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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6/Ki-67细胞学双染检测在宫颈癌筛查中的应用价值
陈小燕，韩春艳，王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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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究p16/Ki-67细胞学双染检测在宫颈癌筛查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择2019年1~12月在深圳

市南山区妇幼保健院进行宫颈癌筛查的 400 例社区妇女作为研究对象。所有受检者均顺利完成高危型 HPV

(HR-HPV)筛查、液基细胞学(TCT)检测和p16/Ki-67双染色检测。以组织病理学结果为金标准，比较p16/Ki-67双染

色检测与HR-HPV筛查、TCT检测检出CIN2及以上病变(CIN2+)的诊断效能，同时比较p16/Ki-67双染色、HR-HPV

筛查在检出意义不明确的不典型鳞状上皮细胞(ASC-US)和低级别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LSIL)上的诊断效能。

结果 p16/Ki-67双染色检出CIN2+病变上的敏感度、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91.00%、93.53%，明显高于TCT检测的

70.00%、82.76%，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43.33%、34.87%和 93.53%，明显高于 HR-HPV 筛查的

7.00%、25.60%、84.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p16/Ki-67 双染色检出 ASC-US、LSIL 的敏感度分别为

59.62%、48.39%，明显高于HR-HPV筛查的 11.54%、10.75%，检出ASC-US的特异度为 66.09%，明显低于HR-HPV

筛查的93.9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p16/Ki-67双染色检出HR-HPV 阳性患者中CIN2+患者的敏感度、阴

性预测值分别为91.67%、93.75%，明显高于TCT检测的69.79%、82.74%和HPV16/18检测的48.96%、79.50%，特异

度为 42.86%，明显低于HPV16/18检测的 67.8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p16/Ki-67的表达随着宫

颈病变程度的加重呈上升趋势，p16/Ki-67细胞学双染检测在宫颈高级别上皮内病变上检出率较高，能够较为准确

地对ASC-US、LSIL患者进行分流，从而有效避免过度诊断和治疗的发生。

【关键词】 p16/Ki-67细胞学双染；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液基细胞学

【中图分类号】 R737.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350（2021）06—0707—04

Application value of p16/Ki-67 double staining in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CHEN Xiao-yan, HAN Chun-yan,
WANG Hong-xia. Women's Health Care Department, Shenzhen Nansha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Shenzhen
51800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value of p16/Ki-67 double staining in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Methods A total of 400 cases of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in Shenzhen Nansha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Dec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ll patient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high-risk HPV (HR-HPV) screening, thinprep cytologic test (TCT) detection, and p16/Ki-67 double staining

test. Taking histopathological results as the gold standard,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of p16/Ki-67 double staining,

HR-HPV screening and TCT detection in detecting CIN2+ and above lesions (CIN2+) were compared. At the same time,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of p16/Ki-67 double staining and HR-HPV screening in the detection of atypical squamous cells

(ASC-US) and low-grade 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lesions (LSIL)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ensitivity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p16/Ki-67 double staining in detecting CIN2+ lesions were 91.00% and 93.53%, which were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70.00%, 82.76% of TCT detection; the specificit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p16/Ki-67 double staining were 43.33%, 34.87%, and 93.53%,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7.00%,

25.60% , 84.00% of HR-HPV screening (P<0.05); the sensitivity of p16/Ki-67 double staining in the detection of

ASC-US and LSIL were 59.62% and 48.39%,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11.54%, 10.75% of HR-HPV screen-

ing; the specificity of p16/Ki-67 double staining in detecting ASC-US was 66.09%,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93.97% in HR-HPV screening (P<0.05); the sensitivity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p16/Ki-67 double staining in de-

tecting HR-HPV positive patients were 91.67% and 93.75%,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69.79%,

82.74% of TCT and 48.96%, 79.50% of HPV16/18, and the specificity (42.86%)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HPV16/18 (67.86%),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The expression of p16/Ki-67 in-

creased with the aggravation of cervical lesions, and the detection rate of p16/Ki-67 double staining in cervical

high-grade intraepithelial lesions was higher, which could more accurately shunt ASC-US and LSIL patients, so as to ef-

fectively avoid the occurrence of ove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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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的癌前病变持续时间较长，早期筛查可及

