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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论著

肝胆外科

血清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在原发性肝癌
诊断中的价值研究
杨
摘要

结 1， 谢万珍 2， 刘树业 1

目的：探讨细胞周期素 A2（CCNA2）与甲胎蛋白 (AFP)、癌胚抗原 (CEA)、癌抗原 199(CA199) 及癌抗原

724(CA724) 的联合检测在原发性肝癌临床诊断中的价值，以期筛选出理想的肿瘤标志物组合，提高肝癌诊断的准确率。
方法：选取 2020 年 10 月—2021 年 3 月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收治的原发性肝癌患者 68 例为研究对象，作为原发性肝癌组；
另选择同期收治的 80 例肝病患者作为肝良性疾病组，80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组。采集各研究对象清晨空腹静脉血
5 mL，采用 addicare1100 酶免仪利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血清 CCNA2，采用罗氏 e801 全自动电化学发光仪及
其配套试剂检测血清 AFP、CEA、CA199 和 CA724。评估上述指标单项及联合检测在早期 PLC 诊断的应用价值。结果：健
康对照组血清肿瘤标志物均显著低于肝良性疾病组与原发性肝癌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68 例原发性肝癌患者中，
对 AFP、CEA、CA199、CA724 和 CCNA2 等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予以检测，联合检测的特异性和准确性均显著高于各指
标的单项检测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结论：CCNA2 作为一种新型的肿瘤标志物，对肝癌的诊断具有一定的
价值。CA199、CEA、AFP、CA724、CCNA2 联合检测能显著提升原发性肝癌的诊断阳性率，对尽早诊断原发性肝癌具有
重要意义。
关键词：原发性肝癌；肿瘤标志物；细胞周期素 A2 ；甲胎蛋白；癌胚抗原；癌抗原 199 ；癌抗原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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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Value of Serum Tumor Markers Combined Detection in Clinical Diagnosis of Liver Cancer
YANG Jie, XIE Wan-zhen, LIU Shu-ye Tianjin Third Central Hospital, Tianjin (30017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Cyclin A2 (CCNA2) combined with alpha fetoprotein
(AFP),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 cancer antigen 199 (CA199) and cancer antigen 724 (CA724) in the
clinical diagnosis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To screen out the ideal combination of tumor markers and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liver cancer diagnosis. Methods A total of 68 cases of patients with primary liver cancer
diagnosed by imaging, laboratory and pathology in Tianjin Third Central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20 to March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s the primary liver cancer group. Another 80 patients with liver
disease admitted at the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the benign liver disease group, and 80 healthy subjects
were selected as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Fasting venous blood (5 mL) was collected from all subjects in the
morning.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was used to detect serum CCNA2 by Addicare 1100.
The serum AFP, CEA, CA199 and CA724 were detected by Roche E801 automatic electroche miluminescence
assay and its associated reagents.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with SPSS 26.0 to evaluat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single and combined detection of the above indicators in early PLC diagnosis. Results Serum tumor
markers in healthy contro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benign liver disease group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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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ed detection were signiﬁ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single detection results, with statistical signiﬁcance
(P <0. 05). Conclusion As a new tumor marker, CCNA2 has certain value in the diagnosis of liver cancer. The
application of CA199 and CEA, AFP, CA724 and CCNA2 in the combined detection of ﬁve serum tumor markers
can signiﬁcantly improve the positive rate of diagnosis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which is of great signiﬁcance for
the early diagnosis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Key words: Primary liver cancer; tumor markers; cyclin A2; alpha fetoprotein;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oncoantigen 199; cancer antigen 724
原 发 性 肝 癌（primary liver cancer，PLC） 是
全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高，
死亡率高，也是癌症死亡的常见原因之一，其发
病率在消化系统的恶性疾病中居于第 3 位，仅次
于胃癌及食管癌 [1]。PLC 病情进展快，临床治疗
预后差，病死率高，每年大约有 84 万例肝癌新
发患者，至少有 78 万人死于肝癌 [2]。目前治疗
肝癌的方法以手术治疗为主和结合介入治疗、局
部治疗以及放化疗为辅的多学科治疗 [3]，但由于
肝癌患者被诊断时往往已发展为肝癌晚期，肿瘤
解剖位置不佳、肿瘤过大、原发肿瘤数量多和肝
外转移使其错过了最佳治疗的时机，预后往往很
差 [4]。因此，为实现早诊断早治疗，提高患者的生
存率及生活质量，寻找早期诊断的方法就显得尤为
重要。
肝癌的早期诊断包括病理、影像学、血清肿
瘤标志物等手段，对于肿瘤体积较小的原发性肝
癌患者，影像学检查漏诊率较高 [5] ；病理及临床
症状在人体内的变化相对滞后，较血清标志物水
平变化要晚数月到半年以上，容易延误病情；同
时血清标本具有采集方便，并且检验过程操作简
单、快速，费用低的优势，故而近年来，血清肿
瘤标志物检测越来越多地运用到临床及科研中 [6]。
因此，血清标志物为肝癌的早期诊断提供了更多
的参考指标 [7]。甲胎蛋白 (alpha fetoprotein，AFP)
是最常用的血清肿瘤标志物，在肝癌的早期诊断
和疗效评估上也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仍有接近
35% 的 PLC 患者 AFP 检测结果呈阴性，其单项检
测的敏感性和准确度还不能满足临床需要 [8]。近
年来，肿瘤标志物的联合检测已经逐渐应用到了
肿瘤的诊断。AFP 与其他肿瘤标志物的联合检测
对于恶性肿瘤疾病的诊断也成为了首选。本研究对
血清中甲胎蛋白 AFP、癌胚抗原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 癌 抗 原 199(cancer antigen 199，
CA199)、癌抗原 724( cancer antigen 724，CA724)
及细胞周期素 A2（cyclin A2，CCNA2）联合检测

