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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肝右动脉的改良右半肝切除治疗肝癌合并肝硬化 

陈 骋# 郑进方*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海南省人民医院 

Emai: zhengjf2000@163.com 

 

目的：介绍一种保留肝右动脉的改良右半肝切除的新术式治疗肝癌合并肝硬化。 

方法：分离、结扎门静脉右支，保留右肝动脉，沿肝脏表面左右肝缺血分界线右移 1cm 切除右

半肝，于肝断面结扎切断血管及胆管的分支，保留部分右肝组织，完成 8 例改良右半肝切除术。

术前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并采用三维重建软件测算全肝体积、标准右半肝切除后残肝体积以及右

移 1cm 切除右半肝后残肝体积。 术后监测患者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总胆红素、凝血酶原

时间、腹腔引流量。 

结果：8 例患者手术过程顺利，未发生与该操作有关的并发症，完成改良右半肝切除后发现保留

的肝组织颜色红润，术后肝功能指标呈一过性升高，随后出现下降，于术后第 7 天已基本接近正

常，而且患者术后腹腔引流液较少，均于术后 6 天内拔除腹腔引流管。无患者发生小肝综合征及

肝功能衰竭。 

结论：保留右肝动脉的改良右半肝切除，术中出血少，术后肝功能恢复快，适合需要行右半肝切

除的肝癌合并肝硬化的患者。 

关键词：右肝动脉; 改良; 右半肝切除术; 肝功能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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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可视化技术在巨块型肝细胞癌精准肝切除中的应用价值 

陈 浩#* 荚卫东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脏外科 

E-mai: 843933960@qq.com 

 

目的：探讨三维可视化技术在巨块型肝细胞癌（肝癌）精准肝切除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本前瞻性研究对象为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收治的 64 例

巨块型肝癌肝切除患者。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根据患者和家属术

前意愿，将 64 例巨块型肝癌患者随机分为精准组（34 例）及传统组（30 例）。精准组男 28 例，

女 6 例，平均年龄（54±6）岁；传统组男 26 例，女 4 例，年龄（56±7）岁。精准手术组术前

采取 CT 三维可视化技术，对肝脏体积、肿瘤位置及大小、邻近的血管关系进行精确评估、手术

方案规划和模拟；术中彩色多普勒超声引导下应用超声吸引刀（CUSA）或超声刀精准肝切除；

术后按照加速康复外科的理念及方法处理。传统组术前常规性 CT 或 MRI 等影像学检查，切除

方法以钳夹法为主，采用 Pringle 法阻断第一肝门，术后按照常规护理及康复治疗。两组患者术

中情况及术后肝功能检查比较采用 t 检验，率的比较采用χ2 检验。 

结果：精准组手术时间为 229(57-352)min，明显高于传统组的 138(61-282)min（Z= -1.752，P＜

0.05）。术后 1 d 精准组 ALT、AST 分别为 425（24-1299）、390（15-1484）U/L，均明显低于较

传统组的 574（42-3533）、670（76-3795）U/L（Z= -2.099，-2.677；P＜0.05）。精准组术后住院

时间为 6.2(3-19)，明显低于传统组明显的 9.5（5-30）（Z= -2.387，P＜0.05）。精准组术后发生并

发症 3 例，传统组 9 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691，P＜0.05）。精准组无死亡病例，传统

组 1 例死于术后肝衰竭。 

结论：与常规肝切除相比，采用三维可视化技术精准肝切除治疗巨块型肝癌，具有手术创伤小、

安全性高、术后恢复快的优势。 

关键词：精准肝切除; 癌; 肝细胞; 加速康复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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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倾向评分匹配的腹腔镜与开腹肝切除治疗合并肝硬化且单个直径≤5cm 的肝细胞

肝癌病人围手术期疗效及预后比较 

陈佳锋# 傅修涛 丁振斌*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脏外科 

E-mai: ding.zhenbin@zs-hospital.sh.cn 

 

目的：在匹配良好的情况下，比较合并肝硬化且单个直径≤5cm 的肝细胞肝癌病人行腹腔镜肝切

除和开腹肝切除的围手术期疗效及预后。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10 月的 368 例合并肝硬化（METAVIR 肝纤维化评分

F4）且病理诊断为肝细胞肝癌（单个直径≤5cm）行根治性肝切除术的病人临床资料，其中 49

例行腹腔镜肝切除，307 例行开腹肝切除术。根据病人基线特征对病例进行 1:2 倾向评分匹配以

平衡非随机对照研究的混杂偏倚，然后分析腹腔镜组和开腹组病人术中失血量、手术时间、术后

并发症等相关指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计算两组病人无复发生存率（RFS）和总生存率（OS）。 

结果：倾向评分匹配分析后，腹腔镜组有 43 例病人，开腹组有 77 例病人，在配对病人中，一例

腹腔镜手术转开腹肝切除术。两组病人在性别、年龄、肝功能指标、Child-Pugh 分级、甲胎蛋白、

肿瘤位置及大小等 19 个临床病理特征无显著性差异（P＞0.05）。相较于开腹组，腹腔镜组肝血

流阻断比例更低（16.3% vs. 61%;  P &lt;  0.001），手术时间更短(155 分钟 vs. 170 分钟;  P = 

0.004)，术后住院时间也明显缩短(4 天 vs. 7 天;  P &lt;  0.001)。腹腔镜组失血量及需要输血比

例无统计学差异。腹腔镜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Clavien-Dindo II 级及以上）为 2.3%，低于开腹

组（9.1%），但是无显著性差异（P =0.154）。同时，两组病人 1 年及 3 年 RFS（P =0.492）和 OS

（P =0.891）均无统计学差异。腹腔镜组 1 年 RFS 及 OS 为 93.87% 和 97.96%，3 年 RFS 及 OS

为 78.89%和 88.66%。而开腹组为 89.78% 和 97.07%，81.10%和 87.24%。 

结论：对于合并肝硬化且单个直径≤5cm 的肝细胞肝癌病人，腹腔镜和开腹肝切除术肿瘤预后无

明显差异，但腹腔镜肝切除具有更好的围手术期结果。因此经选择的肝癌病人即使在合并肝硬化

的情况下，腹腔镜下肝切除术仍然可以作为常规手术模式进行推广应用。 

关键词：肝细胞肝癌; 腹腔镜肝切除术; 围手术期疗效; 预后 

  



 

 
 

4 

弥漫性肝癌予以“全肝/次全肝单次大剂量冲击放疗（7.5-8Gy）+最佳支持治疗”与“单

纯支持治疗”的对比研究 

陈炬辉#* 程文芳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福建省肿瘤医院 

E-mail: 13675043866@126.com 

 

目的：伴有疼痛的弥漫性肝癌（原发/转移）在最佳支持治疗的基础上，加全肝/次全肝单次大剂

量照射（7.5-8Gy），与仅給予支持治疗的患者对比，观察放疗后 30 天其症状和生存质量是否明

显改善（症状明显改善的定义为：与基础对比，BPI 评分减轻 2 分以上或日吗啡消耗量减少超过

25%；而 Qol 评分增加 20 分以上视为生存质量明显改善） 

方法：2016.1-2017.12 期间收治的弥漫性肝癌（原发/转移性）伴随疼痛症状者共 26 例，1. 用

BPI 进行疼痛评分。2. 记录日吗啡消耗量；3. 进行生存质量评分（WHO-Qol-100）。以上评估的

数据记录为基础数据。然后随机分成 2 组。均予最佳支持治疗。治疗组在最佳支持治疗的基础上

加上全肝或次全肝单次大剂量冲击放疗（采用 IMRT 单次照射 DT750-800cGy）。放疗后 30 天再

次评估两组患者疼痛程度（BPI 评分）、吗啡日使用量的变化，生存质量（WHO-Qol-100 量表）

并与基础数据对比。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资料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使用χ2 检验进行分析，

P &lt; 0.05 定义为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治疗组照射后 30 天运用 BPI 或日吗啡消耗量评估其“疼痛变化”，7 例（53.8% ）症状明

显改善，对照组 0 例症状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5）。 

从 WHO-Qol-100 表调查发现：治疗组照射后 30 天，4 例患者（30%）生存质量明显改善（评分

提高 20 分以上）；而对照组生存质量评分只有 1 例轻微改善。 

治疗组未观察到 3 级以上毒性反应。 

结论：对伴随疼痛症状的晚期弥漫性肝癌患者，在最佳支持治疗的基础上，采用全肝或次全肝单

次大剂量冲击放疗（7.5-8Gy），可明显改善疼痛，并提高生存质量。此方法安全可耐受，可作为

推荐的姑息治疗方法。 

关键词：弥漫性肝癌; 全肝; 大剂量冲击放疗 

 

  



 

 
 

5 

肿瘤型肠内营养配方制剂评价 

陈莲珍# 吴健雄*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肝胆外科 

E-mail: dr_wujianxiong@sina.com 

 

目的：了解肿瘤型肠内营养制剂配方的特点，以便临床更合理选用。 

方法：收集市场上主要的肿瘤型肠内营养产品说明书；结合作者工作经验，对产品的成分、含量

以及来源等信息进行数据采集并分类；并根据供能密度换算能量密度指标，供能比例、非蛋白热

卡与氮比值；根据配方成分和能量比例，结合现有临床证据和指南对产品进行评价。 

结果：肿瘤肠内营养产品制剂能量密度 1Kcal/ml， 渗透压:350mOsm/L，蛋白质 58.5 g/L，脂肪

72，碳水化合物 104 g/L，膳食纤维 13g/L（可溶：不可溶＝94：6）;含谷胺酰安 4.0 g/L；不含乳

糖，蛋白质为酪蛋白；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能量占比为 18：50：32，非蛋白热卡与氮的

比值为 115：1。该制剂特点体现低碳水化合物，脂肪含量较高，高蛋白，高能量密度，富含免

疫营养素如ω－3 脂肪酸和谷氨酰胺。肿瘤细胞能量代谢呈现 Warburg 效应。现有的研究证据、

指南与共识，通过增加制剂配方中脂肪的比例，可以有效提高制剂的能量密度，提高食欲减退、

早饱和肠蠕动减少的肿瘤患者的能量摄入量，有利于机体蛋白质合成，改善肿瘤患者营养状况。

同时添加了ω～3 脂肪酸、RNA、锌和精氨酸等免疫营养素可增强患者免疫防御能力。提高肿瘤

治疗的疗效和耐受性，降低并发症和提高生活质量。肿瘤患者的能量目标需要量推荐为 25～

30kcal/kg/d。蛋白质合成和瘦体重含量存在量效关系，在提供足够能量的前提下，蛋白质摄入增

加可以促进肿瘤患者肌肉蛋白质合成代谢，发挥纠正负氮平衡、修复损伤组织、合成蛋白质的作

用，尤其是手术创伤大的肿瘤患者更应补充较多的蛋白质，蛋白质需要量为 1.5～2.0g/kg/d；对

于老年、肿瘤不活动和合并全身性炎症的肿瘤患者，则为 1.2～1.5g/kg/d。含有膳食纤维有助于

肿瘤患者防止便秘和腹泻。 

结论：肿瘤型肠内营养配方制剂适合肿瘤患者。 

关键词：肿瘤型肠内营养; 成分; 配方评价 



 

 
 

6 

基于普美显增强 MRI 预测肝癌切除术后肝衰竭：LF 评分模型 

陈昱妍#*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mail: 704578642@qq.com 

 

目的：本研究基于普美显增强 MRI 图像，旨在建立肝癌患者肝切除术后肝衰竭（PHLF）的术前

临床影像预测模型，同时预测 PHLF 肝癌患者的临床结局。 

方法：研究纳入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从 2015 年 1 月到 2019 年 6

月行半肝切除的原发初治肝癌患者 528 例。术前 30 天内均接受 ICGR15 检测，使用普美显增强

MRI 筛查。不合并其他肿瘤和严重器质性疾病。术后有效随访 90 天。通过 GANs 等算法获取到

528 例患者的 1267 张普美显增强 MRI 图像。采用 H-DenseUnet、NASnet、SENet 等算法进行融

合训练，从 MRI 图像中提取出 15898 个征象，使用 Ref-SVM 算法筛选出高贡献的特征集，并输

出为 FF 评分。将临床指标、影像学指标和计算机筛选的影像学特征，纳入单因素回归和多因素

回归模型中，再通过 GBDT 和 LR 算法建立肝癌患者 PHLF 的术前临床影像预测模型——LF 评

分模型。 

结果：LF 评分模型的 AUC 在训练集和测试集中分别达到了 0.822 和 0.782。灵敏度和特异度在

训练集中分别达到了 0.761 和 0.735，在测试集中分别达到了 0.726 和 0.713。模型表明残余肝体

积（FLR）、白蛋白-胆红素（ALBI）评分、FF 评分是 PHLF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OR=37.43，

11.45; P&lt; 0.05）。联合 FF 评分预测 PHLF 发生的 AUC 在训练集中达到了 0.822，显著大于仅

包含 FLR 和 ALBI 评分的 0.731（P&lt; 0.05）。同时，该模型在预测发生 PHLF 的肝癌患者的无

进展生存（PFS）和总生存（OS）方面，准确率也分别达到了 0.762 和 0.771。 

结论：研究表明 FLR、ALBI 评分和 FF 评分是肝癌患者 PHLF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LF 评分模

型对肝癌患者 PHLF 的发生情况和 PHLF 肝癌患者的临床结局有较好的预测价值。 

关键词：肝切除术后肝衰竭（PHLF）; 普美显增强 MRI; 术前预测模型; 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算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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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预后评分系统选择肝切除术获益的晚期肝细胞癌患者 

陈长志# 齐亚鹏 向邦德*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E-mail: xiangbangde@163.com 

 

目的：本研究旨在明确晚期肝细胞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以及建立模型筛选择肝切除术获益

的晚期肝癌患者。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06 年 1 月到 2016 年 12 月在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行肝切除术的晚

期肝细胞癌患者病例及随访资料。用单因素及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多项术前指标对患者总生存

时间的影响，根据独立危险因素及其β系数建立预后模型，Kaplan-Meier 法及 Log-rank 检验分

析组间预后的差异及生存曲线。 

结果：本研究共纳入 403 例晚期肝细胞癌患者，其中男性 360 人，女性 43 人，截止 2019.01.31

末次随访，死亡 314 人，存活 89 人。中位生存时间为 13（±2.31）月，1，3，5 年生存率为 51.1%，

26.3%，18.7%。年龄 &lt; 50 岁、BMI &lt;  18.5 Kg/m2、碱性磷酸酶 ≥80U/L、肿瘤数目 &gt; 

1 个、肿瘤包膜不完整是影响患者生存时间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据以上五个危险因素建立预后模

型，预后评分模型=年龄（≥50 岁=0，＜50 岁=1）+BMI(≥18.5 =0，＜18.5 =2)+碱性磷酸酶（＜

80U/L =0，≥80U/L =2）+肿瘤数目（1 个=0，＞1 个=2）+肿瘤包膜（完整=0，不完整=2），根

据约登指数将 4 分（敏感度 71.0%，特异度 64.0%）做为截断点，将患者分为高危组（≥4 分）

及低危组（&lt;4 分），高危组与低危组的 1，3，5 年生存率分别为 42.4%，17.0%， 10.6% 和

66.2%，42.5%，34.4%，中位生存时间为 10 月和 28 月(P &lt;0.001)。 

结论：本研究成功建立了晚期肝细胞癌的预后模型，低危组（&lt;4 分）患者的总生存期显著优

于高危组（≥4 分）。 

关键词：晚期肝细胞癌; 肝切除术; 预后评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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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活体肝移植供肝的选择 

陈之逸#* 黃仰竹 林育弘 林灿勋 林志哲 王世和 杨志权 郑汝汾 陈肇隆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高雄长庚记念医院肝脏移植中心 

E-mail: drchen.itsuko@gmail.com 

 

目的：早期成人活体肝移植以右半肝捐赠为主。本院于 2001 年 2 月开始进行成人左半肝活体肝

移植，近年来左半肝占成人活体肝移植将近四成。经过术前完整评估后，对于肝脏左右叶体积皆

足够、解剖学上皆可接受的捐赠者，移植团队将于术中直接观察及胆道摄影验证最后决定摘取右

半肝或是左半肝。 

方法：从 2004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本院进行了 834 例成人活体肝移植手术，其中 221 例(26.5%)

采用左半肝。我们依照手术日期将病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及第二阶段)，并分析移植物类型

及手术时期与供体并发症的关系。 

结果：相较于右半肝捐赠者，左半肝捐赠者多为男性、BMI 较高、较多数为吸烟者。左半肝移

植物体积较小 (左 530±86g vs 右 699±115g， p&lt; 0.0001)，因此供体保留较大的剩余肝体积 

(左 63±7%/右 41±6%， p&lt; 0.0001)。左肝捐赠者手术时间较长 (左 563±310min vs 右 497±

71min， p&lt; 0.0001)、失血量较多 (左 192±173ml/右 104±107ml， p&lt; 0.0001)。供体术后 6

个月内并发症发生率为 17.6% (147/834)，Clavien-Dindo 分级三级以上的严重并发症发生率为 3.6% 

(30/834)。最常见的术后并发症为胆道并发症(17.3%)和腹水(17.3%)，其他较常见的并发症包含泌

尿道感染、腹内感染、腹内出血及胃十二指肠溃疡。右肝捐赠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高 (右 19.9% 

vs 11.3%， p=0.004)、加护病房及总住院天数较长。术后产生复水仅发生于右肝捐赠者 (右 5.2% 

vs 左 0%， p&lt; 0.001)。严重并发症、胆道、感染、腹内出血、胃十二指肠等并发症在左肝与

右肝捐增者的发生率并无差异。在第二阶段，左肝移植物的采用较第一阶段多了三倍，供体并发

症发生率显著减少 (14.7% vs 20.9%， p=0.02)，严重胆道并发症由 62.5%降至 25%，右肝捐赠者

的并发症发生率也下降 (15.8% vs 22.9%， p=0.03)。 

结论：左半肝一般体积相对较小，使供体保留较大的剩余肝脏体积，在解剖学上也有多项优势，

包含左半肝普遍为单一流出道、门静脉及胆管，站在供体安全性的角度摘取左半肝是较理想的。

然而，移植物过小可能造成受体移植后产生小肝综合征。因此，移植团队必须要在供体安全性及

受体预后之间取得平衡。本院目前选择移植物的策略为，若左半肝体积大于受体总体肝体积的



 

 
 

9 

35%，且血管及胆道解剖可接受，则选择采用左半肝。在左半肝捐赠增加三倍的第二阶段，供体

总并发症、胆道并发症、右肝捐赠者并发症发生率皆明显下降，代表着除了采用更多的左半肝移

植物降低了总并发症发生率之外，在供肝手术的经验累积下也能够安全的摘取右半肝并达到相当

于左半肝的结果。 

关键词：成人活体肝移植; 供肝; 左半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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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LC0/A 期肝细胞癌患者的术前微血管侵犯风险的 Nomogram 预测模型的建立 

杜成友#* 高率翔 廖 锐 罗 放 罗诗樵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胆外科 

E-mail: duchengyou@126.com 

 

目的：大量研究已经表明没有微血管侵犯（MVI）的肝细胞癌（HCC）患者具有更好的预后。本

项研究通过纳入 MVI 相关的 3 个风险因素，建立一个 BCLC 0/A 期 HCC 患者术前 MVI 风险

nomogram 预测模型。 

方法：60 例接收根治性切除的 BCLC0/A 期肝细胞癌患者纳入研究组，利用 MVI 相关的风险因

素建立预测 MVI 风险的 nomogram 预测模型，用另一验证组证实其预测能力。 

结果：研究组的单因素分析，乙肝病毒 (HBV) DNA（P=0.034），肿瘤大小（P&lt; 0.001），静脉

期 CT 值（P=0.039），延迟期 CT 值（P=0.017），癌旁是否增强（P=0.013），动脉期可视最小血

管 （P=0.002）和肿瘤距下腔静脉距离（IVC）（DTI， P=0.004）均是 MVI 出现显著相关的风

险因素。多因素分析表明，肿瘤大小（O=0.002），延迟期 CT 值（P=0.018）和癌旁是否增强（P=0.047）

是 MVI 出现的风险因素，。这些因素被纳入相应 nomogram 模型。其 C-指数为 0.851，bootstrap

校正 C 指数为 0.832。校正曲线也显示较好的一致性。ROC 曲线分析显示 nomogram 具有较大曲

线下面积（AUC =0.851）。 

结论：这个含有肿瘤大小，延迟期 CT 值和癌旁是否增强的 nomogram 模型能够预测 BCLC 0/A 

HCC 患者的根治性切除术前 MVI 风险。 

关键词：肝细胞癌; 微血管癌栓; Nomogram;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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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性死亡受体蛋白 1（PD-1）单克隆抗体治疗肝移植术后肝癌复发患者研究进展 

杜成友#* 唐 伟 邱建国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胆外科 

E-mail: duchengyou@126.com 

 

目的：探索肝移植术后肝癌复发患者应用程序性死亡受体蛋白-1（PD-1）单克隆抗体治疗的可行

性、安全性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方法：对国内外有关肝移植术后应用 PD-1 单抗治疗的病例报道进行分析和总结。 

结果：6 例肝移植术后肝癌复发应用 PD-1 单抗治疗的患者中，3 例患者发生移植肝急性排斥反

应，2 例患者治疗效果不佳，但无移植肝发生排斥反应的证据，1 例患者接受治疗后达到转移灶

的完全缓解，治疗期间无副反应及排斥反应的发生。 

结论：现阶段对于肝移植术后肝癌复发的患者应用 PD-1 单抗治疗的效果尚不确切，在使用该药

物过程中，必须严密监测其肝功能状况，警惕可能发生的急性移植器官排斥反应。 

关键词：程序性死亡受体蛋白-1; 肝移植; 免疫治疗; 急性排斥反应 



 

 
 

12 

恶性梗阻性黄疸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术并发症的防治策略探讨 

方世明#*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 

E-mail: 357904137@qq.com 

 

目的：探讨经皮肝穿刺胆道造影与引流术（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biliary drainage ，PTBD)治

疗恶性梗阻性黄疸（malignant obstruction jaundice，MOJ）并发症的防治策略。 

方法：2015 年 8 月至 2019 年 8 月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介入科 311 例恶性阻塞性黄疸行 PTCD，

其中男性 195 例，女性 116 例；年龄 38-87 岁，中位值 56 岁。临床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巩膜及全

身皮肤黄染、大便灰白、尿赤黄、体重下降、皮肤瘙痒、乏力纳差、血清专氨酶和总胆红素、直

接胆红素明显增高。B 超、CT 或 MRI 检查显示所有病例均有不同程度的肝内外胆管扩张；原发

肿瘤分别为：胰腺癌 92 例，原发性肝癌 63 例，胆管癌 71 例，胃癌 21 例，大肠癌 47 例，十二

指肠癌 2 例，乳腺癌 8 例，胆囊癌 7 例。术前经超声、CT 或 MRI 检查后均明确合并不同程度的

肝内胆管扩张。治疗方法：术前纠正水、电解质紊乱，给予抗生素及营养支持治疗。PTBD 术：

选择右侧腋下径路，C 臂机 X 线影像导向下行细针（22G Chiba 针）穿刺，见胆汁流出行胆管造

影，明确梗阻部位和分布后，再选择肝脏边缘细肝管穿刺，成功后置入导丝，扩张皮下-肝内通

道后将超滑导丝送入胆道。若导丝能通过狭窄段进入十二指肠，则留置内外引流管（COOK 8.5 F 

/Angiotech 8F）；若导丝不能通过狭窄段，则留置外引流管（COOK /Angiotech 7F）。对于高位多

发性胆管梗阻，可再选择剑突下径路行左肝管穿刺、减压、引流。引流管皮肤固定采用配套锁扣

式或自粘式“蝴蝶夹”。研究方法：复习 311 例 PTBD 治疗 MOJ 住院病史及影像资料，记录 PTBD

后有无胆道感染、引流管堵塞、移位或脱落、瘘口渗漏、胆道出血、胆汁引流过多、胆道胸膜瘘、

胆道穿孔和气胸等并发症发生以及处理情况，分析并发症发生原因。 

结果：PTBD 治疗 311 例 MOJ 后，发生各种并发症 165 起，涉及者 121 名，发生率为 53.1%。

在各种并发症中，胆道感染最为常见，共有 46 例（14.8%）。术后 0.5 – 4h 内速发的胆道感染

有 11 例，随后观察、治疗期间发生的 35 例。45 例胆道感染经引流管调整、胆道冲洗及静脉给

予抗生素处理后症状得以缓解，仅 1 例并发感染性休克死亡。引流管移位 38 例（12.3%），位居

第二位。其中，轻度向外移位 34 例，严重移位至肝区边缘 2 例，完全脱落 2 例（外引流 1 例，

内引流 1 例）。引流管堵塞 31 例（10%），多为血块、分泌物或组织碎片堵塞侧孔，经引流管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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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或疏通术后均恢复正常引流。瘘口见大量液体（腹水或胆汁）渗漏有 20 例（6.4%），经引流

管疏通、调整、更换术，腹水引流，渗漏情况均得到控制。瘘口皮肤感染 18 例（5.8%），经局

部换药处理后全部得到改善。术后引流液呈血性 6 例，经夹管、止血处理后，1-3 天基本缓解。

引流液过多（&gt; 1000 ml/d ）2 例（0.6%），经胃肠减压、置入小肠梗阻导管或金属内支架后症

状均缓解。胆汁性腹膜炎 2 例，1 例经保守治疗后缓解，1 例死亡。气胸和肝脓肿各 1 例，分别

经胸腔及经皮肝脓肿穿刺引流得以解决。 

结论：PTBD 治疗 MOJ 具有较高的并发症发生风险，其中术后出血、胆道感染及引流管堵塞、

移位较为常见，严格掌握 PTBD 适应症和禁忌症，规范操作与护理，及时处理引流管相关问题，

可防止严重的并发症发生。 

关键词：恶性梗阻性黄疸; PTCD; 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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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引导经皮射频消融治疗特殊部位肝脏恶性肿瘤的操作技巧 

冯 莉# 牛丽娟* 王 勇 郭倩倩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E-mail: niulijuan8197@126.com 

 

目的：探讨超声引导经皮射频消融（RFA）联合人工腹水或/和人工软组织水肿法治疗邻近胃肠、

胆囊、膈肌、心脏及肾脏等特殊区域肝脏恶性肿瘤的应用价值及操作技巧。 

方法：对肿瘤邻近胃肠、胆囊、膈肌、心脏及肾脏等部位者行超声引导下穿刺放置中心静脉管，

向腹腔内注入生理盐水，建立人工腹水，使特殊部位肝脏肿瘤与相邻脏器之间形成液性隔离带，

待肿瘤定位准确后行 RFA；对肿瘤位于肝顶部、肝表面或肝左叶近心脏部位者于皮下软组织或

膈上脂肪组织注入生理盐水，形成人工软组织水肿，使肿瘤清晰显示并形成安全区后行 RFA。

在 RFA 过程中，提拉、下压或改变针柄方向以进一步保护重要脏器。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2 月

