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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胎蛋白异质体Ｌ３预警原发性肝癌的研究
李永利，马洪滨，郭静霞，史佳彬，徐军，刘爱霞，杨丽华，李伯安，毛远丽

【摘要】

对

目的探讨甲胎蛋白异质体（ＡＦＰ－Ｌ３）的检测在预警原发性肝癌中的作用。方法

１００例ＡＦＰ升高肝病患者血清。应用甲胎异质体微量离心柱分离并洗脱获得ＡＦＰ－Ｌ３，再同时检测原始
血清中的ＡＦＰ以及ＡＦＰ－Ｌ３含量，计算ＡＦＰ－Ｌ３在ＡＦＰ中的比例，对ＡＦＰ－Ｌ３异常升高者、正常者进行跟
踪，结合６个月后临床诊断结果，分析ＡＦＰ－Ｌ３升高在鉴别良性肝脏病变与预警肝癌中的作用。结果
肝癌、疑似肝癌患者与良性肝病患者中的ＡＦＰ－Ｌ３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８１．８０％、
７３．６８％，１１．８０％，Ｐ＜０，０５）。未确诊肝癌（疑似ＨＣＣ、肝病）的患者中，ＡＦＰ－ｂ阳性的２ｌ例中有１２例
在６个月内被诊断为ＨＣＣ，而且有６例是通过Ｂ超、ＣＴ等影像学手段被早期确诊的单发性小肝癌。
ＡＦＰ－Ｌ３阴性的６２例标本中，６个月内有３例发生肝癌，ＡＦＰ－Ｉ．３阳性发生肝癌的危险率增加了１１．９
倍。结论

ＡＦＰ－Ｉ＿３与ＡＦＰ值无相关性，可以作为一个独立肝细胞癌诊断因子。ＡＦＰ－Ｉ．３的测定对于

ＡＦＰ升高时良、恶性肝病的鉴别及肝癌的早期预警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主题词】甲胎蛋白类；癌，肝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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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细胞癌（ＨＣＣ）是世界上最常见的１０种恶性

炎、肝硬化，在这些高危患者中，早期发现肝癌并及

肿瘤之一，全世界每年约有２５万人死于本病…；其

时治疗可以提高５年生存率。甲胎蛋白（ＡＦＰ）定量

中我国肝癌死亡人数占全球死亡人数的４５％．

检测结合影像学检查是目前早期发现肝癌的主要手

５０％。我国的肝细胞癌绝大部分基于长期的慢性肝

段，但影像学检查有时很难区分良恶性病变，如肝癌
和肝硬化结节；而且对于超声成像技术。因为肝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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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块的尺寸至少为３ ｃｎｌ能被探测到，而这种情况通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３９北京，解放军第三。二医院临检中心

常发生在预后极差的阶段。ＡＦＰ可以在影象学发现

通讯作者：李伯安．Ｅ－ｍａｉｌ：ｌｂａ＠２６３．ｎｅｔ；毛远丽，Ｆ－ｍａｉｌ：

肝癌组织之前异常升高，但是ＡＦＰ在一些良性肝病

ｍａｏｙｕａａｌｅｅ＠ｙａｈｏｏ．ｏｏ∞

万方数据

患者中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升高¨。ｏ，如慢性肝炎、肝

硬化等，导致在高危人群中在影象学阳性之前早期

２结果

预警存在困难，寻找肝癌早期诊断高特异性的鉴别
２．１

指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近年研究发现，良性肝病时肝细胞坏死后再生

ＨＣＣ、疑似ＨＣＣ、单纯ＡＦＰ升高患者的ＡＦＰ－

Ｌ３百分含量分布结果如图ｌ所示。

性ＡＦＰ与恶性肝癌细胞产生的ＡＦＰ在糖链结构上
有差异ｂ】，因此根据与植物外源性凝集素亲和性不
同，可对ＡＦＰ的来源进行判断。以小扁豆凝集素
（ＬＣＡ）作为外源性凝集素可将ＡＦＰ分为ＬＣＡ非结合

