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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癌规范化标本取材及病理诊断共识

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泌尿男性生殖系统疾病病理专家组

　　前列腺癌是一组发生于前列腺内的恶性上皮性
肿瘤的统称，位居男性最常见恶性肿瘤的第二
位

［１］ ，根据我国近年来的癌症统计数据，前列腺癌
的发病率逐年递增

［２］ 。 在前列腺癌的诊疗过程中，
病理学诊断是前列腺癌确诊、治疗方案选择及患者
预后评估的重要依据。 为此，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
会泌尿男性生殖系统疾病学组（筹）参照 ２０１６ 年版
ＷＨＯ泌尿系统及男性生殖器官肿瘤分类、国际泌尿
病 理 协 会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ＩＳＵＰ）对根治性前列腺癌取材、前列腺腺
癌 Ｇｌｅａｓｏｎ分级标准等一系列共识内容，制定了规
范化的前列腺癌取材及病理诊断共识（简称共识），
内容包括前列腺标本送检及处理、取材方法、病理诊
断、病理诊断报告书推荐格式等。 该共识初稿首先
经学组专家内部交流，然后在 ２０１６年 ３月经参加全
国泌尿男性生殖病理学组学术研讨会的与会专家进

一步深入交流，最终达成共识，旨在为提高我国前列
腺癌病理诊断的规范化及标准化水平提供指导性

建议。
一、前列腺标本取材规范
接收标本后，必须仔细核对患者姓名、住院或门

诊号、床位号、标本名称及部位等信息。
（一）前列腺粗针穿刺活检标本
分别描述不同穿刺部位标本的组织数量、大小

和色泽，分别包埋、全部取材，３畅７％中性甲醛液
固定。

（二）经尿道前列腺切除术标本
１畅称量送检前列腺组织的总质量，记录总

体积。
２畅根据标本量取材：如果送检组织小于或等于

１２ ｇ，需全部包埋标本；对于超过 １２ ｇ 的送检组织，
应至少取材 １２ ｇ的标本（约 ６ ～８ 个蜡块），并在制

片过程中确保蜡块切全。 对可疑病变组织需全部包
埋，如果癌组织的所占比例小于取材前列腺组织的
５％，则需要再次取材所有剩余的标本，以便估算肿
瘤组织占送检前列腺组织的比例。

３畅取材后标本经 ３畅７％中性甲醛液固定。
（三）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标本［３］ （图 １）

图 1　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标本取材示意图

　　１畅前列腺经称重（需除外精囊质量）和测量大
小后，参照精囊定位前列腺，进行标本涂墨，建议至
少使用 ２ 种颜色以区分前列腺左、右叶，如果仅用
１ 种颜色，取材时必须注明具体部位。

２畅４％中性甲醛液充分固定，固定液体积应至少
为送检前列腺体积的 ２０倍，固定时间至少为 ２４ ｈ。

３畅分别对前列腺尖部及基底部（膀胱颈切缘）
进行矢状切面取材：将前列腺尖部及基底部在 ４ ～
５ ｍｍ处垂直于尿道切下来，然后沿与尿道平行的方
向间隔 ２ ～３ ｍｍ依次切开。

４畅将剩余前列腺间隔 ３ ～４ ｍｍ切片，分别取材
每一个大体能识别的肿瘤、前列腺的涂墨切缘和毗
邻每个肿瘤的组织、其他解剖部位的组织（用以评
价多中心性肿瘤）、精囊基底部的前列腺组织。 如
果肉眼无法辨别明确肿瘤，则取材所有的前列腺
组织。

５畅取材毗邻前列腺的精囊组织（精囊基底部）、
所有送检的淋巴结及脂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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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前列腺粗针穿刺活检标本病理诊断报告书推荐格式（表内数据为示例）