时发现癌前病变和早期浸润癌，从而达到预防和减少

宫颈癌发生的目的[1]。目前，常用的宫颈癌初筛手段

包括液基细胞学 (TCT)检测和高危人乳头瘤病毒

(HR-HPV)筛查等[2-3]。对于宫颈细胞学检查提示的未

明确诊断意义的不典型鳞状上皮细胞(ASC-US)和低

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LSIL)，可采用HR-HPV筛查进

行分流，但仍有高级别子宫颈病变漏诊的情况发生[4]。

p16是一种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抑制剂，目

前已被证实其在HR-HPV感染中高度表达，被认为是

宫颈癌前病变的替代标志物[5]。Ki-67是一种核抗原

和细胞增殖标志物，在除 G0外的所有细胞周期中表

达。正常细胞中，p16和Ki-67的表达是互斥的，同时

检测细胞中p16、Ki-67的表达可提早预测细胞周期失

调以及可能癌变的HR-HPV感染[6]。本研究对行宫颈

癌筛查的400例患者进行p16/Ki-67双染色检测，通过

与其他检查手段比较，旨在探讨 p16/Ki-67 细胞学双

染检测在宫颈癌筛查中的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9年1~12月在深圳市南

山区妇幼保健院进行宫颈癌筛查的400例社区居民作

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均在我院顺利完成高危型

HPV (HR-HPV)筛查、液基细胞学(TCT)检测和 p16/

Ki-67 双染色检测；(2)组织病理学结果明确；(3)均有

性生活史。排除标准：(1)既往有宫颈癌或宫颈局部不

明肿瘤史者；(2)具有宫颈局部切除史或放疗、化疗治

疗史者；(3)手术子宫切除者，剩余液基细胞不符合样

本制作要求者；(4)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或口服免疫抑

制剂者。体检妇女年龄 22~63 岁，平均(42.28±5.52)

岁。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受检者

均知情并签署同意书。

1.2 研究方法

1.2.1 HR-HPV筛查 所有受检者采集液基细胞

学(TCT)检测标本进行相关检测，采用特质毛刷从宫

颈中顺时针旋转 5 圈后装入 Digene 样本保存液中保

存，未绝经者于月经中期取样，检查前3 d未进行阴道冲

洗，并禁止性生活。采集的TCT检测标本中取1 mL，采

用 Cobas HPV 检测法(美国 Roche Molecular Systems

公司)进行HR-HPV检测和基因分型，Cobas HPV检测

采用自动制样和实时PCR技术对 14种 HR-HPV基因

型进行检测，包括HPV-16、HPV-18以及其他 12种亚

型(31、33、35、39、45、51、52、56、58、59、66、68)。

1.2.2 TCT 检测 采用Thinprep 2000系统(美国

Hologic公司)制备薄层细胞涂片，将细胞学涂片固定

于95%乙醇溶液中30 min后进行巴氏染色，由两名妇

科细胞病理学专业医生采用双盲法进行阅片，细胞学

结果分为[7]：(1)良性反应性细胞改变(NILM)；(2)意义

不明确的不典型鳞状上皮细胞(ASC-US)；(3)低级别宫

颈鳞状上皮内病变(LSIL)；(4)高级别宫颈鳞状上皮内

病变(HSIL)；(5)宫颈鳞状细胞癌(SCC)；(6)意义不明确

的非典型腺细胞(AGUS)和腺癌(ACC)。

1.2.3 p16/Ki-67 双染色检测 采用罗氏公司的

Ventana Benchmark XT型全自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仪

对所有患者的TCT检测样本进行 p16、Ki-67染色，试

剂盒购自罗氏公司抗 p16 (E6H4)/Ki-67 (274-11AC3)