至 2018 年 6 月共 74 例病灶位于肝脏特殊部位、建立人工腹水或/和人工软组织水肿后行超声引

导下肝脏恶性肿瘤射频消融术的患者资料。记录疗效及并发症。术后 1 个月依据增强 CT、MRI

等影像学检查评估病灶是否完全消融。 

结果：74 例患者中原发性肝癌约 31 例，肝转移癌约 43 例。其中共计 54 例病灶成功建立单纯人

工腹水，人工腹水量平均 1039.5±671.7ml；共计 7 例病灶成功建立单纯人工软组织水肿，人工

软组织水肿量约 431.3±186.9ml；共计 12 例病灶成功建立人工腹水及人工软组织水肿。74 例患

者共 72 例顺利完成超声引导下 RFA 治疗，有一例患者两处病灶分别邻近胃肠道及心底部，因局

部建立人工腹水 1200ml 后仍未形成有效安全隔离带，故未行射频消融治疗；另一例因射频消融

术中患者疼痛难忍故中止治疗，仅行部分消融治疗。所有治疗患者首次完全消融率为 90.3%(65

／72)。其中有 1 例患者出现术后低热，1 例患者出现恶心呕吐及右上腹疼痛，1 例患者出现右上

腹不适。术后平均住院 2d，未出现出血、胃肠道穿孔等严重并发症及相关死亡。 

结论：对于邻近胃肠、胆囊、膈肌、心脏及肾脏等特殊区域肝脏恶性肿瘤，适时采用人工腹水法

或/和人工软组织水肿法可显著提高肿瘤定位准确性及治疗安全性，减少相邻重要脏器损伤的发

生，并显著降低肝表面肿瘤破裂及皮肤烫伤率，是超声引导下经皮肝肿瘤射频消融治疗中安全有

效的操作技巧。 

关键词：肝肿瘤; 射频消融; 超声检查; 人工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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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素-血管紧张素抑制剂可改善肝癌行根治切除术患者的预后 

冯龙海# 朱小东 孙惠川 汤钊猷*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mail: tang.zhaoyou@zs-hospital.sh.cn 

 

目的：肝细胞癌（以下简称“肝癌”）复发转移是制约肝癌患者术后疗效的重要瓶颈。肾素-血管

紧张素系统参与肝癌进展。本研究目的即观察肝癌行根治性切除术患者，服用肾素-血管紧张素

系统抑制剂（RASI）是否可获益。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01 月 01 日-2013 年 06 月 30 日，因“肝占位”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行根治性手术治疗，且同时合并原发性高血压的连续性病例。根据降压药的使用类别将研究

病例分为两组：即 RASI 组和 Non-RASI 组。本研究终点事件为死亡、复发和肝外转移。

Kaplan-Meier 法、log-rank 检验和 Cox 风险比例模型用于生存分析。检验标准均以 P＜0.05 认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本研究共纳入 387 例患者，RASI 组 144 例(37.2%)，Non-RASI 组 243 例(62.8%)。两组患

者术前临床病理学参数均无统计学差异。Kaplan-Meier 生存分析结果提示：RASI 的使用与无瘤

生存期和总体生存时间的延长均相关（P 值均&lt; 0.001）。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也提示 RASI 的

使用是影响肝癌根治性切除术后无瘤生存期和总体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之一（无瘤生存期，

HR=0.52，95% CI=0.38-0.70，P&lt; 0.001; 总体生存，HR= 0.50， 95% CI=0.34-0.74，P &lt; 0.001）。

24 例患者发生肝外器官转移（RASI 组 4 例，Non-RASI 组 19 例，P&lt; 0.043）。 

结论：RASI 的使用与延长肝癌合并原发性高血压行根治性切除术者的无瘤生存期、总体生存期

以及降低肝外器官转移率相关。 

关键词：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 肝细胞癌; 复发; 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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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肝细胞癌（直径≤5cm）根治性切除术后癌细胞残留预测模型的建立及应用 

冯龙海# 朱小东 孙惠川 汤钊猷*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mail: tang.zhaoyou@zs-hospital.sh.cn 

 

目的：肝细胞癌（以下简称“肝癌”）复发转移是制约肝癌患者术后疗效的重要瓶颈，即使是根

治性切除患者，术后 5 年复发率也高达 67.4%，存活率也仅为 57.5%。手术残癌是影响肝癌不良

预后的危险因素之一，且越早期的复发则越可能是手术残癌引起。本研究目的即建立合适的预测

肝癌根治性切除术后残癌留存的模型，以期为早期干预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01 月 01 日-2012 年 12 月 30 日，因“肝占位”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行根治性切除的连续性病例。（1）纳入标准：BCLC 分期：0 期，A 期和 B 期者；术前 Child-pugh

肝功能分级为 A 级或 B 级者；术前未行任何抗肿瘤治疗及降期治疗术者；（2）排除标准：复发

性肝癌或混合型肝癌；确诊时已有肝外转移者；既往有肝脏或其他部位恶性肿瘤病史者；围手术

期死亡者。本次研究将 1 年以内的复发即认为因残癌导致，6 年以上的无瘤生存则定义为根治切

除且无残癌留存。故按照复发时间将病例分为两组：即早期复发组（复发时间≤1 年）和长期无

复发组（无瘤生存期≥6 年）。所有临床数据均来自患者临床病历资料及相关临床检验、检查结

果。采用 logistic 法用于多因素回归分析。检验标准以 P＜0.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本研究共纳入 544 例患者，其中早期复发组 144 例（39.0%），长期无复发组 332 例（61.0%）。

通过分析患者一般资料、术前血清学指标、肿瘤病理学参数等基本临床病理学特征，将具有统计

学差异的临床病理学参数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结果表明： 血清总蛋白（OR=0.427）、γ-

谷氨酰转肽酶（OR=2.179）、碱性磷酸酶（OR=2.313）、国际标准化比值（OR=97.012）、手术切

缘（OR=0.660）和卫星灶（OR=1.597）是肝癌根治切除术后残癌存留的独立的危险因素，并在

此基础上，建立了肝癌根治切除术后残癌存留预测列线图。 

结论：通过此次研究筛选出影响残癌留存的独立危险因素，并建立了列线图模型，为根治切除术

后的早期干预提供临床依据。 

关键词：肝细胞癌; 残癌; 复发转移; 预测列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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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卢氏沟解剖为基础的腹腔镜下肝右叶肝段切除术 

冯燮林#* 刘爱祥 胡 勇 王海清 田 浪 薄文滔 张 辉 张明仪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四川省肿瘤医院 

E-mail:fengxielinszl@163.com 

 

目的：探讨腹腔镜肝右叶肝段切除的相关安全措施和相应的对策。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10 月在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四川省肿瘤医院行腹腔

镜肝右叶肝段切除术的 68 例患者临床资料。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其

中男 48 例，女 20 例；年龄 33～76 岁，中位年龄 52 岁。其中原发性肝细胞癌 62 例；肝血

管瘤 4 例，结肠癌肝转移 2 例。肿瘤 2-10cm 大小不等。患者行腹腔镜非解剖性肝切除或解剖性

肝切除，其中解剖性右肝后叶切除 16 例，右肝前叶切除 18 例（其中两例合并左内叶切除）、S8

段切除 5 例，S7 段切除 3 例，S5 段切除 8 例，S6 段切除 10 例，另有 8 例行肝叶或肝段部分切

除。分析患者术中及预后情况。 

结果：68 例患者中 2 例中转开腹；均为右肝的巨大血管瘤切除，另外 66 例顺利完成腹腔镜肝

切除术。42 例中心静脉压控制良好，24 例控制欠佳。手术时间中位数为 176（98～316）min，

术中出血量 372（100～2500）ml。中心静脉压控制不良者出血明显偏多。无围手术期死亡和术

后腹腔内大出血、肝衰竭等并发症，胆漏发生 3 例，经引流后自行痊愈，术后大量腹水 5 例，治

疗后痊愈出院。术后平均住院时间（8.1±3.5）d。 

结论：以卢氏沟为中心的解剖显露是腹腔镜肝腹腔镜肝右叶肝段切除安全实施的重要保证，但对

于 S7、s8 段的解剖要完全通过卢氏沟解剖达成往往比较困难，有时需要从第二肝门着手，配合

腔镜下超声指引沿右肝静脉及中肝静脉至其肝蒂行进处，再切断 S7 及 S8 段的管道，可有效避

免不必要的副损伤。中心静脉压的控制尽管有些作者对此有异议，但中心静脉压的良好控制有助

于减少术中出血、减少肝门阻断时间，有利于手术安全顺利进行。此外对于右叶的血管瘤往往因

为不规则切除，大的血管管道等无法规律显露可能风险更大，出血量更大，需要高度重视。 

关键词：腹腔镜; 肝切除; 肝段;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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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质硬度增加抵抗二甲双胍抑肝癌细胞转移的相关机制研究 

高翔宇# 邢晓侠 张 希 李 苗 崔杰峰* 杨叶虹*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mail: jiefengcui@hotmail.com, yehongyang@126.com 

 

目的：“老药新用途”逐渐成为 HCC 药物治疗研究的新亮点，二甲双胍作为传统一线降糖药，

其抑癌作用在多种实体瘤包括 HCC 中已获证实，但其在肝癌药物治疗耐受抵抗机制方面的探索

目前尚未见报道。前期我们研究发现，细胞外基质硬度增加可显著增强肝癌细胞恶性特征，促进

肝癌侵袭转移，且对化疗药物顺铂显示一定的抵抗性。据此我们提出高基质硬度对二甲双胍抑癌

治疗可能存在耐受抵抗，本研究拟探讨基质硬度增加抵抗二甲双胍抑肝癌细胞转移相关分子机制。 

方法：建立可模拟正常肝脏、肝纤维化、肝硬化组织硬度的体外细胞基底培养平台，分析比较不

同硬度基底生长的肝癌细胞经二甲双胍干预前后形态、增殖和运动变化情况，以及侵袭转移关联

分子 PTEN、MMP2 和 MMP9 的表达改变，以明确高硬度基底是否对二甲双胍抑癌作用存在抵

抗，并随后对基质硬度抵抗二甲双胍抑癌作用的相关分子机制进行解析。 

结果：二甲双胍可显著抑制肝癌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与低硬度基底表面生长的肝癌细胞相比，

高硬度基底表面生长的肝癌细胞对二甲双胍抑制其增殖、侵袭、转移等恶性特征表现出明显的抵

抗性。高硬度力学信号经整合素β1 转导到肝癌细胞中，激活 miR-17-5p/PTEN/ PI3K/Akt 信号

通路，促进 MMP2 和 MMP9 表达，下调整合素β1 表达或应用 PI3K 抑制剂可明显逆转上述信

号通路的活化。同时，二甲双胍也可明显上调 PTEN，抑制 PI3K/Akt/MMPs 信号通路而不影响

整合素β1 表达，且二甲双胍处理前后高硬度基底肝癌细胞 Akt 磷酸化降低程度明显弱于二甲双

胍处理前后的低硬度基底肝癌细胞，提示 PTEN 可能为基质硬度力学信号和二甲双胍干预的共同

作用靶点。 

结论：基质硬度增加可明显地削弱二甲双胍对肝癌细胞侵袭转移的抑制作用，PTEN 为基质硬度

力学信号和二甲双胍干预的共同作用靶点，miR-17-5p /PTEN/ PI3K/Akt/MMPs 信号通路参与基

质硬度抵抗二甲双胍抑肝癌的病理过程。 

关键词：肝细胞癌; 二甲双胍; 基质硬度; 耐药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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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肝切除联合微波固化治疗肝脏多发性肿瘤 

葛勇胜#*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脏外科 

E-mail: 843933960@qq.com 

 

目的：评价腹腔镜肝切除联合微波固化治疗肝脏多发性肿瘤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方法：回顾分析 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安徽省立医院肝脏外科腹腔镜肝切除联合微波固化治

疗肝脏多发性肿瘤的 9 例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性 6 例，女性 3 例，年龄 42~77 岁，平均年龄

（56.7 ±11.4）岁。9 例患者均采用腹腔镜切除部分肝脏，余灶行微波固化术。观察患者术中及

术后情况，记录术中出血量、 手术时间、 术后住院时间、 术后并发症和疗效。 

结果：7 例患者联合应用腹腔镜肝切除与微波固化，2 例因出血风险大中转开腹，胆囊切除 2 例，

手术时间（191.6 ±42.2）min，术中出血（85.5 ±63.2）ml，术后住院时间（6.0 ±1.8）d，肝

门均未阻断，术中术后均未输血。所有患者术后恢复良好，均未出现出血、胆瘘等并发症。 

结论：腹腔镜肝切除联合微波固化作为微创手段治疗肝脏多发性肿瘤是安全、可行、有效的。 

关键词：腹腔镜肝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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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细胞癌患者术后复发的治疗: 二次手术切除对比射频消融术 

郭荣平#* 卢良合 梅 捷 李少华 韦 玮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肝脏外科 

E-mail: guorp@sysucc.org.cn 

 

目的：针对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患者术后复发的治疗目前仍无统一共识。

本研究中我们比较了二次手术切除 (repeat hepatic resection，RHR)和射频消融 (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在治疗复发后 HCC 的效果。 

方法：我们收集了自 200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2 月诊断为 HCC 术后复发的患者，包括 138 例 RHR

患者和 194 例 RFA 患者。并采用倾向评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按 1:1 对 RHR-RFA

进行匹配并比较匹配前后的相关临床结局指标。 

结果：我们利用 PSM 在两组间成功匹配了 120 对患者。配对前，RHR 组复发后生存（postrecurrence 

survival， PRS）1 年、3 年、5 年生存率分别为 91.8%、82.0%、72.9%，RFA 组为 94.4%、75.4%、

61.7% (P=0.380)；配对后，RHR 组 1-、3-、5 年的复发后生存率分别为 90.5%、81.5%、71.8%，

RFA 组为 91.0%、61.0%、41.7% (P=0.002)。进一步亚组分析表明，对于根治术后 2 年内复发

(P=0.004)或原发肿瘤负荷超过 Milan 标准(P=0.004)的患者，RHR 组的 PRS 率均优于 RFA 组。多

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治疗方案（RHR vs RFA）是术后复发 HCC 患者 PRS 的独立危险因素

之一。而 RHR 与 RFA 两组在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上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对于术后复发的 HCC 患者，尤其是对于根治术后 2 年内复发的或原发肿瘤负荷超过 Milan

标准的患者，在详细评估再次手术切除风险后，二次手术是安全可靠且具有生存优势的。 

关键词：肝细胞癌; 复发; 二次手术切除; 射频消融术 



 

 
 

21 

利用 FOLFOX 方案行肝动脉灌注化疗在晚期肝细胞癌治疗中的应用：一项真实世界的

多中心倾向评分匹配研究 

郭荣平#* 李少华 卢良合 梅 捷 韦 玮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肝脏外科 

E-mail: guorp@sysucc.org.cn 

 

目的：比较使用 FOLFOX 方案的肝动脉灌注化疗（TAI）与肝动脉栓塞化疗（TACE）和索拉非

尼治疗 BCLC C 期肝细胞癌的治疗有效性和安全性而设计本研究。 

方法：回顾性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中国三家中心的接受 TAI、TACE 或索拉非尼治

疗的 BCLC C 期肝细胞癌患者的资料并分析。并使用倾向评分匹配分析方法来降低选择偏倚。 

结果：匹配后，在 TAI 与索拉非尼的比较中，TAI 治疗组的中位 OS 为 19.6 个月，明显优于索拉

非尼组的 7.5 个月（p=0.009）；而 TAI 与 TACE 的比较中，TAI 治疗组的中位 OS 为 27.8 个月，

也明显优于 TACE 组的 6.6 个月（p&lt; 0.001）。TAI 组的中位 PFS 为 5.8 个月，与索拉非尼组的

2.3 个月没有显著性差异（p=0.219），但在与 TACE 组的配对比较中，TAI 组的中位 PFS 为 6.5

个月，明显优于 TACE 组的 2.8 个月（p&lt; 0.001）。配对后，TAI 组的 ORR 明显优于索拉非尼

组（36.4%比 0.0%，p&lt; 0.001）和 TACE 组（48.7%比 4.7%，p&lt; 0.001）。三组的不良反应发

生率是类似的。 

结论：使用 FOLFOX 方案的 TAI 是一种有效的安全的治疗 BCLC C 期肝细胞癌的方法，可以有

效地改善这部分患者的生存。 

关键词：肝细胞癌; 肝动脉灌注化疗; FOLOFOX 方案; 倾向性评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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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吲哚菁绿的对于 BCLC - C 期肝癌经动脉化疗栓塞治疗的新策略 

郭荣平#* 梅 捷 卢良合 李少华 韦 玮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E-mail: guorp@sysucc.org.cn 

 

目的：我们旨在提出一种基于吲哚菁绿的策略(SBI- strategy based on indocyanine green)，为巴塞

罗那 C 期(BCLC - C)肝癌患者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治疗提供更好的临床指引。 

方法：从 2005 年 10 月至 2012 年 12 月，对 112 例 BCLC - C 期肝癌患者进行 TACE 初治研究，

随机分为训练队列(79 例)和验证队列(33 例)。训练组根据患者 15min 吲哚菁绿保留率(ICG R15)、

不同的化疗药物及 TACE 中碘油的剂量对患者进行分组，并分析总生存率(OS)和无进展生存率

(PFS)，同时在验证组建立并验证了 SBI。 

结果：对于 ICG R15 值为&gt;  10%的患者，lipiodol ≤ 10ml 组生存优于 lipiodol &gt; 10ml 组。

对于 ICG R15 值≤10%的患者，采用碘油/直径比值在 1- 3 之间、三药联合化疗组生存优于另一

组。在两个训练队列中，符合 SBI 的患者比不符合 SBI 的患者有更好的生存时间，训练组(中位

OS， 10.3 vs. 5.1 个月，p&lt; 0.001; 中位 PFS， 3.3 vs. 2.1 个月，p=0.006)和验证组(中位 OS， 8.9 

vs. 7.1 个月，p=0.087; 中位 PFS， 6.6 个月 vs. 2.3 个月，p&lt; 0.001)。 

结论：SBI 适用于 BCLC - C 期 HCC 患者，可能为 TACE 治疗提供生存优势。 

关键词：肝细胞癌; BCLC-C 期; 吲哚菁绿; 动脉化疗栓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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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常见的解剖性肝切除方式对于 VI 段单发肝癌预后的影响 

郭荣平#* 梅 捷 卢良合 李少华 韦 玮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E-mail: guorp@sysucc.org.cn 

 

目的：手术是治疗肝细胞癌的有效方法。对于 6 段(S6)的单发肝癌，基于肿瘤位置和术中情况，

S6、S5 节段切除(S6+5)和 S6、S7 节段切除(S6+7)是常见的解剖手术方法。然而，两种切除方法

的优点尚未明确。本研究旨在比较 S6+5 切除和 S6+7 切除对位于 S6 肝脏的单发早期 HCC 的疗

效。 

方法：本研究共纳入 115 例 S6 单发 HCC 患者，均无血管浸润和远处转移。将患者分为 S6+5 组

(139 例)和 S6+7 组(97 例)。采用 1:1 倾向分数匹配分析(PSM)，以最小化潜在混杂因素的影响。 

结果：每组各 40 名患者进行配对。两组患者术前因素平衡。S6+5 组 1 年、2 年、3 年总生存率

(OS)分别为 92.7%、82.5%、74.7%，S6+7 组为 94.5%、91.6%、88.6% (p=0.062)。S6+5 组 1 年、

2 年、3 年无复发生存率分别为 75.0%、60.0%、54.8%，S6+7 组无复发生存率分别为 83.5%、77.7%、

68.8% (p=0.158)。术后肝功能恢复及复发情况无明显差异。在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中，不同切除

方式并不是 OS 和 RFS 的重要危险因素。 

结论：S6+5 和 S6+7 切除对 S6 早期单发 HCC 的疗效相似。 

关键词：S6 段肝细胞癌; 手术切除方式;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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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谷氨酰转肽酶对 AFP 阴性肝细胞癌患者的预测价值 

郭荣平#* 卢良合 梅 捷 李少华 韦 玮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肝脏外科 

E-mail: guorp@sysucc.org.cn 

 

目的：甲胎蛋白阴性 (α-fetoprotein，AFP)的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患者目前

仍缺乏一个可靠、易行、经济的生物学预后指标。而既往报告，谷氨酰转肽酶

(Gamma-glutamyltransferase，GGT)与肿瘤的发展发展密切相关，但其在甲胎蛋白阴性的 HCC 患

者中的预后价值尚不清楚。 

方法：本研究纳入了 678 例根治性切除术后，且术前血清 AFP 阴性的 HCC 患者。我们利用 X-tile

软件来确定术前 GGT 水平的最佳截断值。并探索了影响总体生存(overall survival，OS)和无病生

存(disease free survival，DFS)的独立预后危险因素。 

结果：术前 GGT 水平的最佳截断值为 37.2 U/L 和 102.8 U/L，将所有患者分为 3 个亚组，第 1

组 GGT&lt; 37.2 U/L，n=211，31.1%;  第二组，GGT≥37.2，&lt; 102.8 U/L，n=320，47.2%)；

第三组，GGT≥102.8 U/L (n=147，21.7%)。三个亚组间总体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与无

复发生存率（disease free survival，DFS）存在显著性差异(OS: 58.5 vs 53.5 vs 44.4 个月，P&lt; 0.001)， 

(DFS: 47.9 vs 40.3 vs 30.1 个月，P&lt; 0.001)。我们发现术前 GGT 水平升高与肝癌患者肿瘤负荷

相关(包括：肿瘤直径、肿瘤数目、微血管侵犯)，且在多因素分析中被识别为 OS 与 DFS 的独立

危险因素 (OS: 组 2 vs 组 1，HR: 1.73 (1.13-2.65)，P=0.011; 组 3 vs 组 1，HR: 3.28 (2.10-5.13)，

P&lt; 0.001);  DFS: 组 2 vs 组 1，HR: 1.52 (1.13-2.05)，P=0.006; 组 3 vs 组 1，HR: 2.11 (1.49-2.98)，

P&lt; 0.001。 

结论：术前 GGT 水平升高与肿瘤负荷有关，并可作为 AFP 阴性的肝细胞癌患者预后的独立预测

指标。 

关键词：甲胎蛋白阴性; 肝细胞癌; 谷氨酰转肽酶;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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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CE 联合放疗治疗原发性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的回顾性分析 

何 均# 胡续光*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江西省肿瘤医院 

E-mail: 33637347@qq.com 

 

目的：原发性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常导致肿瘤的肝内外转移、门脉高压症、黄疸以及难治性腹水，

因而其预后极差。文献报道（程氏 II 型和 III 型）未经治疗的患者其中位生存期只有 2.7-4 个月。

在我国，超过 80%的原发性肝癌患者合并乙型病毒性肝炎，当患者出现症状而就诊时，病期已

较晚而失去了手术的机会。经导管肝动脉栓塞化疗（TACE，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可以控制原发肿瘤的生长，但对门脉内癌栓的作用有限。三维适形放疗技术（3DCRT，

Three-Dimensional Conformal Radiotherapy）是一种高精度放疗技术，使得高剂量区的分布形状在

三维方向上与靶区形状一致，同时使得病灶周围正常组织的受量降低。因而两者联合可提高治疗

效果，减轻副作用。本文拟探讨 TACE 联合 3DCRT 治疗程氏 II 型和 III 型门静脉癌栓的临床疗

效和安全性。 

方法：自 2016 年 4 月到 2018 年 12 月在我院住院治疗的经影像学证实（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 2017

版）的原发性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患者共计 182 例。其中程氏 II 型和 III 型门静脉癌栓接受 TACE

或 TACE 联合 3DCRT 治疗的患者共计 53 例，其中对照组：单独 TACE 治疗组 41 例；观察组：

TACE 联合 3DCRT 治疗组 12 例。比较两者治疗前临床资料：年龄，性别，乙型肝炎病毒，丙型

肝炎病毒，AFP，肿瘤的大小，肿瘤的个数，Child-Pugh 分级，Meld 评分，肝脏纤维化指数（ARPI）。

观察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治疗后体重增加值，治疗后实体瘤近期疗效判定（mRECIST）及

生存期的比较。 

结果：两组在性别，乙型肝炎病毒，丙型肝炎病毒，AFP，肿瘤的大小，肿瘤的个数，Child-Pugh

分级，Meld 评分，肝脏纤维化指数（ARPI）等一般情况方面无显著差异，具有可比性。TACE

组中位治疗次数 2 次（range，1-5 次）。TACE 连合 3DCRT 组，两者治疗间隔 3-4 周。放疗剂量

为 4.5-5Gy/次，5 次/周，共治疗 20-25 次，总剂量为 40-50Gy。两组治疗期间骨髓移植白细胞降

低、血小板降低最低值，肝功能损害（总胆红素，谷丙转氨酶的最高值），消化道反应等不良反

应的发生率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gt; 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后体重平均增加月 4.5Kg 高于观察

组 1.0kg。观察组 CR 2 例，CR 率 16.7%，PR 7 例、PR 率 58.3%，总有效率 75%；显著优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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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的总有效率 40%（16/41），有显著差异（P&lt; 0.05）。观察组与对照组累计 1 年生存率分别

为 67.4%、36.3%，两者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TACE 联合 3DCRT 治疗原发性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程氏 II 型和 III 型）可显著提高患

者疗效，延长生存时间，改善生活质量。 

关键词：TACE; 原发性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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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原位 HBsAg 的表达可作为 HBV 相关肝细胞癌病人术后的预后因子 

何紫明#* 张耀军* 陈锦滨 王骏成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E-mal: Dr_hezm@163.com, zhangyuj@sysucc.org.cn 

 

目的：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是肝细胞癌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既往研究表明血清 HBsAg

是预后影响因素，而更能反应 HBV 病毒特性的原位 HBsAg 是否与预后相关，目前并无相关研

究报道。目前尚无研究关注接受肝切除术后的肝细胞癌病人，HBsAg 在肝组织的表达情况。本

研究旨在探索 HBsAg 在癌旁正常肝组织的表达情况，并探索其潜在临床意义。 

方法：本研究纳入 100 例 HBsAg 血清学阳性的肝细胞癌病人，收集癌旁正常肝组织样本并制作

成组织芯片。通过免疫组化染色检测 HBsAg 在肝组织的表达。同时，我们收集了相关临床数据

和随访数据用作分析。 

结果：在 100 例癌旁肝组织样本中，HBsAg 阳性 29 例，阴性 71 例。相比于阴性组的病人，HBsAg

阳性组的病人肿瘤大小更大，血清 HBV DNA 水平更高(P &lt;  0.05)。预后分析也显示 HBsAg

阳性组的总体生存率（OS）较 HBsAg 阴性组更差(P = 0.013)，术后 1 年和 2 年 OS 分别为 79% vs 

90.1%，65.5% vs 85.7%。多因素分析表明，癌旁肝组织 HBsAg 的表达、腹水和甲胎蛋白水平是

OS 的独立预后影响因素。进一步，我们通过倾向匹配分析得到了相一致的结果：HBsAg 阳性组

的病人 OS（术后 1 年和 2 年生存率分别为 79.3%，65.5%）比阴性表达组的病人 OS（术后 1 年

和 2 年生存率分别为 93.2%，85.9%）更低(P = 0.039)。 

结论：血清 HBsAg 阳性的肝癌患者中，癌旁肝组织 HBsAg 阳性率约为 30%，并且其阳性表达

独立提示不良预后。 

关键词：HBsAg; 肝原位; 肝细胞癌; 预后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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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例肝紫癜临床分析 