姓名：　 性别： 年龄： 送检日期： 病理号：

住院号： 床号： 科室： 送检医师：

　　大体所见：前列腺穿刺活检标本：右外上：灰白条索样组织 １ 条，大小：１   畅２ ｃｍ ×０ L畅１ ｃｍ ×０ 弿畅１ ｃｍ。 右外下：灰白条索样组织 １ 条，大小：

１ 貂畅５ ｃｍ ×０ 8畅１ ｃｍ ×０ {畅１ ｃｍ。 右上：灰白条索样组织 １ 条，大小：１ 枛畅２ ｃｍ ×０ 铑畅１ ｃｍ ×０ F畅１ ｃｍ。 右下：灰白条索样组织 １ 条，大小：０ 妸畅８ ｃｍ ×

０ 貂畅１ ｃｍ ×０ 8畅１ ｃｍ。 左外上：灰白条索样组织 １ 条，大小：１ p畅０ ｃｍ ×０ 吵畅１ ｃｍ ×０ 鲻畅１ ｃｍ。 左外下：灰白条索样组织 １ 条，大小：１ F畅０ ｃｍ ×０ 拻畅１ ｃｍ ×

０ 貂畅１ ｃｍ。 左上：灰白条索样组织 １ 条，大小：１ 圹畅０ ｃｍ ×０  畅１ ｃｍ ×０ a畅１ ｃｍ。 左下：灰白条索样组织 １ 条，大小：０ G畅５ ｃｍ ×０ 妸畅１ ｃｍ ×０ 屯畅１ ｃｍ。
病理诊断：【前列腺穿刺活检标本】

（右外上）前列腺腺癌（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 ４ ＋５ ＝９ 分，分级分组 ５），长度约 １０／１２ ｍｍ
（右外下）前列腺腺癌（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 ３ ＋５ ＝８ 分，分级分组 ４），长度约 ７／１５ ｍｍ，局部侵犯神经
（右上）前列腺组织慢性炎

（右下）前列腺组织慢性炎，少数腺体高级别上皮内肿瘤（ＨＧＰＩＮ）
（左外上）良性前列腺组织

（左外下）前列腺组织慢性炎伴急性炎

（左上）良性前列腺组织

（左下）良性前列腺组织

报告医师签名： 审核医师签名： 报告日期：

　　 ６畅其他组织：根据情况。
注：该规范同样适用于大切片标本取材
二、前列腺癌病理诊断规范
病理诊断报告应具备患者的一般信息，包括：姓

名、性别、年龄等，若为住院患者还需填写住院号、科
室名称、床位等信息。

（一）前列腺粗针穿刺活检标本（病理诊断报告
书推荐格式见附件 １）

１畅大体检查结果：注明前列腺穿刺活检标本，
描述送检标本取材部位、固定情况、标本大小及
数量。

２畅病理诊断包括的内容：（１）注明标本类型为
穿刺活检标本。 （２）根据送检记录注明具体穿刺部
位，对不同穿刺部位标本的前列腺癌组织，应分别描
述：组织学类型（表 １）、Ｇｌｅａｓｏｎ 评分（表 ２）、分级分
组（表 ３）。 如果患者已行放疗和／或内分泌治疗，应
对治疗反应进行评估（表 ４），并根据治疗反应决定
是否进行 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和分级分组。 肿瘤组织需进
行定量，如果存在前列腺周围脂肪及精囊浸润、脉管
（淋巴管及血管）及神经束侵犯，应在报告中注明。
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特殊情况：１）若肿瘤成分为 ２ 种分级形
式且次要成分的肿瘤比例≤５％，且：①次要成分为
较低分级，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主要成分分级＋主要成分
分级，例如：肿瘤具有 ９８％ ４ 分、２％ ３ 分，Ｇｌｅａｓｏｎ
评分为 ４ ＋４ ＝８ 分；②次要成分为较高分级，
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 ＝主要成分分级 ＋次要成分分级，例
如：肿瘤具有９８％４分 、２％５分，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为

