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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研究／论著

国产犎犘犞杂交捕获技术在农村宫颈癌筛查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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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人乳头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检测是国内外公认的宫颈癌筛查有效方式。近年来，我国

研发了低成本、快速、简单的 ＨＰＶ检测方法，为 ＨＰＶ检测应用到人群筛查提供了希望。本研究分析国产 ＨＰＶ杂交捕

获技术（ｄａｌｔｏｎｂｉｏｈｙｂｒｉｄｃａｐｔｕｒｅ２，ＤＨ２）初筛不分流及ＤＨ２初筛ＨＰＶ１６／１８分型检测分流检出宫颈癌前病变与宫颈癌

的情况，评价此种检测技术应用于农村地区宫颈癌筛查的可行性。方法　按整群抽样的方法，对新密市７个乡镇３５～

６４岁的农村妇女使用ＤＨ２检测进行宫颈癌筛查，阳性者召回做阴道镜，对镜下发现的可疑病变取活组织检查，病理诊

断作为金标准，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ＣＩＮ）≥２级（ＣＩＮ２＋）患者需手术治疗。对ＤＨ２阳性

者同时进行 ＨＰＶ１６／１８分型检测，探索ＤＨ２初筛和 ＨＰＶ１６／１８分型检测分流策略对宫颈疾病的检出情况。结果　

ＤＨ２筛查阳性率为１２．２３％（１５１２／１２３５８），其中≥５０岁组 ＨＰＶ感染率和＜５０岁组 ＨＰＶ感染率分别为１３．４０％（７４９／

５５８８）和１１．２７％（７６３／６７７０），比值比（ｏｄｄｓｒａｔｉｏ，ＯＲ）＝１．２２（１．０９～１．３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１２．９８，犘＜０．００１。

共检出ＣＩＮ２＋８７例（０．７２％），ＣＩＮ３＋５０例（０．４１％），达到新密市近年最高水平。采用 ＨＰＶ１６／１８分型检测分流策略

的阳性率为２．６６％（３１９／１１９８１），检出ＣＩＮ２＋６２例（０．５２％），ＣＩＮ３＋３７例（０．３１％）。ＨＰＶ１６／１８分流检出ＣＩＮ２＋占

总病例的７３．８１％（６２／８４），检出ＣＩＮ３＋占总病例的７７．０８％（３７／４８）。结论ＤＨ２检测对宫颈癌前病变及宫颈癌的检出

率较高，可作为宫颈癌筛查方法使用。ＨＰＶ１６／１８分流策略虽然可以降低阴道镜转诊率，但是会漏诊部分ＣＩＮ２＋患者，

漏诊患者的基因型别有待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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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是位于世界第四、中国第六的女性恶性肿

瘤［１２］，严重危害女性健康。根据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数

据显示，２０１１年，我国约有８．８万的新发病例，２．３万

的死亡病例［２］。在过去几十年，宫颈癌的发病及死亡

率呈持续上升趋势，因此亟需建立宫颈癌的预防及控

制策略［３］。目前已经明确，筛查是降低宫颈癌的有效

方法之一［４］。卫生部、财政部和全国妇联从２００９年开

始实施“两癌”检查项目，对３５～５９岁的妇女采用

ＶＩＡ／ＶＩＬＩ或巴氏涂片筛查，但是这两种技术均以宫

颈细胞形态学改变为基础，很大程度依赖妇科或细胞

病理医师的专业水平［５］。从２０１４年开始，卫生部新增

了人乳头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检测

试点项目。目前，国际上最常用的 ＨＰＶ检测方法是

由凯杰公司研发的第２代杂交捕获技术（ｈｙｂｒｉｄｃａｐ

ｔｕｒｅ２，ＨＣ２），其在中国检测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ｅｒｖｉ

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ＣＩＮ）≥２级（ＣＩＮ２＋）的

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９７．１％和８５．６％
［６］，被公认为

评价ＨＰＶ检测新技术的金标准
［７］。然而，ＨＣ２检测

方法价格昂贵，不适宜在中国农村地区普及。由杭州

德同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 ＨＰＶ核酸检测系列试

剂盒是国内第一家注册成功并已经上市的杂交捕获核

酸检测试剂盒，其ＤＨ２产品用于体外检测子宫颈脱落

细胞样本中世界卫生组织（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ＷＨＯ）确认的１４种高危型 ＨＰＶ，ＤＨ３产品可

