型ＨＰｖ ＤＮＡ（Ｄｉｇｅｎｅ，Ｇａｉｔｈｅｒｓｂｕｒｇ）。榆测样

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ｃｌｉａｌ

ｎｅｏｐｌａｓ－ａ，ｃＩＮ）者采取治疗。但是，由于日前我国

本的ＲＬｕ／ｃｏ≥１ ０（即ＨＰｖ ＤＮＡ≥１

细胞学诊断体系仍不完善，特别是在经济条什较差、

断为宫颈ＨＰＶ感染阳性。

０

ｐｇ／ｎ１１），诊

卫生资源有限的地区，从而使得筛查工作出现障碍。

３筛查程序：受检人员经过讲解，填写知情同意

因此，我们急需选择有效的筛查方法，建立适合经济

书，接受流行病学危险因素问卷调查，后被随机分到

较差地区的筛查方案。另外，筛查方案不仅要考虑

两个妇科诊窒中（分别由曾经受过培训较有经验的

其灵敏度和特异度，还要考虑其经济效益及其在人

医生和初次接受短暂培训、首次使用ｖＩＬＩ的医生

群宫颈癌防治工作中的实际效果。因而，世界卫生

组成）。暴露宫颈后，先由医生用细胞刷采宫颈脱落

组织（ＷＨｏ）极力推荐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应用肉眼

细胞，放入保存液巾保存。然后由不同医生分别进

观察作为宫颈癌的筛查方法，提倡“即查即治”原则。

行ＶＩＡ，阴道镜和ＶＩＩ．Ｉ检查，由助理护十记录。任

然而，ｗＨｏ的经验大多都来自于印度和南非宫颈

何检查都是在完全独立（盲法）的情况下进行。检查

癌筛查的经验，其结果在其他国家并未被重复。

后根据记录统一取活检进行病理诊断。另外，即使

２００４年５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棚十瘤医

叫道镜观察正常，但细胞学检查≥ＡｓＣｕｓ和ＨＰｖ

院与ｗＨＯ国际癌症研究所合作，在山西省阳城县

为阳性；或者细胞学榆查≥ＬｓＩＬ者均复查，官颈四

进行妇女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和子宫颈癌的

象限取活检。

流行病学调查，在同一受检人群里，同时使用ｖＩＡ、

４．诊断标准：病理学诊断分为阴性、ｃＩＮ

碘液染色、阴道镜、薄层液基细胞学、ＨＰｖ ＤＮＡ检

ｃＩＮⅡ、ｃＩＮⅢ、微小浸润鳞癌、浸润性鳞癌和腺

测以及活榆进行宫颈病变的初筛和诊断。本文以病

癌、腺细胞增生以及其他（即不满意）。细胞学和病

理结果作为金标准（≥ｃＩＮⅡ为阳性），主要评价碘

理组织学的诊断都由中国庆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和

液染色在经济较差地区对官颈病变的初筛效果。

ｗＨＯ的专家共同会诊，得出最终诊断结果。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２００４年５—６月在宫颈癌高发区山
西省阳城县河Ｊ匕镇，随机选取２５个村为普查队列；
人群信息来自中国人口普查资料。在１９～５９岁智
力健全并填写知情同意书的妇女中进行问卷调奄；