在原发性肝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进行探讨，以期
能为原发性肝癌的早期诊断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2020 年
10 月—2021 年 3 月收治的经病理学和影像学明确
诊断为 PLC 的患者 72 例为肝癌组，患者均为初次
确诊，并且之前未经任何治疗。另选取同期住院
的良性肝病患者 80 例设为肝良性疾病组，80 例健
康体检者为健康对照组。
1.2 纳入标准
1.2.1 正常对照组纳入、排除标准 年龄 18~75
岁，无恶性肿瘤，无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
神经系统、运动系统、泌尿系统、内分泌系统、
免疫系统疾病等慢性疾病。各项化验结果均在正
常范围内。排除孕产妇、HIV 阳性、恶性肿瘤史。
1.2.2 肝癌疾病组纳入、排除标准 年龄 18~75
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 具有肝硬化及乙肝病毒
(HBV) 和 / 或 丙 肝 病 毒 (HCV) 感 染 ( 即 HBV 和 /
或 HCV 抗 原 阳 性 ) 的 证 据；2) 肝 脏 占 位 直 径 ≥
2 cm，CT 和 MRI 两项影像学检查中有一项显示肝
脏占位具有肝癌的典型特征。或者同时满足以下
条件：1) 具有肝硬化以及 HBV 和 / 或 HCV 感染 ( 即
HBV 和 / 或 HCV 抗原阳性 ) 的证据；2) 如果肝脏
占位直径为 1~2 cm，则需要 CT 和 MRI 两项影像
学检查都显示肝脏占位具有肝癌的典型特征；3)
血清 AFP ≥ 400 μg/L 持续 1 个月或≥ 200 μg/L
持续 2 个月，并能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 AFP 升高，
包括妊娠、生殖系胚胎源性肿瘤、活动性肝病及
继发性肝癌等。或者典型的肝细胞癌影像学特征
如下：同期多排 CT 扫描和 / 或动态对比增强 MRI
检查显示肝脏占位在动脉期快速不均质血管强化
而静脉期或延迟期快速洗脱。
1.3 研究方法 所有患者均在治疗前采集 5 mL
清 晨 空 腹 静 脉 血， 高 速 离 心 机 3 500 r/min 离 心
10 min，取上层血清，置于 -20 ℃冰箱内冷藏待检。
CCNA2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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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6.0 统计软件进行
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
) 表示，
各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 (%) 表示，
各组间比较采用 χ 2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肝癌组、肝良性疾病组及健康组血清肿瘤标
志物水平比较 肝癌组血清 AFP、CEA、CA199、
CA724 及 CCNA2 水 平 均 显 著 高 于 健 康 对 照 组，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 ＜ 0.05) ；肝 癌 组 血 清 中
AFP 及 CCNA2 水 平 均 显 著 高 于 肝 良 性 疾 病 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肝癌组血清 CEA、
CA199 及 CA724 水平与肝良性疾病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P > 0.05)。见表 1。