以进一步将 ＨＰＶ１６／１８与其他１２种高危型 ＨＰＶ区

分开。本研究依托于２０１４年河南省新密市宫颈癌检

查 ＨＰＶ检测试点项目，评价国产ＨＰＶ杂交捕获技术

及其１６／１８分型检测技术用于农村妇女宫颈癌筛查的

可行性，为今后的筛查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筛查对象为来自２０１４０６－１２新密市白

寨、大隗和来集等７个乡镇的妇女，年龄３５～６４岁，已

婚或有性生活史，排除有宫颈癌前病变及宫颈癌史、子

宫全切史、妊娠，以及其他严重疾病无法耐受检查的妇

女。２４ｈ内避免性生活，不要冲洗阴道或使用阴道栓

剂，采样安排在非月经期进行。符合纳入标准的女性

均可以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

１．２　研究方法

符合检查标准的妇女均采用德同ＤＨ２检测进行

１４种ＨＲＨＰＶ初筛，ＤＨ２阳性者召回做阴道镜，对

阴道镜下发现的可疑病变取活组织检查。病理结果确

诊为ＣＩＮ２＋患者手术治疗。对ＤＨ２初筛阳性者同时

进行 ＨＰＶ１６／１８分型检测，探索ＤＨ２初筛、ＨＰＶ１６／

１８分流作为筛查策略对宫颈疾病的检出情况。

１．２．１　高危型 ＨＰＶ检测　受检对象由妇科医生用

一次性扩阴器暴露子宫颈部，将宫颈采样刷插入宫颈

口１．０～１．５ｃｍ，直到刷的外部刷毛接触到宫颈，以逆

时针方向旋转３圈；慢慢取出宫颈采样刷，将其放入样

本保存液。ＨＰＶ初筛采用杭州德同生物有限公司的

ＤＨ２ＨＰＶ核酸检测试剂盒（杂交捕获化学发光法）

检测１４种 ＨＰＶ高危型（１６、１８、３１、３３、３５、３９、４５、５１、

５２、５６、５８、５９、６６、６８）。ＨＰＶ分型检测采用ＤＨ３人乳

头瘤病毒（ＨＰＶ）核酸检测试剂盒检测 ＨＰＶ１６／１８两

种型别。整个检测过程分为变性、杂交、捕获、检测和

化学发光５个步骤，共需４ｈ。

１．２．２　阴道镜检查　首先采用白光或滤光在放大子

宫颈图像的情况下，用质量分数５％的冰醋酸涂抹子

宫颈，１ｍｉｎ后观察醋酸反应。再用碘液涂抹子宫颈，

观察反应。阴道镜检查不满意时（看不清鳞柱交界，或

病变伸入颈管内口，或活检钳不能触及病变，或疑有腺

体病变时）可行颈管内膜刮取术（ｅｎｄｏ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ｕｒｅｔ

·８３１· 孙小伟，等　国产 ＨＰＶ杂交捕获技术在农村宫颈癌筛查中的应用



ｔａｇｅ，ＥＣＣ）。阴道镜满意且异常者直接在病变处取活

检。根据活检结果，分为正常（包括宫颈炎症、息肉等

相关疾病）轻度子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ＩＮ１）、中度子宫

颈上皮内瘤变 （ＣＩＮ２）、重度子宫颈上皮内瘤变

（ＣＩＮ３）／原位癌和宫颈癌。

１．２．３　病理诊断　病理诊断由新密市妇幼保健院完

成。随机抽取５％正常及全部病理结果≥ＣＩＮ１的标

本送往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病理科进行质量控

制，并以此为最终诊断结果。以病理结果为金标准，≥

ＣＩＮ２者需手术治疗。

１．３　统计学方法

登录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信息直报系统，对

数据进行录入及核查。采用统计描述的方法描述宫颈

癌筛查人群特征，ＳＰＳＳ２０．０对数据进行率的计算，计数

资料率的比较采用χ
２ 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筛查流程

图１示，共１２３５８名３５～６４岁农村妇女参加ＤＨ２

初筛，阳性１５１２名（１２．２３％，１５１２／１２３５８），实际转诊

