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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交流

术前超声联合血清甲胎蛋白水平预测肝癌微血管侵犯的价值*    

刘连凤1,刘军杰1,罗 涛2,王 夺1,陈 苗1,李 航1,丁战玲1△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超声科;2.肝胆外科,南宁 530021)

摘要 目的:探讨术前超声联合血清甲胎蛋白(AFP)对肝癌微血管侵犯(MVI)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2月

至2017年12月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收治的75例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及超声影像资料,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分析肝癌 MVI的危险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超声联合血清 AFP对肝癌 MVI的诊断效能。结

果:75例患者中,24例经肝癌根治术后病理检查证实有 MVI(MVI组),51例无 MVI(非 MVI组)。两组患者年龄、性别、肿瘤

位置、肝硬化、Child-Pugh分级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肿瘤直径、结节类型、包膜、血清AFP水平比较,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肿瘤结节类型、包膜类型及血清AFP水平是肝癌 MVI
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超声联合血清AFP水平诊断模型预测肝癌 MVI的灵敏度、特异度以

及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87.5%、84.31%及0.874。结论:肿瘤结节类型、包膜类型及血清 AFP水平是肝癌 MVI的独立

危险因素;超声联合血清AFP水平检测能够有效预测肝癌 M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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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癌的致死率居我国恶性肿瘤第3位,发病率

居全球恶性肿瘤第6位[1]。目前,肝癌的治疗仍以

手术切除为主,但患者术后仍有相当高的复发率[2]。
有研究指出,肝癌患者的5年复发率约为70%,即
使是接受肝移植的患者,复发率也将近25%[2-3]。
微血管侵犯(microvascularinvasion,MVI)是肝癌

患者术后复发及不良预后的危险因素,伴随 MVI的

肝癌患者术后复发的风险会大大提高[4]。因此,术
前准确预测肝癌 MVI对治疗方式的选择及远期预

后评估有重要意义。超声检查是诊断肝癌最常规的

手段,但其预测肝癌 MVI的价值鲜见报道。甲胎蛋

白(alphafetoprotein,AFP)是肝癌的特异性标志

物,血清 AFP与肝癌 MVI以及术后不良预后有

关[5-6]。本研究回顾性分析75例肝癌切除术患者的

临床病理资料及超声表现,旨在探讨肝癌 MVI的预

测因素及超声检查联合血清AFP对肝癌 MVI的预

测价值。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6年12月至2017年12月广西医科大

学附属肿瘤医院收治的肝癌患者75例,均行根治性

切除术,术后经病理检查证实为原发性肝癌(HCC);
其中男59例,女16例;年龄37~76岁,中位年龄48
岁;临床资料及超声影像资料完整。排除入院前行

肝癌相关性治疗、合并其他恶性肿瘤或有远处转移

的患者。

1.2 超声检查

1.2.1 仪器与方法 使用GE公司LOGIQE9及

东芝Aplio500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探头频率

3.5~5.5MHz,受检者空腹准备,取仰卧位。对肝

脏、脾脏等脏器各切面进行常规扫查。
1.2.2 图像及参数 由两名高年资的超声科医师

在对患者进行检查的同时,着重观察并获取研究参

数,包括肝癌的数目、位置以及肝硬化背景,并测量

肿瘤的直径,记录肿瘤的结节类型以及包膜情况。
将肿瘤的结节类型分为3种:类圆型、单结节型(病
灶类圆形并伴有单个向外凸起结节)、多结节型(病
灶类圆形并伴有多个向外凸起结节),肿瘤的包膜分

为3种:包膜完整(肿瘤包膜连续性未见中断)、包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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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损、无包膜[7-8]。当观察征象出现不一致时,由上

述两名高年资医师商讨复核后达成一致。

1.3 MVI的诊断标准

  肝癌 MVI的诊断参照《原发性肝癌规范化病理

诊断方案专家共识》[9]中的相关标准。对手术切除

的标本进行病理学检查,镜检发现微小静脉(门静

脉、包膜小静脉或中央静脉)内出现癌栓,可诊断为

MVI。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
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χ2检验;通过Logistic回归初步建立超声联合