贺轶锋# 宋 康* 孙琦蛮* 杨国欢* 肖永胜* 孙 健* 杨欣荣* 施国明*  

王 征* 王晓颖* 史颖弘* 黄晓武* 叶青海* 孙惠川* 邱双健* 周 俭* 樊 嘉*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肝紫癜（Peliosis Hepatis PH）是一种少见的肝脏良性占位性病变，其特征是肝实质内存在

多个散在分布、大小不等、含血窦的囊性区域。PH 形成与恶性肿瘤、免疫抑制、感染和药物使

用有关。由于其非特异性的影像学表现，PH 常被误诊为肝癌、转移病灶或多发性脓肿。本研究

拟对 PH 诊治特点进行总结，提高对 PH 的认识。 

方法：回顾分析 39 例 PH 患者的既往病史、实验室和影像学检查以及 PH 的病理学特征。 

结果：2008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外科经病理证实 39 例患者，占我科

肝脏手术总数的 0.16% （39/23020），男性 21 例，女性 18 例，中位年龄 54 岁。8 例（20.5%）

PH 患者无合并其他肝脏占位性病变；11 例（28.2%）PH 患者同时发现肝细胞癌；3 例（7.7%）

合并有结肠癌肝转移；8 例（20.5%）PH 患者既往有肝外肿瘤病史(主要为肠癌或胃癌)并经受过

全身化疗，但在本次手术过程中未发现肝外肿瘤的复发和转移；9 例（23.1%）为 PH 与肝良性

肿瘤（肝腺瘤或炎性假瘤）并存。PH 单发者 33 例，多发者 6 例，中位直径 2.0 cm（0.2~7cm）。

所有 PH 患者术前均未被明确诊断。 

结论：由于 PH 罕见性，在术前经常会被误诊为其他肿瘤，在鉴别诊断中应考虑 PH 的可能性。

临床及影像科医师必须认识到这种病变的存在，以尽量减少误诊和造成过度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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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白蛋白-胆红素指数（PALBI）：Child-Pugh A 级肝细胞肝癌患者肝动脉化疗栓

塞序贯/联合索拉菲尼治疗预后的有效评估方法 

胡可舒# 袁 佳 唐 蓓 张 锋 李 苗 陆申新 陈荣新 任正刚* 殷 欣*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mail: ren.zhenggang@zs-hospital.sh.cn, yin.xin@zs-hospital.sh.cn 

 

目的：目前越来越多的中期或进展期肝细胞肝癌患者采用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联合索拉菲

尼治疗，而治疗前患者肝功能储备情况的评估是实施此类积极治疗方式之前的重要考虑因素。此

研究旨在验证白蛋白-胆红素指数（ALBI）和血小板-白蛋白-胆红素指数（PALBI）两个指标对

于 Child-Pugh A 级肝细胞肝癌患者 TACE 序贯/联合索拉菲尼治疗后生存获益的预测情况。 

方法：此研究回顾性地纳入了 332 例自 2004 年至 2015 年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进行了 TACE

序贯/联合索拉菲尼治疗的巴塞罗那分期（BCLC）B 期或 C 期肝细胞肝癌患者，并通过生存分析

以及 C-指数、ROC 曲线下面积和赤池信息标准（AIC）检验两个指数的区分能力。此外，我们

还在有无癌栓，有无肝外转移，有无血清甲胎蛋白（AFP）高于 200ng/mL 的不同亚组病人中检

测了这两个指数的效力。 

结果：生存分析结果显示，ALBI 指数将患者分成了 2 组预后不同的人群，中位生存期分别为 13

个月（95% CI: 10.5-22 个月）和 8.5 个月（95% CI: 7-10 个月）（P&lt; 0.05）；而 PALBI 则分成了

3 组，中为生存期分别为 12 个月（95% CI: 10.5-22 个月）、9 个月（95%CI: 7-11 个月）和 5 个月

（95%CI: 3-6.5 个月）（P &lt; 0.025）。COX 多因素回归模型结果显示 PALBI 指数与患者预后相

关（HR=1.40，P&lt; 0.05）。此外，与 ALBI 指数相比，PALBI 显示出了更好的区分效力，表现

为更高的 C-指数和 ROC 曲线下面积，以及较低的 AIC。值得一提的是，在无肝外转移或血清

AFP 高于 200ng/mL 亚组患者中，这两组指数有更佳的区分效能。 

结论：ALBI和 PALBI均能较精确地预测 Child-Pugh A级患者治疗前的肝功能储备情况，且 PALBI

较 ALBI 效果更佳。生存分析结果显示 PALBI 1 级的患者是最适宜 TACE 序贯/联合索拉菲尼的

治疗人群。 

关键词：血小板-白蛋白-胆红素指数; TACE; 索拉菲尼;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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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D-Score 预测肝细胞癌术后复发转移的研究 

胡 宽# 陶一明 王志明*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E-mail: zhimingwang@csu.edu.cn 

 

目的：癌细胞尿素循环失调（Urea cycle dysregulation，UCD）激活二氢尿酸酶（CAD），促进嘧

啶合成增加，导致癌细胞对尿素循环衍生的氮的依赖性及免疫检查点（Immune checkpoint）阻滞。

此外 UCD 可以导致肿瘤患者体液中氮代谢物水平变化，具有监测肿瘤进展的重要潜在临床应用

价值。UCD 分子作用机理在肝细胞癌（HCC）生长和转移过程中至关重要。关键的尿素循环相

关酶（ASL、ASS1、OTC、SLC25A15、CPS1、SLC25A13）在 HCC 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目前

尚不十分清楚。 

方法：（1）选择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普外肝脏外科手术切除的肝癌及配对的临近肿瘤非癌新鲜肝癌

组织标本 196 例；（2）通过荧光定量 PCR（qPCR）检测 ASL、ASS1、OTC、SLC25A15、CPS1、

SLC25A13、CAD 的表达水平；（3）采用 R 语言统计包计算 UCD 评分（UCD-Score= ASL-ASS1 

+CPS1-OTC+ SLC25A13-SLC25A15），每例配对标本 UCD 评分权重范围定为-1 到 1，并与 HCC

临床病理特征和 CAD 表达水平进行相关性分析；（4）Cox 回归模型以及 Kaplan-Meier 方法分析

与 HCC 患者复发时间（Time to Recurrence，TTR）和总体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有关

的危险因素，采用分层进一步探讨 UCD-Score 在预测 HCC 复发转移中的作用。 

结果：（1）HCC 及配对癌旁肝组织中均可检测到 6 个尿素循环相关酶 mRNA 不同程度的表达，

与癌旁肝组织相比，其中 OTC 和 SLC25A13 表达上调，而 ASL，ASS1，CPS1 和 SLC25A15 表

达下调，差异具有显著性（P＜0.01）。（2）依据 cut-off值分为：高UCD-Score组 134例，低UCD-Score

组 62 例；高 UCD-Score 与肿瘤出血（P=0.005），分化程度（P=0.019），微血管侵犯（P=0.032）

及卫星结节（P=0.026）相关；（3）并且高 UCD-Score 与 CAD mRNA 表达水平呈显著性正相关

（Spearman 相关系数 R=0.892，P＜0.001）。（4）多变量分析进一步筛选高 UCD-Score 和低

UCD-Score 为患者复发时间（TTR）和总体生存率（OS）的独立预测因子（HR = 4.736，P＜0.001;  

HR = 2.834，P＜0.001）。 

结论：高 UCD-Score 提示 HCC 不良预后，表明 UCD-Score 可能成为新的 HCC 进展监测和 HCC

治疗分层的潜在肿瘤标志物。 

关键词：尿素循环失调; HCC; 肝癌; 复发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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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le primary Malignancies with HCC: A hospital-based HCC database analysis 

from Ajou University hospital in Korea 

Xuguang Hu # Xizheng Wang * 

（# indicates the presenting author, * indicates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Affiliation: Asian University Hospital 

E-mail: wanghj@ajou.ac.kr 

 

Objective: Multiple primary malignancies are defined as two or more different malignancies detected 

synchronously or metachronously in different organs of an individual patient. However， studies for 

the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regarding multiple primary malignanc. 

Methods: Between May 1997 and July 2016，1043 HCC patients had been received radical surgical 

treatment including hepatectomy and liver transplantation in Ajou University hospital， Suwon Korea. 

Among them 58 (5.6%) cases were diagnosed with extra-hepatic primary malignancies. The 

comparison between single primary HCC and multiple primary malignancies were performed. The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including Age，Sex，HBsAg (positive)，HCV Antibody (positive)，AFP(more 

than 400ng/ml)， tumor size (more than 5cm)， multiple tumor number，microvascular invasion，

Edmondson steiner grade (grade 3 and 4)，cirrhosis (fibrosis stage 4)，AJCC staging for HCC (Stage 1). 

All the data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form the database of our institute which were prospectively 

collected. 

The site distribution of extra-heptic primary malignancies in patients with HCC were described. The 

Kaplan-Meier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OS between HCC only group and multi primary group 

and between synchronous group and metachronous group using the log-rank test. And the risk factors 

for OS were analyzed by cox regression analyses. 

Results: The median follow-up time is 53 months in the present study. Of the 58 (5.6%) multiple 

malignancies patients， 8 were diagnoses synchronously and 50 were metachronously;  among the 50 

metachronous multi malignancy patients，14 cases of extra-hepatic primary malignancies occurred 

prior to their HCC diagnoses，and 36 cases were after their HCC diagnoses. The first five rank 

extra-hepatic primary malignancies location were stomach (15 cases，25.9%)，lung (10 cases，17.2%)， 

colorectal (9 cases，15.5%)，Kidney (6 cases，10.3%)，bladder (4 cases，6.9%). The patients who with 

multiple primary tumor have a significantly longer over survival (OS) compare to single primary HCC 

patients. The 5 years OS rate for multiple and single primary tumor were 77.8% and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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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ively (P=0.036). The multiple primary tumor patients have the following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older mean age，more patients with non-viral background liver，fewer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 and more patients with AJCC stage I for HCC. 

Of the 58 (5.6%) multiple malignancies patients，the OS were longer for the patients who with 

metachronous extrahepatic malignancy tumor compare to the patients who with synchronous 

extrahepatic malignancy (P=0.000，long rank test，16.339). 

Conclusions: Multiple malignancies patients associated with HCC were 58 cases among 1043 HCC 

patients had been received radical surgical treatment including hepatectomy and liver transplantation. It 

is not rare. However, these patients who with multiple primary tumors. 

Key Words: HCC; Multiple primary Maligna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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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实施规范化疼痛护理管理在肝癌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胡元元#*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E-mail: 1039113573@qq.com 

 

目的：观察规范化疼痛护理管理在肝癌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选取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6 月收治的肝癌患者 100 例，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

观察组，各 500 例。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接受规范化疼痛护理管理。分

析并比较两组的疼痛程度、护理依从性、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和生命质量。 

结果：管理后两组的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均明显低于管理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lt; 0.05)。观察组的护理总依从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lt; 0.05)。

观察组下床活动时间早于对照组，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各维度生命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lt; 0.05)。 

结论：对肝癌患者实施规范化疼痛护理管理模式，能明显减轻患者疼痛，提升护理依从性，促进

患者尽早下床，缩短住院时间，改善患者生命质量。 

关键词：疼痛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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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肠外营养支持对于肝癌患者护理效果的影响 

胡元元#*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E-mail: 1039113573@qq.com 

 

目的：探讨在开展肝癌护理工作期间，观察应用肠外营养对肝癌患者最终护理效果产生的影响。 

方法：选择我院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10 月收治的 110 例肝癌患者作为实验对象; 由数字奇偶

法对所有肝癌患者分组; 对照组(55 例):临床开展肝癌疾病护理工作期间，根据医嘱利用常规模式

进行护理; 观察组(55 例):临床开展肝癌疾病护理工作期间，根据医嘱利用肠外营养给予营养支持; 

最终就两组肝癌患者的营养指标表现以及出现营养风险概率展开对比。 

结果：同对照组肝癌患者营养指标表现对比，观察组肝癌患者获得显著改善(P&lt; 0.05); 同对照

组肝癌患者出现营养风险概率(23.64%)对比，观察组肝癌患者(3.64%)获得显著性降低(P&lt; 0.05)。 

结论：肠外营养支持可以改善肝癌患者的营养状态，降低营养风险概率，对肝癌最终护理支持起

重要作用，值得临床应用。 

关键词：肠外营养支持; 肝癌患者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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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PDCA 护理模式对肝癌手术患者治疗信心的影响 

胡元元#*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E-mail: 1039113573@qq.com 

 

目的：研究分析 PDCA(计划、执行、检查、处理)护理模式对肝癌手术患者治疗信心的影响程度，

可以调整护理模式，应用适宜的护理方法增加患者治疗的信心。 

方法：选取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6 月期间经肝癌手术治疗的 100 例肝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

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常规肝癌护理组)50 例和观察组(PDCA 肝癌护理组)50 例，然后将肝癌手术

观察组和肝癌手术对照组护理干预前后的 BSES 量表评估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其中肝癌观察组干预后的 BSES 量表评估结果显著地优于肝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lt; 0.05)。 

结论：PDCA 护理模式对肝癌手术患者治疗信心的影响较大，有助于患者以较为积极的心态接受

治疗，为患者的治疗及预后起到重要作用，值得临床应用。 

关键词：PDCA 护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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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短期应用糖皮质激素对肝癌术后肿瘤复发的影响 

黄 成#* 朱小东 丁光宇 沈英皓 孙惠川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mail: huang.cheng@zs-hospital.sh.cn 

 

目的：在肝癌肝切除患者术后管理中，常常需要短期应用糖皮质激素来降低肝脏炎症反应，促进

肝功能恢复，但激素是否会促进肝癌术后肿瘤复发并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探讨术后短期使用激素

对肝癌术后复发的影响。 

方法：这是对我们前期一项探索地塞米松治疗术后胆红素升高的单中心、随机对照、开放标签随

机对照试验（Surgery 2019， 165(3):534-540）的后续分析。我们对随机入组的 66 例肝细胞癌患

者（地塞米松组和对照组分别 33 例）进行了随访和分析，使用 log-rank 法比较两组患者复发率

的差异。 

结果：两组患者的与肿瘤术后复发相关的主要指标，包括肿瘤大小（P=0.887）、肿瘤数目（P=0.186）、

血清 AFP 水平（P=0.214）等均无统计学差异。对患者进行了中位随访 20.0 月（IQR 15-29 月），

地塞米松组和对照组分别有 15 例和 16 例患者复发，复发率分别为 45.4% 和 48.5%，两组之间

无统计学差异（P=0.753）。两组患者术后的总体生存亦无统计学差异（P=0.868）。 

结论：肝癌肝切除患者术后短期应用糖皮质激素不提高患者术后的肿瘤复发率。 

关键词：糖皮质激素; 肝癌术后; 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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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T 影像参数与双表型肝细胞癌临床病理参数分析 

黄科团# 彭 涛*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mail: pengtaogmu@163.com 

 

目的：基于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的 CT 影像、临床和病理参数分析，探索

其间的相关性及对 HCC 的复发预后意义。 

方法：回顾性收集 2015 年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外科行肝脏肿瘤切除术的 97 例患者

的 CT 影像、临床与病理资料。计算肝脏和肿瘤各期的平均 CT 值，并以肿瘤与肝脏平均 CT 值

的比值来评估 HCC 的增强特性。采用 t 检验和卡方检验分析 CT 影像、临床与病理参数之间的

相关性，采用 Kaplan-Meier 法、log-rank 检验和 Cox 等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无瘤生

存分析。 

结果：在纳入研究的 97 例 HCC 病例中， CK7 阳性率为 35.1％，CK19 阳性率为 20.6％。相关

性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年龄&lt; 47 岁（P=0.005）、肿瘤直径&gt; 4cm（P=0.016）或 AFP≥400ng/ml

（P=0.007）的 HCC 中 CK19 表达阳性率显著升高（表 1），CK19 阳性组门静脉期的 HCC 与肝

脏 CT 值的比值较 CK19 阴性组显著降低（P=0.024，图 3）。无瘤生存分析结果显示：CK19 阳性

（P=0.013）、肿瘤直径&gt; 4cm（P=0.019）、AFP≥400ng/ml（P=0.002）或CA199≥37U/ml（P=0.020）

的 HCC 复发风险显著性增大（表 4，5）。 

结论：1、CK19 阳性表达、肿瘤直径&gt; 4cm、AFP≥400ng/ml、CA199≥37U/ml 是 HCC 患者

复发风险因素，提示预后不良；2、HCC 中 CK19 的表达与发病年龄、肿瘤大小和 AFP 表达水平

存在显著性相关；3、CK19 表达可能与 CT 图像 HCC 的强化特征存在关联，但需更多的研究证

实。 

关键词：双表型肝细胞癌; CK7; CK19;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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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杭州标准肝癌肝移植的预后及危险因素 

黄智平# 霍 枫* 谭晓宇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南部战区总医院 

E-mail: sola279@163.com 

 

目的：自从肝移植米兰标准被提出来以后，超米兰标准的原发性肝癌肝移植一直是研究的热点。

而中国杭州标准在中国广泛应用，超杭州标准的肝癌肝移植效果仍然未知。本研究旨在探讨超杭

州标准的肝癌肝移植的手术预后，以及影响这些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 

方法：回顾性收集 2003 年 9 月至 2017 年 8 月，在南部战区总医院肝移植中心行超杭州标准肝移

植手术的肝癌患者，收集的临床指标包括年龄、性别、BMI、肿瘤直径、TNM 分期、癌灶数量、

AFP 水平、HBV 病史、糖尿病病史、是否新辅助化疗、是否靶向治疗、术中失血量等。通过卡

方检验、生存分析的方式找到这些患者的危险因素。 

结果：所有入选患者的半年生存率、一年生存率、两年生存率、三年生存率和五年生存率分别是

84.7%、75.2%、24.6%和 15.3%；半年无病生存率、一年无病生存率、两年无病生存率、三年无

病生存率和五年无病生存率分别是 64.5%、41.5%、16.1%和 11.0%。AFP 水平是患者无病生存的

独立危险因素；而 AFP 水平、术中失血量、供体性别是总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此外，比较发

现 AFP 水平低于 1000 ng/mL 的患者的总生存和无病生存期明显高于 AFP 水平高于 1000 ng/mL

的患者。 

结论：超杭州标准肝癌肝移植的无病生存期和总生存期较短，AFP 水平是这些患者预后的独立

危险因素，通过TNM分期、AFP水平来筛选超杭州标准肝癌肝移植的患者可能获得较好的预后。 

关键词：杭州标准; 肝癌肝移植; 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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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肝动脉和门静脉阻断、二步肝切除治疗肝癌的研究 

贾长库#*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E-mail: jiachk@126.com 

 

目的：通过选择性肝动脉和门静脉阻断的方式使预留肝脏体积（FLR）增生，探讨二步肝切除治

疗肝癌的安全性和疗效。 

方法：本组 7 例患者，平均年龄 44.1 岁，都是乙型肝炎并原发性肝癌患者， AFP 都高于正常，

肿瘤平均直径达到 13.0cm。第一步通过手术或介入的方法行选择性肝动脉和门静脉阻断，不进

行肝脏实质的离断。术后 1～2 周内评估 FLR 的增生情况，如 FLR 的增生达到要求则行二步肝

切除手术。二期分别进行了行右半肝切除、扩大右半肝切除、及扩大左半肝切除。 

结果：第一步手术或栓塞后无肝功能衰竭及死亡的发生。所有患者的 FLR 在第一步后均有不同

程度的增生。术前患者平均 FLR 占标准肝体积的百分比是 32.1%，第一步后 8～15 天增加到了

40.5%，满足了二步肝切除的需要。7 例患者分别在第一步后 8～18 天行二步肝切除，二步肝切

除后无死亡发生。7 例患者中有 6 例 AFP 术后 2 个月降到正常范围。到目前为止有 4 例患者仍

然存活，并且其中 3 例是无瘤生存，最长的 1 例无瘤生存已达 35.9 个月。 

结论：选择性肝动脉和门静脉阻断、不离断肝脏实质能够促进剩余肝脏体积的增生，降低了术后

出血、感染、胆漏等并发症的发生；除了门静脉血流的重新分配，肝动脉血流的重新分配也剩余

肝脏体积增生的一个机制。 

关键词：二步肝切除; 肝癌; 肝动脉; 门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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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切除术中门静脉急性栓塞 2 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解长佶#* 周存才 曾志平 徐国辉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江西省肿瘤医院 

E-mail: 307279068@qq.com 

 

目的：探讨原发性肝癌切除术中门静脉急性栓塞形成的原因及防治方法。 

方法：回顾分析本中心 2 例原发性肝癌切除术中发生门静脉急性栓塞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基线

资料、手术方式、术中、术后处理、术后临床指标、相关影像学检查及预后。 

结果：1 例为门静脉急性血栓形成导致门静脉急性栓塞，1 例为门静脉癌栓脱落导致门静脉急性

栓塞，2 例均行紧急门静脉切开取栓处理；术后行抗凝、护肝、支持治疗，2 例患者均痊愈出院。 

结论：门静脉急性栓塞包括血栓形成和癌栓脱落；对肝癌侵犯门静脉致门静脉狭窄及肝癌合并门

静脉癌栓的患者，术中需时刻警惕其发生；一旦发生需立即行门静脉切开取栓处理以解除门静脉

梗阻，恢复供肝血流。 

关键词：肝肿瘤; 肝切除; 门静脉血栓; 门静脉癌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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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rasound-guided percutaneous microwave ablation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djacent to large vessels 

Tianqiang Jin# Heyue Zhang Yuqing Cao Feng Xu* Zhaoliu Dai 

（# indicates the presenting author, * indicates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Affiliation: Shengjing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E-mail: xufengsjh@126.com 

 

Objective: The heat sink effect caused by blood flow is the key factor for increased incomplete 

ablation rate of tumors near large vessels. Microwave ablation is a more recent thermal ablation 

technique with a larger volume of active heating and less susceptibility.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patients who underwent ultrasound-guided percutaneous microwave 

ablation for HCC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from January 2011 and December 2018 in Shengjing 

Hospital. Patients with HCC adjacent to large vessel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remaining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rates of complete ablation， local recurrence， 

recurrence free survival (RFS) and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treatment groups. 

Results: A total of 134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23 in study group and 111 in control 

group. All patients were successfully treated in the two groups. A total of 21 of 23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91.3%) and 105 of 111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94.6%) achieved complete ablation 

(P=0.902). Local recurrence was observed in 2 (8.7%)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and 13 (11.7%) in the 

control group (P=0.957).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in RFS (13.9 vs 26.0months， 

P=0.680) in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No major complications occurred in either group. 

Conclusions: Ultrasound-guided percutaneous microwave ablation appears to be a safe procedure and 

can achieve comparable oncological efficacy for HCC adjacent to large vessels. 

Key Words: HCC; Ultrasound; microwave; ab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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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enomic-clinical nomogram predicting recurrence-free survival for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Junjie Kong#* Wentao Wang 

（# indicates the presenting author, * indicates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Affiliation: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E-mail: xufengsjh@126.com 

Objective: Liver resection surgery i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treatment strategy for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chance for recurrence in 

these patients despite the survival benefits of this procedure.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recurrence-related genes (RRGs) and establish a genomic-clinical nomogram for predicting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in HCC patients. 

Methods: Datasets downloaded form the Gene Expression Omnibus and The Cancer Genome Atlas 

databases were used to screen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DEGs) and recurrence-related genes 

(RRGs). Functional enrichment analysis of DEGs was performed to explore the main pathways 

involved in HCC. Afterwards, using Cox regression and LASSO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 

gene-based risk model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Harrell’s concordance index (C-index),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and calibration curves were employed to asses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isk model. Finally, a genomic-clinical nomogram was established to predict the 1-, 2- and 

3-year probability of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for HCC patients. 

Results: 123 differently expressed genes (DEGs) and 3 RRGs (PZP, SPP2, and PRC1) were identified 

from online databases via Cox regression and LASSO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and a gene-based 

risk model containing RRGs was then established. The Harrell’s concordance index (C-index),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and calibration curves showed that the model performed well. 

Finally, a genomic-clinical nomogram incorporating the gene-based risk model, AJCC staging system, 

and 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performance status (ECOG-PS) was constructed to predict 

the 1-, 2-, and 3-year recurrence-free survival rates (RFS) for HCC patients. The C-index, ROC 

analysis, and decision curve analysis (DCA) were good indicators of the nomogram’s performance.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we identified 3 reliable RRGs associated with the recurrence of cancer 

and constructed a nomogram that performed well in predicting RFS for HCC patients. These findings 

could enrich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s for HCC recurrence， help surgeons predict patients’ 

prognosis, and promote HCC treatment. 