表 1　前列腺癌组织学类型［１］

腺泡腺癌／腺癌 导管腺癌

　非特殊类型 　筛状
　特殊变异型 　乳头状
　　萎缩型 　实性
　　假增生型 尿路上皮癌ｂ

　　微囊型 腺鳞癌 ｃ

　　泡沫腺型 鳞状细胞癌ｂ

　　黏液（胶样） 基底细胞癌ｂ

　　印戒样细胞型 神经内分泌肿瘤

　　多形性巨细胞型 　腺癌伴神经内分泌分化ｃ

　　肉瘤样 　高分化神经内分泌肿瘤ｂ

导管内癌，非特殊类型 ａ 　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ｂ

　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ｂ

　　注：ａ：不伴浸润癌的导管内癌不进行 Ｇｌｅａｓｏｎ 评分；ｂ：Ｇｌｅａｓｏｎ 评
分不适用于这些癌；ｃ：仅对腺癌成分进行 Ｇｌｅａｓｏｎ 评分

表 2　前列腺腺癌 Ｇｌｅａｓｏｎ分级标准［１，４-５］

分级 组织学特征

１ 级 ａ 单个的分化良好的腺体密集排列，形成界限清楚的结节

２ 级 ａ 单个的分化良好的腺体较疏松排列，形成界限较清楚的
结节（可伴微小浸润）

３ 级 分散、独立的分化良好的腺体
４ 级 分化不良、融合的或筛状（包括肾小球样结构）的腺体

５ 级 缺乏腺性分化（片状、条索状、线状、实性、单个细胞）和／
或坏死（乳头／筛状／实性伴坏死）

　　注：ａ：不存在于粗针穿刺活检标本中 ，根治术标本中罕见；

Ｇｌｅａｓｏｎ 评分是肿瘤主要成分和次要成分（ ＞５％）的分级总和，如果

没有次要成分存在，双倍主要成分分级就是 Ｇｌｅａｓｏｎ 评分。 除

Ｇｌｅａｓｏｎ 评分外，主要、次要成分分级都要报告，例如：７ 分（３ ＋４）或

３ ＋４ ＝７ 分；前列腺腺癌 Ｇｌｅａｓｏｎ 评分特殊情况详见病理诊断包括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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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经尿道前列腺切除标本病理诊断报告书推荐格式（表内数据为示例）

姓名： 性别： 年龄： 送检日期： 病理号：

住院号： 床号： 科室： 送检医师：

　　大体所见：经尿道前列腺切除标本：灰白灰褐色碎组织一堆，已固定，大小：３ 鞍鞍畅５ ｃｍ ×３ 篌畅５ ｃｍ ×１ 6畅５ ｃｍ，质量 １５ ｇ
病理诊断：【经尿道前列腺切除标本】前列腺腺癌（Ｇｌｅａｓｏｎ 评分 ４ ＋５ ＝９ 分，分级分组 ５），肿瘤组织超过 ５％送检前列腺组织，局部侵犯

神经

报告医师签名： 审核医师签名： 报告日期：

表 3　ＷＨＯ前列腺腺癌的分级分组［１，４］

分级分组 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
１ 9≤３ ＋３ ＝６ 分
２ 9３ ＋４ ＝７ 分
３ 9４ ＋３ ＝７ 分
４ 9４ ＋４ ＝８ 分；３ ＋５ ＝８ 分；５ ＋３ ＝８ 分
５ 9５ ＋４ ＝９ 分；４ ＋５ ＝９ 分；５ ＋５ ＝１０ 分

表 4　前列腺腺癌放疗和／或内分泌治疗的治疗反应
评估分组（美国德州大学 Ｍ畅Ｄ畅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癌症中心评估标准）

分组 肿瘤情况

０ C无肿瘤

１ ａ 前列腺腺癌伴有治疗反应（所有癌细胞均具有治疗反
应）

２ ａ 前列腺腺癌伴有部分治疗反应（具有治疗反应的癌细
胞呈灶状分布）

３ C前列腺腺癌不伴有治疗反应

　　注：ａ：对该组不进行 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及分级分组评估
１畅前列腺腺癌对放疗反应的形态学特征：癌细胞具有丰富的空