阴道镜１２３８名，依从性８１．８８％（１２３８／１５１２）。阴道

镜下观察异常并取活检５６９名（４．７１％，５６９／１２０８４），经

过病理诊断，共检出ＣＩＮ１７８例，ＣＩＮ２３７例，ＣＩＮ３＋

５０例。

图１　宫颈癌筛查流程

２．２　研究对象基本特征

筛查妇女平均年龄（４９．０５±８．２６）岁。按年龄分

为３５～３９、４０～４４、４５～４９、５０～５４、５５～５９和６０～

６４岁组，４５～４９岁组人数最多（２９４０，２３．７９％），５５～

５９岁组人数最少（１４００，１１．３３％）。按教育程度分为

４组，小学及以下人数最多（６２７１，５０．７４％），高中及

以上水平的妇女较少（８２９，６．７１％）。大部分筛查妇女

来自汉族（１２３５１，９９．９４％），近一半的妇女近３年内

参加过宫颈癌的筛查（５８３９，４７．２５％）。ＤＨ２初筛结

果显示，初中及高中组阳性率较小学、大专及以上组

高，３年内未筛查组阳性率较３年内参加筛查及从未

筛查组高。筛查对象的具体情况见表１。

表１　宫颈癌筛查人群基本特征

人群特征
筛查总

人数

百分比

（％）
ＤＨ２阳性

人数（％）
ＤＨ２阴性

人数（％）

年龄（岁）

　３５～３９ １７０７ １３．８１ １９６（１１．４８） １５１１（８８．５２）

　４０～４４ ２１２３ １７．１８ ２５３（１１．９２） １８７０（８８．０８）

　４５～４９ ２９４０ ２３．７９ ３１４（１０．６８） ２６２６（８９．３２）

　５０～５４ ２２８７ １８．５１ ２８５（１２．４６） ２００２（８７．５４）

　５５～５９ １４００ １１．３３ １９４（１３．８６） １２０６（８６．１４）

　６０～６４ １９０１ １５．３８ ２７０（１４．２０） １６３１（８５．８０）

教育程度

　小学 ６２７１ ５０．７４ ６９４（１１．０７） ５５７７（８８．９３）

　初中 ５２５８ ４２．５５ ７１８（１３．６６） ４５４０（８６．３４）

　高中及中专 ７７２ ６．２５ ９４（１２．１８） 　６７８（８７．８２）

　大专及以上 　５７ ０．４６ 　６（１０．５３） 　　５１（８９．４７）

民族

　汉族 １２３５１ ９９．９４ １５１２（１２．２４） １０８３９（８７．７６）

　回族 　　７ 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７（１００．００）

过去是否参加过宫颈癌筛查（年）

　＜３ ５８３９ ４７．２５ ６４９（１１．１１） ５１９０（８８．８９）

　≥３ ２６１８ ２１．１８ ３９５（１５．０９） ２２２３（８４．９１）

　从未参加 ３９０１ ３１．５７ ４６８（１２．００） ３４３３（８８．００）

合计 １２３５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１２（１２．２３）　 １０８４６（８７．７７）　

２．３　犎犚犎犘犞感染现状

筛查妇女ＨＰＶ的感染率３５～３９岁组为１１．４８％

（１９６／１７０７），４０～４４岁组为１１．９２％（２５３／２１２３），

４５～４９岁组为１０．６８％（３１４／２９４０），５０～５４岁组为

１２．４６％ （２８５／２２８７），５５～５９ 岁 组 为 １３．８６％

（１９４／１４００），６０～６４岁组为１４．２０％（２７０／１９０１），平

均感染率为１２．２３％（１５１２／１２３５８）。ＨＰＶ感染率最

高和最低的年龄组分别为６０～６４岁和４５～４９岁。整

体上看，≥５０岁妇女感染率呈持续上升趋势，并且

≥５０岁妇女 ＨＰＶ的感染率较＜５０岁妇女高，分别为

１３．４０％（７４９／５５８８）和１１．２７％（７６３／６７７０），比值比

（ｏｄｄｓｒａｔｉｏ，ＯＲ）＝１．２２（１．０９～１．３６），两组检出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１２．９８，犘＜０．００１。

