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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ｅｖｅｎｃａｓｅｓ… ＪＩＰｕｚｈｏｎｇ，ＸＩＡＣｈｅｎｇｍａｏ，ＬＵＯＹｏｎｇｙｏｕ，ｅｔａｌ　１０６２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ｇｒａｄ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ｕｐｄａｔｅｄＧｌｅａｓｏｎ

ｇｒａ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ＳＵＰ（２０１９）ｏｆ３１３ｃａｓｅｓ

　 ＳＵＮＨｕａｊｕｎ，ＳＨＩＹａｎｆｅｎ，ＹＡＮＧＹｕｅ，ｅｔａｌ　１０６６
!!!!!!!!!!!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ＹＤ８８ａｎｄＣＤ７９Ｂｇｅｎ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ｗｉｔｈ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ｒｏｇ

ｎｏｓｉｓｉｎｄｉｆｆｕｓｅｌａｒｇｅＢｃｅｌｌｌｙｍｐｈｏｍａ

　 ＷＵＣａｎ，ＺＨＡＮＧＤａｃｈｕａｎ，ＷＡＮＧＨｕｉ，ｅｔａｌ　１０７２
!!!!!!!!!!!

ＮＴＲＫｒ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ｄｐａｐｉｌｌａｒｙｔｈｙｒｏｉｄ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ｓ：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ｓｅｖｅｎ

ｃａｓｅｓ ＺＨＡＮＧＬｉ，ＲＥＮＣａｉ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Ｙｕｐｅｎｇ，ｅｔａｌ　１０７８
!!!!!!!!

Ｃｉｒｃ１０１５５５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ｔｈｅ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ｙｒｏｉｄｃａｎｃ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Ｗｎｔｓｉｇｎａ

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 ＷＡＮＧＤｅｗａｎｇ，ＸｉａＱｕｎ，ＱＩＴｉｎｇｙｕｅ，ｅｔａｌ　１０８３
!!!!!!

Ｇａｓｔｒｉｃ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ｏｆｆｕｎｄｉｃｇｌａｎｄｔｙｐｅ：ａ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ｓｔｕｄｙｏｆｅｌｅｖｅｎｃａｓｅｓ

　 ＬＩＵＬｅｉ，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ｄｏｎｇ，ＤＯＮＧＸｉｎｑｉａｎ，ｅｔａｌ　１０９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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