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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影像学手段在甲胎蛋白阴性肝癌术后
复发中的早期诊断价值

郑义兰,崔惠勤△

(广西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柳州 545005)

摘要 目的:研究超声、CT和 MRI检查对肝癌根治术后甲胎蛋白(AFP)阴性患者肿瘤复发早期诊断的价值。方法:选取

2012年1—12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行肝癌根治术的70例患者,术后进行为期5年的随访,采用超声、CT和 MRI
检查术后肝癌复发情况,并与病理结果对比,评价不同影像学手段对术后肿瘤复发早期诊断的价值。结果:70例患者中,肿瘤

复发45例(64.29%),复发病灶83个,直径为0.6~3.5cm,平均(1.78±0.52)cm;单发病例20例,多发病例25例。超声、CT
和 MRI对复发病灶的检出率分别为60.24%、83.13%、89.1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 MRI检出率最高。对

于直径<1cm的病灶和1~2cm的病灶,3种影像学手段检出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 MRI最高;对于直

径>2cm的病灶,3种影像学手段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CT和 MRI检出率高于超声检查。结论:MRI对

小肝癌切除术后复发的检出率明显优于超声和CT检查,能够早期发现复发病灶,对提高患者术后生存率和预后具有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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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细胞癌(简称肝癌)是广西高发肿瘤之一[1],
其发病率、病死率高,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健康[2]。
根治性手术切除治疗是目前最主要的治疗方式[3],
但术后复发转移率仍达到40%~80%[4],是肝癌预
后差的主要原因。因此,肝癌术后定期随访监测患
者肿瘤相关指标,早期发现和诊断肝癌复发转移,是
肝癌预后研究的重要课题。临床上常用的肿瘤标记
物甲胎蛋白(AFP)敏感性低[5],部分肝癌术后患者
肿瘤复发未能及时检出[6]。肝脏穿刺病理活检用于
肝癌诊断及其复发诊断最为可靠,但对患者的损伤
较大。而利用影像学手段对肝癌根治术后的患者进
行随访监测,能够早期诊断其肿瘤复发转移情况,对
患者无明显创伤[7],在临床上广泛应用。本研究通
过对70例肝癌切除术后AFP阴性患者的肿瘤复发
情况进行影像学检查,对比超声、CT和 MRI3种影
像学手段对肝癌复发的检出率,为肝癌术后随访复
发诊断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2年1—12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四附
属医院行肝癌切除根治术的患者70例,其中男61
例,女9例;年龄18~70岁,平均(56.49±6.77)岁。
病例纳入标准:(1)均行肝癌根治术,病理诊断为肝
细胞癌;(2)术后 AFP检查为阴性;(3)无超声、CT

和 MRI禁忌证;(4)患者及其家属均知情同意。排
除标准:(1)临床信息不完整;(2)合并严重心、脑、肾
等器质性病变者;(3)病灶为弥漫性病变者。
  所有患者术后均进行随访以明确复发情况,随
访时间为1~60个月,每2个月进行血液AFP和B
超检查,每6个月或超声发现异常时行CT和 MRI
检查。
1.2 影像学检查方法

1.2.1 超声检查 仪器采用荷兰皇家的飞利浦彩
色 多 普 勒 超 声 诊 断 仪,探 头 的 频 率 为 2.0~
5.0MHz。患者进行超声检查前需要禁食8h,检查
前使用5mL生理盐水溶解造影剂声诺维,患者取
仰卧位,经肘静脉注入造影剂,实时观察6min,于动
脉相、门脉相与延迟相快速扫描肝脏,了解研究对象
的病灶情况,包括大小、数量、位置等,扫描5min
后,第二次注入造影剂,观察病灶,详细记录有关信
息,如灌注、回声强度等。对各种信息进行综合性分
析。
1.2.2 CT检查 仪器采用西门子公司的64排

128层螺旋扫描仪,扫描参数如下:电压120kV,电
流280mA,层厚/层间距5mm。患者进行CT检查
前需要禁食8h,使用碘海醇作为造影剂进行肘静脉
高压注射给药行动态增强扫描,层厚与层距均为