霉ｎｒＩ－ｄ皇

型ＡＦＰ（ＡＦＰ．Ｌ１、ＡＦＰ．Ｌ２）及ＬＣＡ结合型ＡＦＰ（ＡＦＰ－
∞∞鲫砷∞∞柏∞加ｍ

Ｌ３）。其中ＡＦＰ．Ｌ３既通常所说的甲胎蛋白异质体，

Ｏ

来源于恶性肝癌细胞。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ＨＣＣ

我们使用国产的微量离心柱分离甲胎蛋白异质

图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Ｐ－Ｌ３ ａ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Ｆｉｇ．１

体（ＡＦＰ．Ｌ３）．应用化学发光法对本院１００例ＡＦＰ异

ＡＦＰ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ＨＣＣ、疑似ＨＣＣ及单纯ＡＦＰ升高患者ＡＦＰ－Ｌ３百分含量分布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ＨＣＣ ａｎｄ

ＨＣＣ，

ＡＦＰ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常升高的肝病患者血清进行了检测，对ＡＦＰ－Ｌ３％异
常的患者、ＡＦＰ－Ｌ３％正常患者跟踪６个月，然后结合

２．２

临床诊断，探索ＡＦＰ．１．３检测对于良恶性肝病鉴别、

Ｌ３阳性率见表ｌ。

以ＡＦＰ．Ｌ３％≥１０判断为阳性。不同组的ＡＦＰ＂

肝癌预警发生的临床意义，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００例肝病患者ＡＦＰ－Ｌ３阳性率

表１
Ｔａｂ．１

１对象与方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ＦＰ－Ｌ３

ｉｎ １００ ｌｉｖ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１．１对象

以２００６年ｌＯ月至２００７年２月解放军

第三Ｏ二医院住院患者中ＡＦＰ阳性（２０ ｎ∥ｌｎｌ以上）
的１００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男性７８例，女性２２
例，年龄２２—６８岁，平均年龄５０岁。其中诊断为肝
细胞癌（ＨＣＣ）的２２例；疑似ＨＣＣ的１９例中慢性肝
炎（ＣＨ）２例、肝硬化（Ｌｃ）１７例；单纯ＡＦＰ升高但是
诊断为非肝癌的肝病患者５９例，其中急性肝炎
（ＡＨ）ｌ例、慢性肝炎（ＣＨ）２２例、肝硬化（ＬＣ）３６例。
诊断标准符合２０００年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
病学分会、肝病学分会联合修订的“病毒性肝炎防治
方案”中病毒性肝炎诊断标准。所有血清标本分离

２．３

ＡＦＰ．Ｌ３值与ＡＦＰ值的关系

同时测定的１００

例ＡＦＰ－Ｌ３值与ＡＦＰ的关系见图２。两者的相关系
数ｒ＝０．１６，无相关性。其中２２例ＨＣＣ的ＡＦＰ－Ｌ３
与ＡＦＰ值的关系数更低，仅为ｒ＝０．１ｌ，ｒ０．啷ｃ麓）＝
０．４９９，Ｐ＞０．０５。

后冻存在一８０℃超低温冰箱。
１．２方法ＡＦＰ－Ｌ３亲和吸附离心管由北京热景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惠赠。这种离心管内预先装有耦联
了凝集素ＬＣＡ的微球，可以特异结合ＡＦＰ－Ｌ３，经过
离心洗脱后收集的洗脱液中含有ＡＦＩ＇－Ｌ３，然后使用
罗氏Ｅ１７０仪器及配套ＡＦＰ试剂盒对处理前样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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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匕。

处理后样本进行定量检测，通过计算可获知ＡＦＰ．Ｌ３
占总ＡＦＰ的比率。按ＡＦＰ－Ｌ３≥１０％为ＡＦＰ．１３异常

Ⅶ。．．◆ｊ。嘻

尘
墅

●土匀

ＡＦＰｎ∥蚰

升高者。具体步骤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圈２血清中的ＡＦＰ与ＡＦＰ－Ｉ．３含量相关性比较

