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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Angptl2、TK1在乳腺癌患者中的表达及其
与彩色多普勒超声联合检测的价值

沈丽丽,黄 鹏2△

(江苏省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1.超声科;2.检验科,南通 226001)

摘要 目的:探讨血清血管生成素样蛋白2(Angptl2)、胸苷激酶1(TK1)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及其与彩色多普勒超声联合检测对

乳腺癌的诊断效能。方法:选择2015年1月至2017年1月在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的48例乳腺癌患者为观察组,选择同

期就诊的48例乳腺良性疾病患者为对照组,分别进行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和血清Angptl2、TK1检测;以超声检测阳性结合一

项阳性血清指标为联合检测阳性。比较单项检测、联合检测在乳腺癌诊断上的敏感性和特异性,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
曲线判断其诊断效能。结果:两组患者在肿块边界、内部回声、形态、钙化、血流S/D值、最高阻力指数、搏动指数、血流分级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观察组血清Angptl2、TK1浓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超声检测的敏感性

为79.17%,特异性为77.08%,血清Angptl2和TK1诊断的敏感性分别为75.00%和77.08%,特异性为83.33%和87.5%;联
合检测的敏感性为95.83%,特异性为81.25%;联合检测的敏感性显著高于任一单项检测。联合检测、超声检测、Angptl2和

TK1检测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920、0.836、0.820、0.826。结论:彩色多普勒超声联合血清 Angptl2、TK1检测能显著

提高乳腺癌诊断的敏感性,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值得临床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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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iagnosticvalueofserumAngptl2andTK1levelscombinedwithcolorDopplerultrasonogra-
phyformammarycancer
ShenLili1,HuangPeng2.(1.DepartmentofUltrasound;2.DepartmentofClinicalLaboratory,TheFirst
People’sHospitalofNantong,Nantong22600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studythediagnosticvalueofserumangiopoietin-likeprotein2(Angptl2)andthy-
midinekinase1(TK1)levelscombinedwithcolorDopplerultrasonographyformammarycancer.Methods:

Atotalof48patientswithmammarycancertreatedinourhospitalfromJanuary2015toJanuary2017were
selectedasanobservationgroup,and48caseswithbenignbreastdiseaseweredefinedasacontrolgroup.All
patientsweredetectedbycolorDopplerultrasonography.TheAngptl2andTK1levelsinserumweremeas-
ured.ThevalueofcolorDopplerultrasonographydetectionorserumAngptl2andTK1levelsinthediagno-
sisofmammarycancerwasanalyzedbyreceiveroperatingcharacteristic(ROC)curve.Results:Tumor
boundary,internalecho,shape,calcification,bloodflowS/Dvalue,highestresistanceindex,pulsatilityindex
andbloodflowgradingweresignificantlydifferentbetweenthetwogroups(P<0.05).Thepatientsinthe
observationgrouphadhigherlevelsofAngptl2andTK1inserumthanthecontrols(P<0.05).Thesensi-
tivityandspecificitywererespectively79.17%and77.08%incolorDopplerultrasonographydetection,

75.00%and77.08%inserumAngptl2andTK1levels,andwere95.83%and81.25%inthecombination
ofultrasonographyandserumAngptl2andTK1levels.TheareaundertheROCcurvewere0.920,0.836,

0.820,and0.826,respectively.Conclusion:SerumAngptl2andTK1levelscombinedwithcolorDopplerul-
trasonographycouldachievehigherefficacyinthediagnosisofmammarycancer.
Keywords colorDopplerultrasonograph;Angptl2;TK1;diagnoseefficacy

  乳腺癌是临床发病率较高且威胁女性生命健康

的恶性肿瘤疾病。乳腺癌的生存率与疾病发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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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密切关系,但乳腺癌早期症状不明显,确诊时已是

晚期。因此,尽早、准确的诊断是提高其临床生存率

的重要前提。超声是一种有效的乳腺癌的早期筛查

方法,临床常与其它检测方法相结合应用于各种疾

病的诊断,以提高准确率[1]。血管生成素样蛋白2
(Angptl2)是一种血管生成素样蛋白,已在胃癌、肝
癌等肿瘤组织中异常表达,研究表明其可作为一种

新的肿瘤标志物[2]。胸苷激酶1(TK1)参与细胞增

殖,在嘧啶补救途径中有重要作用,是肿瘤细胞增殖

的标志物[3]。本研究通过血清检测和彩色多普勒超

检测,探讨血清Angptl2和TK1检测联合彩色多普

勒超声在乳腺癌临床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旨在为乳

腺癌的早期发现提供一种简单有效的检测方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5年1月至2017年1月在南通市第一