0.5cm,注射体积为80~100mL,流率为3.0~
4.0mL/s,分别于动脉期25s、门静脉期60s、延迟
期180s进行扫描,完整记录各项扫描信息,包括病
灶大小、数目及表现等。对各种信息进行综合性分
析。
1.2.3 MRI检 查 仪 器 采 用 西 门 子 MAG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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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Skyra3.0T超导磁共振成像仪。MRI检查
中,对患者行常规 T1W1、T2W1加权扫描,层厚

5mm,层间隔0.5mm。使用钆喷酸葡胺作为对比
剂进行肘静脉高压注射行增强扫描,注射用量为

0.1mmol/kg,流率为1.5~2.0mL/s,分别于动脉
期25s、门静脉期60s、延迟期180s进行扫描。完
整记录扫描信息,包括病灶大小、数目及表现等。对
各种信息进行综合性分析。
1.3 分析方法

  记录70例患者随访过程中3种影像学方法的
诊断结果,当两种影像学方法判断肝癌复发时,则进
行肝穿取肝脏组织进行病理学诊断。对比3种影像
学方法对肝癌复发的检出率。
1.4 影像学判断

  所有影像学检查结果均传入系统,由2名副主
任以上职称医师阅片,分析不同患者病灶的大小、形
态等特点,意见不一时经商量后取得一致意见。
1.5 诊断标准

  观察所有患者超声、CT和 MRI对肝癌术后肿
瘤复发的检出率。复发病例诊断以病理学诊断为金
标准。肝癌的诊断标准以2017年版《原发性肝癌诊
疗规范》为参考[8]。复发肿瘤根据肝癌复发类型组
织诊断病理学的诊断标准进行判断[9]。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
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肝癌根治术后患者肿瘤复发情况

  70例患者复发时间为术后9~47个月,平均
(18.3±5.9)个月;肿瘤复发45例(83个病灶),复
发率为64.29%,其中男42例,女3例;单个肿瘤病
灶20例(44.44%),2个肿瘤病灶12例(26.67%),
3个肿瘤病灶13例(28.89%);肿瘤 直 径0.6~
3.5cm,平均(1.78±0.52)cm;其中直径<1.0cm
的病灶有30个(36.14%),1.0~2.0cm 有36个
(43.37%),>2.0~3.5cm17个(20.48%)。
2.2 超声、CT、MRI检查结果与病理结果比较

  对70例肝癌根治术后患者进行超声、CT和

MRI的随访检查,对经病理诊断确诊复发的45例
患者的83个病灶进行影像学信息的比较,超声、CT
和 MRI对于肝癌复发肿瘤的检出率比较,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 MRI检出率最高,见
表1。

表1 超声、CT和 MRI对肝癌术后患者复发检出率的比较

[n(%)]

病灶
个数

检查手段

超声 CT MRI
χ2 P

83 50(60.24)# 69(83.13)* 74(89.16)* 9.6610.008
  与超声检查比较,*P<0.05;与 CT检查比较,#P<
0.05。

2.3 超声、CT和 MRI对不同大小复发肿瘤的检出
率比较

  对于直径<1.0cm和直径1.0~2.0cm的复
发转移肿瘤病灶,3种方法的检出率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均P<0.05),以 MRI检出率最高;而
对于直径>2cm的病灶,3种影像学手段检出率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CT和 MRI检出
率高于超声检查,见表2。

表2 超声、CT和 MRI对不同大小复发肿瘤的检出率比较

病灶大
小/cm

病灶个
数/个

检查手段,n(%)
超声 CT MRI

χ2 P

<1.0 30 12(40.00) 18(60.00)* 27(90.00)*# 6.582 0.037
1.0~2.0 36 24(66.67) 33(91.67)* 34(94.44)* 6.802 0.033
>2.0~3.5 17 14(82.35) 17(100.00) 17(100.00) 4.941 0.085