Key Words: liver cancer; recurrence; bioinformatics; nom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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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内胆管癌复发相关关键基因的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 

李风伟# 沈 锋* 王 葵*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E-mail: shengfengehbh@sina.com, wangkuiykl@163.com 

 

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探讨与 ICC 术后复发相关的 hub 基因。 

方法：从癌基因组图谱数据库中筛选出 ICC 与癌旁正常肝组织的差异表达基因，共鉴定出 1019

个 DEGs。然后，在 DEGs 的基础上构建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构建了 4 个模块，并选择红色模

块作为中心模块，因为红色模块与患者复发状态的相关性最高。功能富集分析表明，该基因在细

胞粘附、免疫应答、细胞迁移的正调控和 gtpase 活性的正调控等方面都有丰富的表达。利用加

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和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筛选出 19 个红色模块的候选 hub 基因。经过一系列的

验证，三个基因（A2M、ESR1 和 Syne1）被鉴定为真正的中枢基因。 

结果：我们的研究表明，三个基因（A2M、ESR1 和 Syne1）的表达与 ICCA 患者的无病生存率

呈负相关。 

结论：我们的发现可能为改善 ICC 患者的风险评估、潜在治疗目标和预后预测提供新的见解。 

关键词：肝内胆管细胞癌; 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 复发;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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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营养风险指数（GNRI）预测乙型肝炎病毒相关肝细胞癌老年患者 

肝切除术后的预后 

李 磊#* 王海清* 冯燮林*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四川省肿瘤医院 

E-mail: 85536819@qq.com, 541026814@qq.com, sccddyll@hotmail.com 

 

目的：老年营养风险指数是一种新营养预测指数，已被用于评估罹患恶性肿瘤的老年患者，包括

非小细胞肺癌、肾细胞癌和食道鳞状细胞癌等。肝切除术后 HCC 患者 GNRI 与其预后的关系尚

未见报道。我们进行了一项回顾性研究，探寻 GNRI 与老年 HCC 患者肝切除术后的短期、长期

临床结果的关系。 

方法：我们纳入了 261 例接受肝切除术的老年 HCC 患者。GNRI 是 Buzby 等人设计的营养风险

指数（NRI）的改编版，计算公式如下：GNRI = 1.487×血清白蛋白浓度（g / L）+ 41.7×术前体

重/理想体重（kg）。在空腹状态下测量血清白蛋白水平，在手术前 3-5 天收集血液样本。理想体

重= 22×身高的平方（m），使用洛伦兹公式计算得出，将患者分为高风险组（GNRI &lt; 82），

中风险组（82-92），低风险组（92-98）和正常组（GNRI&gt;  98）。对所有纳入的患者进行随访

直至 2017 年 12 月或死亡，并对其病历与随访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所有数据均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 软件 21.0 和 GraphPad Prism 7.00 进行。 

结果：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术前 GNRI 值（HR 0.910，95％CI（0.876-0.945），P &lt; 0.001），

中风险组（HR 9.956，95％CI（3.454-28.699），P &lt; 0.001） 高风险组（HR 17.700，95％CI

（4.106-76.291），P &lt; 0.001）是术后肝衰竭的危险因素。中风险组（HR 8.726，95％CI（2.130–

35.752），P = 0.003）和高风险组（HR 26.336，95％CI（5.576–124.383），P &lt; 0.001）和输血

（HR 0.161，95％CI（0.046–0.560），P = 0.004）被确定为严重术后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根

据 GNRI 值对患者进行分类，组间的 1 年，3 年和 5 年总生存率存在显著不同。单因素和多因素

分析结果显示术前血小板计数（HR 1.003，95％CI（1.001–1.005），P = 0.001），微血管浸润（HR 

0.634，95％CI（0.414-0.971），P = 0.036）和术前 GNRI 值（HR 0.977，95％CI（0.964-0.990），

P &lt; 0.001）是影响患者术后总体生存的独立预测因素。 

结论：这项回顾性研究表明术前 GNRI 可以预测肝切除术后严重的并发症包括肝衰竭，GNRI 评

分与老年 HCC 患者肝切除术后的总体生存有关。 

关键词：老年营养风险指数（GNRI）; 肝细胞癌; 肝切除术; 术后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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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CE 联合碘 125 粒子植入治疗原发性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疗效分析 

李小军#*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江西省肿瘤医院 

E-mail: 13507917610@163.com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联合碘

125 粒子植入治疗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的疗效。 

方法：方法：对江西省肿瘤医院肝肿瘤诊疗中心 2015-05-01-2017-12-1 收治的 56 例原发性肝癌

合并门静脉癌栓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接受 TACE 治疗联合超声引导下门静脉癌栓碘 125

粒子植入术，或经皮门静脉支架及碘 125 粒子植入术联合的患者为联合组(n=26); 仅接受 TACE

治疗的患者为单纯组(n=30)。对两组患者术后 1 个月短期疗效及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

进行比较，并对 OS 差异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联合组 1 个月-有效率(response rate，RR)为 53.8%(14/26)，单纯组 RR 为 13.3%(4/30)，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34）；联合组和单纯组的中位生存期分别为15.79和8. 62个月（P=0.0061）。 

结论：TACE 联合碘 125 粒子植入治疗可有效提高患者短期疗效并延长晚期肝癌患者 OS。有望

成为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的有效治疗手段。 

关键词：肝癌; 门静脉癌栓; 肝动脉化疗栓塞术; 碘 125 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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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三维可视化技术计算肝切除术后余肝内缺血区的临床研究 

李小龙# 朱小东 孙惠川*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mail: sun.huichuan@zs-hospital.sh.cn 

 

目的：利用三维可视化技术基于术前肝脏 CT 扫描图像构建三维模型，通过规划手术切线及流域

分析模拟，计算肝切除术后不同血管损伤导致的余肝内缺血区，并探究其与不同临床结局的关系。 

方法：该回顾性研究纳入 2017 年 6 月到 2018 年 12 月在我科接受肝叶、肝段切除术且在术前及

术后 1 周均行肝脏增强 CT 扫描的患者。通过规划手术切线及流域分析，我们模拟并计算门静脉

相关余肝缺血区、肝静脉相关余肝缺血区、任一血管相关余肝缺血区的范围，使用标准肝脏体积

作为分母对各个估计的余肝缺血区进行标化以减少个体间差异对研究的影响。分析不同血管损伤

相关的余肝缺血区与术后并发症、肝切除术肝功能不全等不良结局的关系。 

结果：共有 79 例患者进入研究，我们发现以 1.55%作为计算的余肝缺血区的分界线进行分组时，

衡量术后 1 周真实肝内缺血区的敏感性、特异性最佳。共有 30 例患者（38%）发生了肝切除术

后肝功能不全，其中 A 级 27 例、B 级 3 例。37 例患者（47%）发生了术后并发症，其中 I 级 21

例、II 级 4 例、III 级 12 例。通过单因素续接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发现门静脉相关余肝缺血区 &gt;  

1.55%是预测术后肝功能不全的独立危险因素（比值比 5.0，95%可信区间：1.0-23.9；P = 0.044），

肝静脉相关余肝缺血区 &gt;  1.55%是预测术后 III 级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比值比 25.2，95%

可信区间：2.4-269.6；P = 0.008）。另外，术前肝脏弹力 &gt;  11.75 kPa、血管完全的余肝体积

是预测术后肝功能不全及术后 III 级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本研究证实基于肝脏 CT 扫描构建的三维可视化模型可模拟、计算肝切除术后余肝缺血区，

并准确预测术后肝功能不全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 

关键词：肝切除术; 术后肝功能不全; 三维可视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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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肝转移全腹腔镜与腹腔镜辅助同期切除术的对比研究 

李星辰# 蔡建强* 李智宇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肝胆外科 

E-mail: caijianqiang188@sina.com 

 

目的：比较同时性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行全腹腔镜与腹腔镜辅助同期切除手术的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 

方法：回顾性收集 2008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2 月于我院肝胆外科行全腹腔镜或腹腔镜辅助同期切

除术的患者临床资料，按照全腹腔镜或腹腔镜辅助手术进行分组，根据倾向性评分法进行 1:2 匹

配。计数资料的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对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等级资料及不服从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的分析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采用 Kaplan-Meier 法绘制累积生存曲线，

并以 Log-rank 检验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共纳入同时性结直肠癌肝转移同期手术患者 159 例，倾向评分匹配后，最终纳入 66 例，

其中全腹腔镜组 22 例，腹腔镜辅助组 44 例，两组患者术前基线资料无差异(P&gt; 0.05)。术中

全腹腔镜组出血量(ml)[100(100，300)]vs 腹腔镜辅助组[200(100，400)](Z=-0.608，P=0.543)、输

血比例(P=0.650)及手术时间(P=0.081)无差异。两组在术后住院时间、排便时间及并发症发生率

方面亦无明显差异。但全腹腔镜组未发生 Clavien-Dindo II 级及以上并发症。总生存率(P=0.560)

和无病生存率(P=0.152)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全腹腔镜与腹腔镜辅助结直肠癌同期切除术均有相似的安全性和近远期疗效，应根据患者

病情和术者习惯选择相应合理术式。 

关键词：结直肠癌; 肝转移; 同期手术; 倾向评分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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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肝切除术与二步肝切除术在大肝癌治疗中的比较：倾向性评分匹配研究 

李 曜#* 周伟平* 李鹏鹏 黄 罡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E-mai yiulee@foxmail.com, ehphwp@126.com 

 

目的：大肝癌手术切除后复发率高，生存率低，目前缺乏有效提高大肝癌术后生存的方法。二步

肝切除术多用于剩余肝体积不足的情况。但未有研究讨论在大肝癌中，是否有使用二步肝切除术

的必要。本研究旨在比较术前三维模拟切除时无法保证肿瘤切缘的大块肝切除术中采用一步紧贴

肿瘤切除和扩大切缘的二步肝切除术对患者无复发生存期和总体生存期的差别。 

方法：自 2016 年 8 月 8 日到 2019 年 2 月 2 日共 202 例大肝癌的患者被回顾性纳入本研究。所有

患者均于术前接受三维可视化技术的术前规划。根据患者采用的治疗方式分为一步肝切除组

（n=146）和二步肝切除组（n=56），其中二步肝切除组包括 ALLPS（n=34）和 PVE（n=22）。

根据主瘤直径、年龄、微血管癌栓、性别、肝纤维化程度、HBV-DNA，采用倾向性评分对两组

患者进行 1:1 配对。 

结果：经过倾向性评分，每组包括 56 例患者。匹配后一步肝切除术切除 1、2、3、4 年无复发生

存率为：44.0%、31.5%、27.3%、21.0%；二步肝切除的：60.6%、45.4%、43.5%、32.3%。两组

相应的总体生存率为：61.0%、45.2%、43.8%、38.4%和 69.6%、62.5%、60.7%、57.3%。二步肝

切除术组的无复发生存期与总生存期优于一步肝切除术的患者（P=0.013，P=0.038）。倾向性评

分前后两组切缘差异均具有统计意义（P＜0.01），二步切除组切缘大于一步切除组。两组术后总

体并发症、术后肝衰和 90 天死亡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在大肝细胞患者的手术中，对于一步无法保证切缘足够的大块肝切除术患者，采用二步肝

切除术可以增大剩余肝体积，扩大手术切缘，改善患者的复发和长期预后。 

关键词：一步肝切除术; 二步肝切除术; 大肝癌; 倾向性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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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性研究原发性肝癌患者术前血糖水平对预后的影响 

梁家豪# 齐亚鹏 张 杰 姜经航 吴慧洁 黎乐群 钟鉴宏* 向邦德*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E-mail: 503680348@qq.com, 503680348@qq.com 

 

目的：术前空腹血糖水平是否影响肝细胞癌患者的预后尚有争议。我们回顾性地评估了术前血糖

水平对肝细胞癌患者肝切除术后预后的影响。 

方法：根据术前空腹血糖水平，将 2004 年至 2013 年进行根治性肝切除治疗的 child-pugh A 或 B

级患者分为正常血糖组(3.61&lt; 空腹血糖≤6.1 mmol/L，412 例)、糖尿病组(临床诊断，59 例）

和低血糖组（≤3.61mmol/L，78 例）。采用 Kaplan-Meier 法比较 3 组患者的 1、3、5 年无瘤生存

期（DFS）和总生存期(OS)。为了减少这三个组之间基线数据差异的干扰，三组间使用 1:1 比例，

0.1 卡尺宽度的倾向评分匹配来进一步分析。 

结果：对患者进行匹配前和匹配后的分析显示，三组间的 1 年，3 年和 5 年 DFS 没有统计学差

异，而低血糖组的 OS 明显低于其他组。 Cox 回归确定以下作为 OS 的独立预测因子：肿瘤直径

&gt; 10cm，多发肿瘤，肿瘤包膜不完整，血清 AST&gt; 40U/L，血管侵犯和 HBsAg 阳性。 它

还确定了以下作为 DFS 的独立预测因子：多发性肿瘤，肿瘤包膜不完整和血清 AST&gt; 40U/L。 

结论：术前低血糖可能导致肝细胞癌患者在行肝切除术后预后更差。 

关键词：肝癌; 肝切除术; 低血糖;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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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下左半肝切除治疗原发性肝癌的临床疗效及对血清炎症因子的影响 

刘 俊#*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海南省人民医院 

E-mail: 42678742@qq.com 

 

目的：比较腹腔镜与开腹左半肝切除治疗原发性肝癌的临床疗效及对血清炎症因子的影响 

方法：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于我院收治的 80 例左肝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

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实验组予以腹腔镜左半肝切除术治疗，对照组予以开腹左半肝切

除术治疗，比较两组的手术情况和术后恢复情况。 

结果：两组手术均获成功、无死亡病例。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和手术时间无统计学差异( P ＞ 0. 

05) ;  实验组术后恢复情况( 首次排气时间、住院时间) 显著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实验组患者术后 1 周血清 C 反应蛋白，白细胞介素-6（IL-6）及肿瘤坏死因子-α（TNF-a）

的表达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腹腔镜左半肝切除术相较于开腹左半肝切除术治疗左半肝能够在保证临床疗效的前提下，

具有创伤小，炎症反应小，恢复快等优势。 

关键词：腹腔镜; 左半肝切除; 原发性肝癌; 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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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外科 Apgar 评分在预测肝门部胆管癌术后风险中的应用价值 

刘俊鹏# 苏 洋*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E-mail: suyang_1973@163.com 

 

目的：探讨改良外科 Apgar 评分（modified surgical Apgar score，mSAS)在预测肝门部胆管癌术后

风险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4 月至 2019 年 9 月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因肝门胆管癌（hilar 

cholangiocarcinoma，HC)手术的患者共 180 例。分析了改良外科 Apgar 评分与 HC 术后并发症发

生率的相关性，运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HC 术后并发症发生的危险因素，并通过受试者工

作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比较改良 Apgar 评分与外科 Apgar 评分

（surgical Apgar score，SAS)对 HC 术后并发症的预测能力。 

结果：180 例患者中 120 例术后出现了并发症，发生率为 66.7%。并发症组与无并发症组间 mSAS

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0)。将并发症单独分析显示，菌血症、肺部感染、腹腔感染、

切口并发症、腹腔出血以及肝功能衰竭与无相应并发症患者间 mSAS 评分具有统计学差异（P&lt; 

0.05），而胆漏未见显著差异(P＞0.05)。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mSAS、手术方式、术前黄疸水平

是 HC 术后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P&lt; 0.05）。mSAS 与 SAS 预测 HC 术后出现并发症的 ROC

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分别为 0.826 和 0.770。mSAS 的最佳临界值为 6.5，敏感

度为 96.3%，特异度为 58.2%，准确度为 75.6%。 

结论：改良外科 Apgar 评分有助于预测肝门部胆管癌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关键词：外科 Apgar 评分; 术后并发症; 肝门部胆管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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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I 评分联合 sFLR 在肝癌患者术后预后评估中的价值 

刘朔晖#* 严 俊 李 汛*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E-mail: lzyjess8833@163.com, lxdr21@126.com 

 

目的：分析影响肝细胞癌患者肝切除术后预后因素并探讨白蛋白-胆红素评分联合标准化残肝体

积比在肝细胞癌患者肝切除术后预后评估中的价值。 

方法：收集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于兰州大学第一医院普外二科、普外五科因肝细胞癌行肝

切除术治疗的患者的临床资料，应用 Cox 回归模型分析影响肝癌患者肝切除术后预后的因素，

用 Kaplan-Meier 法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 检验比较组间差异。 

结果：影响肝癌患者肝切除术后预后的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大血管侵犯（RR=7.803， P=0.002）、

微血管侵犯（RR=3.265， P=0.040）、sFLR（RR=0.179， P=0.012）是影响肝癌患者术后总体生

存情况的独立预后因素。大血管侵犯（RR=3.888， P=0.009）、微血管侵犯（RR=2.825， P=0.020）、

sFLR（RR=0.369， P=0.034）、术后 ALBI 分级（RR=2.806，P=0.017）是影响肝癌患者术后无

瘤生存情况的独立预后因素。术后 ALBI-II 级和 III 级的肝癌患者 1 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 85.4%

和 76.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85）。术后 ALBI-II 级和 III 级的肝癌患者 1 年无瘤生存率

分别为 76.3%和 38.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lt; 0.05）。sFLR ≤ 70%和&gt; 70%的肝癌患者

1 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 61.8%和 95.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lt; 0.05）。1 年无瘤生存率分别为

51.9%和 79.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lt; 0.05）。 

结论：术后 ALBI 分级是肝细胞癌患者肝切除术后肿瘤复发有效的预测指标，sFLR 是影响肝癌

患者术后总体生存和无瘤生存情况的独立保护性因素。 

关键词：肝癌; 肝切除术后; ALBI 分级; sF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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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I 评分联合 sFLR 对肝癌患者肝切除术后肝衰竭的预测价值 

刘朔晖# 严 俊 李 汛*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E-mail: lxdr21@126.com 

 

目的：分析影响肝癌患者肝切除术后肝衰竭（PHLF）发生的危险因素，探讨白蛋白-胆红素（ALBI）

评分联合标准化残肝体积比（sFLR）在预测 PHLF 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收集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于兰州大学第一医院普外二科，普外五科因肝细胞癌行肝

切除术治疗的患者的临床资料。运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 PHLF 的危险因素，用受试者工作特

征曲线（ROC）分析比较 ALBI 评分、sFLR、ALBI 评分联合 sFLR 对 PHLF 的预测能力。 

结果：共有 72 例患者纳入本研究，且均为 Child-A 级，PHLF 发生率为 27.78%（20/72），其中

ALBI-I 级患者 54 名，ALBI-II 级患者 18 名，ALBI-I 级和 II 级患者 PHLF 发生率分别为 12.96%

（7/54）和 72.22%（13/18），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lt; 0.05)。PHLF 的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PLT（OR 值=0.03 P&lt; 0.05）、ALBI 分级（OR 值=11.758 P&lt; 0.05）、sFLR（OR 值=0.835 P&lt; 

0.05）是影响肝癌患者PHLF发生的独立因素。ALBI评分联合 sFLR对应ROC曲线下面积（AUC）

为 0.892，大于 ALBI 评分（AUC=0.799）和 sFLR（AUC=0.773）。 

结论：相较于 Child-Pugh 评分，ALBI 评分预测肝癌患者 PHLF 的效果更准确，ALBI 评分联合

sFLR 预测肝癌患者 PHLF 优于单独 ALBI 评分或 sFLR。 

关键词：肝癌; ALBI 评分; sFLR; 术后肝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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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型肝细胞癌窄切缘（＜1cm）肝部分切除术联合术中电子线放疗： 

一项前瞻性非随机对照研究 

柳云贺# 吴健雄* 王黎明 荣维淇 吴 凡 郑艺玲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E-mail: dr.wujx@hotmail.com 

 

目的：探讨中央型肝细胞癌窄切缘（＜1cm）肝部分切除术联合术中电子线放疗（intraoperative 

electron radiotherapy， IOERT）的安全性及对患者预后的影响。 

方法：这是一项单中心、前瞻性、非随机对照研究。从 2012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 月，共有 188

例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肝胆外科的同一组外科医生诊断为中央型肝细胞癌并施行了窄切

缘肝部分切除术的患者被纳入了研究。患者被分为术中放疗组（IOERT 组，共 64 例）和单纯手

术组（对照组，共 124 例）。收集并分析所有患者的围手术期资料和预后情况，并对伴有微血管

侵犯（microvascular invasion，MVI）的患者进行亚组（IOERT 亚组 31 例，对照亚组 42 例）事

后比较分析。 

结果：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IOERT 组无围手术期死亡患者，总手术时间较对照组平均延

长了约 70 分钟。作为术中放疗可能出现的近期副反应，胆瘘、术后出血、伤口愈合并发症及胃

排空障碍的发生率，两组间无差别；IOERT 组未出现放射性肝损伤。对于所有患者，1、3、5 年

无复发生存（recurrence-free survival， RFS）率为 68.7%、48.1%、41.6%，中位 RFS 时间为 33.0

个月。IOERT 组患者的 1、3、5 年 RFS 率为 74.1%、57.0%、57.0%；相应地，对照组为 65.8%、

43.5%、37.0%（p=0.111）。对于所有患者，1、3、5 年总生存（overall survival，OS）率为 88.9%、

80.4%、63.3%，中位 OS 时间为 72.0 个月。IOERT 组患者的 1、3、5 年 OS 率为 93.0%、88.8%、

59.2%；相应地，对照组为 86.7%、77.2%、62.8%（p=0.116）。亚组事后比较分析显示，IOERT

亚组患者的 1、3 年 RFS 率为 57.0%、49.7%；对照亚组患者的 1、3、5 年 RFS 率为 48.8%、18.8%、

14.1%（p=0.064）。IOERT 亚组患者的 1、3、5 年 OS 率为 89.5%、85.9%、0%；相应地，对照

亚组为 65.8%、48.8%、40.2%（p=0.012）。 

结论：中央型肝细胞癌窄切缘肝部分切除术联合术中电子线放疗在技术上是可行并且安全的。两

组患者无复发生存期和总生存期无统计学差异，但是亚组事后比较分析显示，术中电子线放疗可

使伴有 MVI 患者的术后生存获益。 

关键词：肝细胞癌; 中央型; 术中电子线放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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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窄切缘（＜1 cm）肝部分切除术的 245 例中央型肝细胞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

分析 

柳云贺# 吴健雄* 王黎明 荣维淇 吴 凡 郑艺玲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E-mail: dr.wujx@hotmail.com 

 

目的：分析行窄切缘（＜1 cm）肝部分切除术的中央型肝细胞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影响

因素。 

方法：将中央型肝细胞癌定义为与肝静脉、门静脉、胆管系统肝内主干分支或肝后下腔静脉黏连，

或距离小于 1 cm 的肝细胞癌。从 2012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 月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肝胆外

科同一组外科医生诊治的 245 例中央型肝细胞癌患者均接受了窄切缘肝部分切除术，回顾性分析

这些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和随访结果。采用 Kaplan-Meier 法计算生存时间，应用 Log-rank 检验

对可能与预后相关的 21 个因素行单因素生存分析，多因素生存分析采用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 

结果：245 例中央型肝细胞癌患者全部获得随访，共复发 112 例，肝内复发（92.0%）为首次复

发的主要方式；共死亡 49 例，均死于肿瘤进展。245 例患者术后 1、3、5 年无复发生存率为 68.5%、

47.1%、39.7%，中位无复发生存时间为 28 个月。245 例患者术后 1、3、5 年总生存率为 88.5%、

78.9%、66.6%。单因素分析显示，肿瘤多灶、肿瘤直径、分化程度、卫星结节、微血管侵犯、

肝被膜侵犯、BCLC 分期与无复发生存相关；AFP 水平、肿瘤直径、分化程度、卫星结节、微血

管侵犯、肝被膜侵犯、术中出血＞800 毫升、BCLC 分期与总生存相关。多因素分析显示，肿瘤

多灶、微血管侵犯、肝被膜侵犯、BCLC 分期是影响中央型肝细胞癌患者术后无复发生存的独立

危险因素；卫星结节、微血管侵犯、肝被膜侵犯、术中出血＞800 毫升、BCLC 分期是影响中央

型肝细胞癌患者术后总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应以手术为主对中央型肝细胞癌患者进行积极治疗，在保证肿瘤 R0 切除的前提下，窄切

缘肝部分切除术是安全有效的。中央型肝细胞癌患者术后 1 年内复发明显，但经过积极的综合治

疗，仍可获得较好的预后。肿瘤的临床分期和生物学行为是促进术后复发的主要原因，在肿瘤的

早期发现并积极治疗、减少术中出血能使中央型肝细胞癌患者拥有更好的预后。 

关键词：肝细胞癌; 中央型; 窄切缘;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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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重建技术在肝脏肿瘤手术中的应用 

鲁首男# 邰 升*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普外一科 

E-mail: taisheng1973@163.com 

 

目的：外科手术治疗靠近肝静脉汇合处的中心位置的肿瘤仍然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三联

切除术被认为是首选方式，但因术后肝衰竭而导致高死亡率。因此，应尝试最大程度地保留实质。

我们认为血管重建技术可达到这一目的，故本文探究血管重建技术在肝脏肿瘤中的优势。 

方法：统计近三年来在肝脏肿瘤手术过程中应用血管重建技术的病人共 4 例，收集其病历和随访

资料，并总结血管重建过程中的体会与心得。 

结果：过去，许多外科医生认为具有血管浸润或受累的肝肿瘤是无法切除的，或者至少与手术有

关的风险大于获益。在过去的几年中，外科思想有了发展。现在，许多外科医生考虑进行血管切

除术，以达到切除肝恶性肿瘤（包括肝门胆管癌以及其他原发性或继发性肝癌）的负切缘。我们

通过切除包括门静脉，肝动脉和肝静脉，并且进行血管重建可以让许多原本无法切除的肿瘤得到

切除，使病人延长生命甚至达到临床治愈的效果。术前应用影像学资料及三维重建技术明确肝内

脉管结构与肿瘤关系，充分做好术前准备，手术中在保证肿瘤 R0 切除的前提下应用血管重建技

术能够最大限度保留剩余肝脏，使病人术后肝功能恢复更加迅速，减少肝衰发生可能。 

结论：肝脏肿瘤手术中应用血管重建技术可保留更多肝实质，减少术后肝衰发生的可能，同时可

作为活体肝移植换法良好的技术训练与储备。 

关键词：肝脏肿瘤; 血管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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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双胍对合并糖尿病的肝癌患者肝切除预后的影响 

陆伟东# 沈 锋* 王 葵* 张小峰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E-mail: shenfengehbh@sina.com, wangkuiykl@163.com 

 

目的：临床中，部分 HCC 患者合并糖尿病，糖尿病也增加了肝癌的风险。二甲双胍是用于治疗

2 型糖尿病的一线用药，相当多的研究表明二甲双胍具有化学预防作用，并且与降低肝癌风险有

关，但二甲双胍对 HCC 患者肝切除后肿瘤复发及整体生存的影响尚有争议。本课题回顾性的研

究从 2011年到 2013年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经病理证实的行R0切除的合并糖尿病的HCC患者，

比较术前及术后使用二甲双胍对合并糖尿病的 HCC 患者 R0 切除术后的生存差异，探究二甲双

胍是否是合并糖尿病的 HCC 患者生存和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方法：前瞻性的搜集、回顾性的研究从 2011 年到 2013 年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经病理证实的行

R0 切除的糖尿病合并 HCC 病人。术后前 2 年，每 2 个月随访一次，2 年后每 3 到 6 个月随访一

次。总体生存率（OS）和至复发时间（TTR）作为研究的主要终点。OS 定义为从手术切除到病

人死亡或失访的时间。TTR 定义为从手术切除到肿瘤复发或转移的时间 

结果：从 2011 年到 2013年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经病理证实的行 R0切除的 3318名HCC 病人中，

纳入了 255 名糖尿病合并 HCC 患者，其中术前使用二甲双胍的患者 116 名，术前不使用二甲双

胍的患者 139 名。对两组 HCC 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进行比较发现，两组之间的年龄具有显著的

差异。对糖尿病合并总体 HCC 病人初步进行生存分析发现，二甲双胍组与对照组总生存率方面

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术后使用二甲双胍的糖尿病合并 HCC 患者无生存优势。 

关键词：肝细胞癌; 二甲双胍; 生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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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晚期肝细胞癌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罗瑞英#* 李玉民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兰州大学 

E-mail: 635665425@qq.com 

 

目的：去年美国学者 James P 关于免疫治疗癌症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因此，在恶性肿瘤尤

其是肝恶性肿瘤当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肝癌的发展或治疗也成了学术界的热点，大量研究也

显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对晚期肝细胞癌的治疗有显著的疗效。 

方法：原发性肝细胞癌(HCC)是中国发病率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据 2018 年全球统计数据显示，

发病率位列恶性肿瘤第 6 位，肿瘤导致的病死率第 4 位，全球全年新发病例约 84 万，死亡约 78

万。而 2015 年我国的数据统计显示，全年新发病例大概 46.6 万例，位居恶性肿瘤第 4 位；全年

因肝癌死亡达 42.2 万例，肿瘤死因第 3 位。虽然普美显核磁等检查的使用，有效的提高了肝恶

性肿瘤的检出率，但由于医疗成本及患者经济成本的考量，使之无法全面筛查，目前对于 HCC

缺乏有效的早期筛查措施，许多患者发现恶性肿瘤时，已处于进展期或晚期，虽然目前手术技术

的提高，但无法做到根治性切除，HCC 本身对于传统的放化疗敏感性不强，这也使得 HCC 死亡

率较高。由于肿瘤免疫学的理论与技术的研究深入，免疫治疗肿瘤有了很大的进步，其中免疫检

查点抑制剂（ICPI）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针对 HCC，目前已经使用或正在研究的免疫

检查点抑制剂有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相关蛋白 4(cytotoxic T lymphocyte-associated antigen-4，