２．４　宫颈疾病的年龄别筛查结果

ＣＩＮ１、ＣＩＮ２＋和ＣＩＮ３＋的检出率分别为０．６５％

（７８／１２０８４）、０．７２％（８７／１２０８４）和０．４１％（５０／１２０８４）。

图２列出了不同年龄组宫颈ＣＩＮ１、ＣＩＮ２＋和ＣＩＮ３＋

检出情况。３５～４４岁组妇女ＣＩＮ１的检出率较高，随

·９３１·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６年２月第２３卷第３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Ｖｏｌ．２３　Ｎｏ．３



后开始下降，６０～６４岁组又有小幅度升高。４０～４４岁

组ＣＩＮ１的检出率最高，达到１．０６％（２２／２０７７）；５５～

５９岁 年 龄 组 ＣＩＮ１ 的 检 出 率 最 低，仅 为０．３７％

（５／１３６２）。＜５０岁妇女ＣＩＮ１检出率较≥５０岁妇女

高，ＯＲ＝１．６４（１．０３～２．６４）。４０～５９岁年龄组妇女

ＣＩＮ２＋及ＣＩＮ３＋的检出率随年龄增加而升高，６０～

６４岁组ＣＩＮ２＋检出率最高，达到１．０３％（１９／１８４９），

５５～５９岁组ＣＩＮ３＋检出率最高，为０．６６％（９／１３６２）。

整体上≥５０岁妇女 ＣＩＮ２＋及 ＣＩＮ３＋的检出率较

＜５０岁妇女高，ＯＲ值分别为１．５８（１．０３～２．４２）和

１．５６（０．８９～２．７２）。

２．５　犎犘犞初筛不分流与犎犘犞初筛１６／１８型分流宫

颈疾病检出结果比较

ＤＨ２检测阳性的妇女同时进行 ＨＰＶ１６／１８分型

检测，评价 ＨＰＶ１６／１８作为分流策略对宫颈疾病的检

出情况。共１１４０名转诊阴道镜的妇女进行 ＨＰＶ１６／

１８检测，阳性率为２．６６％（３１９／１１９８６）。１１４０名妇

女中，使用 ＨＰＶ 初筛不分流共检出 ＣＩＮ２＋８４例，

ＣＩＮ３＋４８例；以ＨＰＶ初筛ＨＰＶ１６／１８分型检测阳性

转诊阴道镜，共检出ＣＩＮ２＋６２例，ＣＩＮ３＋３７例。即

ＨＰＶ初筛１６／１８分流检出的 ＣＩＮ２＋占总病例的

７３．８１％（６２／８４），检出的ＣＩＮ３＋占总病例的７７．０８％

（３７／４８）。

图２　不同年龄组宫颈疾病检出情况

表２　ＨＰＶ初筛不分流与ＨＰＶ初筛ＨＰＶ１６／１８型

分流检出宫颈疾病的结果

ＨＰＶ检测

结果 狀
阴道镜转

诊率（％）

病理结果

ＣＩＮ１＋ ＣＩＮ２＋ ＣＩＮ３＋

ＤＨ２（＋） １５１２ １２．２３ １５８ ８４ ４８

ＤＨ２（－） １０８４６ － ２ ０ ０

ＨＰＶ１６／１８（＋） 　 ３１９ ２．６６ ９０ ６２ ３７

ＨＰＶ１６／１８（－） １１６６７ － ７０ ２２ １１

　　注：－为无数据

３　讨论

目前已经明确，高危型 ＨＰＶ持续性感染是导致

宫颈癌的必要条件［８］，国内外也研发了多种 ＨＰＶ

ＤＮＡ检测的技术，遗憾的是这些检测技术均没有在农

村地区人群筛查中普及。ＤＨ系列是国内第一家获得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ＣｈｉｎａＦｏｏｄａｎｄＤｒｕｇＡｄ