Ｔ、

５评价方法：应用Ｆｏｘｐｒ。程序建立数据库及数
据核查；ｓＰｓｓ

１０

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

检测并比较ｖＩＬＩ、阴道镜和薄层液基细胞学三种筛
在方法的灵敏度、特异度和约髓指数等指标”１。
结

果

并对其中调查时无子宫切除史、无身孕、无盆腔放射

根据允许误差为０ １５Ｐ，ＨＰｖ感染率大约为

治疗史、未处于月经期的已婚妇女进行妇科检查及

１５％来估计，样本量定为１０００人。其中，共有７４５

宫颈癌的筛查。

名当地妇女符台宫颈癌筛查和妇科检查的条件，进

２筛查方法：①醋酸染色后肉眼观察（ｖＩＡ）：结

入到本次分析中。人群参与率为４２．２２％，对于拒绝

果分为阴性、阳性和可疑癌。②碘液染色后肉眼观

检查或漏检者，填写朱参加原因表。研究人群基本

察（ｖＩＬＩ）：采用５％碘液涂抹子宫颈，正常宫颈上皮

信息显示：该人群的平均年龄为４０ ８０岁±１０．７５岁；

吸碘呈棕褐色，未着色区呈芥末黄为病变区。根据

已婚者９６，５％；７ ２％的妇女结婚两次及两次以上；

未着色的程度、表面形念、边界、离鳞／柱状细胞交界

小学及小学以下教育程度者占３８．３％；阴道镜诊断

的距离等作出初步诊断。结果分为阴性、阳性和町

患有宫颈炎症者占５４ ７７％。由于１０人病理检查结

！望煎ｊ！堑堂壁鸯型地６当三！旦璺！！鲞墨Ｉ型竺！堕』墨￡ｚ！！婴坐ｌ，』！！！！型！！！！，旦！．！！，兰！．！

１７

果缺失，因而只有７３５人纳入试验诊断教果评价分

ＬｓＩＬ者均复查（宫颈四象限取活榆），日最终以组织

析。病理组织学检查结果显示，该人群宫颈高度鳞

病理学渗断为金标准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较为真实

状ｒ皮内瘤样变及癌（≥ｃＩＮⅡ）的现患率为

可靠。

４

３５％（３２／７３５）。由于本文主要评价ｖＩＬＩ在人群

表２

官颈癌筛查中不同医生检盎结果的比较

筛查中的作用，故只取ｖＩＬＩ和阴道镜的部分数据
结果，与薄层液基细胞学和ＨＰｖ ＤＮＡ检测结果比

较，进行方法学评估。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ＶＩＬＩ的灵敏度、特异度、约

登指数、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分别为５３．１３、８２．１９、
０．３５３２、１７．８１和４６－８７；而阴道镜的灵敏度、特异度、

约登指数、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分别为５６．２５、
７９．０９、０．３５３４、２９．９１和４３．７５（表１）。运用约登指
数对ｖＩ ＬＩ和阴道镜进行比较，阴遭镜的约登指数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ｖＩＬＩ的初筛效果要好于以

略好于ｖＩＬＩ，但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往的传统巴氏涂片法。据Ｍｅｔａ分析报道，巴氏细

０５）。而与液基细胞学和ＨＰｖＤＮＡ检测相比较，

胞学涂片的灵敏度相当低，仅在２０％～３５％左右”１，

ｖＩＬＩ的效果不如液基细胞学和ＨＰｖ ＤＮＡ检测，差

相对于传统的巴氏涂片，ｖＩＬＩ的漏诊较少。根据约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

登指数这一综合评价指标显示，本研究ＨＰｖ

０

表１

Ｌ）ＮＡ

检测的效果最好，其次为薄层液基细胞学（另文报

宫颈癌筛查中ｖＩ ＬＩ和阴道镜榆查结果的比较

道）。ｖＩＬＩ的初筛效果明显不如ＨＰｖ ＤＮＡ检测和
薄层液基细胞学。以前的研究也证实，｝ｊ其他筛查
方法相比较，薄层液基细胞学、ＨＰｖ ＤＮＡ榆测等技
术在宫颈癌筛查中的准确性很高”１。但是以本次筛

查现场——¨Ｊ两省阳城县为例，２００３年当地农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仪２６８８元。同叫，在阳城县并没有细
胞学诊断的医生，也缺乏薄层液基细胞学和ＨＰｖ
ＤＮＡ检测的设备和技术。因而，综合考虑设备需求
＊有１例禾做Ｖｌ Ｌｌ检查

和经济条件等原因，目前，薄层液基细胞学和ＨＰｖ

曾经受过培训，较有经验的医生ＶＩ Ｔ．Ｉ的灵敏
度、特异度、约登指数、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分别为

ＤＮＡ检测等筛查手段尚不能在发展Ｌ｝｜罔家和落后
地区大范围开展”““。

６４．２９、７２．１４、Ｏ．３６４３、２７ ８９、３５ ７１；而在本次筛查

鉴于此，我们需要在经济较为落后地区，开展相

现场经过短期培训的医生的ｖＩＬＩ灵敏度、特异度、

对简单、最少依赖操作漫施、适应地区需要的官颈癌

约登指数、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分别为５０

００、

筛查方法。作为在经济落后地区开展宫颈癌筛查的

３６３４、１３．６６、５０．００（表２）。有经验医生的

备选方法，肉眼直接观察法越来越成为研究焦点，伞

ｖＩＬＩ效果稍稍好于在本次筛查现场短期培训的医

球宫颈癌联盟（ＡｃｃＰ）认为可以将肉眼直接观察法

生。运用约登指数对其进行比较，二者差异无统计

作为传统细胞学的替代初筛方法””。通过奉次研

学意义（Ｐ＞０ ０５）。

究可以看出，ＶＩＬＩ的初筛效果与阴道镜并无差别。

８６ ３４、０

讨

论

而且，经过有经验的巨生现场短期培训，以前并无
ｖＩＬＩ诊断绎验的医生也能达到较好水平。由此可

本研究是以人群为基础，在同一对象人群中，以

见，ＶｌＬｌ易于培训，费用低廉，同时可以快速得出诊

病理组织学诊断为金标准，对ＶＩＬＩ诊断效果进行

断结果，适台在大规模人群筛查中使用，可以做到

的评价，这在国内尚属首次。本研究是在阴道镜指

“即查即治”叶１“即查”的要求，另外，与阴道镜检查

导下取活检，另外，即使阴道镜观察正常，但是细胞

相比较，ｖＩＩ。Ｉ的设备要求更低，几乎不需要特别添

学检查≥Ａｓｃｕｓ，ＨＰｖ为阳性；或者细胞学检查≥

加设备。因而，ｖＩＬＩ符合日前经济落后、缺少设备

空里煎，仃瘟堂盘查！！！！至１旦堕！！鲞墨！塑笪！ｔ！』垦Ｉ，ｔ！！！，ｔ虹ｉ！！！！！１ ２１１ｉ！∑盟．望，塑堡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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