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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ｙ ＹＡＮＧＹｏｎｇ，ＷＡＮＧＲｕｉｌｉｎ，ＸＵＪｉｎ，ｅｔａｌ　１３３７
!!!!!!!!!!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ＮＬＲＰ３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ｓｏｍ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ａｌｂｕｍｉｎｉｎｒｅｎａｌｔｕｂｕｌｏｉｎｔｅｒ

ｓｔｉｔｉａｌｃｅｌｌｓ ＤＩＮＧＬｉｈｏｎｇ，ＬＬｉｎｌｉ，ＷＡＮＧＤｅｇｕａｎｇ，ｅｔａｌ　１３４１
!!!!!

Ｖａｌｕｅ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ｙｃｌｉｎＤ１ａｎｄｃｌａｕｄｉｎ７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ｒｅｎａｌ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ｔｕｍｏｒｓ ＬＩＵＹａｎ，ＺＨＡＯＰｅｎｇ，ＹＵＷｅｎｊｕａｎ，ｅｔａｌ　１３４６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ａｎｄβｃａｔｅｎｉｎｉｎｔｈｙｍｏｍａ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ＨＵＡＮＧＢｏ，ＸＵＹｏｎｇｑｉ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ｑｉｕ　１３５１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ｏｗｇｒａｄｅ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ｈｕｍａｎ

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 ＸＩＮＧＹａｐｉｎｇ，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ｘｉａ，ＤＩＮＧＹａｎｚｈｉ，ｅｔａｌ　１３５６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ＤＯＧ１ａｎｄＣｅｒｂＢ２ｉｎｐａｐｉｌｌａｒｙｔｈｙｒｏｉｄ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ＨＥＹａｍｉｎ，ＧＡＯＬｉｌｉ，ＬＩＨｕｉ，ｅｔａｌ　１３６０
!!!!!!!!!!!

Ｂｉｚａｒｒｅｐａｒｏｓｔｅａｌｏｓｔｅｏｃｈｏｎｄｒｏｍａｔｏｕｓ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ｅｓｉｏｎｓｏｎｈｕｍｅｒｕｓ：

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ｎｄｉｍ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ＹＡＮＧＺｈｉ，ＷＵＷｕｓ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　１３６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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