CTLA-4)抑制剂（Ipilimumab、Tremelimumab）、PD-1 抑制剂（Pembrolizumab、Nivolumab）和

抗 PD-L1 抑制剂（Atezolizumab、Durvalumab、Avelumab）等。在 2019 年的 HCC 的大量研究之

中，ICPI 治疗依然是相关研究中的焦点。本文就目前 ICPI 在晚期 HCC 中治疗的关键进展做一

综述。 

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原理 

肿瘤患者机体内会发生肿瘤免疫逃逸或免疫缺陷，ICPI 的功能使的肿瘤免疫正常化，人体免疫

系统主要执行者 T 细胞的活化和发挥效应需要两个信号的作用，信号 1 是 MHC 呈递的免疫原性

肽抗原能与 TCR 结合，也是 ICPI 作用的位置；CD28 可激活机体 T 细胞的活化，CTLA-4 则竞

争性结合 CD28 预备结合的 CD80 和 CD86，CTLA-4 可抑制 T 细胞活化，信号 2 即共刺激分子

如CD28，通过使T细胞共刺激表面受体CD28结合抗原呈递细胞（APCs）表面的配体CD80（B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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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CD86（B7-2）转导信号，激活 T 细胞。PD-1 的作用则竞争性抑制 TCR 的信号传递使得抑制

TCR 下游的信号传递，从而阻断了信号 1。 

机体免疫检查点正如一个指挥枢纽，其传递的下游信号能抑制 T 细胞的活化，简介导致了 T 细

胞的增殖，其影响机体免疫系统是继续进行还是暂停查杀肿瘤细胞。肿瘤细胞利用机体免疫缺陷，

逃避免疫系统的对肿瘤的查杀。而免疫检查点抑制的作用就是调整机体免疫功能，使得机体免疫

正常化，恢复对肿瘤细胞的查杀，肿瘤环境里肿瘤特异性 T 细胞高表达检查点分子，因此，阻

断免疫检查点信号的传导，可以重新释放被抑制的 T 细胞，使其激活。目前研究最多的免疫检

查点抑制剂有 CTLA-4 抑制剂与 PD-（L）1 抑制剂，其主要作用于 T 细胞激活过程通路

CTLA-4/B7-1/2和PD-1/PD-L1中两个关键点。ICPI通过激活T细胞的活化对肿瘤细胞产生作用。

除了以上两种通路，其余在肿瘤免疫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新检查点分子不断被发现，有望成为未来

肿瘤治疗新的靶标。 

二、不同类型 ICPI 在晚期 HCC 中的应用 

1 PD-1 阻断剂 

程序性死亡分子（programmed death-1，PD1）/PD1 配体（PD1 ligand，PD-L1）抑制剂在黑色素

瘤的客观缓解率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PD-1 阻断剂 nivolumab 是针对性抑制 PD1/PD-L1 的 IgG4

单克隆抗体。HCC 当中高表达 PD1/PD-L1 与 HCC 较差的终末生存期（OS）和较短的无进展生

存期相关。2017 年 Melero 等研究关于 nivolumab 治疗无法手术切除的晚期 HCC 的临床研究，

分两个阶段：Ⅰ期试验剂量提升(48 例)和Ⅱ期试验剂量扩增(214 例) 。结果表明，ORR 是 18. 6% 

( 27 / 145) ，中位 DOR 是 9.9 个月，DCR 为 64. 1% ，第 6 个月与第 9 个月的 OS 率分别是 82. 1% 

(119 /145)和 71.0% (103/145) ，治疗效果与病因组学无相关性，PD-L1 的表达水平与药物疗效无

相关性。Ⅱ期试验的中位 OS 尚未达到，但Ⅰ期试验中 37 例生存＞ 15.0 个月；Ⅱ期试验中客观

缓解中位显效时间是 2. 7 个月；初治(n = 69)和 sorafenib 经治患者(n = 145)的 ORR 相近

(21.7%vs18.6%)；药物安全性中，Ⅱ期试验中 74.3% (159/214)的患者发生了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

然而 3～4 级 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仅仅是 18.7%(40/214)。上述研究证实了，nivolumab 对晚期

HCC 的治疗效果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提高了患者总的生存时间；在不良反应方面与其他化疗药

物相当。Soe 等关于 11 例晚期 HCC 患者治疗情况行单中心回顾性研究，纳入研究的患者均接受

nivolumab 治疗，用其治疗之前采取射频消融术。研究结果表明，54.5%的患者(6/11)复查 CT 或

MRI 提示肿瘤较治疗前缩小 17%～25%，发现瘤体变小最早发生于治疗 3 个周期后的复查当中；

当中 1 例患者接受 nivolumab 11 个周期后病情出现进展的变化；这项研究表明，局部消融术联

合 PD-1 抑制剂也许是 HCC 治疗的新措施。Pembrolizumab 于 2018 年 11 月 9 日美国 FDA 准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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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晚期 HCC 患者，作为高亲和力的免疫检查点 PD-1 抑制剂，Truong 等报道 1 例采用

pembrolizumab 治疗有效的转移性 HCC 患者。经 6 个周期治疗后肿瘤缩小、AFP 达到正常水平

[1]。KEYNOTE-224 研究显示，纳入研究的 104 例既往接受索拉非尼治疗的 HCC 的患者接受

Pembrolizumab 后，完全缓解达 1%，部分缓解为 16%，ORR 为 17%，44%的患者肿瘤无进展，

由此可见，PD-1 抑制剂治疗晚期 HCC 疗效明显，也说明了 Pembrolizumab 可作为晚期 HCC 的

二线治疗。在 2019 年 JSMO 年会上，KEYNOTE-240 实验公布结果，数据显示在纳入研究的 400

多例受试者中，Pembrolizumab可显著延长晚期HCC患者的OS（18.6个月对 10.4个月，HR=0.494，

P=0.0149）和 PFS（3.9 个月对 1.4 个月，HR=0.371，P=0.0008），此研究评价了免疫治疗对比安

慰剂在晚期HCC二线治疗中的疗效。也证明了单独应用PD-1抑制剂对晚期HCC有一定的疗效。 

结果：在经过 10 多年的探索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PI)的深入研究为晚期(HCC)的治疗带来曙

光，并带动了 HCC 免疫疗法的研究热潮。 

肝脏在机体防御功能中起着关键作用，肝内免疫细胞在识别病原体或自身细胞的过程中会产生一

定的免疫抑制状态，肝脏的慢性炎症会对这种抑制状态起到促进作用，这也使得 HCC 细胞增长

过快的因素之一。 

HCC 的免疫治疗因为自身的创新性和可观的临床疗效，可望成为 HCC 除手术、化疗之后的又一

种可选的治疗方式。但是，肝脏本身存在免疫耐受性，且机制复杂，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治疗仅

仅在晚期 HCC 中尝试。在未来免疫检查点阻断剂单独或联合化疗、放疗、HCC 疫苗、细胞因子

和过继性免疫细胞等多种治疗手段研究的逐步进行，检查点抑制剂对于 HCC 的治疗会有更大的

突破，也会被更多的 HCC 患者受益。 

结论：综上所述，虽然以 ICPI 为在 HCC 治疗中有很大的潜力，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的临床疗

效有待大样本多中心的论证。免疫检测 PD-L1 表达是否是决定肿瘤对 ICPI 治疗反应性的关键因

素，目前在 HCC 的治疗中也没得到证实[7-8]。所以，未来 ICPI 在 HCC 治疗中的应用还得考虑

HCC 分期、异质性，当然，ICPI 的安全性及耐药性仍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难题。 

关键词：晚期肝细胞癌; 免疫检查点;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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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分析和决策曲线分析构建肝肉瘤样癌的预后评估模型：116 例罕见癌症的人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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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肝肉瘤样癌（sarcomatoi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SHC）是一种罕见的肝癌亚型，对其

治疗及预后方面的了解尚缺少系统性认识，在精准医学的要求下，尚缺乏针对 SHC 的有效预后

评估模型。本研究旨分析 SHC 的临床病理特征，并为 SHC 构建适合临床决策的列线图预后评估

模型。 

方法：收集数据库中于 1977 年至 2015 年期间确诊为 SHC 的 116 名患者作为建模队列。首先用

基于生存数据用 X-tile 法对连续性变量（诊断时年龄，原发肿瘤大小）进行最佳临界值的确定。

在考虑竞争风险的情况下，构建累积风险模型用于计算肿瘤特异性死亡的累积发病率（CIF），

并对其进行 Gray 检验比较肿瘤与非肿瘤特异性生存的差异，初步筛选出与肿瘤特异性生存相关

的风险因素。随后应用 Lasso 和 Cox 比例风险回归进一步筛选出高风险因素，在 AIC 准则下，

构建预后列线图模型，用于预测 SHC 患者的 0.5、1 年的肿瘤特异性生存率（cancer specific survival， 

CSS）。并用一致性指数（C-指数）、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和校准曲线评估预后模型的预

测准确度。决策曲线分析（decision curve analysis， DCA）比较预后模型与 AJCC 分期在临床决

策中的有效性。同时收集 2000 年至 2017 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 18 名 SHC 患者的临床病

历资料，构建验证队列，进行预后模型的外部验证。 

结果：在建模组的多因素 Cox 分析中，与 SHC 肿瘤特异性生存相关的独立风险因素是 M 期、手

术切除和化疗，并且基于临床经验的考虑，将前面 3 个独立风险因素联同原发肿瘤大小进行预后

模型的列线图绘制。校准曲线提示预后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预后模型的 C-指数为 0.853（95％

CI 0.826 至 0.880），一致性明显高于 AJCC 分期评估系统（0.649，95％CI 0.613 至 0.685;  P &lt;  

0.0001）。主成分分析提示预后模型具有很高的特异性。预后决策曲线显示，在 SHC 患者肿瘤特

异性死亡风险概率超过 40％时，与 AJCC 分期系统相比，本研究的 SHC 预测模型在预测 0.5 和

1 年 CSS 更具优势（P&lt; 0.05）。在验证队列中，预后模型的 C-指数值（0.794，95％CI 0.728-0.860）

高于其他三个分期系统：巴塞罗那临床肝癌分期（BCLC）（0.722；P &lt; 0.005），Clip 评分（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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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lt; 0.005）和 Okuda 分期（0.495；P &lt; 0.005）。预后模型的预测准度（0.794，95％CI 0.728-0.860）

与 AJCC 第 8 版（0.784，95％CI 0.725-0.843）或 Izumi（0.822，95％CI 0.757-0.887）相比，无

统计学差异（P&gt; 0.2）。本研究的预后模型仅包含 4 个临床变量，远少于 AJCC 第 8 版和 Izumi

的评估变量。 

结论：M 期、手术切除和化疗是 SHC 患者 CSS 的独立风险因素，同时解剖性肝切除可获得更好

的预后。本研究基于生存分析和决策曲线分析构建的四因素预后模型的预测性能好，可为这种难

治性罕见癌的临床决策提供更多便利。 

关键词：肝肉瘤样癌; 预后; 数据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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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可切除肝癌术前放疗联合手术的可行性和安全性：一项单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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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肝细胞肝癌是全球第六常见恶性肿瘤，在恶性肿瘤死亡率中占第二位。手术治疗仍是肝细

胞肝癌的最主要治疗方式。然而术后高复发严重影响肝细胞肝癌的治疗效果。有效的辅助治疗应

该有助于降低复发率，改善预后。然而，辅助治疗的有效性尚无前瞻性临床试验研究证据。肝癌

细胞对放射线中度敏感，基础及临床研究发现提高放疗计量可增加肝癌的治疗反应、提高患者肿

瘤控制率和长期生存。对于中早期、可行外科手术切除的肝癌，其瘤灶相对较小，不伴门脉癌栓，

对适当选择的患者行短期相对高剂量的放射治疗的研究，证实此项治疗方案安全可行。本研究将

合并复发危 

方法：研究设计和研究对象：II 期单臂试验，2016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平均随访

期为 16 个月），该试验在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进行。研究对象为 18 岁及以上、

高复发风险、病情良好且肝脏储备足够，且能进行手术切除的患者。患者接受新辅助放疗（IMRT

或 VMAT），并在不超过 15 周后进行手术。主要观察结局是肝癌的复发和肝功能状况。 

结果：本研究共纳入 25 例肝细胞肝癌患者，患者均为男性，平均年龄为 55.13 岁（39 岁-67 岁），

其中 22 例患者为乙型肝炎患者，1 例患者为丙型肝炎患者，1 例患者无肝炎背景。收集患者放疗

及手术前后的各项血液、影像及病理检查资料，检测手术联合术前放疗对于肝功能及血常规，通

过合理的统计学分析，我们发现，放疗后患者 ALT、AST、TBIL、PTa 等肝功能指标无显著影响，

且患者术前肝功能基本处于正常范围。而放疗后患者 WBC、RBC 减低，且变化均有统计学意义，

PLT 水平有降低趋势。手术病理证实放疗后 MVI 阴性为 50%。而患者术后各项肝功能及血常规

指标出现明显变化。同时，根据患者术后复查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患者的肝功能可在短时间内

得到恢复。此外，我们对放疗前后患者肿瘤的体积进行了统计学分析，以肿瘤最大径作为观测指

标，结果表明肿瘤最大径在放疗前和放疗后，总体无明显变化（P=0.6）。同时，对于患者的甲胎

蛋白（AFP）水平进行监测及分析，可发现手术前后患者的甲胎蛋白（AFP）水平变化无明显统

计学意义，但患者放疗后甲胎蛋白水平明显下降（P=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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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根据研究结果，肝细胞肝癌术前放疗的安全性得到证实，可考虑在未来临床研究工作中进

一步增加研究的样本量，延长样本的观察时间，从而进一步探究合并复发危险因素的可切除 HCC

患者是否能够在术前放疗中更大程度的获益。 

关键词：可切除肝癌; 术前放疗; 预后; 临床试验 



 

 
 

65 

IV 期结直肠癌转移相关的免疫预后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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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转移性结直肠癌术后伊利替康化疗复发依旧是临床面临的问题。自 1999 年以来，Fong 的

CRS 评分有助于在术前评估术后复发风险，但是，是否有某种特定的基因特征作为标准筛选出

高复发风险的 mCRC？因此，我们旨在筛选这些特征基因并研究它们是如何调节 mCRC 的免疫

表型进而影响 mCRC 的预后。 

方法：我们研究了不同结直肠癌的 RNA 表达表达谱，首先基于转移相关基因，建立了转移评估

模型（MEM），将转移性结直肠癌分为高复发风险组和低复发风险组两组。对这两组的进一步研

究建立了基于两者之间差异表达的免疫相关基因的免疫预后模型（IPM）。然后，通过生物信息

学全面分析了 IPM 对转移性结直肠癌免疫微环境的影响。 

结果：这项研究分析了 914 个结直肠癌样品的 RNA 数据。转移性结直肠癌术后辅助性化疗的高

复发病人，其高复发风险归因于免疫应答的下调，这主要受 3 个转移相关的基因（BAMBI，F13A1，

LCN2）和 3 个免疫相关基因（SLIT2，CDKN2A，CLU）影响。基于 215 例 mCRC 的患者建立

并验证了 MEM 和 IPM，以区分生存风险低或高的患者。通过决策曲线分析，建立了列线图以供

临床实践应用。功能富集分析表明，免疫应答和免疫系统疾病通路分别是 IPM 的主要功能和通

路。此外，我们发现 IPM 高危组患者的 Tregs（P = 0.039），滤泡辅助性 T 细胞（P = 0.012），静

息树突状细胞（P = 0.007）和活化树突状细胞（P = 0.046）都升高，而记忆 CD4 + T 细胞（P = 0.018），

巨噬细胞 M0 型（P = 0.009）降低，同时较低风险组其趋化因子受体基因（CCR8）表达量更高

（P = 0.043）。并且我们发现 IPM 高危组的基质和免疫细胞浸润均低于低危组（分别为 P = 

0.000167 和 0.001），但其肿瘤纯度评分高于低危组（P ＝ 0.000194）。 深度挖掘发现 IPM 低风

险组对抗 CTLA4 治疗更有希望（Bonferroni 校正 P = 0.005）。在 135 种 FDA 化疗药物中，药物

数据库挖掘发现 IPM 低风险对常规化疗更为敏感（P &lt; 0.01）。 

结论：术后辅助性化疗 mCRC 的复发与免疫微环境密切相关。我们构建的免疫预后模型 IPM 可

识别不同生存风险的 mCRC 患者，并为 mCRC 的个性化疗和免疫疗法提供新的策略。 

关键词：转移性结直肠癌; 术后复发; 化疗; 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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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结直肠癌肝转移（CRLM）术后伊利替康化疗复发依旧是临床面临的问题。是否有某种特

定的基因特征作为标准筛选出高复发风险的 CRLM？因此，我们旨在筛选这些特征基因，并建

立 CRLM 的决策树预后模型。 

方法：我们研究了不同结直肠癌的 RNA 表达表达谱，首先基于转移相关基因，建立了转移评估

模型（MEM），将转移性结直肠癌分为高复发风险组和低复发风险组两组。对这两组的进一步机

器学习分析试图建立一个决策树模型来预测 CRLM 的 12 个月 PFS。 

结果：在这项研究中分析了 914 个结直肠癌样品的 RNA 数据。生存曲线分析和机器学习表明，

术后辅助性化疗 CRLM 的高复发风险归因于三个与转移相关的基因（BAMBI，F13A1，LCN2）、

辅助化疗方案以及原发肿瘤的 T 期。使用三个与转移相关的基因构建了转移评估模型（MEM），

并在 215 个 CRLM 中进行了验证，联合辅助化疗方案以及原发肿瘤的 T 期建立了决策树模型，

内部验证提示该模型可以高灵敏度（0.7500），高特异度（0.8182）和高精度（ROC＝0.7742，95％

CI 0.589-0.9041）评估 CRLM 的 12 个月无进展生存时间 PFS。 

结论：我们的决策树模型可以准确地预测 CRLM 的术后辅助性化疗的预后情况，并可适用于临

床实践。同时决策树模型强调了多个基因、辅助化疗方案和肿瘤生物学特性在 CRLM 治疗中的

作用。 

关键词：结直肠癌肝转移; 机器学习; 预后; 术后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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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康复外科理念联合精准肝切除治疗肝细胞癌的有效性及安全性分析 

骆鹏飞#*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脏外科 

E-mail: 843933960@qq.com 

 

目的：探讨加速康复外科理念联合精准肝切除治疗肝细胞癌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 393 例肝细胞癌行手术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按其围手术期处理方法不同分为

加速康复外科联合精准肝切除组（EP 组，n=73）、精准肝切除联合传统围手术期处理组（P 组，

n=55）、传统肝切除联合加速康复外科组（ERAS 组，n=118）和传统肝切除联合传统围手术期处

理组（C 组，n=147）。比较 4 组患者的术后住院时间（length of stay， LOS）、住院费用、并发

症发生率、术后 24h、48h 疼痛数字等级评定量表（numerical rating scale， NRS）评分、术后下

床活动时间和肠道通气时间。 

结果：与 P 组相比，EP 组患者术后 LOS 更少（F=4.573，P&lt; 0.05），住院费用更低(F=3.090， 

P&lt; 0.05)。EP 组术后 24、48hNRS 评分低于 P 组(F=5.235，7.456，P&lt; 0.05)，下床活动时间

早于 P 组 ， P&lt; 0.05)，肠道通气时间早于 P 组(F=0.387， P&lt; 0.05)。与 ERAS

组相比，EP 组患者术后一般并发症发生率低 ， P&lt; 0.05)。 

结论：加速康复外科理念与精准肝切除联合使用可优化肝细胞癌患者外科治疗全过程。 

关键词：精准肝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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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切除术后疼痛分析 

骆鹏飞#*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脏外科 

E-mail: 843933960@qq.com 

 

目的：探讨肝切除术后疼痛的发生情况及其可能影响因素。 

方法：回顾性分析 555 例行肝切除术患者的临床资料及术后疼痛发生情况，使用单因素分析及

Logistic 回归分析术后疼痛的相关影响因素。 

结果：本组 555 例行肝切除术的患者中，255 例出现术后中重度疼痛，术后疼痛发生率为 45.95%。

其中疼痛部位以切口疼痛最常见，性质以刀割样痛最多，原因以手术创伤为主，其次为术后并发

症引起的疼痛。按是否发生术后疼痛分为术后疼痛组（n=255）和非术后疼痛组（n=300），单因

素分析显示 2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有年龄（t=3.435，P&lt; 0.01）、手术史（2=26.190，P&lt; 

0.01）、手术方式（2=31.336，P&lt; 0.01）、切口长度（t=8.328，P&lt; 0.01）、切除剑突（2=19.423，

P&lt; 0.01）、切口最终结局（2=311.535，P&lt; 0.01）、并发症（2=126.937，P&lt; 0.01）。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手术史（P=0.001）、手术方式（P=0.005）、切口长度（P=0.000）、切除剑突

（P=0.001）、并发症（P=0.000）为术后疼痛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肝切除术后疼痛发生率较高，应引起临床医师的重视。有无手术史、手术方式、切口长度、

是否切除剑突以及术后是否发生并发症是肝切除术后疼痛的独立影响因素，针对这些因素采取有

效措施有可能改善患者术后疼痛。 

关键词：肝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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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康复外科理念在原发性肝癌患者肝切除围手术期中的应用 

骆鹏飞*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脏外科 

E-mail: 843933960@qq.com 

 

目的：探讨加速康复外科理念在原发性肝癌患者肝切除围手术期治疗中应用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为总结符合中国国情的临床策略提供参考。 

方法：共 90 例原发性肝癌行肝切除手术治疗的患者纳入此研究，按其围手术期处理方法不同分

为加速康复外科组（ERAS 组，n=45）、对照组（C 组，n= 45）。比较 2 组患者的术后功能恢复

时间、术后住院时间（length of stay，LOS）、住院费用、并发症发生率、术后 24、48h 疼痛数字

等级评定量表（numerical rating scale，NRS）评分、术后中重度疼痛发生率、术后下床活动时间

和肠道通气时间、病死率、再入院率。 

结果：ERAS 组患者手术时间长于 C 组（t=2.920，P=0.004），术中出血量少于 C 组（t=2.428， 

P=0.017）。ERAS 组术后功能恢复时间少于 C 组（t=4.003， P=0.000），术后 LOS 少于 C 组（t=3.090， 

P=0.003），住院费用低于 C 组（t=2.281，P=0.025）。与 C 组比较，ERAS 组患者总体并发症发生

率更低（2=4.286，P=0.038），其中一般并发症发生率 ERAS 组低于 C 组，手术特有的并发症发

生率 2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ERAS 组术后 24h、48hNRS 评分低于 C 组（t=2.851，3.890， 

P=0.005， 0.000），术后中重度疼痛发生率低于 C 组（2=3.986，P=0.046），下床活动时间早于 C

组（2=21.485，P=0.000），恢复正常饮食时间早于 C 组（2=82.410，P=0.000），肠道通气时间早

于 C 组（t=2.390，P=0.019）。两组患者病死率及再入院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加速康复外科理念应用于原发性肝癌行肝切除患者围手术期中是安全有效的，可以在不增

加围手术期死亡率及再入院率的基础上减少患者术后住院时间与住院费用，降低一般并发症的发

病率，加快患者术后全面康复。 

关键词：原发性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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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在乙肝相关性肝癌患者术前肝硬化诊断中的应用 

麦荣云# 叶甲舟* 邬国斌 吴飞翔 向邦德 黎乐群* 马 良 梁 嵘 林 燕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E-mail: nnsz20013@163.com, lequn_li001@163.com 

 

目的：本研究旨在建立并验证基于 CT 影像与血清标志物相结合的无创人工神经网络(ANN)模型，

用于乙肝相关性肝癌患者中肝硬化的术前诊断。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3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2 月间接受手术治疗的与乙肝相关性肝癌患者。

根据 3：1 随机匹配原则，将患者随机分为训练组和验证组。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的基础

上，从训练集中建立 ANN 模型，并在验证集中进行验证。通过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分析模

型与肝硬化发病率的相关性。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下面积(AUC)计算肝硬化诊断模型

的预测精度，并与其他常用的模型进行了比较。 

结果：本研究共有 1152 名患者，其中，864 名患者为训练组，288 名患者为验证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增大、PLT 计数降低、PT 延长、CT 影像存在典型表现是影响肝硬化的独立

危险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多层感知器(MLP)和径向基函数(RBF)两种 ANN 模型。Spearman

秩相关分析显示 MLP、RBF 两种 ANN 模型与肝硬化发病率呈正相关。ROC 曲线分析表明，MLP

评分（AUC 0.756）和 RBF 评分（AUC 0.759）诊断肝硬化的 AUC 显著高于 Child-Pugh 评分（AUC: 

0.533），终末期肝病预后模型评分（AUC 0.594），白蛋白-胆红素评分（AUC:0.562），天冬氨酸

转氨酶/血小板比率评分（AUC 0.609），FIB-4 评分（AUC 0.619），谷草/谷丙转氨酶比率评分（AUC 

0.494），γ-谷氨酰转肽酶/血小板比率评分（AUC 0.590），S 指数（AUC:0.594）及 CT 显像存在

典型表现（AUC:0.683），验证集得到类似结果（AUC：0.780，0.778 vs 0.462-0.732）。 

结论：ANN 模型对乙肝相关性肝癌患者肝硬化的术前诊断效果明显优于其他常用模型。 

关键词：肝癌; 乙型肝炎病毒; 肝硬化; 人工神经网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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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术期输注红细胞影响早期肝癌患者的术后复发 

彭 涛#* 王黎明 吴健雄 赵国华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E-mail: pengtao1982000@163.com 

 

目的：探讨围术期输注红细胞对肝癌患者术后复发和长期生存的影响。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03 年 1 月～2011 年 12 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确诊为原发性肝癌，

并接受根治性手术治疗的 374 例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分析（PSM）的方法

平衡输血组和未输血组的基线数据，应用 Kaplan-Meier 方法计算术后无复发生存率和总生存率，

进一步采用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确定肝癌术后复发和生存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果：374 例肝癌患者中，Ⅰ期患者 244 例，Ⅱ期和Ⅲ期各 65 例，围术期输注红细胞者 113 例

（占 30.2%）。至随访截止，374 例肝癌患者中 290 例肿瘤复发（77.5%），177 例患者死亡（47.3%）。

本研究分别对早期肝癌（Ⅰ期）和中晚期肝癌患者（Ⅱ期和Ⅲ期）进行亚组预后分析。244 例早

期肝癌患者中，59 例围术期输注了红细胞，PSM 后得到 51 例围术期输注红细胞和 51 例未输注

红细胞的早期患者，进一步对可能影响早期肝癌患者术后复发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 Cox

分析，结果显示 AST﹥40 IU/L、白蛋白≤35 g/L、肝硬化、肿瘤直径﹥5 cm、肿瘤坏死以及围术

期输注红细胞是早期肝癌术后复发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而对早期肝癌患者的术后生存分

析则表明围术期输注红细胞对其术后总生存没有显著影响（P＞0.05）。对 130 例中晚期肝癌患者

的生存分析显示围术期输注红细胞对中晚期肝癌的术后复发和总生存均无明显影响（均 p＞0.05）。 

结论：围术期输注红细胞对早期肝癌患者的术后复发存在不利影响，应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围术期

输血。 

关键词：肝癌; 围术期输血; 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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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对原发性肝癌患者术后康复和生存质量方面的影响 

乔 菲#*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E-mail: qiaof@sj-hospital.org 

 

目的：探讨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对原发性肝癌患者术后康复和生存质量方面的影响。 

方法：抽样法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在我科治疗的 80 名原发性肝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分为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40 人和观察组（采用快速康复护理）40 人，统计两组患者术后肠

蠕动恢复、排气时间、离床活动时间、并发症发生情况等，并采取发放《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等

