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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ＺＨＥＮＧＫｅ，ＬＩＧｕｏｐｉｎｇ，ＷＡＮＧＬｉｍｅｉ，ｅｔａｌ　６７５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ＳＯＸ１７，ＭＡＣＣ１ａｎｄｃＭｅｔｉｎ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ｄｉｔ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ＳＨＩＹａｎ，ＬＩＷａｎ，ＬＩＣｈａｏ，ｅｔａｌ　６８１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ＬＲＧ１ａｎｄＴＧＦβ１ｉｎｂｌａｄｄｅｒｕｒ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ｄｉｔｓ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ＣＨＥＮＬ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Ｑｉａｎ，ＸＵＣｈｕｎｍｉｎｇ，ｅｔａｌ　６８７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ＨＫⅡ ａｎｄＰＳＡ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ａｄｅ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ｐｒｏｓ

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 ＳＵＮＸｕｅｑｉ，ＨＵＡＮＧＱｉｒｕｉ，ＳＵＮＹａｎｚｈｅｎ，ｅｔａｌ　６９２
!!!!!!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ｓｍｅａｒ＋ｌｉｑｕｉｄｂａｓｅｄ＋ｃｅｌｌｂｌｏｃｋ”ｃｙｔｏｌｏｇｙ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

ｏｄｓｉｎＥＢＵＳＴＢＮＡｓａｍｐｌｅｓ

　 ＹＵＨｏｎｇｚｈｅｎ，ＬＩ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ＱＩＮＲｏｎｇ，ｅｔａｌ　６９６
!!!!!!!!!!!

Ｍｏｎｏｃｌｏｎａｌｇａｍｍｏｐａｔｈｙ：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ｂｏｎｅｍａｒｒｏｗａｎｄｋｉｄｎｅｙｂｉｏｐｓｙｉｎ１４

ｃａｓｅｓ ＺＨＡＮＧＷｅｉ，ＬＩＵＱｉｎｈｕａ，ＸＵＸｉｎｇｘｉｎ，ｅｔａｌ　７０２
!!!!!!!!!

·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