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ＦＤＡ）认证并批准上市的杂交捕获核酸

检测试剂盒，其检测原理同 ＨＣ２相似，可以定性检测

１４种ＨＲＨＰＶ，且其价格低廉，适用于大规模的人群

筛查。

本研究筛查的１２３５８名农村妇女，ＨＰＶ平均感

染率为１２．２３％，其中≥５０岁妇女 ＨＰＶ的感染率较

高，达到１３．４０％，与中国医学科学院的一项多中心研

究结果基本一致［９］，说明我国农村地区老年妇女的

ＨＰＶ感染率较高。但是本研究 ＨＰＶ感染率与威海、

山东等地文献的报道略有差异［１０１１］，反映我国 ＨＰＶ

分布的地区差异性。

新密市从２００９年开始针对农村妇女的“两癌”筛

查，筛查方法主要是传统的醋酸／碘染色肉眼观察法

（ＶＩＡ／ＶＩＬＩ）结合巴氏涂片。在２０１３年传统方法筛查

中，阴道镜转诊率１９．４０％，ＣＩＮ２＋的检出率０．２７％，

ＣＩＮ３＋的检出率０．１６％
［１２］。ＤＨ２检测与传统方法

筛查相比，明显降低了阴道镜转诊率，提高了ＣＩＮ２＋

及ＣＩＮ３＋宫颈病变的检出率。

虽然 ＨＲＨＰＶ进行宫颈癌初筛的灵敏度高，但

是特异度低［１３］，过高的阴道镜转诊率会造成医疗卫生

资源的浪费。因此，采用何种方法对 ＨＲＨＰＶ初筛

阳性妇女进行分流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现在确定

的 ＨＰＶ型别约有１２０余种，而 ＨＰＶ１６和 ＨＰＶ１８的

感染率最高［１４］。国外有研究显示，ＨＰＶ１６／１８总共与

大约７７．８％的宫颈癌相关
［１５］。我国一项多中心研究

发现，ＨＰＶ１６／１８ＤＮＡ存在于８４．５％的鳞状细胞宫

颈癌样本中［１６］。使用 ＨＰＶ１６／１８分型检测作为分流

方法进行筛查可以大大地降低阴道镜转诊率，提高特

异度和阳性预测值。我国２０１４年子宫颈癌筛查 ＨＰＶ

试点项目也推荐使用 ＨＰＶ初筛，ＨＰＶ１６／１８分型检

测分流的方法进行宫颈癌筛查。本研究对转诊阴道镜

的 １１４０ 名 妇 女 进 行 了 ＨＰＶ１６／１８ 检 测，评 估

ＨＰＶ１６／１８阳性作为阴道镜转诊方案对宫颈癌前病变

及宫颈癌的检出情况。ＤＨ２初筛 ＨＰＶ１６／１８分流的

阴道镜转诊率降为２．６６％，ＣＩＮ２＋和ＣＩＮ３＋的检出

率分别为０．５２％和０．３１％，与ＤＨ２初筛不分流的结

果相比，能够检出７３．８１％ ＣＩＮ２＋患者，７７．０８％

ＣＩＮ３＋患者，但ＨＰＶ１６／１８分流极大地降低了阴道镜

转诊率，节约医疗成本，减少过度诊疗的现象。本研究

只采用了一种方法进行 ＨＰＶ检测，无法计算ＤＨ２和

·０４１· 孙小伟，等　国产 ＨＰＶ杂交捕获技术在农村宫颈癌筛查中的应用



ＨＰＶ１６／１８分流检测的灵敏度、特异度等反映筛检方

法准确性的指标。

综上所述，ＤＨ２是一种简单、快速、经济的 ＨＰＶ

检测方法，针对宫颈疾病的检出率较传统的ＶＩＡ／ＶＩ

ＬＩ结合巴氏涂片高，适用于大规模的人群筛查；

ＨＰＶ１６／１８分流可以极大地降低阴道镜转诊率，但是

会漏诊部分ＣＩＮ２＋和ＣＩＮ３＋的患者，漏诊患者的基

因型别有待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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