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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甲胎蛋白异质体对肝癌患者术后预后价值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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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甲胎蛋白异质体对肝癌患者术后的预后判断价值。方法： 采集临床确诊的 24 例肝癌患者术前及术
后第 2 个月，第 6 个月、第 12 个月、第 18 个月和第 24 个月的血清，应用装有藕联了小扁豆凝集素（ LCA） 的微量离心柱分
离血清中的甲胎蛋白异质体（ AFP － L3） ，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 AFP 及 AFP － L3 的含量，计算 AFP － L3 占总 AFP 的比率
（ 判断标准以 AFP － L3≥10% 者为阳性） ，同时跟踪随访，将检测结果与调查结果作生存分析图，比较两者对肝癌术后患
者的预后判断价值。结果： 术后 2 ～ 3 个月 AFP － L3 阳性患者在未来 30 个月内的生存几率明显降低，AFP － L3 阴性患
者生存几率高； 术后 6 个月 AFP － L3 阳性患者在未来 24 个月内的生存几率明显降低，AFP － L3 阴性患者生存几率是
100% ； 术后第 12 个月 AFP － L3 阳性患者在未来 18 个月内的生存几率明显降低，AFP － L3 阴性患者生存几率是 100% 。
结论： AFP － L3 对肝癌患者的术后预后判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 甲胎蛋白异质体； 肝癌； 预后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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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valuation of Lens culinaris agglutinin － reactive fraction of AFP as a prognostic biomarker for survival after hepatic resection for H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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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αlphα － fetoprotein variants（ AFP － L3） in prognosis predictor in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as well as the differention diagnosis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liver diseases and evaluate the clinical value of the microspincolumn method． Methods： Serum alpha － fetoprotein variants from 24 case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atients at preoperation and the second month，the 6th month，the 12th month，the 18th month and the 24th month
of postoperation were isolated with micro － spin column equipped with lens culinaris agglutinin（ LCA） ，the total AFP and AFP －
L3 were then detected by chemiluminescence，and the proportions of AFP － L3 were calculated （ with cut － off value ≥10% for
AFP － 13 is positive） and the follow up of two years for 24 HCC patients were performed to make the long term survival curves to
compare the prognosis value of AFP and AFP － L3 for postoperative patients with HCC． Results： The results of AFP － L3 of 24
HCC patients who underwent operation and therapy show that the survival rates of AFP － L3 positive cases at 2，6，12 months degraded ，and the survival rates of AFP － L3 negtive cases at 2，6，12 months were 100% ． Conclusion： AFP － L3 can be used as
a predictor of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fter curative treatment．
［Key words］ AFP － L3；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rognosis biomarker
肝细胞癌（ HCC） 是全球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每年肝

治疗时机，即便行使手术切除术，预后也不佳，因此需一合适

癌新发患者约有 100 万，全世界每年约有 25 万人死于该病，在

的血清标志物用于临床肝癌患者治疗方案的选择及术后生存

我国其死亡率位居恶性肿瘤第二位，且 5 年生存率不到 10% 。

率的判断。甲胎蛋白异质体（ AFP － L3） 因其主要存在于肝癌

手术切除是治疗这种疾病最有效的方法，但很多患者临床诊

患者细胞中，具有一定的特异性，故近年来 AFP － L3 成为研究

断时多属中晚期，已发生肝内或肝外组织转移而失去了最佳

热点，本文就 AFP － L3 对肝癌患者的术后价值进行研究，现将
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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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研究对象
24 例肝癌患者均为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2006 年 6 月 －

2007 年 6 月收治的住院患者，疾病诊断符合 2000 年中华医学

中国卫生检验杂志 2011 年 7 月 第 21 卷 第 7 期

Chinese Journal of Health Laboratory Technology，Jul 2011； Vol 21

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肝病学分会联合修订的《病毒性
［1］

肝炎防治方案》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政司组织并由
全国肿瘤防治办公室与中国抗癌协会合编的《新编常见恶性
［2］

肿瘤诊治规范》中的诊断标准
1． 2

。

试剂与仪器
AFP 检测试剂为雅培 I2000 化学发光仪原装配套，AFP －

L3 分离试剂由北京热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仪器为雅培
I2000 化学发光仪。
1． 3

方法
采集 24 例患者术前及术后不同时间段的血清标本，参照

AFP － L3 试剂说明书采用微量离心柱法分离血清 AFP － L3
后，应用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总 AFP 和 AFP － L3 的含量，并
计算 AFP － L3 占总 AFP 的百分含量，以 AFP － L3% ≥10% 作
为阳性判断标准。
2

结果
24 例肝癌患者术后及化疗后 AFP 和 AFP － L3 的跟踪检

测结果：
将 24 例肝癌患者术前及术后血清总 AFP 和 AFP － L3 的
实验数据结合跟踪随访结果作生存分析图，结果如图 1 － 6 所
示，图 1 显示术后两个月 AFP － L3% 阳性患者在未来 28 个月
内的生存几率明显降低，AFP － L3% 阴性患者生存几率高，经
统计学分析，P = 0． 001 ＜ 0． 05，有显著性差异； 图 2 显示术后
两个月 AFP 阳性与阴性患者在未来 28 个月内的生存几率，经
统计分析，P = 0． 3484 ＞ 0． 05，两者无显著性差异。图 3 显示术
后 6 个月 AFP － L3% 阳性患者在未来 24 个月内的生存几率明
显降低，AFP － L3% 阴性患者生存几率为 100% ，经统计学分
析，P = 0． 0002 ＜ 0． 05，有显著性差异； 图 4 显示术后 6 个月
AFP 阳性与阴性患者在未来 24 个月内的生存几率，经统计分
析，P = 0． 0683 ＞ 0． 05，两者无显著性差异。图 5 显示术后 12
个月 AFP － L3% 阳性患者在未来 18 个月内的生存几率明显降
低，AFP － L3% 阴性患者生存几率为 100% ，经统计学分析，P
= 0． 0023 ＜ 0． 05，有显著性差异； 图 6 显示术后 12 个月 AFP 阳
性与阴性患者在未来 18 个月内的生存几率，经统计分析，P =
0． 0994 ＞ 0． 05，两者无显著性差异。

图1

术后两个月 AFP － L3 阳性及阴性患者的
生存率分析图（ P = 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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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膜上进行放射显影，测量 AFP － L3 的百分含量。该方法操
作繁琐，耗时、技术要求高、试剂昂贵，限制了 AFP － L3 在临床
上的广泛应用。国内研制的微量离心柱法是利用装有耦联了
LCA 的琼脂微球，可以特异结合 AFP － L3，当血清流过离心柱
时，与 LCA 亲合力强的 AFP － L3 结合于柱中，经过清洗除去
不结合的 AFP，再经过浸泡洗脱离心获得 AFP － L3，弥补了上
述不足，具有高通量、稳定性好、对设备要求低、缩短了实验时
间等优势，故本次研究选用微量离心柱法分离血清标本中的
AFP － L3 后应用电化学发光法进行检测。
综上所述，AFP － L3 作为新的肝癌诊断的血清学标志物，
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对于肝癌患者术后的预后判断
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意义； 同时随着新的微量离心柱法试剂
图6

术后 12 个月 AFP 阳性及阴性患者的

盒的开发，也便于其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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