单克隆抗体试剂。取TCT检测样本进行常规制片、乙

醇固定后晾干备用，一抗孵育，过氧化物酶多聚体结

合，染色结束后去除切片，洗净后自然晾干、封固并进

行观察。 P16信号表达在细胞核和细胞质上，显红色；

Ki-67信号表达在细胞核上，显棕黄色。两者均染色

交叉部分细胞核呈棕褐色，为阳性；单独显色或不显

色为阴性(图1)。

图1 p16/Ki-67双染色检测结果(×200)
注：A，切片中未见p16/Ki-67双染、p16单染或Ki-67单染细胞；B，宫颈上皮细胞的细胞薄层仅见胞浆红色(p16阳性)；C，宫颈上皮细胞的细胞核为

棕黄色(Ki-67阳性)；D，同一细胞中胞浆呈红色，细胞核呈黄褐色(p16/Ki-67双阳性)。

1.2.4 组织病理学 在阴道镜检查术中取受检

者宫颈活组织标本，对其进行固定、常规脱水、包埋和

切片操作后进行苏木精-伊红(HE)染色。由两名病理

资深医师进行独立阅片，根据上皮病变及宫颈癌诊断

标准，将CIN2、CIN3、鳞状细胞癌和腺癌归为CIN2及

以上病变(CIN2+)，其余为CIN2以下病变(CIN2-)。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1.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率(%)形式表示，采用χ2检验，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检查方式检出 CIN2+病变的诊断效

能 p16/Ki-67双染色在检出CIN2+病变上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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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预测值均明显高于TCT检测，特异度、阳性预测

值及阴性预测值均明显高于HR-HPV筛查，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p16/Ki-67 双 染 色 、HR-HPV 筛 查 检 出

ASC-US、LSIL 的敏感度、特异度比较 p16/Ki-67 双

染色检出 ASC-US、LSIL 的敏感度明显高于 HR-HPV

筛查，而检出ASC-US的特异度明显低于HR-HPV筛

查，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1 不同检查方式检出CIN2+病变的诊断效能比较(%)
检查方法

p16/Ki-67双染色

TCT检测

HR-HPV筛查

χ2值

P值

敏感度

91.00 (91/100)a

70.00 (70/100)

96.00 (96/100)

31.001 7

<0.05

特异度

43.33 (130/300)b

48.00 (144/300)

7.00 (21/300)

137.192 3

<0.05

阳性预测值

34.87 (91/261)b

30.97 (70/226)

25.60 (96/375)

6.510 8

<0.05

阴性预测值

93.53 (130/139)ab

82.76 (144/174)

84.00 (21/25)

8.328 4

<0.05

注：与TCT检测比较，aP<0.05；与HR-HPV筛查比较，bP<0.05。

表2 p16/Ki-67双染色、HR-HPV筛查检出ASC-US、LSIL的敏感度、特异度比较(%)

检查方法

p16/Ki-67双染色

HR-HPV筛查

χ2值

P值

敏感度

59.62 (31/52)

11.54 (6/52)

26.220 3

<0.05

特异度

66.09 (230/348)

93.97 (327/348)

84.582 9

<0.05

敏感度

48.39 (45/93)

10.75 (10/93)

31.623 9

<0.05

特异度

69.71 (214/307)

66.78 (205/307)

0.608 7

0.4353

ASC-US LSIL

2.3 不同检查方式检出 HR-HPV 阳性患者中

CIN2 + 患 者 的 诊 断 效 能 p16/Ki-67 双染色检出

HR-HPV 阳性患者中CIN2+患者的敏感度、阴性预测

值明显高于TCT检测和HPV16/18检测，其特异度明

显低于 HPV16/18 检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见表3。

表3 不同检查方式检出HR-HPV阳性患者中CIN2+患者的诊断效能比较(%)
检查方法

p16/Ki-67双染色

TCT检测

HR-HPV筛查

χ2值

P值

敏感度

91.67 (88/96)ab

69.79 (67/96)

48.96 (47/96)

41.810 7

<0.05

特异度

42.86 (120/280)b

49.64 (139/280)

67.86 (190/280)

37.617 4

<0.05

阳性预测值

35.48 (88/248)

32.21 (67/208)

34.31 (47/137)

0.544 0

0.7619

阴性预测值

93.75 (120/128)ab

82.74 (139/168)

79.50 (190/239)