血清AFP预测肝癌 MVI的诊断模型,受试者工作

特征曲线(ROC)评估该诊断模型的诊断效能,计算

灵敏度、特异度及 ROC曲线下面积(AUC);Hos-
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计算实际观察值和模

型预测值,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MVI组与非 MVI组超声征象及临床资料的

比较

  75例患者中,24例经肝癌根治术后病理检查证

实有MVI(MVI组),51例无MVI(非MVI组)。两

组患者年龄、性别、肿瘤位置、肝硬化、Child-Pugh分

级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与
MVI组比较,非 MVI组肿瘤直径较小,结节类型以

类圆形为主,肿瘤包膜多完整,血清AFP水平较低,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1。

表1 MVI组与非 MVI组超声征象及临床资料的比较[n(%)]

项目 MVI组
(n=24)

非 MVI组
(n=51) t/χ2 P

性别 男 17(70.8) 42(82.4)
女 7(29.2) 9(17.6) 1.290 0.256

年龄/岁 49.71±12.05 47.73±12.21
肿瘤直径/cm 5.54±2.52 4.33±1.87 2.328 0.027

结节类型 类圆型 9(37.5) 43(84.3)
单结节型 8(33.3) 6(11.8) 17.458 <0.001
多结节型 7(29.2) 2(3.9)

包膜 完整 6(25.0) 31(60.8)
缺损 10(41.7) 14(27.5) 9.508 0.009

无包膜 8(33.3) 6(11.8)
肿瘤位置 跨叶 5(20.8) 7(13.7)

右叶 16(66.7) 31(60.8) 2.003 0.367
左叶 3(12.5) 13(25.5)

Child-Pugh分级 A 19(79.2) 39(76.5)

B 5(20.8) 12(23.5) 0.068 0.795

肝硬化 有 16(66.7) 32(62.7)
无 8(33.3) 19(37.3) 0.109 0.741

AFP/(μg/L) >400 18(75.0) 22(43.1)

≤400 6(25.0) 29(56.9) 6.657 0.010

2.2 超声联合血清 AFP的诊断模型预测肝癌

MVI的多因素分析结果

  通过Logistic回归初步建立超声联合血清AFP
水平预测肝癌 MVI的诊断模型,多因素分析结果显

示:肿瘤结节类型、包膜类型以及血清 AFP水平是

肝癌 MVI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见表2。

2.3 超声联合血清 AFP水平预测肝癌 MVI的诊

断效能分析

  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超声联合血清 AFP

水平预测肝癌 MVI的 AUC为0.874,灵敏度为

87.5%,特异度为84.31%,见图1。

2.4 超声联合血清 AFP水平预测肝癌 MVI的诊

断校准度

  通过Logistic回归初步建立超声联合血清AFP
水平预测肝癌 MVI的诊断模型,Hosmer-Leme-
show拟合优度检验结果显示:该诊断模型预测值与

实际观察值无明显差异(χ2=3.592,P=0.825),预
测模型具有较好的校准能力,见图2。表明该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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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预测风险与实际发生风险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表2 术前超声联合血清AFP水平诊断肝癌 MVI的多因素分析结果

变量 β sx Wald OR(95%CI) P
肿瘤直径 0.24 0.17 1.989 1.272(0.911~1.776) 0.158
结节类型 1.407 0.467 9.071 4.085(1.635~10.209) 0.003
包膜类型 0.93 0.421 4.881 2.535(1.111~5.787) 0.027
AFP 1.647 0.704 5.469 5.192(1.306~20.65) 0.019