调查问卷的方式对两组患者的生存质量状况进行调查和分析。 

结果：观察组患者在首次肠蠕动时间、首次排气时间、首次排便时间和首次离床活动时间均早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发生恶心呕吐、腹痛腹胀、咽喉部不适等并

发症均较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在《生存质量测定量表》中的生理机

能、疼痛耐受、一般健康状况、社会功能、情感职能评分均较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快速康复外科理念能够加速原发性肝癌患者的术后康复，减少并发症，提高生存质量，具

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值得广泛推广。 

关键词：快速康复外科理念; 原发性肝癌; 术后康复; 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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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疲劳是影响索拉非尼治疗晚期肝癌预后的重要因素 

邱 轩# 吴力群* 李满江 牟思玉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E-mail: wulq5810@126.com 

 

目的：不可切除的肝细胞癌而肝功能较好的患者的治疗目前十分困难。近 10 多年来，索拉非尼

作为一线全身治疗药物有效的延长了此类患者的生存。较高的不良反应及与预后的关系研究较多，

主要集中在手足皮肤反应、皮肤毒性、腹泻和高血压等。但对疲乏的研究甚少。本文探讨疲劳对

索拉非尼治疗晚期肝癌患者生存的影响。 

方法：回顾性分析青岛大学附属医院2008年10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QYFYEC 2013-021-01）

收治的 182 例晚期肝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随访结果。所有患者均接受至少 3 个月的治疗。根

据 NCI CTCAE 5.0 版，患者被分为三组：疲乏 I 级（n=74）、疲乏 II 级（n=62）和疲乏 III 级（n=46）。

组间生存分析采用 kaplan-meier 法（log-rank 检验），连续变量采用 t 检验，分类变量采用卡方检

验。 

结果：按照疲乏等级分组红后，疲乏 I、II、III 级的中位总生存期（OS）分别是 33.0， 18.3， 和 

10.1 个月(P＜0.000)；疲乏 I、II、III 级的中位疾病进展时间（TTP）分别是 20.3， 10.0， 和 6.2  

(P＜0.000)。疲乏缓解组中位总生存期（OS）为 33.0±9.3 个月，疲劳未缓解组为 15.0±1.8 个月

（P＜0.000）。疲劳缓解组中位至疾病进展时间（TTP）为 20.3±10.9 个月，未解除疲劳组 TTP

为 7.7±1.0 个月（p&lt; 0.000）。 

结论：根据 182 例患者的研究，治疗相关疲乏是影响晚期肝癌患者 TTP 和 OS 的独立危险因素。

严重疲劳是影响索拉非尼治疗晚期肝癌预后的重要因素，疲乏程度越重，患者的总生存期（OS）

和至疾病进展时间（TTP）越短，预后越差。同时，新型的疲乏分组方式可以更加简便地指导临

床工作。分析患者的疲劳相关指标可以指导患者定制治疗计划，降低疲劳相关剂量减少或治疗中

断的风险。 

关键词：肝细胞癌; 索拉非尼; 疲乏;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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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拉非尼耐药后晚期肝癌手术切除的预后分析 （附 14 例报告） 

邱 轩#* 吴力群 辛 洋 牟思玉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E-mail: qiuxuan100@163.com 

 

目的：索拉非尼是治疗晚期肝癌的一线靶向药物之一。对服用索拉非尼的肝癌患者进行有效的治

疗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临床难题之一。本文回顾性分析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索拉非尼耐药后肝癌进

展患者的预后，探讨其预后及可能的影响因素。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08 年 10 月至 2017 年 2 月，170 例晚期肝癌患者服用索拉非尼超过 3 个月。

索拉非尼抵抗后 14 例（8.2%）行手术切除。男性 12 例，女性 2 例。平均手术年龄 56.0 岁（44～

70 岁）。随访至 2019 年 3 月或死亡，中位随访时间为 33.8 个月（24.4-94.2 个月）。组间生存分

析采用 kaplan-meier 法（log-rank 检验），连续变量采用 t 检验，分类变量采用卡方检验。 

结果：孤立性肿瘤 9 例，其中肝 7 例，腹腔 2 例，肺 1 例，肝腹腔 5 例。其中淋巴结转移 2 例，

右门静脉癌栓 1 例。手术方法包括肝切除术 7 例，腹壁肿瘤切除术 4 例，肝及腹壁肿瘤切除术 2

例，肺叶部分切除术 1 例。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 14.3%（2 例肝功能不全）。病理结果：肝癌 11

例，坏死肉芽组织 3 例（腹腔 1 例，肝 1 例，肺 1 例）。切除后的治疗模式包括口服瑞戈非尼（n=5）、

依维莫司（n=2）、持续索拉非尼（n=4）和其他（n=3），服用药物根据第二代高通量基因测序（NGS）

结果。随访结束时，10 例术后发生肝癌进展，中位进展时间（rTTP）为 7.7 个月（95% CI:5.1-10.3

个月），中位总生存时间（mOS）为 11.8 个月（95%CI:8.3-15.3 个月），6 例病人存活至今。从索

拉非尼到现在的 mOS 时间为 57.9 个月（95% CI:26.9-88.9 个月）。cox 风险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

肝癌切除后复发的治疗模式是一个独立因素（索拉非尼和瑞戈非尼组的 mOS 分别为 6.4m 和

16.3m，p=0.037，hr=2.614，95% CI：1.06-6.45）。 

结论：手术切除是治疗索拉非尼耐药患者的有效方法。肝癌切除后再进展的治疗模式是一个独立

因素。切除后，根据第二代高通量基因测序（NGS）结果，将索拉非尼治疗模式改为二线靶向药

物（瑞戈非尼）或其他药物有利于患者延长总生存时间（OS）。 

关键词：肝细胞癌; 索拉非尼; 基因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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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的诊疗策略（综述） 

荣维淇#* 吴健雄* 张 凯#*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E-mail: 853309203@qq.com, 853309203@qq.com 

 

目的：随着影像学技术的进步及国民健康意识的提高，肝脏良性及交界性肿瘤的发现率越来越高，

其中肝脏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也越来越常见，但是作为罕见的肝脏良性或交界性肿瘤，其诊治疗

策略较少有文献综述，文献报道主要为病例报告[1-3]，少有文献综述或单一中心或者多中有统一

策略的回顾性研究及综述[4-8]，本综述通过搜索国内外肝脏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的资料，探讨其

诊治策略，下一步可结合本院近年来该疾病的诊治情况进行总结。 

方法：中文数据库：中国知网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 

结果： 

定义：肝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因其病理特点，既往曾用名较多，2002 年 WHO 根据其病理

特点，把将其确定为“由分化的肌纤维母细胞性梭形细胞组成的，常伴大量浆细胞和（或）淋巴

细胞的一种间叶性肿瘤”。 

    病因学及病理学：目前较主要的观点认为其发生主要与感染及自身免疫相关[5]。一方面：

局部的感染及创伤导致肝实质内急性炎症继而形成炎性假瘤病灶，既往有较多病例报告提示其与

感染及外伤的关系[1，9]。另一方面，有研究发现该病与患者的自身免疫的异常可能有关，有学

者提出 HIMT 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10]，目前认为其可能一种 lgG4 相关性疾病在肝脏的表现

[5，11]。 

  对应其病因学因素，有学者根据病理把该病分类为两种亚型[11]：（1）纤维组织细胞型。在

纤维组织增生基础上以组织细胞的浸润为主，IgG4 免疫组化染色阴性；目前认为和感染有关。

（2）淋巴浆细胞型。以浆细胞、淋巴细胞、的浸润为主，含有嗜酸细胞，有闭塞性的静脉炎，

含有 IgG4 阳性的浆细胞，纤维组织增生不显著，与自身免疫因素相关。病因学及病理学方面的

改变不仅对疾病的诊断有提示作用，特别是与影像学方面的联系[5，12，13]，因该疾病在应用

药物或等待观察中有较多病例报告[3，14-16]，因此对于治疗方面也有很大提示作用。 

临床特点及诊断：年龄分布以儿童[17]及中老年居多，大型病例及综述报道男性患者居多[6，8]，

大部分为单发病例，约 20%为多发病例[5]，肝 IV 段最容易受累。实验室检查，根据病因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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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感染及胆管炎相关的指标升高，免疫相关病例可能伴有 LG4 升高。影像学检查对疾病的

诊断有重要价值，特别是增强 CT 及 MRI 检查，其与患者的病理类型及疾病演进有很大关系，

坏死组织表现为无明显强化，纤维组织表现为分隔样强化，肉芽组织表现为边缘不规则强化。强

化特点方面，表现为延迟强化，纤维组织通常位于病灶的周边和内部，故表现为周边和间隔的强

化。 MRI 检查上，除以上强化特点外，T2 相上等信号病变，同时存在家薄膜及门静脉分支穿支

为其特点。对于该疾病的诊断，中外较多学者认为其与恶性肿瘤较难鉴别[4，18-20]，因此结合

病因学对于怀疑该疾病的患者，应仔细寻找相关病史线索及完善相关检查，如自身免疫相关检查

及感染相关因素检查。 

  治疗及预后：术后患者预后好，未见有复发的报道。其手术治疗常是因为恶性疾病的诊断而

进行，因此对于此疾病的诊疗关键是要能提前想到 HIMT 诊断的可能性[4]。根据病因不同，有

较多报道对病因进行纠正或者应用激素类药物后病灶消失的报道，因此对于高度选择的患者，可

密切随访条件下对症治疗后，如病灶仍无法定性或消退，首选手术治疗。 

结论：1.结合病因学及病理学对于怀疑肝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的患者应仔细询追问相关病史并完

善检查。 

     2.既往多有文献报道自发缓解或者应用激素类药物肿物自发缓解情况，对于诊断上高度怀

疑病理科给予对可疑病因学进行治疗或等待观察。但是因为该病与恶性肿瘤较难鉴别，如观察或

保守治疗，应积极手术治疗。 

     3.术后患者整体预后良好，但要注意原发病或病因学治疗。 

关键词：肝脏炎性假瘤、肝脏浆细胞肉芽肿、肝脏纤维黄色瘤、肝脏肌纤维母细胞瘤、肝脏组织

细胞瘤、肝脏浆细胞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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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性肝细胞-胆管细胞癌诊断、治疗及预后因素综述 

斯琴塔娜#* 吴健雄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E-mail: 1491134501@qq.com 

 

目 的 ： 混 合 肝 细 胞 - 肝 内 胆 管 细 胞 癌 (combin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cHCC-ICC)是一种罕见的原发性肝癌，了解其诊断治疗、预后及其高危因素。 

方法：综述 40 篇最新英文文献 

结 果 ： 混 合 肝 细 胞 - 肝 内 胆 管 细 胞 癌 (combin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cHCC-ICC)是一种罕见的原发性肝癌，其发病率为 0.4%-14.2%。病理同时

包括HCC和 ICC的特征，公认是肝祖细胞为其起源细胞；高发的TP53基因突变及常见的Nestin，

有望成为其标记物。分离型 HCC-ICC 是单克隆或多克隆的，组合型和混合型 HCC-ICC 是单克

隆起源的。影像学术前诊断比较困难，误诊率较高，经常当作 HCC 治疗，但其侵袭性较 HCC

强，更容易发生淋巴结转移、微血管侵犯，预后更差；由于病例的罕见，预后高危因素各个研究

机构是有争议的，不确定的，公认的包括：血管浸润、淋巴转移、卫星灶、肿瘤&gt; 5cm；肿瘤

的治疗方面缺乏前瞻性的队列研究，目前的共识认为精准肝癌切除是首选，肝移植、化疗、放疗、

新辅助治疗方面的研究尚不完善。 

结 论 ： 混 合 肝 细 胞 - 肝 内 胆 管 细 胞 癌 (combin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cHCC-ICC)是一种罕见的原发性肝癌，其发病率为 0.4%-14.2%。病理同时

包括HCC和 ICC的特征，公认是肝祖细胞为其起源细胞；高发的TP53基因突变及常见的Nestin，

有望成为其标记物。分离型 HCC-ICC 是单克隆或多克隆的，组合型和混合型 HCC-ICC 是单克

隆起源的。影像学术前诊断比较困难，误诊率较高，经常当作 HCC 治疗，但其侵袭性较 HCC

强，更容易发生淋巴结转移、微血管侵犯，预后更差；由于病例的罕见，预后高危因素各个研究

机构是有争议的，不确定的，公认的包括：血管浸润、淋巴转移、卫星灶、肿瘤&gt; 5cm；肿瘤

的治疗方面缺乏前瞻性的队列研究，目前的共识认为精准肝癌切除是首选，肝移植、化疗、放疗、

新辅助治疗方面的研究尚不完善。 

关键词：肝细胞-胆管细胞混合癌; 预后相关因素; 诊断; 治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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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血管周上皮样细胞瘤 12 例临床诊疗分析 

宋子敏# 徐 锋 戴朝六*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E-mail：278170678@qq.com 

 

目的：探究肝脏血管周上皮样细胞瘤（PEComa）的临床特点、病理学特征、诊断及治疗方法。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0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7 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收治的 12 例肝脏

PEComa 的临床资料，对其临床特点、影像学特征、病理学特点、诊断、治疗及预后进行分析，

总结出关于肝脏 PEComa 的诊疗经验及心得。 

结果：12 例患者年龄 31～70 岁（平均年龄 47 岁），3 例为男性，9 例为女性。2 例合并乙型肝炎

病毒感染，1 例合并丙型肝炎病毒感染。3 例有腹部疼痛症状，1 例有腰背部疼痛，2 例伴有发热，

其余患者无临床症状。12 例患者肿瘤都为单发，最小 1×1×1cm，最大 20×17×13 cm，其中 4

例患者肿瘤位于左肝，剩余 8 例都位于右肝。患者临床或影像学诊断的准确率约为 17%（2/12）。

免疫组化提示： Melan A 阳性率为 92%（11/12），HMB45 阳性率为 83%（10/12），SMA 阳性

率为 67%（8/12），CD34 阳性率为 50%（6/12），Vimentin 阳性率为 33.3%（4/12），Ki-67 平均阳

性指数为 8％（范围 0～15％）。12 例患者都采用了手术切除的治疗方法。12 例患者中有 1 例因

术后出血死亡，剩余 11 例患者回访均未出现复发与转移（回访时间 3～130 个月）。 

结论：PEComa 是一种来源于间叶组织的罕见肿瘤，最常发生于泌尿生殖系统，发生于肝脏则相

对罕见。肿瘤一般多发生于肝脏右叶。多见于中年女性。其一般不具有特征性的临床表现，影像

学特点也不具备特异性，因此术前难以诊断，主要依靠术后病理及免疫组化来诊断，其中 HMB 

45、Melan A 和 SMA 具有较高特异性，对于其诊断具有帮助。肝脏 PEComa 绝大多数生物学特

性为良性，极少数表现为恶性，目前主要采用手术完整切除加术后长期随访的治疗方法，远期生

存率较高。 

关键词：肝脏; 血管周上皮样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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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term Survival Analysis of SBRT versus TACE or TACE+SBRT in 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 Stage A Inoperab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Tingshi Su#* Lequn Li* 

（# ndicates the presenting author, * indicates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Affiliation: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Affiliated Tumor Hospital 

E-mail：sutingshi@163.com, Li_lequn@263.net 

 

Objective: Surgery carries considerable risks in some patients with 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 

(BCLC) stage A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We aimed to compare the efficacy of 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 (SBRT) with that of trans-arterial chemo. 

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included 399 patients with inoperable BCLC stage A HCC; 62, 178, 

and 159 patients received TACE+SBRT, SBRT alone, and TACE alone, respectively. The primary 

endpoints of overall survival (OS), local control (LC), intrahepatic control (IC), and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were analyzed. 

Results: After prope1qansity score matching, the 5-year OS, LC, IC and PFS rates were 63.6%,  

73.6%， 41.5%, and 30.0%, respectively, in the TACE+SBRT group and 60.9%, 65.8%, 48.7%,  and 

28.1%%， respectively, in the SBRT group (n=60， P&gt; 0.05). After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for 

SBRT and TACE, the 5-year OS, LC, IC and PFS rates in the SBRT group were 54.6%, 59.6%, 41.6%, 

and 25.2%, respectively, and 50.4% (P&gt; 0.05), 24.1%, 22.1%, and 17.1%, respectively, in the TACE 

group (n=102, P&lt; 0.05). After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for TACE+SBRT and TACE, the 5-year OS, 

LC, IC and PFS rates in the SBRT group were 65.0%, 73.5%, 42.5%, and 30.1%, respectively, and 52.1% 

(P&gt; 0.05), 31.1%, 13.7%, and 10.7%, respectively, in the TACE group (n=62， P&lt; 0.05). 

Conclusions: The primary endpoints between the TACE+SBRT and SBRT group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SBRT may provide better LC, IC, and PFS than TACE in cases of inoperable 

BCLC stage A HCC. 

Key Words: HCC; SBRT; TACE; BCLC-A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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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切除术后门静脉压力梯度升高预示术后肝功能不全 

孙惠川
#* 肖 楠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mail：sun.huichuan@zs-hospital.sh.cn 

 

目的：分析术后门静脉压力梯度变化对术后肝功能不全的影响。 

方法：门静脉压力梯度是门静脉和中心静脉之间的压力梯度。在肝切除术前后对连续的患者测量

门静脉压力梯度。 通过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分析确定了预测术后肝功能衰竭的最佳界值。 同时，

对术后肝功能衰竭的危险因素进行了单变量和多变量分析。 

结果：本研究招募了 60 名 Child-Pugh A 级患者。 肝切除后，平均门静脉压力梯度从 5.17±4.78

毫米汞柱增加到 6.37±4.44 毫米汞柱。 预测术后肝功能衰竭的门静脉梯度增量的最佳临界值为

1.5 毫米汞柱。 多变量分析显示：凝血酶原时间，肝切除术后门静脉梯度增量大于等于 1.5 毫

米汞柱，切除不少于 3 个肝段是术后肝功能衰竭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肝切除术后门静脉压力梯度升高的 Child-Pugh A 级患者，发生术后肝功能衰竭的风险较

高。 

关键词：肝切除术; 门静脉压力梯度; 术后功能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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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3D 打印肝癌模型及其应用价值 

孙乐家#榆凯 杨华瑜 谢飞虎 金 保 毛一雷*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北京协和医院 

E-mail: pumch-liver@hotmail.com 

 

目的：肝癌相关药物疗效预测和基础研究主要依赖二维培养的细胞模型，但二维培养和体内真实

环境相差较大，这限制了药物筛选和基础研究的临床转化，亟需仿生化体外模型。生物 3D 打印

技术发展迅速，为体外构建仿生的肝癌模型创造可能，我们旨在探究物 3D 打印平肝癌模型的可

能及其潜在应用价值。 

方法：我们以 HepG2、明胶和海藻酸钠为生物墨水，通过细胞三维打印机构建 10mm X10mm X 

5mm 立方体肝癌模型。我们通过钙黄绿素和碘化丙啶染色观察生物 3D 打印肝癌细胞存活情况，

倒置光显微镜观察生物 3D 打印肝癌模型细胞形态特征及其时间变化，体外培养 10 天后，通过

HE 染色观察 3D 打印肝癌的病理特征，免疫荧光染色观察 3D 打印肝癌模型功能蛋白表达情况，

转录组测序描绘 3D 打印肝癌模型表达谱特征及其分化关键基因，通过实时定量 PCR(qPCR)验证

肝癌相关功能基因表达情况，通过顺铂和索拉菲尼药试验比较 3D 打印肝癌模型和 2D 肝癌模型

耐药性差异。 

结果：生物 3D 打印肝癌模型在第 1，3，5，7，10 天细胞存活率均超高 90%，其成类似体内的

球状生长，肝癌球呈进行性增长，在第 10 天平均直径 85.6±11.2cm。免疫荧光结果显示生物 3D

打印肝癌模型高表达 AFP，ALB，CYP3A4 等特征蛋白，Ki67 亦呈强阳性。转录组测序发现 3D

打印肝癌模型具有独特的表达谱，和 2D 相比有 617 个差异基因，其中 235 个基因显著上调，382

个基因显著下调，3D 打印肝癌模型肝脏相关功能较 2D 升高，肿瘤分化相关功能基因差异明显，

蛋白互作 PPI 网络图绘制发现 ALB 和 NOTUM 等核心基因。qPCR 验证了转录组分析相关结果。

药物试验显示顺铂、索拉菲尼、处理 72 小时后，3D 肝癌模型和 2D 模型 IC50 较 2D 明显升高（顺

铂： 38．56 uM vs 12.03 uM；索拉菲尼： 22.07uM vs 6.53uM）。 

结论：我们的研究表明生物 3D 打印构建的肝癌模型可持续存活、增殖，且具备多种肝癌相关特

征，具备独特的表达模式和肿瘤相关特征，其肝功能更强，且对传统化疗药和靶向药更耐受。 

关键词：生物 3D 打印; 肝癌; 药物筛选; 体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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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肝切除术在复发性肝癌治疗中的应用 

唐 荣#郑进方*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海南省人民医院 

E-mail: 18943346757@163.com 

 

目的：探讨腹腔镜肝切除术应用于复发性肝癌治疗的安全性及临床效果。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在海南省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行腹腔镜肝切除术治

疗的 17 例复发性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 13 例、女 4 例，年龄 37-79(51.3±7. 6)岁，复发

时间 3-39(15.3±6.8)个月，既往均明确诊断肝癌，复发病灶直径 1. 3 -3. 5 (2. 5 ±0. 6)cm，位于

原发灶 Cantile 线对侧 12 例、同侧 3 例、双侧 2 例。观察并详细记录每例患者的手术时间、术

中出血、术后引流量、术后拔除引流管时间、术后肛门排气时间、住院时间等手术相关指标，以

及术后并发症、肿瘤复发情况。 

结果：17 例患者手术均顺利完成，手术时间 40 -360(130 ±40)min，术中出血 50 -800(165 ±

45)mL，术后引流量为 35 -160(70 ±20)mL/ d，术后拔除引流管时间 2 -5 d，术后肛门排气时间 2 

- 4(2. 4 ±0. 6)d，住院时间 3 -14(7. 5 ±1. 7)d，术后均未发生大出血、胆漏、气体栓塞等严重并

发症。所有病例随访 6 -24 个月，肝内复发 4 例，其中术后 3 个月复发 l 例、术后 8 个月复发

2 例、术后 14 个月复发 1 例，其余均未见局部复发及腹壁穿刺孔种植性转移等。全组无死亡病

例。 

结论：腹腔镜肝切除术创伤小、恢复快、短期随访效果良好，用于复发性肝癌的治疗是可行的；

但应谨慎选择，严格把握适应证。 

关键词：肝肿瘤；腹腔镜；肝切除术；肿瘤复发；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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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导向性多模态营养健康教育对肝癌患者知信行影响 

唐小丽#*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四川省肿瘤医院 

E-mail: 1585470513@qq.com 

 

目的：探索一种恶性肿瘤患者科学肠内营养高依从性的有效健康教育路径。 

方法：将 2019 年 4 月-9 月住院的 126 例肝癌首诊住院患者作为目标人群，由营养专业护士对患

者进行住院前一周内一日常规膳食调查，再根据患者入院营养三级诊断结果对患者进行肝癌目标

营养达成多模态营养教育。比较健康教育前后患者营养知识知晓程度、一日常规饮食量、品规及

目标达成率。 

结果：目标导向性多模态营养健康教育有效纠正肝癌患者传统饮食误区，患者合理选择一日膳食

品规，科学选择口服营养补充剂，肠内营养目标达成率明显提高。 

结论：目标导向性针对性多模态肿瘤患者营养教育能有效破除患者营养误区，改变患者营养膳食

理念，提高肝癌患者每日目标营养达成率。 

关键词：目标导向; 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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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肝切除治疗原发性肝癌促进患者术后加速康复 

滕高钦#*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脏外科 

E-mail: 843933960@qq.com 

 

目的：比较腹腔镜肝切除与开腹肝切除在原发性肝癌加速康复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回顾分析安徽省立医院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收治原发性肝癌并行肝切除手术 77 例

患者的完整临床资料。比较两组患者年龄、性别、child 分级、肿瘤大小、AFP、乙肝表面抗原、

术中出血量、术中是否输血、手术时间、术后通气时间、术后三天引流量、术后住院时间、总治

疗费用、引流管拔除时间、术前肝功能、术后第三天肝功能、术后爆发性疼痛发生率、术后下床

活动时间、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77 例接受手术的原发性肝癌患者术后病理结果均证实为原发性肝细胞癌，其中腹腔镜肝

切除手术 37 例，开腹手术 40 例。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无明显差别，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术中出血量腹腔镜组为（205.4±107.9）ml，开腹组为（261.3±99.7）ml；手术时间腹腔镜组为

（143.2±50.8）min，开腹组为（169.7±51.4）min，以上指标腹腔镜组明显低于开腹组（P＜0.05）。

腹腔镜组术后通气时间为（2.0±1.0）天、术后住院时间为（6. 8±2.4）天、术后下床活动时间

为（2.46±0.99）天，明显少于开腹组的（2.8±0.8）天、（8.7±2.8）天、（3.25±1.17）天；腹腔

镜组术后爆发性疼痛发生率为 16.2%、并发症发生率为 18.9%，明显低于开腹手术组的 40.0%和

4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费用腹腔镜组为（31372.8±8060.3）元，较开腹

组的（37440.0±10366.5）元也减少明显（P＜0.05）。 

结论：与开腹肝切除治疗原发性肝癌相比，腹腔镜肝切除手术促进患者术后快速康复，符合快速

康复理念。 

关键词：腹腔镜肝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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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细胞癌合并门静脉癌栓行肝移植术的临床疗效分析 

童颖#*  沙 朦  孙汉勇  曹 杰  夏 雷   徐 宁  张建军  夏 强   张建军* 夏 强*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E-mail: lilytongy@hotmail.com, zhangjianjun@renji.com, xiaqiang@shsmu.edu.cn 

 

目的：评估肝移植术治疗肝细胞癌伴门静脉癌栓的可行性和有效。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因

肝细胞癌行肝移植治疗的 268 例患者资料，其中门静脉癌栓组 52 例，对照组 216 例。通过收集

患者病例资料和肿瘤特点，我们对肿瘤复发、总体生存率和无复发生存率进行统计分析，评估肝

移植术治疗肝细胞癌伴门静脉癌栓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结果：在 268 例接受肝移植术的肝癌患者中，52 例（19.4%）合并有门静脉癌栓，其中 44 例癌

栓位于一级分支，8例癌栓位于二级分支。门静脉癌栓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在AFP水平（p=0.04）、

肿瘤最大直径(4.97±3.83 vs. 8.11±3.87， p&lt; 0.001)、病理等级(p=0.003)、脉管癌栓(p&lt; 0.001)、

总体生存率(p&lt; 0.001)和无复发生存率(p&lt; 0.001)方面具有显著差异。癌栓位于一级分支的患

者 1 年、3 年生存率和无复发生存率均显著低于无门静脉癌栓组。然而癌栓位于二级分支的患者

1 年、3 年生存率和无复发生存率与无门脉癌栓患者相当（3 年生存率：72.9% vs. 71.7%，p=0.97；

3 年无复发生存率：50% vs. 59.3%，p=0.40）。 

结论：门静脉癌栓位于一级分支的肝癌患者肝移植术后生存预后显著差于无门静脉癌栓患者，因

而不宜行肝移植术。而门静脉癌栓位于二级分支的肝癌患者其总体生存率和无复发生存率与无门

静脉癌栓患者相当，可行肝移植术。 

关键词：肝细胞癌; 肝移植术; 门静脉癌栓; 二级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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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静脉内癌栓 125I 粒子术植入联合 TACE 治疗肝癌伴门静脉癌栓疗效分析 