人民医院就诊的48例乳腺癌患者为观察组,经手术

病理证实为乳腺癌;同时纳入同期在我院就诊的乳

腺肿块良性病变患者48例为对照组。观察组年龄

24~75岁,平均(44.9±5.1)岁;已婚36例,未婚

12例;患者肿块直径≥2cm27例,<2cm21例。
对照组年龄26~77岁,平均(43.0±4.7)岁;已婚

39例,未婚9例;患者肿块直径≥2cm32例,<2
cm16例。两组患者的年龄、婚姻状况、肿块直径等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

可比性。本研究已获得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病例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均经病理学诊断确诊[4];(2)均为

首次发现肿瘤,未进行过放疗或化疗;(3)均未发现

癌细胞转移;(4)患者及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排

除标准:(1)并发其它恶性肿瘤者;(2)有心、肝、肾功

能障碍者;(3)严重妇科炎症者;(4)结核病或内科合

并症患者。

1.3 方法

1.3.1 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 采用飞利浦IU22彩

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检测,患者采取仰卧位,使乳腺

和 双 侧 腋 下 充 分 暴 露,探 头 频 率 为 7.5~
10.0MHz。以乳头为检测中心,对乳腺行多象限切

面扫查,并记录肿块的形态、钙化、内部回声、肿块周

边及血流分布等情况,采用 Adler半定量法对血流

信号进行分级[5],具体如下,0级:未发现血流信号;

Ⅰ级:可见少量血流,出现1~2个点状血管信号;Ⅱ

级:发现中等血流信号,检测到1条或4条以下血

管;Ⅲ级:发现丰富血流信号,检测到4条及以上血

管。并记录血流的收缩期/舒张期比值(S/D)、最高

阻力指数、搏动指数。参考美国放射学会的 BI-
RADS,判定超声检测结果,以病理诊断结果为准,
判断诊断准确率。

1.3.2 血清检测 于术前清晨空腹用促凝管采集

两组患 者 外 周 静 脉 血5 mL,室 温 放 置30 min,

3500r/min离心取上清。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

中Angptl2含量,试剂盒由上海康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提供;采用酶免疫点印记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

TK1,试剂盒购自华瑞同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所

有操作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以血清 TK1浓度>
2.0pmol/L诊断为阳性[6]。以病理诊断结果为标

准,判断诊断准确率。

1.3.3 联合检测 采用平行联合检测,以超声检测

阳性结合任一血清检测阳性指标判定为联合检测阳

性。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

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频数或百分率(%)表示,率的比

较采用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秩和检验;绘制

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和ROC曲线下面积判

断诊断价值;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彩色多普勒超声二维声像特征比较

  两组患者在肿块边界清晰、内部回声、形态和钙

化情况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彩色多普勒超声血流特征比较

  两组患者的S/D、最高阻力指数、搏动指数、血
流分级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血清Angptl2、血清TK1检测结果

  观察组血清 Angptl2、TK1浓度均显著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4 联合检测结果

  彩色多普勒超声、Angptl2、TK1和联合检测的

敏 感 性 分 别 为 79.17%、75.00%、77.08%、

95.83%,联合检测的敏感性高于单一检测。分别以

联合检测、单项检测为自变量,以是否诊断为乳腺癌

为纵坐标,绘制ROC曲线图,联合检测的曲线下面

积高于单项检测,见图1、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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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彩色多普勒超声二维声像特征比较[n=48,n(%)]

组别
边界 内部回声 形态 钙化

清晰 不清晰 均匀 不均匀 规则 不规则 无 有

对照组 37(77.08) 11(22.91) 38(79.17) 10(20.83) 39(81.25) 9(18.75) 36(75.00) 12(25.00)
观察组 15(31.25) 34(70.83) 12(25.00) 36(75.00) 13(27.08)35(72.92) 17(35.41) 31(64.58)
χ2 32.722 28.222 33.191 18.585
P 0.000 0.000 0.000 0.000

表2 两组患者彩色多普勒超声血流特征比较

组别 n S/D,
x±s

最高阻力指
数,x±s

搏动指数,
x±s

血流信号分级,n(%)

0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对照组 48 6.54±1.01 0.62±0.04 2.31±0.48 1(2.08) 3(6.25) 19(39.58) 25(52.08)
观察组 48 4.79±1.52 0.74±0.06 1.69±0.41 29(60.42) 14(29.17) 5(10.41) 0(0.00)

t/u 6.644 7.686 5.054 7.875
P 0.000 0.000 0.000 0.000

表3 两组患者血清Angptl2、血清TK1浓度比较(x±s)