是美国 Abcam 公司生产。AFP、CEA、CA199 和
CA724 通 过 全 自 动 电 化 学 发 光 免 疫 分 析 仪 罗 氏
e801 及其配套试剂进行检测。正常参考范围：1)
AFP ＜ 20 μg/L ；2)CEA ＜ 5 μg/L ；3)CA199 ＜ 39
U/mL ；4)CA724 ＜ 8.2 U/mL ；5)CCNA2<1295
pg/mL( 注：本次数据经 ROC 曲线分析所得的诊断
点 )。若肿瘤标志物的检测数值高于上述正常参考
值，则该项肿瘤标志物检测结果为阳性。
联 合 检 测 任 意 一 项 阳 性 即 判 断 为 阳 性。 敏
感性 = 肝癌组检测阳性例数 / 肝癌组检测总例数
×100%，特异性 = 良性组检测阴性例数 / 良性组
检测总例数 ×100%，准确性 = ( 肝癌组检测阳性
例数 + 良性组检测阴性例数 ) /( 肝癌组检测总例数
+ 良性组检测总例数 )×100% 。
表1

3 组血清 AFP、CEA、CA199、CA724 与 CCNA2 水平比较

例数（n ）

AFP(ng/mL)

CEA (ng/m)

CA199(U/mL)

CA724 (U/mL)

CCNA2(pg/mL)

健康对照组

80

3.3±2.1

2.2±1.1

14.6±8.5

1.7±1.6

532.5±139.0

肝良性疾病组

80

35.1±18.6

3.6±2.1

32.3±5.1

7.1±2.0

1620.0±021.1

分组

肝癌组

68

202.8±48.9

ab

3.3±1.5

a

32.3±5.0

a

6.4±1.4

a

3295.0±603.1 ab

注：a与健康对照组比，P <0.05；b与肝良性疾病组比，P <0.05

2.2 单 项 及 联 合 检 测 对 原 发 性 肝 癌 临 床 诊
断 价 值 比 较 血 清 肿 瘤 标 志 物 AFP+CEA、
AFP+CEA+CA 199、AFP+CEA+CA 199 +CA 724
及 AFP+CEA+CA199+CA724+CCNA2 联 合 检 测
肝癌的敏感性、准确性与除 AFP 外的单项肿瘤
表2
肿瘤标志物

标志物检测相比，均有所提高 (P ＜ 0.05)，其中
AFP+CEA+CA199+CA724+CCNA2 联合检测原发
性肝癌的敏感性为 63.2%、准确性为 74.6%，特
异性为 77.5%，见表 2。

血清肿瘤标志物单项及联合检测对原发性肝癌临床诊断价值比较
敏感度（%）

特异度（%）

准确度（%）

AFP

60.3

85.0

76.0

CEA

73.5

45.0

59.9

CA199

47.1

76.9

62.1

CA724

100.0

34.4

69.1

CCNA2

38.2

82.5

60.5

AFP+CEA

54.4

80.0

72.2

AFP+CEA+CA199

72.1

66.9

73.7

AFP+CEA+CA199+CA724

69.1

70.6

74.8

AFP+CEA+CA199+CA724+CCNA2

63.2

a

77.5

a

74.6 a

注：a与AFP+CEA、AFP+CEA+CA199、AFP+CEA+CA199+724联合检测比，P <0.05

CA724 单项检测的敏感度为 100%，明显高于
理论值。通过进一步 ROC 曲线分析本次数，得到
本次数据分析中 CA724 的诊断点为 1.485 U/mL，

即本研究所收集的肝癌患者血清中 CA724 的浓
度水平接近 100% 未超过 CA724 的实验室参考值
（<8.2 U/mL），导致研究结果敏感度偏高。推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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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原因为数据收集覆盖面不够，导致结果有倾向
化趋势，另外可能由于本次研究涉及的 CA724 的
临床参考值范围（<8.2 U/mL）稍微偏高，导致单
项检测结果阳性率偏高，以至于出现计算敏感度
为 100% 的情况。
2.3 单项及联合检测 ROC 曲线分析 本研究中
肝 癌 患 者 组 血 清 AFP、CEA、CA199、CA724
与 CCNA2 各 自 单 项 检 测 及 分 别 组 合 检 测：

3

包 括 AFP+CEA、AFP+CEA+CA 199、
AFP +CEA+CA199+CA724 及 AFP
+CEA+CA199+CA724+CCNA2 联 合 检 测 对 应 的
ROC 曲线下面积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且联合检
测 的 准 确 度 明 显 高 于 CEA、CA99、CA724 以 及
CCNA2 各自单项检测的准确度。五种血清标志物
单项及联合检测的 ROC 曲线见图 1，各检测指标
及组合对应的曲线下面积柱状图见图 2。