泡状细胞质，细胞核变小、皱缩，核仁不明显，呈单个细胞或不规则散

在分布的腺体或细胞巢

２畅前列腺腺癌对内分泌治疗（最大限度雄激素阻断）反应的形

态学特征：肿瘤性腺体减少，间质显著，癌细胞胞质透亮或空泡形成，

部分细胞胞质溶解，细胞核固缩、深染，核仁不明显，呈挤压或塌陷萎

缩的小腺体、小的条索状或单个细胞（类似于组织细胞）排列，间质

黏液变性，可见慢性炎性病变

４ ＋５ ＝９ 分。 ２）若肿瘤成分超过 ２种以上的分级形
式，Ｇｌｅａｓｏｎ 评分＝主要成分分级＋最高级别分级。
例如：肿瘤具有 ６０％ ３ 分、３０％ ４ 分、１０％ ５ 分成
分，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为 ３ ＋５ ＝８ 分。 肿瘤定量方式可任
选一种：肿瘤组织占针穿前列腺组织的比例（％）
或者肿瘤 组 织 长 度／针 穿 前 列 腺 组 织 长 度
（　／　ｍｍ）。如发现前列腺导管内癌，则应在诊断
中明确注明，因为该类型肿瘤常与高级别、高分期和
较大体积的前列腺癌有关，无论其单独存在还是与
其他亚型前列腺浸润癌伴发存在，均提示患者预后
可能较差。（３）其他病理改变：高级别前列腺上皮

内肿瘤（ｈｉｇｈ ｇｒａｄｅ 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 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
ＨＧＰＩＮ）、萎缩、急性和／或慢性炎性病变等。 （４）辅
助检查结果：免疫组织化学及其他检查。 （５）备注：
根据需要。

（二）经尿道前列腺切除术标本（病理诊断报告
书推荐格式见附件 ２）

１畅大体检查：注明前列腺标本取材方式，描述
送检组织固定情况、标本大小及质量以及特征性改
变（如坏死、结节性增生等）。

２畅病理诊断包括的内容：（１）注明标本类型为
经尿道前列腺切除标本。 （２）确定组织学类型（表
１）并进行 Ｇｌｅａｓｏｎ 评分（表 ２）和分级分组（表 ３）。
如果患者已行放疗和／或内分泌治疗，应对治疗反应
进行评估（表 ４），并根据治疗反应决定是否进行
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和分级分组。 肿瘤组织需进行定量，如
果存在前列腺周围脂肪及精囊浸润、脉管（淋巴管
及血管）及神经束侵犯，应在报告中注明。 Ｇｌｅａｓｏｎ
评分特殊情况：若肿瘤成分为 ２ 种分级形式且次要
成分的肿瘤比例≤５％、肿瘤成分超过 ２种以上的分
级形式，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标准同前列腺粗针穿刺活检标
本。 肿瘤定量方式可任选一种：肿瘤组织占送检前
列腺组织的比例（％）或者肿瘤组织≤５％或＞５％
送检前列腺组织。 如发现前列腺导管内癌，则应在
诊断中明确注明，因为该类型肿瘤常与高级别、高分
期和较大体积的前列腺癌有关，无论其单独存在还
是与其他亚型前列腺浸润癌伴发存在，均提示患者
预后可能较差。 （３）其他病理改变：ＨＧＰＩＮ、急慢性
炎性病变、不典型性腺瘤样增生、良性前列腺增生症
等。 （４）辅助检查结果：免疫组织化学及其他检查。
（５）备注：根据需要。

（三）前列腺根治术标本病理报告应包含的内
容（病理诊断报告书推荐格式见附件 ３）

１畅大体检查结果：注明前列腺根治术标本，描
述送检标本固定情况、有无剖开、送检的器官类型
（前列腺、精囊、输精管、输尿管等），记录前列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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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前列腺根治术标本病理诊断报告书推荐格式（表内数据为示例）