涂强#*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江西省肿瘤医院 

E-mail: showtion_you@126.com 

 

目的：探讨门静脉内癌栓 125I 粒子植入序贯肝动脉灌注化学疗法栓塞术(TACE)治疗肝癌伴门静

脉癌栓的临床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26 例肝癌伴门静脉癌栓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先行 TACE 治疗，然后再

行经皮肝穿刺门静脉癌栓 125I 粒子植入术。随访并计算累积生存率，对比治疗前后癌栓长径、

肝功能、AFP 的变化。 

结果：26 例患者中，男 25 例，女 1 例，中位年龄为 49 岁。肝内单发病灶 10 例，其中右肝癌 8

例，左肝癌 2 例，多发病灶 16 例。门静脉右支癌栓 6 例，门静脉左支癌栓 3 例，门静脉主干和

右支癌栓 13 例，门静脉主干和左支癌栓 4 例。完全缓解无，部分缓解 18 例，总有效率为

69.20%(18/26); 术后癌栓长径明显小于术前(P&lt; 0.05)。接受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后，26

例患者 1 年、2 年生存率分别为 53.45%、36.75%，平均生存期为(14±2)个月。 

结论：门静脉内癌栓 125I 粒子术植入联合 TACE 治疗肝癌伴门静脉癌栓患者安全有效，可获较

长的生存期。 

关键词：原发性肝癌; 门静脉癌栓; 125I 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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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肝癌分期手术指征对乙肝相关肝癌术后复发函数的影响 

万承鹏#*  雷春沙* 周峥*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目的：针对乙肝背景的肝癌患者，初步比较不同肝癌分期相关手术指征的可行性。 

方法：将已知术后 1 年复发率 168 例乙肝背景肝癌患者，依据 4 种肝癌分期的手术指征而回顾性

分成相应的患者群体，比较 4 组群体的复发函数。 

结果：以 BCLC 作为手术指征，复发率明显低于以其他分期；4 种分期指导的手术指征临床疗效

无差异，CLIP 评分复发率高于 BCLC，但可纳入更多手术疗效较好的患者。 

结论：针对乙肝背景的肝癌患者，综合运用各种分期，以选取合适的手术患者更为恰当。 

关键词：肝癌分期；手术指征；复发函数；乙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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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CE 联合消融与 TACE 治疗中期复发性肝癌的疗效和安全性比较 

汪晨伟#  元云飞* 廖亚帝 邱际亮 元一川 张远萍  李 凯 邹如海 王勇进 左定兰 何

伟 郑云 李斌奎*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E-mail: yuanyf@sysucc.org.cn, libk@sysucc.org.cn 

 

目的：对比肝动脉栓塞化疗(TACE)联合消融与单独 TACE 对治疗中期复发性肝癌的疗效比较。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07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于我院收治的中期复发性肝癌患者 183 例(根治性

切除术后肝内复发病灶个数 2-3 个且至少有一个病灶大于 3cm 或病灶个数多于 3 个，均无肝外

转移和门脉、肝静脉癌栓)，其中 111 例患者行 TACE 术，72 例患者行 TACE 联合消融治疗

(TACE-Ablation)。比较两组治疗后患者的 1、3、5 年总生存(OS)和无进展生存(PFS)，及治疗后

评估和并发症发生率等。本研究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方法减少一些混杂变量的影响，匹配后纳入两

组各 65 例患者。 

结果：匹配前 TACE 组和 TACE-Ablation 组 1、3、5 年总生存率（OS）分别为 61.6%， 32.5%， 

27.9% 和 82.8%， 54.6%， 43.3% (P = 0.001)，1、3、5 年 PFS 分别为 31.2%， 15.9%， 13.0% 

和 71.7%， 33.1%， 21.7%(P &lt;  0.001)。匹配后 TACE 组和 TACE-Ablation 组 1、3、5 年总

生存率（OS）分别为 64.9%， 36.6%， 30.2% 和 81.2%， 52.4%， 41.6% (P = 0.028)， 1、3、

5 年 PFS 分别为 41.3%， 22.0%， 15.8% 和 70.1%， 32.4%， 21.3% (P = 0.024) . 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治疗方式，微血管侵犯（MVI）和复发时病灶个数是 OS 和 PFS 的独立预

测因子。根据改良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mRECIST）评价两组治疗后的疗效，发现匹配后

TACE-Ablation 组的客观缓解率（ORR，75.4%）和疾病控制率（DCR，87.7%）均显著高于 TACE

组（ORR，  50.7%;  DCR，  75.3%）。两组治疗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

TACE-Ablation 组患者更易出现治疗后疼痛和呕吐等轻微并发症。 

结论：TACE 联合消融治疗中期复发性肝癌安全有效，且治疗效果显著优于 TACE 治疗，可明显

延长患者生存期，改善预后。 

关键词：中期复发性肝癌; TACE; TACE 联合消融; 预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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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预后评分在早期复发性肝癌预后评估中的预测价值比较 

汪晨伟#*  何 伟 元一川 张远萍 李 凯 邹如海 廖亚帝 刘文武 杨志文 左定兰 邱际

亮 郑云 李斌奎* 元云飞*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E-mail: wangchw@sysucc.org.cn, libk@sysucc.org.cn, yuanyf@sysucc.org.cn 

 

目的：比较炎症预后评分，包括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PS)、修正格拉斯哥预后评分(m GPS)、预

后指数(PI)、预后营养指数(PNI)、中性粒淋巴比(NLR)、血小板淋巴比(PLR)、淋巴单核细胞比(LMR)

和系统免疫炎症指数(SII)对早期复发性肝癌患者(根治性切除术后 2 年内复发)复发后生存(PRS)

的预测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07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于我院收治的早期复发性肝癌患者 580 例，收集

患者初次手术时临床病理资料以及复发时临床指标(包括复发时肿瘤情况以及血常规、肝功能、

凝血功能、C 反应蛋白、Child-Pugh 分级、BCLC 分级等)， 计算复发时患者的炎症预后评分，

单因素分析与多因素分析炎症预后评分与 PRS 的关系。炎症预后评分对 PRS 的评估效能分别用

时间依赖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time-dependent ROC)和一致性指数(Harrell’s concordance index， 

C-index)分析。 

结果：单因素结果显示 8 种炎症预后评分(GPS， mGPS， PI， PNI， NLR， PLR， LMR 和 

SII)均与 PRS 有显著相关性(P &lt;  0.001)， 而多因素结果显示 8 中炎症指标中只有 SII 为 PRS

的独立预测因子(P &lt;  0.001， 风险比 HR: 1.92， 95% 置信区间: 1.33-2.79)。一致性指数

(C-index = 0.65) 和时间依赖 ROC 曲线表明 SII 可以预测早期复发患者的预后，并优于其他炎症

评分指标。 

结论：炎症预后评分与早期复发肝癌患者预后相关，其中 SII 相比其他炎症预后评分能更好地预

测患者的生存情况。 

关键词：早期复发性肝癌; 炎症预后评分; 系统免疫炎症指数(S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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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立即 Fibrosis-4 指数预测肝细胞癌患者肝切除术后肝衰竭的发生 

王海清#*  李 磊* 冯燮林*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四川省肿瘤医院 

E-mail: 85536819@qq.com, 541026814@qq.com, sccddyll@hotmail.com 

 

目的：肝衰竭是肝切除术后的主要并发症和患者围手术期死亡的主要原因。早期研究已发现术前

指数评分（如 Fibrosis-4）可以预测术后肝衰竭的发生。然而，尚未证实术后立即 Fibrosis-4 指数

是否能预测术后肝功能。本次研究是探索术后立即 Fibrosis-4 指数是否可以预测肝切除术后肝衰

竭的发生。 

方法：我们回顾性纳入了 1353例接受了肝切除手术的肝细胞癌患者，比较不同术后立即 Fibrosis-4

指数的患者特征和临床结果，并对其病历与随访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所有数据均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 软件 21.0 和 GraphPad Prism 7.00 进行。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预测术后肝衰竭的独

立危险因素。 

结果：受试者特征曲线发现术后立即 Fibrosis-4 对术后肝衰竭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AUROC = 

0.647，P &lt; 0.001），最佳截取值为 5.9。高 Fibrosis-4 指数组（＞5.9）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39.1％

vs 28.6％，P &lt; 0.001），肝衰竭发生率（13.9％vs 6.2％，P &lt; 0.001）和围手术期死亡率（2.8％

vs 0.6％，P &lt; 0.001）较高。此外，高 Fibrosis-4 指数还会术后延长肝功能的恢复时间。单因素

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后立即 Fibrosis-4 指数、术后残肝体积，总胆红素和白蛋白水平为术后

肝衰竭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术后立即 Fibrosis-4 指数对术后肝衰竭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当术后出现较高 Fibrosis-4

指数时，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预防肝衰竭的发生。 

关键词：Fibrosis-4 指数; 肝细胞癌; 肝切除术; 术后肝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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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患者术后肝外转移复发分析 

王双佳#  李 滨*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mail: wasalee@126.com 

 

目的：分析肝细胞癌切除术后发生肝外转移复发相关临床病理特征及复发因素。 

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科收治 97 例肝细胞癌患者

临床病理资料。30 例患者肝细胞癌切除术后发生肝外转移复发；同期随访 67 例患者术后无转移

复发。观察临床病理特征指标、发生术后转移复发的时间，复发组复发因素分析。 

结果：（1）术后转移复发组和无复发组患者肿瘤直径》10cm、病理子灶、MVI、 BCLC 分级 B、

病理分级Ⅲ- IV 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2）患者发生术后转移复发&lt; 6 个月 5

例；》6、&lt; 12 个月 15 例；》12、&lt; 24 个月 6 例；》24 个月 4 例。（3）复发因素分析：单因素

分析结果显示：肿瘤直径、MVI、肝硬化、病理分级是肝癌术后转移复发相关因素。多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肿瘤直径》10cm、MVI 是影响肝癌术后转移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肿瘤直径》10cm、MVI、肝硬化、病理分级是肝癌术后转移复发相关因素。肿瘤直径》

10cm、MVI 是影响肝癌术后转移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关键词：肝细胞癌；; 术后复发; 肝外转移；; 微脉管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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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肝切除治疗复发性肝细胞癌（14 例报告） 

吴力群#*  王祖森  韩 冰  邹 浩  邱 轩  李满江  曹景玉  胡维昱  邱法波  张炳

远  杨金镛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E-mail: wulq5810@126.com 

 

目的：原发性肝癌是世界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肝切除术是治疗 HCC 的有效方式，但术后高

复发率高达 50%以上，是影响 HCC 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复发性 HCC 的治疗模式包括挽救性

肝移植、再次肝切除、局部治疗、全身治疗等。多次肝切除治疗复发性肝细胞癌（HCC）的报

道少见。本文目的在于观察多次（3 次）肝切除治疗复发性 HCC 的预后。 

方法：自 200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因 HCC 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实施的根治性肝切除术 1092

例，随访时间截止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随访期间诊断 HCC 肝内复发实施再次肝切除术者 108

例，3 次及以上肝切除术 14 例。14 例进入临床分析，男性 10 例、女性 4 例，平均年龄 57.4 岁

（31-80 岁）。末次随访时间截止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或死亡时，第 3 次肝切除术后的中位随访

时间 24.2 个月（5.2-63.2 个月）。 

结果：（1）安全性：本组 14 例复发性 HCC 患者中实施了 3 次肝切除术者 11 例、4 次和 5 次肝

切除术者 2 例和 1 例。第 3 次肝切除术的术后平均住院时间 8.2 天（5-19 天）。有 2 例出现并发

症（14.3%），分别是腹水（中等量）和胸腔积液，均对症处理后治愈；无围手术期死亡。（2）

无进展生存：第 3 次肝切除术后 HCC 再进展者 11 例（复发率 78.6%），其中 7 例为肝内复发、2

例肝内外复发（肺、骨各 1 例）、2 例肝外转移（腹腔和肾周各 1 例）。1 年和 2 年无进展生存率

为 56.3%和 19.3%。（3）至随访结束时，共有 4 例复发性 HCC 患者死亡，死因均为肿瘤因素。1

年、2 年和 5 年 OS 率分别为 92.9%、82.5%和 27.5%。再进展后多模式治疗是预后好的因素。 

结论：复发性 HCC 再次肝切除有较好的预后，能显著延长患者的生存。复发性 HCC 再次肝切

除术后的无进展生存较短，术后应密切随访，多学科诊治鉴别高危复发者，给与适当的干预治疗

（全身治疗等）。 

关键词：肝细胞癌; 复发性; 肝切除;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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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RGPs 的肝细胞癌个体化预后诊断模型研究 

吴敏#  陶一明 王志明*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E-mail: zhimingwang@csu.edu.cn 

 

目的：肝细胞癌（HCC）具有较强的肿瘤异质性，与肿瘤免疫具有一定内在联系，肿瘤免疫分

级评估 HCC 分子病理已成为当前研究重点和热点。依据目前的诊疗分期尚无法精准地对患者进

行个体化预后评估。因此，有必要建立肿瘤免疫相关基因配对（immune-related gene pairs， IRGPs）

模型，探讨 HCC 术前个体化治疗抉择或术后预后预测新依据。 

方法：生物信息学数据挖掘及生物样本验证前瞻性队列研究。（1）研究队列：纳入多重 GEO 芯

片数据和 TCGA-LIHC 队列芯片数据，通过 ImmPort database、MetaOmics、ImmuneXpresso、线

性联合评分配对（LC-K-TSP）等方法，构建 IRGPs 并计算其评分（IRGPs score），采用 Cox 比

例风险回归模型联合套索算法（Glmnet 法）拟合 IRGPs 与整体生存率之间的关系，筛选 IRGPs。

（1）验证队列：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普外肝脏外科血清标本 372 例（健康对照 30 例；HBV 携带

者 46 例；慢性肝硬化者 69 例；有复发 HCC 者 123 例；无复发 HCC 者 104 例），通过酶联免疫

吸附测定（ELISA）检测候选 IRGPs 丰度，ROC 曲线检验诊断特异性和敏感性。 

结果：（1）通过主成分（PCA）可视化质控分析，纳入生存资料完善的 7个GEO芯片数据（GSE10140、

GSE10141、GSE14520、GPL571、GSE14520、GPL3921、GSE15654、GSE45114、GSE76427）

和 TCGA-LIHC 队列芯片数据，共获得 465 例 HCC 患者数据用于研究分析；（2）Meta-KTS 评分

法分析各数据集在 10382 篇文献中的平均值，获取 69 个 HCC 相关的 IRGP，进行两两配对，合

计共配对 2346 组合。（3）选择 FWER&lt; 0.05 的 IRGPs 作为构建 IRGP 指数（IRGPI）筛选获得

候选 IRGPs，其中集落刺激因子 1（CSF1）和集落刺激因子 2（CSF2）配对具有显著性意义（P=6E-4）。

（4）验证组 HCC 患者血清中 CSF1/CSF2 水平显着高于所有对照组。CSF1/CSF2 水平与 HCC

肿瘤大小（P=0.039），卫星结节（P=0.006），血管侵犯（P &lt; 0.001）及肿瘤坏死程度（P &lt; 0.01）

显著性相关；联合 CSF1 和 CSF2 构建预测复发模型（AUROC = 0.876，P &lt; 0.01）。与单独测

试相比，CSF1 和 CSF2 的联合监测提高了 HCC 早期复发的诊断准确性。 

结论：IRGPs 方法筛选可以提供检测 HCC 诊断和早期复发监测的有效血清标志物。 

关键词：肝细胞癌; 免疫相关基因配对; 诊断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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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G 荧光成像技术在肝脏微小病灶识别中的临床应用可行性探讨 

夏桂辉#  徐 锋  赵 阳  戴朝六*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E-mail: 278170678@qq.com 

 

目的：本实验拟通过术中应用 ICG 介导的近红外荧光成像系统，识别术前肝内用 CT、超声、

MRI 及术中用肉眼观察、触摸、或术中超声等常规检测手段难以检测到的肝脏微小病灶，尤其

是微小肝癌病灶。探讨有无可能提高微小肝癌或微小肝脏癌前病变的检出率，比较分析可能影响

假阳性率的因素；从而为临床肝癌早期诊断及治疗提供思路和参考。 

方法：本研究选取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9 月于中国医科大学盛京医院肝胆外科住院拟行肝脏

部分切除术或肝癌切术的患者 82 例，其年龄、性别及种族不限，研究对象为术中离体标本上经

荧光显探测有荧光反应（高亮）的肝脏小结节（2-30mm）。所有入选患者术前经静脉注射吲哚菁

绿，计算 ICGR15 值，记录该值及 ICG 术前注射时间（以小时记）。术中标本离体后，马上用 ICG

介导的免疫荧光探测仪探查已切除的离体标本，除既定切除肿物以外，发现有荧光反应的结节，

予以切除，记为实验组；同时于该离体标本上切取除既定切除肿物外无荧光反应的肝组织，记为

对照组。行常规病理检查 HE 染色及 GPC3 染色，记录病理结果；病理结果为肝癌、肝转移癌、

低度异型增生或肝硬化伴肝细胞不典型增生者记为阳性，其余为阴性。统计分析显影组和不显影

组病理结果有无显著差异；同时分析对于病理结果有无其他影响因素，如 ICGR15、ICG 注射时

间、AFP、CA199、CEA、肝炎等。探讨 ICGR15 及 ICG 注射时间对假阳性率有无影响。 

结果：82 例患者中有 32 例经统计学卡方检验及差异分析，结果表明病理阳性率实验组明显高于

对照组，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 &lt;  0.05）。单因素分析显示 ICGR15、ICG 注射时间、AFP、

CA199、CEA、病毒性肝炎、GPC3 等因素与实验结果无明显统计学相关性（P &gt;  0.05）；多

因素分析显示显影组结果的假阳性率与 ICG 注射时间有统计学相关性（P &lt;  0.05）。 

结论：1.与常规影像学检查相比，ICG 荧光成像技术有更高的检出率和灵敏度。 

2.术中 ICG 荧光成像技术对于小肝癌及肝脏癌前病变的检测有临床意义。 

3.ICG 荧光显像系统新探测出的肝脏小结节的病理结果不受 ICGR15、ICG 注射时间、AFP、CA199、

CEA、病毒性肝炎、GPC3 等因素影响。 

4.显影组结果的阳性率随 ICG 注射时间增加而降低。 

关键词：肝癌; 荧光成像; ICGR15; GP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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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应用 PD-1 抑制剂诱发肝癌肝移植术后急性排斥反应一例报道 

肖永胜#*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mail: yshxiao@163.com 

 

目的：探讨术前应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是否会导致肝癌肝移植术后急性排斥反应。 

方法：病例个案报道 

结果：患者，男性，因“体检发现肝占位 1 周”于 2019-2-27 入住我院介入科，依据乙肝史、AFP&gt; 

60500ug/L 以及增强 MRI 的“快进快出”的典型表现，诊断为“原发性肝癌”，并于 3-1 局麻下

行 TCAE，术后恢复顺利。为求根治性治疗，于 3-17 全麻下行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术，术中见

肿瘤 4 枚，1 枚位于肝左叶，大小约 13*10*10cm，3 枚子灶位于肝右叶 VIII 段，直径分别为 0.8cm、

0.5cm、0.5cm，术中出血 500ml，未输血。术后病理：双表型肝细胞肝癌（4 灶），III 级，脉管

内癌栓易见；肝门淋巴结未见癌转移。术后常规给予激素联合 FK506 免疫抑制剂方案。术后恢

复顺利。因患者肿瘤超出 UCSF 标准，故于术后 2 周后将免疫抑制剂转换为雷帕霉素联合激素方

案。4-7 复查肝功能，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明显升高，雷帕霉素浓度 6.1ng/ml，4-8 再次复查丙氨酸

氨基转移酶进一步升高，于是在 4-9 行肝穿刺活检，病理提示：急性排斥反应，Banff 排斥反应

活动指数评分为 6/9，遂给予激素冲击治疗同时加用 FK506，患者肝功能逐渐好转，但 4-15 丙氨

酸氨基转移酶再次升高，4-17 肝穿刺病理免疫组化显示：C4d（部分汇管区小血管及肝血窦）阳

性。根据免疫组化结果，高度怀疑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MR），再次追问患者病史，患者在接

受肝移植术前 2 天曾接受过 PD-1 抑制剂治疗，于是给予加用米芙，同时大剂量应用丙种球蛋白，

患者肝功能逐渐恢复至正常。对移植肝移植前活检的组织标本进行免疫组化染色，PD-L1 染色阳

性。 

结论：对于肝癌肝移植患者术前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术后短时间内出现急性排斥反应，

需高度怀疑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所致，尤其是供肝移植前活检的组织标本 PD-L1 染色阳性的患

者，治疗在原有抗排异方案的基础上加用吗替麦考酚酸酯，同时大剂量使用丙种球蛋白是有效的

选择。 

关键词：肝移植; 肝癌; PD-1 抑制剂; 抗体相关排异反应 



 

 
 

96 

老年肝癌病人的护理方法 

邢静#*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E-mail: 815823288@qq.com 

 

目的：探讨老年肝癌病人的护理方法 

方法：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来我院医治的 140 例患者，其中男 100 例，女 40 例，年

龄 60~80 岁。原发性肝癌 60 例，转移性肝癌 60 例，原发性局限性小肝癌 20 例。根据随机原则

及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n＝70）与观察组（n＝70），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观

察组患者给与心理护理，分别采用 SAS 量表、SDS 量表对比两组老年肝癌患者在护理前后心理

韧性量表(CD-RISC)评分与护理满意度情况。护理方式主要为入院护理，术前护理和术后护理。

入院护理主要是评估患者的现有状态对疾病的了解程度，术前护理主要是心理护理及患者心理韧

性的评估，术后护理主要为对症护理和健康护理。 

结果：通过对老年肝癌患者心理疏导、观察病情、转移注意力、饮食护理及对症护理等护理措施，

老年肝癌患者疼痛减轻，住院时间缩短，有效提高了治疗的疗效。据数据统计术后出现不良反应

50 例，主要症状为发热、恶心、呕吐和肝功能损害，对症护理治疗后均康复出院。其中 4 例肝

癌患者术后肝功能进行性损害，CT 诊断考虑肝门部肿物压迫胆总管引起阻塞性黄疸，用 PTCD(经

皮肝穿胆道引流术)护理治疗后，病人病情好转出院。对选取的 140 例老年肝癌病人术后随访 6

个月。其中患者发热，恶心，呕吐，黄疸，疼痛等症状缓解 120 例，总有效率＞85.7%，差异显

著(P&lt;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经 CT 或超声证实，60 例病人的肿瘤缩小 1/3 以上，甲胎蛋白

转阴 40 例。手术后的患者相对比，差异显著(P&lt;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观察组肝癌手术患

者护理满意度 95.33%与对照组肝癌手术患者护理满意度 53.33%相比，存在显著差异(P&lt; 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体贴、细致护理受到患者的喜欢，促进老年肝癌患者康复起到重要作用。 

结论：做好老年肝癌患者护理十分重要，有助于患者治疗疾病减轻副反应，预防及减少并发症的

发生，减少患者的住院时间降低患者住院费用，同时可以显著提升护理满意度，改善患者的精神

状态，对老年肝癌患者的顺利康复起着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老年; 肝癌手术; 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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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对肝癌晚期患者心理韧性的影响研究 

邢静#*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E-mail: 815823288@qq.com 

目的：探究心理护理对肝癌晚期患者心理韧性的影响研究。 

方法：探讨晚期肝癌患者的临终护理，对肝癌晚期患者心理韧性的影响。 

方法 选择本院 2015 年 6 月至 2019 年 5 月在本院收治的肝癌晚期患者 80 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

根据随机原则及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n＝40）与观察组（n＝40），对照组采用常规

护理模式，观察组患者给与心理护理，分别采用 SAS 量表、SDS 量表对比两组患者在护理前后

心理韧性量表(CD-RISC)评分与护理满意度情况。 

结果：心理护理干预前，对照组及观察组患者的 SAS 量表、SDS 量表、CD-RISC 评分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gt; 0.05)，护理后观察组 CD-RISC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lt; 0.05);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lt; 0.05)。 

结论：理护理有助于提升肝癌晚期患者心理韧性，改善护患关系，值得应用与推广。 

关键词：心里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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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针对性护理干预对肝癌术后患者负面情绪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 

邢静#*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E-mail: 815823288@qq.com 

目的：探讨针对性护理干预对肝癌术后患者负面情绪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 

方法：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本院行肝癌手术的 14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

机原则及随机数字表法将 140 例患者随机分至对照组(n=70 例)和观察组(n=70 例)，对照组施以常

规护理，观察组施以个性化护理干预，分别采用 SAS 量表、SDS 量表评价两组患者在针对性护

理干预及常规护理干预前后两组患者包括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的情况，同时对两组患者对护理

方式中的满意度进行评价分析。 

结果：护理干预前，对照组及观察组的 SAS 量表、SDS 量表评分比较，结果提示无显著差异，

两组患者在护理前各项量表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P&gt; 0.05）。针对性护理干预及常规护理干预

后，两组患者的 SAS 量表、SDS 量表评分均明显优于护理干预前，同时观察组指标较对照组更

低，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lt; 0.05）。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调查示观察组优于对

照组（P&lt; 0.05）。 

结论：在外科行肝癌手术的患者中施以针对性护理干预，对改善患者焦虑状态、纠正抑郁状态具

有极大积极作用，可有效遏制不良情绪进一步加重，同时可以显著提升护理满意度，改善患者的

精神状态，提高患者的幸福指数。 

关键词：肝癌术后; 老年; 护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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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盐水冲洗腹部开放手术切口降低皮下脂肪液化的临床观察 

徐国辉#*   周存才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江西省肿瘤医院 

E-mail: 649709603@qq.com 

 

目的：评价生理盐水冲洗腹部开放手术切口，达到降低切口皮下脂肪液化的作用。 

方法：开放式腹部手术结束，用一层法即浅筋膜、腹部肌肉、肌肉前后鞘膜、腹膜下筋膜、壁腹

膜用大园针七号丝线一层缝合，完全缝合后用 500ml 生理盐水反复冲洗切口皮下脂肪，直至冲

洗液颜色由红转无色透明为止，用无菌纱布吸干切口液体。回顾分析 2017 年 1 月-2018 年 12 月

行生理盐水冲洗腹部开放手术切口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413 例腹部开放手术切口患者采用生理盐水冲洗切口，发生皮下脂肪液化的患者 2 例，其

中 1 例常规换药后切口愈合；1 例行简易封闭负压吸引及常规换药后切口愈合。 

结论：使用生理颜色冲洗腹部切口取材方便、价格低廉；能够显著降低患者皮下脂肪液化发生的

概率，缩短患者切口愈合时间及住院时间，减轻患者痛苦及住院费用。 

关键词：生理盐水；; 切口；; 皮下脂肪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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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拉菲尼联合肝动脉化疗栓塞和门静脉栓塞治疗进展期肝细胞肝癌的个案报道 

徐敬#*   金 焰  朱秀芳   李 皎  王梓瑜  邓世康  邹 垚  黄 浩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E-mail: 939931710@qq.com 

 

目的：目前进展期肝细胞肝癌（HCC）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案，其预后并不乐观。本文旨在观察