图1

血清 AFP、CEA、CA199、CA724 和 CCNA2 联合检测的 ROC 曲线

图2

血清 AFP、CEA、CA199、CA724 和 CCNA2 联合检测的曲线下面积

讨论
原发性肝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55% 以
上的 PLC 患者当出现典型的肝区疼痛等症状时 [9]，
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机会，且预后往往很差，因
此 PLC 患者生存率的提高主要依赖于早期发现、
早期诊断及早期治疗 [10]。肿瘤标志物是指肿瘤发
生过程中由肿瘤细胞直接或间接合成、分泌或其
它组织所产生的化学类物质，是反映肿瘤存在的
活性物质，它们有些不存在于正常成人组织而仅
见于胚胎组织，同时在肿瘤组织中的含量反而大

大超过在正常组织里的含量，其在肿瘤的诊断、
分类、预后判断以及治疗指导方面具有重要的临
床价值 [11]。目前临床通过检测患者血清肿瘤标志
物来筛查和辅助诊断各种恶性肿瘤已经受到越来
越多的关注。理想的肿瘤标志物检测需要具备 3
个要素 : 敏感性高，尽早期检测出肿瘤患者；特异
性好，区别肿瘤与非肿瘤患者，并且具有器官特
异 性 [12]。 本 研 究 对 血 清 中 AFP、CEA、CA199、
CA724 及 CCNA2 标志物进行联合检测，以提高
原发性肝癌的诊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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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P 是起源于胚胎时期由卵黄囊合成的一种
糖蛋白，在正常成年人的血清中含量极低。目前
临床上 AFP 在原发性肝癌早期诊断具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是目前临床公认的肝癌特异性诊断指
标 [13]。也有研究表明，有些原发性肝癌并不分泌
AFP，所以仅靠血清 AFP 的水平检测原发性肝癌，
会出现漏诊的情况 [14]。一般认为，对高风险肝癌
患者来说，血清 AFP 超过 500 μg/L（大多数实验
室正常值为不超过 20 μg/L）对 PLC 具有诊断性。
然而，在接受筛查的患者中，PLC 常在 AFP 处于
更低水平时被诊断出 [15]。Edoo 等 [16] 研究表明，
单项血清 AFP 检测在 PLC 早期诊断中的敏感性仅
为 63.3%，而 AFP 与 CEA 及 CA199 联合检测的
敏感度接近 100%，提示 AFP 单项检测的敏感性
不足以满足临床需求。另有研究表明 [17]，良性肝
病患者体内 AFP 表达可呈一过性升高，易出现假
阳性，使其临床应用受到限制。本研究结果显示
AFP 单项检测肝癌的敏感度为 60.3%，而 AFP 与
CEA 及 CA199 联合检测的敏感度为 72.3%。表明
AFP 单独检测的临床敏感性不能满足现有需求。
CEA 是位于肿瘤细胞表面一种多糖蛋白复合
物，是最早应用于恶性肿瘤诊断的标志物之一 [18]。
它属于广谱肿瘤标志物，包括原发性肝癌在内的
多消化系统器官肿瘤中均可见 CEA 水平增高 [19]。
CEA 主要经消化系统代谢，正常在血清中含量较
低，一般参考值范围是 0~5 μg/L，发生异常时可
进入血液循环，导致血清 CEA 水平升高 [20]。肝
癌患者 CEA 的表达与癌细胞数量、转移及复发均
密切相关，在大肠癌和胰腺癌等患者中 CEA 均有
较高的阳性检出率 [21]。有研究表明，血清 CEA
结合 AFP、CA199 的检测可以克服单一检测的不
足，避免漏诊和误诊，显著提高 PLC 的阳性检测
率 [22]。本研究结果显示 CEA 单项检测肝癌的特
异度为 45%，准确度为 59.9%，而 CEA 与 AFP、
CA199、CA724 及 CCNA2 联 合 检 测 的 特 异 度 为
77.5%，准确度为 74.6%，相较于单项检测诊断效
果有了显著提高。
CA199 是消化系统肿瘤细胞分泌的相关抗原，
在消化系统肿瘤诊断中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健康
人血清 CA199 水平极低，常被用于诊断及监测胆
管细胞型肝癌，但其临床价值目前也不限于肝细
胞系统，还可以扩展到胃肠道癌症（如结肠直肠
癌和食管癌）以及胃肠道以外的癌症 [23]。Kim 等 [24]
研究表明 CA199 单项检测升高的患者中 76.6%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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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为肝癌患者，提示 CA199 单项检测不能满足肝