姓名： 性别： 年龄： 送检日期： 病理号：

住院号： 床号： 科室： 送检医师：

　　大体所见：前列腺根治术标本：前列腺组织 １ 件，已固定，大小：６   畅２ ｃｍ×４ U畅０ ｃｍ ×４ 敂畅０ ｃｍ，质量 ４８ ｇ，切开右外周区可见 １ 个不规则质硬

区，大小约 ２ z畅５ ｃｍ ×２ 浇畅０ ｃｍ ×１畅５ ｃｍ，切面灰黄，余切面可见 ２ 个灰白色小结节，分别位于右移行区及左外周区，最大径分别为 ０ ~畅３ ｃｍ 和
０ 貂畅５ ｃｍ，前列腺组织内有多个小囊腔。 左侧精囊大小：３ M畅０ ｃｍ ×１ 悙畅７ ｃｍ×１ 佑畅２ ｃｍ，左侧输精管长 ２ 篌畅２ ｃｍ，管腔直径 ０ u畅６ ｃｍ。 右侧精囊大小：

３ 貂畅０ ｃｍ ×１ 8畅７ ｃｍ ×１ {畅２ ｃｍ，右侧输精管长 ２ 晻畅２ ｃｍ，管腔直径 ０  畅６ ｃｍ。 右髂外淋巴结及脂肪组织大小：１ 　畅８ ｃｍ×１ 滗畅５ ｃｍ ×０ '畅８ ｃｍ，其内查见可
疑淋巴结 ４ 枚。

病理诊断：【前列腺根治术标本】前列腺腺癌（右外周区肿瘤最大径 ２ 技畅５ ｃｍ，Ｇｌｅａｓｏｎ 评分 ４ ＋３ ＝７ 分伴有 ５ 分成分，分级分组 ３ 伴少许

高级别类型；右移行区肿瘤最大径 ０ �畅３ ｃｍ，Ｇｌｅａｓｏｎ 评分 ３ ＋４ ＝７ 分，分级分组 ２；左外周区肿瘤最大径 ０ 骀畅５ ｃｍ，Ｇｌｅａｓｏｎ 评分 ３ ＋４ ＝７ 分，分

级分组 ２），肿瘤组织约占前列腺标本的 ２５％ ～３０％；右外侧面查见局灶性前列腺外扩散、切缘查见癌组织（范围约 ２ ｍｍ），肿瘤侵犯右侧精
囊，左侧精囊、前列腺尖部及基底部切缘、双侧输精管切缘未查见癌组织；（右髂外）淋巴结（２／４）查见转移癌，淋巴结转移癌灶的最大径为

８ ｍｍ。
病理分期：ＡＪＣＣ ｐＴ３ｂＮ１

报告医师签名： 审核医师签名： 报告日期：

织大小及质量；对每一个大体能识别的肿瘤，均分别
描述其部位、大小、特征（如出血、坏死等）及浸润的
范围。 如送检区域淋巴结，应注明具体取材部位及
可扪及的淋巴结数目。