图1 超声联合血清AFP预测肝癌 MVI的ROC曲线

图2 超声联合血清AFP预测肝癌 MVI的诊断校准度分析

3 讨 论

  MVI是肝癌术后转移复发的高危因素,目前对

肝癌 MVI的术前影像学预测主要依靠CT和 MRI
征象。其中,报道较多且得到普遍认可的征象主要

包括:肿瘤直径、结节类型、包膜类型等,这些都是从

宏观影像形态学表现实现微观病理结构预测的可靠

途径[8,10-11]。超声是诊断肝癌的最常见的影像学手

段,其反映的病灶形态学特点与CT/MRI亦有着良

好的对应关系。因此,本研究将肝癌患者术前超声

学征象与肝癌特异性肿瘤标志物 AFP进行建模分

析,并探讨该诊断模型的可靠性与实用性。

  建立诊断模型是临床研究预测事件结局的常用

方法,诊断模型的可靠、实用性主要取决于两个特

性,即区分度和校准度。区分度用于评价研究模型

对事件结局的诊断效能,可通过灵敏度、特异度以及

AUC等指标进行定量评估,AUC>0.75认为诊断

模型区分能力较好;校准度用于评估诊断模型预测

风险与事件实际发生风险的一致性,一般通过 Hos-
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来反映[12]。本研究通

过Logistic回归方法初步建立超声联合血清 AFP
预测肝癌 MVI的诊断模型,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肿瘤结节类型、包膜类型以及血清AFP是预测肝癌

MVI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该模型经诊断效

能分析得到 AUC为0.874,对应的灵敏度、特异度

分别为87.5%、84.31%,且模型预测风险与事件实

际发生风险拟合较好。肝癌特异性肿瘤标记物AFP
与肿瘤的分化程度有关,高水平AFP往往提示肝癌

分化程度及恶性程度高,肿瘤的侵袭性越强,发生

MVI的概率越大。在肝癌 MVI的超声学征象上,
肿瘤结节和包膜状况与肝癌 MVI相关。肝癌的结

节类型是瘤灶异质性与侵袭性的一种表现,当肝癌

的侵袭性越大、恶性程度较高时,瘤灶边缘呈多个结

节的表现,易伴随MVI的发生[13]。肿瘤边缘的多节

结灶是造成 MVI的重要因素[14]。本研究表明肿瘤

包膜类型与 MVI有关。肿瘤包膜具有限制肿瘤侵

袭及转移的作用,因此,当肝癌出现包膜缺损或者无

包膜时,MVI的风险明显增加。超声是肝癌的常规

影像学检查方法,而 AFP是肿瘤患者常规检查项

目,因此,超声联合AFP具有较大的临床实用性,且
能丰富诊断信息。

  综上所述,超声结节类型、包膜情况以及血清

AFP水平是肝癌患者发生 MVI的独立预测因素,可
作为治疗策略的参考依据。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少,
且仅对孤立性肝癌患者进行分析,缺乏对多灶性或

弥漫性病灶的研究,仍有待大样本、多中心的研究进

一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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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钉修复联合切开复位内固定治疗踝关节
骨折合并三角韧带损伤的临床观察

王辞山,王龙泉,万德余,梁西俊

(安徽省亳州市人民医院骨科,亳州 236800)

摘要 目的:观察锚钉修复联合切开复位内固定治疗踝关节骨折合并三角韧带损伤患者的临床效果及其对疼痛和踝关节功能

的影响。方法:选择2014年1月至2017年3月在安徽省亳州市人民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112例踝关节骨折合并三角韧带损

伤患者,按随机字数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56例。对照组采用切开复位内固定法治疗,观察组采用锚钉修复联合切

开复位内固定法治疗。对比两组围手术期指标、手术安全性及手术前、后疼痛评分[视觉模拟量表(VAS)评分]和踝关节功能

[美国足踝外科学会(AOFAS)踝—后足评分]。结果:观察组患者骨折愈合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手术时间明

显长于对照组(均P<0.05)。两组术后3个月的VAS评分均较术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术后1个、6个月,两组

患者AOFAS评分均较术前升高,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及术后并

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锚钉修复联合切开复位内固定治疗踝关节骨折合并三角韧带损

伤可促进骨折愈合,有效缓解患者疼痛,改善患者踝关节功能。
关键词 锚钉修复;切开复位内固定;踝关节骨折;三角韧带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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