癌 早 期 诊 断 的 临 床 需 要。Chen 等 [25] 研 究 表 明，
AFP 与 CA199 联合检测有助于在组织学检查前
协助诊断肝细胞 - 胆囊癌，相较于 CA199 单项检
测敏感度和特异度都有所提高。本研究结果表明
CA199 单 项 检 测 准 确 度 为 62.1%， 而 CA199 与
AFP、CEA、CA724 及 CCNA2 联合检测的诊断准
确度为 74.6%，对肝癌诊断效果提升显著。
CA724 是一种黏蛋白样高分子量糖蛋白，不
仅存在于正常成人组织中 , 还可见于胚胎组织，其
在正常人和良性疾病患者血清中的含量很低，是
一种非特异性肿瘤标志物，该分子在肿瘤组织中
的含量会明显增加且远远高于正常组织里的含
量，其异常升高可以对肿瘤的组织发生、细胞分
化以及细胞功能的诊断提供科学依据 [26]。CA724
在原发性肝癌的早期诊断中也具有重要的临床价
值，但特异性较低，有研究表明，CA199、CEA
和 CA724 可用作胃癌（GC）中的预后和监测工
具，它们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联合测量是提高胃
癌预后监测敏感度和特异性的最佳方法 [27]。本研
究结果表明，CA724 对肝癌的单项检测特异度仅
为 34.4%， 准 确 度 为 69.1%， 而 CA724 与 AFP、
CEA、CA199 及 CCNA2 联 合 检 测 的 特 异 度 为
77.5%，准确性为 74.6%，由此可证明，联合检测
对肝癌的诊断效能有显著提升。
CCNA2 是一种新型的肝癌血清标志物，将
其引入肝癌诊断的肿瘤标志物组合之中，也是本
研究的创新性之一。前期有研究得出 CCNA2 基
因在 HCC 患者癌组织中表达水平上调，并可作为
PLC 预后不良的分子标志物的结论 [28]。本研究进
一步深入探究了血清 CCNA2 水平在肝癌诊断中
的价值，同时进一步研究了 CCNA2 与其他四项
常用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的诊断效能。CCNA2 是
具有癌基因性质的细胞周期蛋白，在许多肿瘤中
都过度表达，CCNA2 在人类肿瘤中的表达可以预
示肿瘤的生物学行为和临床结果 [29]。Gao 等 [30]
证明 CCNA2 在乳腺癌患者无转移生存、无病生
存、无复发生存和总体生存方面具有重要的预测
能 力。Chen 等 [31] 研 究 表 明 ESRP1 蛋 白 水 平 与
Ki-67 增 殖 指 数 相 关（r =-0.521 ；P <0.01）， 并 且
ESRP1 过表达明显抑制宫颈癌细胞增殖，并诱导
G1 期阻滞 CCAN2 的表达。本研究结果显示，血
清 CCNA2 对于肝癌诊断的特异度为 82.5%，相较
于 CEA、CA199、CA724 的单项检测结果的特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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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来说，具备了明显的优势，由此之后可以考虑
将血清 CCNA2 纳入肝癌临床诊断常用的肿瘤标志
物组合中。但 CCNA2 对于肝癌检测的敏感度仅为
38.5%，准确度为 60.5%，而与其他四项组合检测
的敏感度为 63.2%，准确度为 74.6%，可见联合
检测之后对于肝癌的诊断敏感度和准确度均有了
明显提高。
本研究比较 3 组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差异，
结果显示原发性肝癌组患者 AFP、CEA、CA125、
CA199、CCNA2 五 项 肿 瘤 标 志 物 水 平 均 显 著 高
于健康组，这说明五项血清中肿瘤标志物均可作
为原发性肝癌临床诊断的生化指标。然后比较五
项血清肿瘤标志物单独检测和联合检测的敏感性、
特异度与准确性。五项肿瘤标志物单独检测时，
大多特异性较高，但敏感性较低。而联合检测相
较于单项检测对于肝癌诊断来说，能显著提高敏
感性。此结果说明，联合检测能够弥补单项肿瘤
标志物的不足，提高原发性肝癌诊断的敏感性。
然而，联合检测多个指标，由于联合诊断模型的
选择，与单纯 AFP 相比，可能在诊断敏感性方面
有了很大提高，但诊断的特异性方面有所降低，
导致 ROC 曲线下面积稍逊于 AFP。因此，联合检
测可能在肝癌患者筛查方面稍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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