组别 n Angptl2/(μg/L) TK1/(pmol/L)
对照组 48 62.76±18.14 0.74±0.21
观察组 48 259.15±43.06 2.58±0.32

t 29.120 33.306
P 0.000 0.000

表4 单项检测、联合检测的敏感性、特异性及ROC曲线下

面积比较

项目 敏感性 特异性 ROC曲线
下面积

彩色多普勒超声 79.17% 77.08% 0.836
血清Angptl2 75.00% 83.33% 0.820
血清TK1 77.08% 87.50% 0.826
联合检测 95.83% 81.25% 0.920

图1 联合检测和单项检测ROC曲线图

3 讨 论

  彩色多普勒超声在妇科检查中应用广泛,具有

较高的敏感性,能获得清晰的解剖图像,还可观察到

肿块的细小结构,并通过血流异常来区别良性肿块

与恶性肿瘤。本研究发现,彩色多普勒超声对乳腺

癌诊断的敏感性为79.17%,特异性为77.08%,并
发现乳腺癌肿块边界不清晰、内部回声不均匀、形态

不规则等超声影像特征。同时,与良性肿块相比,恶
性肿块内血流更加丰富,S/D值、搏动指数均显著降

低(均 P<0.05),最 高 阻 力 指 数 显 著 升 高(P<
0.05)。分析认为,大部分乳腺癌肿块生长呈浸润

性,其形态不规则、边界模糊,但是少数恶性肿瘤在

病情早期形态依然规则、回声均匀,易被误诊为良性

肿瘤。此外,由于恶性肿瘤细胞代谢旺盛,增殖迅

速,需要更加丰富的血液供应。因此,恶性肿瘤组织

还表现出血流异常,超声检测表现出更低的S/D比

值、搏动指数。同时,由于恶性肿块内的血管缺少平

滑肌,血管弹性变小,血流阻力升高[7],而良性导管

内乳头状瘤也会表现出血流丰富,因此增加了临床

误诊的概率。

  在肿瘤发病早期,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的浓度

即有显著变化,可以以血清肿瘤标志物作为早期筛

查诊断的指标[8]。Angptl2是一种分泌型糖蛋白,参
与细胞的脂质和糖代谢,并在血管的发生和重建及

恶性肿瘤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9-10]。
刘艳华等[11]在乳腺癌组织中检测到Angptl2表达增

强。TK1是一种胞浆代谢酶,与DNA的合成密切

相关,研究证实 TK1在多种恶性肿瘤中呈阳性表

达,其血清水平可以反映肿瘤的增殖速度,并与肿瘤

分期、浸润转移呈正相关关系[12]。任若冰等[13]发

现,发生淋巴结转移、TNM 分期晚期的患者血清

TK1水平显著高于早期乳腺癌患者,乳腺癌患者显

著高于良性肿瘤患者。本研究表明,乳腺癌患者血

清Angptl2和TK1浓度显著高于良性疾病患者(P
<0.05),血清 Angptl2、TK1单项检测的敏感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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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75.00%、77.08%,特 异 性 分 别 为 83.33%、

87.50%。虽然单项指标对乳腺癌筛查具有重要的

意义,但其存在敏感性或特异性不高的缺点。本研

究采用联合检测法以提高乳腺癌临床诊断的准确

率。结果发现,联合检测的敏感性为95.83%,特异

性为89.58%;敏感性显著高于任一单项检测,表明

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能弥补超声检测不足,提高敏

感性,降低误诊率[14]。此外,本文还发现联合检测

ROC曲线下面积高于单项检测,达0.920,具有较高

的诊断价值。

  综上所述,彩色多普勒超声联合血清Angptl2、

TK1检测能显著提高乳腺癌诊断的敏感性,对乳腺

癌的临床诊断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值得临床应用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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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连续排列。字数在250字以内。目的(Objec-
tive):简要说明研究的目的,提出问题的缘由,研究

的范围及重要性。方法(Methods):简要说明研究

课题的基本设计方法,使用了什么材料与方法,如何

分组对照,研究范围及精确程度,数据如何取得;采
用何种统计学方法处理。结果(Results):简要列出

研究的主要结果和数据,并列出结果的可信区间和

显著性检验的确切值。结论(Conclusion):简要说

明经过验证取得的正确观点,其理论价值或应用价

值,是否可推荐或推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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