２畅病理诊断包括的内容［６-９］ ：（１）注明标本类型
为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标本。 （２）注明肿瘤的具体
部位，确定组织学类型（表 １），如肿瘤数目超过
１个，每个肿瘤均需要分别注明具体部位、进行
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表 ２）和分级分组（表 ３）、肿瘤大小测
量。 如果患者已行放疗和／或内分泌治疗，应对治疗
反应进行评估（表 ４），并根据治疗反应决定是否进
行 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和分级分组。 最后估算所有肿瘤组
织占送检前列腺标本的比例（％）。 Ｇｌｅａｓｏｎ 评分特
殊情况：１）若肿瘤成分为 ２ 种分级形式且次要成分
的肿瘤比例≤５％，且：①次要成分为较低分级，
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 ＝主要成分分级 ＋主要成分分级，例
如：肿瘤具有 ９８％ ４ 分、２％ ３ 分，Ｇｌｅａｓｏｎ 评分为
４ ＋４ ＝８分；②次要成分为较高分级，Ｇｌｅａｓｏｎ 评分＝
主要成分分级 ＋次要成分分级（次要分级成分≤
５％），例如：肿瘤具有 ９８％ ４ 分、２％ ５ 分，Ｇｌｅａｓｏｎ
评分为 ４ ＋５ ＝９ 分（５ 分成分≤５％）。 ２）如果肿瘤
成分＞２种分级形式，且第三种为最高级别：①最高
级别的肿瘤＞５％，Ｇｌｅａｓｏｎ 评分＝主要成分分级＋
最高级别分级，例如：肿瘤具有 ６０％ ３ 分、３０％
４分、１０％ ５ 分成分，Ｇｌｅａｓｏｎ 评分为 ３ ＋５ ＝８ 分；
②若最高级别的肿瘤≤５％，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主要成
分分级＋次要级别分级）伴最高级别分级成分，分
级分组伴高级别类型，例如：肿瘤具有 ６５％ ３ 分、
３１％ ４ 分、４％ ５ 分，Ｇｌｅａｓｏｎ 评分为 ３ ＋４ ＝７ 分伴

５ 分成分，分级分组 ２ 伴少许高级别类型。 肿瘤大
小测量方法：肿瘤的最大线径或面积。 如发现前列
腺导管内癌，则应在诊断中明确注明，因为该类型肿
瘤常与高级别、高分期和较大体积的前列腺癌有关，
无论其单独存在还是与其他亚型前列腺浸润癌伴发

存在，均提示患者预后可能较差。 （３）注明肿瘤有
无前列腺外扩散、膀胱颈侵犯、精囊侵犯：①如存在
前列腺外扩散，需注明具体部位、范围大小（描述为
局灶或广泛前列腺扩散）。 ②如存在膀胱颈侵犯，
需注明是大体可见累及还是显微镜下累及，因为仅
显微镜下累及膀胱颈属于 ｐＴ３ｃ期，而大体可见累及
膀胱颈属于 ｐＴ４期。 ③如存在精囊侵犯，应注明是
侵犯前列腺内的精囊部分还是前列腺外的精囊部

分，因为侵犯前列腺外的精囊部分属于 ｐＴ３ｂ，侵犯
前列腺内精囊部分属于 ｐＴ３ａ，但不要求报告累及精
囊的具体方式。 （４）如存在淋巴管和血管侵犯，需
在报告中注明。 （５）手术切缘评估：注明切缘是否
受累、受累切缘的具体位置、切缘被肿瘤侵犯的范
围。 评估结果可分为以下四种情况：①手术切缘无
法评估；②手术切缘查见良性腺体：常与前列腺内切
除（ ｉｎｔｒａ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 ｉｎｃｉｓｉｏｎ）有关；③手术切缘未查见
癌组织；④手术切缘查见癌组织。 如存在切缘受累，
需注明受累的具体部位（如：尖部、基底部、前面、侧
面、后面），若切缘受累部位同时属于前列腺内切除
或前列腺外扩散，则需要一并注明，对侵犯的范围应
以 ｍｍ为单位测量。 （６）区域淋巴结评估：注明具
体取材部位及淋巴结数目，淋巴结发生癌转移的数
目，发生淋巴结癌转移灶的最大线径。 （７）肿瘤病
理分期：参照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ＡＪＣＣ）病理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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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７ 版［１０］ 。 （８）其他病理改变：ＨＧＰＩＮ、急慢性炎性
病变、不典型性腺瘤样增生、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等。
（９）其他组织／器官情况：根据送检情况。 （１０）辅助
检查结果：免疫组织化学及其他检查。 （１１）备注：
根据需要。
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泌尿男性生殖系统疾病病理专