12.806 4

<0.05

注：与TCT检测比较，aP<0.05；与HR-HPV筛查比较，bP<0.05。

3 讨论

宫颈癌的癌变过程是一个长时间、连续发展的过

程，初始阶段通常无特殊症状[8]。及早发现、治疗宫颈

癌前病变是预防宫颈癌发生、发展的重要手段。目

前，宫颈癌筛查以TCT和HR-HPV检测为主。临床实

践中发现，TCT检测存在假阴性率偏高，质量控制不

佳等问题 [9]。TCT 检测结果中的 ASC-US 和 LSIL，病

理结果提示异常的鳞状上皮细胞已超过反应性改变，

但严重程度上又不足以诊断为CIN2+，5年内仍有转

变为 CIN2+的风险 [10-11]。对于该类患者，临床上采用

定期随访、HR-HPV 检测分流或阴道镜活检进行处

理。与TCT检测相比，HR-HPV检测具有更高的敏感

度和客观性，但其特异度较低；反复定期随访容易使

患者产生不必要的紧张情绪和过度的跟踪随访；阴道

镜则属于有创检查。因此，寻找一种方便快捷、特异

度较高的检测手段用于宫颈癌筛查极为必要[12]。

p16是细胞周期依赖性激酶抑制蛋白，能够直接

抑制细胞周期紊乱，介导细胞的无限制增生，被用于

多种恶性肿瘤细胞增殖、转移的评估中 [13]。Ki-67 是

增殖性细胞核抗原，仅在G0期表达缺失，也被用于多

种恶性肿瘤的预后评估 [14]。在生理机能正常的细胞

中，p16、Ki-67相互拮抗，若两者在同一细胞中均有表

达，代表细胞周期失调，预示着高级别病变的可能[15]。

p16/Ki-67双染色能够帮助检出真正的病变细胞，且不

依赖于形态学检测。

本研究以病理学结果为“金标准”，对 p16/Ki-67

双染色检测结果的可靠性和在宫颈癌筛查中的应用

可行性进行验证。结果显示，p16/Ki-67双染色在检出

CIN2+病变上的敏感度、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70.00%、

82.76% )高于 TCT 检测 (分别为 70.00%、82.76% )，

p16/Ki-67双染色在检出CIN2+病变上的特异度、阳性

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43.33% 、34.87% 和

93.53%，均明显高于 HR-HPV 筛查 (分别为 7.00%、

25.60%、84.00%)。p16/Ki-67双染色在检出宫颈高级

别上皮内病变的敏感度高于TCT检测，与HR-HPV筛

查接近，但其特异性明显高于HR-HPV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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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检出 HR-HPV 阳性患者中 CIN2+患者

上，p16/Ki-67 双染色的敏感度、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91.67% 、93.75% ) 均 明 显 高 于 TCT 检 测 ( 分 别 为

69.79%、82.74%)和 HPV16/18 检测 (分别为 48.96%、

79.50%)，其特异度(42.86%)明显低于 HPV16/18 检测

(67.8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表明，在

HR-HPV患者的筛查管理中，p16/Ki-67双染色与细胞

学筛查相比可提高灵敏度和特异性[16]，减少误诊、漏诊

等情况发生。

在诊断 ASC-US、LSIL 上，p16/Ki-67 双染色的敏

感度分别为59.62%、48.39%，均明显高于HR-HPV筛查

(分别为 11.54%、10.75% )，p16/Ki-67 双染色在检出

ASC-US 的特异度 (66.09% )明显低于 HR-HPV 筛查

(93.97% )。上述结果提示，p16/Ki-67 双染色在诊断

ASC-US、LSIL的敏感度高于HR-HPV筛查，将p16/Ki-67

双染色用于宫颈高级别病变的鉴别诊断中，能够使分

流至阴道镜检查、宫颈活检等创伤性检查的患者大大

减少，可避免过度诊断和治疗[17]。

综上所述，p16、Ki-67是宫颈肿瘤发生、发展的重

要生物学标志物指标，p16/Ki-67双染色在鉴别诊断高

级别宫颈上皮病变上具有较高的诊断准确率，能够较

为准确地对ASC-US、LSIL患者进行分流，值得在临床

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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