１．３统计学方法统计学处理采用ＧｒａｐｈＰａｄ
４．０软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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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ｉｓｍ

（注：ＡＦＰ为稀释２．５倍后结果）

啦．２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ＡＦＰ

ａｎｄ

ＡＦＰ－Ｌ３

２．４非肝癌、ＡＦＰ．Ｌ３阳性患者６个月后随访诊断

心洗脱，获得处理后样本，此样本中含有ＡＦＰ．Ｌ３。

结果见表２。经计算在首诊为非肝癌患者中，

采用该方法检测，ＨＣＣ患者的ＡＦＰ．Ｌ３的阳性率显著

ＡＦＰ－Ｌ３升高组与ＡＦＰ－Ｌ３正常组比较，６个月后肝癌

高于其他良性肝病组，肝癌中ＡＦＰ－Ｌ３％异常达到

发生率相差１１．９倍。

８１．８％，临床诊断良性肝病ＡＦＰ．Ｌ３％异常比率为

表２非肝癌阳性患者６个月随访诊断结果
Ｔａｂ．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ｆｔｅｒ ６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ｆ ＡＦＰ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ＨＣＣ

ｌｌ％。这种ＡＦＰ．Ｌ３对ＨＣＣ诊断的敏感性与朱丽
影【７１报告的很相近；另外初次诊断为疑似ＨＣＣ、单纯
ＡＦＰ升高肝病的ＡＦＰ－Ｌ３％阳性２ｌ例中，有１２例在６
个月内被诊断为肝癌，而且有６例通过影象学早期
诊断为单发型小肝癌，ＡＦＰ．Ｌ３的测定对于ＨＣＣ具有
早期预警功能。ＡＦＰ阳性、ＡＦＰ－Ｌ３％正常的６２例肝
病患者在接下来的６个月内有３例发展成肝癌，
ＡＦＰ．Ｌ３％异常对于肝癌发生危险率提高了１３．１倍。
肝癌早期诊断并及时治疗可以显著提高５年生存
率，可见ＡＦＰ－Ｌ３％检测对于ＡＦＰ升高的良性肝病预
警肝癌具有重要意义。

３讨论
目前临床诊断肝癌的血清标志物主要依靠
ＡＦＰ，但ＡＦＰ在一些良性肝病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升
高，特别是在高危人群如慢性肝炎和肝硬化患者中
有２０％一５０％的ＡＦＰ升高者，因此甲胎蛋白诊断肝

一般情况下认为，血清中的ＡＦＰ如果长期的保
持一定的高值以及ＡＦＰ升高程度的增加，诊断为肝
癌的可能性也随之增高。但是本研究结果表明
ＡＦＰ．Ｌ３值与ＡＦＰ无相关性，与国外报道一致。可见
ＡＦＰ－Ｌ３是独立的ＨＣＣ诊断因子。
此外，在临床主诊断为非肝癌（疑似肝癌患者、

癌只有相对特异性Ｈ１。ＡＦＰ是一个单链糖蛋白，不
同的肝病患者产生的血清ＡＦＰ的糖链结构不同，根
据与小扁豆凝集素亲和力不同，ＡＦＰ可以分成３种
类型：ＡＦＰ．Ｌ１由良性病变肝细胞分泌，ＡＦＰ－Ｌ２，来自
孕妇；而ＡＦＰ．Ｌ３则为恶性癌细胞产生，即通常所说
的甲胎蛋白异质体。ＡＦＰ．Ｌ３是肝癌诊断的高特异
指标，被称为新一代肝癌标志物ｂ－
ＡＦＰ．Ｌ３检测常用的方法有植物凝集素免疫交

单纯ＡＦＰ升高肝病）并且ＡＦＰ－Ｌ３呈阳性的２ｌ例患
者中，有９例在６个月内ＣＴ影象学仍旧未发现癌
变，ＦＤＡ有关研究认为ＡＦＰ．Ｌ３可以提前２１个月预
警¨’，根据ＡＦＰ．Ｌ３％的预警作用，不排除其在近期
罹患肝癌的可能，目前尚在临床观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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