家组成员（以单位名称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安徽医科
大学基础医学院病理学教研室（吴继锋）；北京大学医学部
病理学系 （贺慧颖）；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病理科
（段光杰）；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病理科（肖立）；福建医科
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病理科（吴春林）；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病理科（陈虹）；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
（冯振博）；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叶新青）；哈
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病理科（韩桂萍）；哈尔滨医科
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病理科（吴鹤）；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
院病理科（马毓梅）；河南省肿瘤医院病理科（于庆凯）；华中
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病理研究所（王曦）；济
宁医学院附属医院病理科（张仁亚）；解放军总医院病理科
（刘爱军）；九江学院附属医院病理科（徐晓）；昆明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潘国庆）；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病
理学及免疫学系（曹登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病理
学及检验医学系 （程亮）；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病理科
（余英豪）；南京军区总医院病理科（饶秋、周晓军）；南京中
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病理科（章宜芬）；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
病理科（钟国平）；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病理科（李玉军）；厦门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理科（钟山）；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病理
科（韩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病理科
（刘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病理科
（王朝夫）；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病理科（滕梁红）；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病理科（陈妮、周桥）；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病
理科（冯一中）；河北省唐山工人医院病理科（张志勇）；天津
市第三中心医院病理科（张传山）；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病理科（李巧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肾病
中心（王慧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病理科
（滕晓东）；浙江省人民医院病理科（赵明）；中国医科大学基
础医学院病理学教研室（苗原）；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
理科（杨诗聪）
志谢　浙江省浙江医院病理科王溯为本文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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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ｄ Ｐａｔｈｏｌ， ２０１１， ２４ （ １ ）： １６-２５．ＤＯＩ： １０．１０３８／ｍｏｄｐａｔｈｏｌ．
２０１０．１５６．

［７］ Ｍａｇｉ-Ｇａｌｌｕｚｚｉ Ｃ， Ｅｖａｎｓ ＡＪ， Ｄｅｌａｈｕｎｔ Ｂ，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 ＩＳＵＰ）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ｔｏｍｙ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３： ｅｘｔｒａ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ｌｙｍｐｈ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ｌ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Ｍｏｄ Ｐａｔｈｏｌ，２０１１，２４
（１）： ２６-３８．ＤＯＩ： １０．１０３８／ｍｏｄｐａｔｈｏｌ．２０１０．１５８．

［８］ Ｂｅｒｎｅｙ ＤＭ， Ｗｈｅｅｌｅｒ ＴＭ， Ｇｒｉｇｎｏｎ ＤＪ，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 ＩＳＵＰ）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ｔｏｍｙ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４： ｓｅｍｉｎａｌ ｖｅｓ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ｌｙｍｐｈ ｎｏｄｅｓ ［ Ｊ］．Ｍｏｄ
Ｐａｔｈｏｌ，２０１１，２４ （１ ）：３９-４７．ＤＯＩ： １０．１０３８／ｍｏｄｐａｔｈｏｌ．２０１０．
１６０．

［９］ Ｔａｎ ＰＨ， Ｃｈｅｎｇ Ｌ， Ｓｒｉｇｌｅｙ ＪＲ， ｅｔ 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 ＩＳＵＰ）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ｔｏｍｙ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５：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Ｊ］．Ｍｏｄ Ｐａｔｈｏｌ，２０１１，２４（１）： ４８-５７．ＤＯＩ：
１０．１０３８／ｍｏｄｐａｔｈｏｌ．２０１０．１５５．

［１０］ Ｅｄｇｅ ＳＢ， Ｂｙｒｄ ＤＲ， Ｃａｒｄｕｃｃｉ ＭＡ， ｅｔ 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ＡＪＣ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ｔａｇｉｎｇ Ｍａｎｕａｌ［Ｍ］．７ｔｈ
ｅ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４-２０）

（本文编辑：王世贤）

·０８６· 中华病理学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第 ４５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ａｔｈｏｌ，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Ｖｏｌ．４５，Ｎｏ．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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