          与超声检查比较,*P<0.05;与CT检查比较,#P<0.05。

3 讨 论

  肝癌根治术后肿瘤复发是降低患者生存率和产
生不良预后的重要影响因素,如何早期发现复发癌
灶,及时治疗,降低复发病灶对健康的损害是临床上
需要解决的难题。AFP是常见的血液肿瘤标记物,
目前临床上常用 AFP作为肝癌诊断的参考指标。
但对于部分肝癌患者AFP呈现阴性,不能够通过监
测AFP来诊断肝癌。因此,对于这部分肝癌患者,
影像学手段具有一定的优势。随着CT、MRI的不

断发展,我们能够更早、更多地发现更小的肝癌病
灶,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本研究发现70例肝癌根治术后患者肿瘤复发
率为64.29%,与其他研究结果相一致[10]。复发病
灶中 多 发 病 灶 占 55.56%,≤2cm 的 病 灶 为

79.87%,提示小病灶和多发病灶占复发病灶中的大
部分,临床症状可能不明显,但对患者预后和及时治
疗具有威胁性。超声、CT和 MRI的检出率分别为

60.24%、83.13%、89.16%,以 MRI最高。
  按病灶大小分层后,在直径<1cm 病灶中,
MRI与超声、CT检查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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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MRI检出率高于CT,CT检出率高于超
声,3种检查手段检出率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在1.0~2.0cm病灶中,MRI和

CT检出率明显高于超声检查,但 MRI和CT检出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2.0~3.5cm 病灶中,
3种检查手段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临床上,
大多通过超声对肝癌根治术后患者的随访,超声造
影是一种很重要的影像学诊断技术,能够实时检测
肝癌组织血流动态的改变[11]。而且超声造影剂的
安全性高,心肾功能衰竭的病人可以耐受[12]。但对
于不典型小肝癌图像的早期诊断和肝癌病灶被掩盖
时候的诊断则存在一定的困难,需进一步进行多层

CT或 MRI的检测以提高早期诊断的准确率。有学
者认为,使用CT增强对早期HCC检出敏感性与病
灶大小有密切关系,体积越大,检出率越高[13]。徐
凡等[14]通过CT扫描对肝癌进行诊断发现,CT动
态增强扫描能够较好地评估超声表现不典型转移性
肝癌的组织学和血供特征,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Noguchi等[15]结合CT两个动脉期的表现能提高对
多血供肝癌的诊断率,而这种诊断率与动态增强

MRI诊断率比较中没有统计学的显著性差异。即
使用双动脉期螺旋CT对小肝癌的诊断检出率与动
态增强 MRI相似。
  但本研究在<2cm 的病灶中再分层,发现在

<1cm的病灶中,MRI检出率明显高于 CT 和超
声。提示肝癌根治术后定期进行 MRI检查,能够更
早期发现复发病灶,及时治疗,改善肝癌患者术后生
存率和疾病预后。近年来,MRI的技术得到了显著
的发展,特别是 MRI屏气快速扫描序列的出现,能
够在短时间内多层成像,并且成像速度快,对比噪声
高,运动伪影少,使得 MRI在肝脏肿瘤的诊断中优
势突出[16]。文献报道[17],MRI对于原发性肝癌的
诊断,特别是小肝癌的诊断优势明显高于螺旋CT
增强扫描。同时,新型 MRI也克服了早期成像速度
慢的弱点。随着场强强度的提高,病灶细节显示更
加清楚,信噪比更高,图像更清晰,扫描更快。加上
肝细胞特异性造影剂的应用,显著提高小肝癌的检
出水平,为患者肝癌复发,特别是早期小肝癌的诊断
提供了新的突破。MRI不仅能显示肝细胞结构,还
能显示肝内血管、胆管,对于肝癌的血管、胆管诊断
具有很大帮助。
  目前临床上对于肝癌患者和肝癌术后随访患
者,影像学诊断首选增强 MRI。为减少超声检查导
致的漏诊,如果发现患者 AFP异常,超声检查无异
常,建议进一步CT或 MRI检查。即使患者 AFP
无异常升高,也建议常规每年做一次 MRI或CT检
查。
  综上,影像学手段用于肝癌切除术后随访中重
要的检查手段,其中 MRI对直径<1.0cm肝癌病

灶检出率在AFP阴性的患者中明显优于其他检查
手段,能够早期发现复发小病灶,对提高患者术后生
存率和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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