研究索拉菲尼联合肝动脉化疗栓塞和门静脉栓塞治疗进展期 HCC 的效果及安全性，探索进展期

HCC 的新的及更加有效的治疗方法。 

方法：回顾性分析总结一例使用索拉菲尼联合肝动脉化疗栓塞和门静脉栓塞治疗、带瘤生存时间

超过 7 年的进展期 HCC 患者的资料。 

结果：本例进展期 HCC 患者使用索拉菲尼联合肝动脉化疗栓塞和门静脉栓塞治疗后，带瘤生存

时间超过 7 年，并且生存质量良好、肝功能正常，无明显的不可耐受的不良反应。 

结论：索拉菲尼联合肝动脉化疗栓塞和门静脉栓塞治疗有效地提高了本例患者带瘤生存时间，本

方案安全，未增加治疗的不良反应。本方案为进展期 HCC 患者的治疗提供了一种新的探索。然

而，仍需要大宗病例及多中心的前瞻性对照研究来进一步深入地验证此方案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关键词：进展期肝细胞肝癌; 索拉菲尼; 肝动脉化疗栓塞; 门静脉栓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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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在肝癌切除术患者围手术期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徐小妍#*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E-mail: 441911515@qq.com 

 

目的：观察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在肝癌患者围术期护理中的护理效果。 

方法：随机将我科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肝癌患者 40 例分成两组，给予参对照

组常规护理干预，给予实验组全面快速康复外科护理干预，对比护理效果差异。 

结果：两组肝癌切除术后患者护理后术后伤口愈合时间、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护理工作满意

度等临床评价指标上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针对肝癌切除术患者术围术期实施全面快速康复外科护理的效果显著，促进患者生存质量

的提高，减少术后并发症现象，利于手术效果的提高，应推广应用。 

关键词：快速康复外科护理; 常规护理; 肝癌切除术; 围术期 



 

 
 

102 

治疗肿瘤药物相关性肝损伤保肝药物合理使用 

杨谨成#*    陈莲珍*  吴健雄*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药剂科，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肝胆外科 

E-mail: yjkclz@163.com, dr_wujianxiong@sina.com 

 

目的：探讨肿瘤药物相关性肝损伤的发病机制，针对机制选择使用不同作用机理的保肝药物，提

高肿瘤药物相关性肝损伤的治愈率和促进保肝药物的合理使用。 

方法：检索、查看和分析文献；收集保肝药物的药品说明书和研读；结合作者临床诊治工作经验，

总结和梳理出肿瘤药物相关性肝损伤的发病机制和保肝药物的作用机制、特点和用法用量；针对

机制选择使用不同作用机理的保肝药物。 

结果：抗肿瘤药物治疗过程中出现的肝损伤，如果确认或怀疑，应立即停用相关抗肿瘤药物。出

现血清转氨酶升高或白蛋白下降等肝功能损害征象时，可给予作用机制不同的保肝药物。避免加

重肝脏负担，不宜超过三种作用机制不一样的保肝药物。根据作用机理，西药保肝药物分为三大

类：第 1 类为抗炎类保肝药物：（1）非特异性抗炎药。代表药物：复方甘草酸二铵、复方甘草酸

苷；（2）解毒类。代表药物: 谷胱甘肽、硫普罗宁；（3）肝细胞膜修复保护剂。代表药物：多烯

磷脂酰胆碱；（4）抗氧化类药物。代表药物：水飞蓟素、双环醇；（5）利胆类药物。代表药物：

腺苷蛋氨酸、熊去氧胆酸；第 2 类为促进肝细胞再生药物。代表药物：促肝细胞生长素；第 3

类为能量代谢类辅助药物。代表药物：肌酐葡萄糖注射液、注射用复合辅酶、脱氧核苷酸钠注射

液；第 4 类有些中药也具有保肝作用。 

结论：抗肿瘤药物引起的肝损伤重在预防，需要对药物潜在的不良反应有整体把握，及时诊治和

停用引起肝损害的药物。根据不同的肝损害类型，选择作用机制不同的保肝药，给予合适的剂型

和剂量。同时密切关注患者体征和各种生物学指标，积极进行对症及支持治疗。 

关键词：肿瘤药物; 肝损伤 ; 保肝药; 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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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计数与同时性肝转移风险相关性的大样本 

临床回顾性横断面研究 

杨越#    宋丽杰  曹景玉  赵磊*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青岛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肿瘤医院 

E-mail: drzhaolei@hotmail.com 

 

目的：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 CRC）极易发生肝脏转移；新近报道恶性肿瘤进展和转移

与外周血单核细胞计数（The absolute peripheral blood monocyte counts，AMC）相关。本文拟探

讨 CRC 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计数与结直肠癌肝转移（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is， CRLM）的关

系。 

方法：回归性分析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和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住院治

疗的连续 7187 例 CRC 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发生同时性肝转移（synchronous CRLM， 

synCRLM）将 7187 例病人分成两组：同时性肝转移组（synCRLM+）627 例，无同时性肝转移

组（synCRLM-）6560 例。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基线资料特征，及外周血单核细胞计数与 synCRLM

的相关性。同时，按照单核细胞计数的中位数 0.47109 作为界值将患者分为单核细胞高水平组（＞

0.47109）和低水平组（≤0.47109），比较其 synCRLM 患病率；并对可能影响 synCRLM 的指标

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 

结果：synCRLM+与 synCRLM-组患者间年龄、肿瘤原发部位、肿瘤大小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synCRLM+组单核细胞绝对值显著低于 synCRLM-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ann-Whitney U 检验，

Z=-6.546，P=0.001），而单核细胞高水平组 synCRLM 患病率显著高于低水平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10.55%vs.6.54%，x2=34.861，P=0.001）。单因素及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升高的）单核

细胞计数、嗜酸粒细胞计数、嗜碱粒细胞计数、甘油三酯、ALT、ALP、CA199 和肿瘤分期是

synCRLM 的危险因素，且单核细胞计数是预测 synCRLM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HR：1.455，

[95% CI：1.012–2.093]，P＝0.043）。 

结论：综上所述，AMC 升高与 CRLM 的风险增加密切相关。外周血单核细胞计数与 CRLM 相

关，具体机制尚待进一步研究阐明。 

关键词：单核细胞; 结直肠癌; 肝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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吲哚菁绿荧光融合影像指导精准右半肝切除治疗肝细胞癌 

姚舜禹#*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脏外科 

E-mail: 843933960@qq.com 

 

目的：探讨吲哚菁绿（ICG）荧光融合影像（FIGFI）在指导精准右半肝切除治疗肝细胞癌（HCC）

中的价值。 

方法：前瞻性分析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1 月收治的 11 例行 ICG 荧光融合影像指导精准右半肝

切除治疗 HCC 患者的临床资料。术中经门静脉右支或外周静脉注射 ICG，行正显示法或反显示

法三维显影半肝行精准右半肝切除。 

结果：11 例患者中 10 例（90.9%）术中肝脏显影成功，在 FIGFI 指导下完成精准右半肝切除，

行反显示法 8 例，行正显示法 3 例，其中反显示法失败 1 例。10 例患者肝表面 ICG 荧光范围均

与缺血线一致，术后断面均清晰分界，11 例患者平均手术时间为 246min（150～345min），术中

平均出血量为 241ml（100～600ml），所有患者术中均未输血，平均术后住院时间为 10.4d（6～

15d)，术后峰值 ALT 均值 346U/L（114～707 U/L），TB 均值 47.1µmol/L（21.5～68.0µmol/L），

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 4/11，术后病理提示 11 例患者均为肝细胞癌、切缘阴性，其中 8 例存在微

血管侵犯。11 例患者平均随访时间 3.9 月（1～7 月），其中 1 例患者术后 2 月出现肺转移，无患

者死亡。 

结论：FIGFI 可以实时引导解剖性右半肝切除治疗 HCC，有助于提高右半肝切除治疗 HCC 的精

准度，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吲哚菁绿荧光融合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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吲哚菁绿荧光示踪技术在肝癌解剖性肝切除术中的应用价值 

姚舜禹#*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脏外科 

E-mail: 843933960@qq.com 

 

目的：探讨吲哚菁绿（ICG）荧光示踪技术在解剖性肝切除治疗肝细胞癌（肝癌）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本前瞻性研究对象为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7 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脏外科

收治的行解剖性肝切除的 55 例肝癌患者。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用随

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 ICG 示踪组 28 例和对照组 27 例；ICG 示踪组男 23 例，女 5 例，平均年龄

（54±12）岁；应用 ICG 荧光染色示踪技术行解剖性肝切除；对照组男 22 例，女 5 例，年龄（58

±12）岁；未采用 ICG 荧光染色示踪技术行解剖性肝切除。观察两组手术相关指标和术后并发

症发生情况，比较采用 t 检验或χ2 检验。 

结果：ICG 示踪组手术时间为（245±62）min，较对照组的（198±60）min 明显延长（t= 2.857 ，

P＜0.05）。ICG 示踪组术中输血例率 7%（2/28）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45%（12/22）（χ2= 10.079  ；

P＜0.05）。ICG 示踪组术后引流拔管时间、最高体温分别为（6.3±2.4）d、（37.7±0.4）℃明显

少于对照组的（8.4±4.4）d、（38.0±0.6）℃（t= -2.194 ， -2.179  ；P＜0.05）。 

结论：ICG 荧光示踪技术可清楚界定肝切除范围，加快患者术后康复，可作为解剖性肝切除的一

种辅助手段。 

关键词：肝细胞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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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CE 联合微波消融治疗巨块型原发性肝癌的疗效分析 

游骁翔#*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江西省肿瘤医院 

E-mail: 329321184@qq.com 

目的：原发性肝癌在全球内属于常见恶性肿瘤之一，对于失去手术治疗的巨块型原发性肝癌患者，

经导管肝动脉栓塞化疗( TACE) 是首选治疗方式。由于单一的 TACE 术难以阻断门静脉供血、

侧支循环的建立、肿瘤周边的血管相通及栓塞血管的再通，致使远期效果不理想。本文拟探讨 

TACE 联合微波消融治疗巨块型原发性肝癌的疗效。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7 月到 2017 年 4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54 例巨块型原发性肝癌患者，

按照治疗方法的不同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对照组仅接受 TACE 治疗，实验组则在对照组的基

础上接受微波消融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近期疗效、生存状况、治疗期间不良反应。 

结果：经过相应的治疗后实验组的总有效率为 58.33% ( 14 /24) ，显著高于对照组 43.3% ( 13 

/30)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实验组 1 年生存率为 41.67% ，2 年生存率为 

20.83% ，平均生存期为( 11． 87 ± 2． 12) 月，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P 

＜ 0． 05)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骨髓抑制、肝功能损伤、消化道反应等不良反应的 发生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在治疗结束后或对症处理后缓解，均未出

现严重不良反应。 

结论：TACE 联合微波消融治疗巨块型原发性肝癌可显著提高临床疗效，延长生存时间，改善

生存质量， 且无严重不良反应，安全性高。 

关键词：TACE; 微波消融; 巨块型肝癌; 生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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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水双极电凝在严重肝硬化肝脏肿瘤局部切除中的应用 

于云雷#     戴朝六*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E-mail: 278170678@qq.com 

 

目的：探讨肝癌合并严重肝硬化患者不阻断入肝血流条件下应用滴水双极电凝行肝切除的安全性

及可行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9 年 3 月至 2019 年 9 月于我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肝胆脾外科）

因肝脏肿瘤、合并严重肝硬化、ICG 偏高、残肝体积受限而仅能行肝肿瘤局部切除患者 42 例患

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本组 42 例患者，肝肿瘤局部切除时间（min）：15.4±8.16（由于各肿物在肝内分布位置

各异，且游离肝周韧带及粘连所耗时间各不相同，所以我们只对局部切除肿瘤所耗时间进行了计

时），术中出血量（ml）：67±25.92 ，所有患者均无再出血、胆漏、腹腔感染及肝功能衰竭发生，

术后均顺利出院。 

结论：滴水双极电凝在合并严重肝硬化肝脏肿瘤患者不阻断入肝血流条件下行肝脏局部切除中适

宜应用，安全，可行，可靠，值得推广。 

关键词：双极电凝; 肝脏肿瘤; 肝切除; 肝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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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肝脏膜性解剖 Laennec 入路腹腔镜解剖性肝切除临床应用 

余德才#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肝胆胰中心 

 

目的：虽然 Glisson 肝蒂和肝静脉分离是解剖性肝切除的关键步骤，但目前还没有标准化操作流

程。Laennec 膜是包绕整个肝实质的致密纤维层，与肝脏浆膜、裸区膈肌、下腔静脉、肝蒂、胆

囊板和肝静脉紧邻。本研究旨在阐明 Laennec 膜与邻近组织之间是否存在天然间隙并指引腹腔镜

解剖性肝切除术。 

方法：我们纳入 10 例因急慢性肝衰竭行肝移植患者。收集肝移植后的病肝并取肝蒂、肝静脉、

裸区、下腔静脉较近的肝组织，进行苏木精、伊红染色、间苯二酚品红染色和免疫组化。另外回

顾性研究从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共纳入 84 例患者。他们因肝病接受了腹腔镜解剖性肝切

除。 

结果：染色显示 Laennec 膜系纤维素组织和少量细胞组成，包裹整个肝脏，与肝外周围组织和肝

内肝蒂、肝静脉游离。我们通过对 10 个移植切除的病肝样本测定提示：Laennec 膜与 Glisson 肝

蒂的平均间隙尺寸为 32±8.7μm，而 Laennec 膜与肝静脉、IVC 之间的间隙分别为 26±6.3 和

29±7μm。基于 Laennec 膜解剖，将其作为解剖性肝切除的全程解剖标记，如肝周游离、肝蒂

分离、肝静脉分离和肝后分离，如图 1 所示。我们命名该解剖性肝切除路径为 Laennec 入路。我

们采用该策略行腹腔镜解剖性肝切除治疗 84 例肝脏疾病患者。平均手术时间 277.23min，平均

住院天数 9.8 天。 

结论：Laennec 入路有助于解剖性肝切除的流程化和标准化。然而，该理念还有待同道们一道开

展多中心临床研究，验证该入路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腹腔镜；解剖性肝切除术；膜性解剖；外科手术；自然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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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肝癌筛查队列随访人群 HBsAg 转换和 HBV-DNA 水平的因素分析 

俞霞#   李付贵  吴标华  连仕锋  程伟民   季明芳*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山市人民医院，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 

E-mail: jmftbh@sina.com 

 

目的：分析中山乙肝随访人群转氨酶、肝纤四项等检测指标，探讨影响 HBsAg 转阴和 HBV-DNA

水平的独立危险因素。 

方法：2012 年进行肝癌筛查，通过 HBsAg 检测，获得高危人群 2882 人，随访至 2017 年，对这

部分人群进行了 HBsAg、HBV-DNA、AFP、转氨酶、肝纤四项和 anti-HCV 检测。先通过单因

素分析筛选出影响 HBsAg 转阴率和 HBV-DNA 水平的可能危险因素，再通过多因素 Logistic 回

归分析确定影响 HBsAg 转阴率和 HBV-DNA 载量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乙肝随访队列 1699 人，平均年龄（54.22±7.61）岁。HBsAg 的 5 年累计转阴率 5.0%，

年转阴率 1.0%。HBV-DNA 阳性率 63.0%，中位拷贝数 430.9copy/ml。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提示：HBV-DNA≤100copy/ml 与 HBsAg 转阴有关。而 AFP、ALT 和 AST 高于临界值与 HBV-DNA

异常有关。 

结论：乙肝患者 HBV-DNA 载量与 HBsAg 是否转阴和 AFP 有密切关系。而转氨酶升高则一定程

度提示 HBV-DNA 载量增加。 

关键词：乙肝; HBsAg; AFP; HBV-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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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肝癌高危人群筛查依从性及其肝癌患病情况研究 

俞霞#   李付贵  吴标华  连仕锋  程伟民   季明芳*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山市人民医院，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 

E-mail: jmftbh@sina.com 

 

目的：分析肝癌高危人群筛查依从性和不同依从性人群后续肝癌患病情况。 

方法：根据中国癌症基金会癌症早诊早治专家委员会制定的方案，2012 年开始对中山市小榄镇

筛查发现的乙肝表面抗原（HBsAg）阳性者，采用甲胎蛋白（AFP）联合超声检查的方法开展每

年 2 次的诊断性筛查。对肝癌高危人群进行随访，随访截止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分析高危人

群筛查依从性情况，并比较不同依从性人群后续肝癌患病情况。 

结果：（1）筛查队列 19386 人，检出 HBsAg 阳性者 2882 人，阳性率 14.9%。剔除初筛时发现的

13 例肝癌，实际随访高危人群 2869 人。目标人群行 AFP 检测和 B 超检查依从性分别为 59.9%

和 54.0%，前者依从性高于后者；整体女性筛查依从性高于男性。35-54 岁男性随访依从性最低。

（2）AFP 和 B 超检查高低依从组人群 HCC 发病率和早诊率均无显著差异；筛查队列中 HBsAg

阳性人群 HCC 发病率显著高于 HBsAg 阴性人群，而两组人群 HCC 早诊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B 超高依从组和 HBsAg 阳性组中 HCC 生存率分别高于低依从组和 HBsAg 阴性组。 

结论：肝癌筛查依从性和早诊率低。B 超检查依从性对肝癌患者生存率有一定的影响。提高 HBsAg

阳性人群筛查依从性，是提高肝癌早诊率及生存率的重要途径之一。 

关键词：肝癌; 筛查; 依从性; 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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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动脉化疗栓塞序贯微波消融治疗大肝癌的临床研究 

曾志平#*   解长佶  何 均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江西省肿瘤医院 

E-mail: 1269459719@qq.om 

 

目的：对比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序贯微波消融(MWA)与单独 TACE 治疗原发性大肝癌的临床

疗效。 

方法：回顾性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我院原发性肝癌患者所有接受了 TACE-MWA 和

单独 TACE 治疗的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临床数据，运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来进行分析。其中

TACE-MWA 组 34 名、TACE 组 141 名，按 1:2 配对后分析两种治疗方案的临床效果。主要观察

指标包括肿瘤反应，无疾病进展生存时间，中位生存时间，1 年、2 年生存率。 

结果：对于 175 名原发性肝癌患者，实际配对完成 28 对，配对后组间基线资料具有可比性。肿

瘤治疗效果 TACE-MWA 组 CR 9 例(32.1%)、PR 10 例(35.7%)、SD 5 例 17.9%)、PD 4 例(14.3%)，

TACE 组 CR 4 例(14.3%)、PR 8 例(28.6%)、SD 10 例(35.7%)、PD 6 例(21.4%)。随访截止到 2019

年 6 月， TACE-MWA 组患者无疾病进展生存时间为（8.4±1.5）个月，中位生存时间为 18 个

月，TACE 组无疾病进展生存时间为（6.5±1.6）个月，中位生存时间为 14 个月。TACE-MWA

的 1、2 年生存率分别为 85.7%、57.1%，明显优于 TACE 组的 60.7%、35.7%。 

结论：TACE 序贯 MWA 治疗大肝癌疗效优于单独 TACE，是大肝癌的有效治疗模式，具有临床

推广价值。 

关键词：肝肿瘤; 肝动脉化疗栓塞; 微波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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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细胞型肝癌预后评分系统的建立与评估 

张锋#*   胡可舒  唐蓓  Tian Mengxin  Lu Shenxin  袁 佳   李 苗  陈荣新  任正刚 

史颖弘*  殷欣*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mail: shi.yinghong@zs-hospital.sh.cn, yin.xin@zs-hospital.sh.cn 

 

目的：混合细胞型肝癌是原发性肝癌的一种少见类型，在近年来逐渐得到重视。其比肝细胞癌侵

袭性更强且预后更差。本研究的目的是建立一种可应用于混合细胞型肝癌患者的新型预后评分系

统并对其预测效能进行评估。 

方法：本研究纳入 292 例于 199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接受治疗

的 Allen type C 混合细胞型肝癌患者。其中治疗时间在 2005 年 12 月 31 日之后的患者纳入训练

组（n=192），治疗时间在此之前的纳入验证组（n=100）。应用 COX 多因素回归模型筛选出混合

细胞型肝癌的独立预后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预后评分模型，在验证队列中验证其预测效能并和

临床常用分期系统如 TNM 分期、BCLC 分期、Okuda 分期、 ITA.LI.CA 分期、JIS 评分进行比

较。 

结果：模型最后纳入的独立预后因素包括白蛋白，癌胚抗原，肿瘤大小，癌栓以及肝门淋巴结侵

犯 9 项。该模型在训练队列中 C-index 值达 0.71，在验证队列中 C-index 值达 0.70，均显著高于

目前临床上普遍应用的 TNM 分期等系统。此外，根据患者预后评分，292 位患者可分为预后显

著不同的三个亚组：A 组（0 分），B 组（1-2 分），C 组（大于 3 分）。其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 60

月，17.7 月，6 月（P&lt; 0.001），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分别为 26 月，12 月，4 月（P&lt; 0.001）。 

结论：本研究建立了一种专门应用于混合细胞型肝癌患者的新型预后评分系统，其预测效能显著

优于目前临床上普遍应用的 TNM 分期等系统。该模型简化了对混合细胞型肝癌的预后分层，为

临床医生对患者的临床决策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混合细胞型肝癌; 总生存期; 无进展生存期; 预后评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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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蛋白-吲哚菁绿（ALICE）评分评估门静脉高压合并肝癌肝切除术后 

肝功能衰竭的价值 

张皓萌#  徐 锋  戴朝六*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E-mail: 278170678@qq.com 

 

目的：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 ALICE 评分系统预测门静脉高压（PH）合并肝癌（HCC）肝切除术

后肝功能衰竭（PHLF）的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6 月至 2019 年 3 月于就诊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的 HCC 合并

PH 接受肝切除手术的患者。记录并比较所有患者的临床信息、影像学检查、实验室检查、手术

信息以及术后并发症。计算 ALICE 评分，并与白蛋白-胆红素（ALBI）评分和 Child-Pugh 评分

比较预测术后肝功能衰竭的能力。 

结果：共纳入患者 100 例，其中发生Ⅲa 级以上术后并发症共 6 例，PHLF 患者 11 例，多因素分

析中 ALT（OR=1.048; 95%CI:1.017，1.079，P=0.002）和 ALICE 评分(OR=4.162;  95%CI:1.618， 

10.706， P=0.003)是预测术后肝功能衰竭的独立危险因素。ALICE 评分、ALBI 评分和 Child-Pugh

评分受试者工作曲线下面积分别是 0.742、0.706 和 0.586.其中 ALICE 评分和 Child-Pugh 评分曲

线下面积具有显著差异(ΔAUC=0.156，P=0.043)。 

结论：ALICE 评分相比 ALBI 评分和 Child-Pugh 评分能够更好的预测门静脉高压合并肝癌肝切

除术后肝功能衰竭，因此 ALICE 评分可以作为评估手术风险和筛选手术患者的补充工具。 

关键词：白蛋白; 吲哚菁绿; 门静脉高压; 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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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racoscopic microwave ablation assisted by a three-dimensional visualization 

operative planning system for recurrent smal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butting right 

diaphragmatic dome 

Heyue Zhang#  Feng Xu*  TianQiang Jin  Zhaoliu Dai  XingZhu 

（# indicates the presenting author, * indicates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Affiliation: ShengJing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The 4th People,s Hospital Of 

Shenyang 

E-mail: xufengsjh@126.com 

 

Objective: The choice of treatment for recurrent lesions abutting the diaphragm after operation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is still controversial. Microwave ablation is a radical treatment for 

small HCC.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oracoscopic microwave ablation (TMA) assisted by a three-dimensional visualization operative 

planning system in the treatment of recurrent small HCC abutting right diaphragmatic dome.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HCC between January 2015 and December 2018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from a prospectively database of Shengji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Results: Of all patients, 6 underwent TMA assisted by a three-dimensional visualization operative 

planning system. 5 cases had single tumor, and 1 case had 3 tumors. Tumors in 2 cases were located at 

the top of segment 7 and 4 cases at the top of segment 8. The medium diameter of the tumor was 20.5 

mm. The medium operation time was 157.5 min. The complete ablation rate of tumor was 83. 3%. The 

medium hospital stay was 9.5 days. There was no local progress in all cases. 1-year disease-free 

survival was 66.7%, and median survival was 20 months. 1-year and 3-year overall survival were 100% 

and 80%,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MA assisted by a three-dimensional visualization operative planning system can be 

used as a safe, feasible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recurrent small HCC abutting right diaphragmatic 

dome, but the surgical indications should be strictly grasped. 

Key Words: Thoracoscopy; three-dimensional visualizatio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Microwave 

ab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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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合并远处转移手术治疗的疗效分析 

张建龙#*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E-mail: 864685069@qq.com 

 

目的：回顾性分析原发性肝癌合并远处转移行原发灶切除后患者的中位生存期。 

方法：回顾了我医院 2010—2015 年收治的 52 例原发肿瘤可切除的原发性肝癌合并远处转移的患

者资料（18 例行原发灶切除，34 例行 TACE、姑息性消融、化疗、靶向药等非手术治疗），统计

两组中位生存期。 

结果：手术组中位生存期 12.1 个月，4 例死于肝内转移导致的肝功能衰竭，4 例死于上消化道出

血，1 例死于肺部转移瘤导致的大咯血；非手术组中位生存期 8.3 个月，9 例死于肝内转移导致

的肝功能衰竭，5 例死于上消化道出血，1 例死于脑多发转移瘤，1 例死于腔静脉癌栓脱落导致

的肺栓塞，1 例死于肝癌破裂出血；P=0.023。 

结论：对于原发性肝癌合并远处转移的患者，不可简单根据诊疗指南将外科手术排除在外，尤其

对肝内原发肿瘤可切除但早期即发生远处转移的患者，肝内原发灶切除可能会带来生存获益。 

关键词：原发性肝癌; 远处转移; 原发灶可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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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肝动脉栓塞治疗肝癌破裂出血的 26 例病例疗效分析 

张建龙#*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E-mail: 864685069@qq.com 

 

目的：探讨肝癌破裂出血急诊行肝动脉栓塞术(transcatheter arterial embolization，TAE)治疗的临

床疗效。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我院 26 例肝癌破裂出血急诊行 TAE 的治疗过程。 

结果：26 例患者急诊行 TAE 治疗，19 例止血成功，2 例术后再发出血，后行 TAE 术止血成功，

5 例患者死亡。止血成功率 80.7％。从临床发现肿瘤破裂出血到 TAE 治疗结束时间为 2～16h。3

例 1 个月后行肝癌切除术，18 例 1 个月后行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或 TACE 联合微消融、

靶向药等治疗。 

结论：肝动脉栓塞是肝癌破裂出血急诊止血安全有效的治疗手段，且为后续治疗提供了机会。 

关键词：急诊肝动脉栓塞; 肝癌破裂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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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参碱对大鼠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 

张磊#  宋晓静  吴永娜  马 健  李 汛*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E-mail: lxdr21@126.com 

 

目的：探讨苦参碱（MT）对 大鼠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HIRI)的保护作用及可能的分子机制。 

方法：健康成年 SD 大鼠 45 只，随机分为 3 组：一组作为空白对照组（ SO 组，n=15），不

阻断肝脏血流；另外 2 组大鼠行夹闭门静脉和肝动脉缺血 70 min 后进行再灌注方法建立 HIRI 

模型（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以缺血/再灌注+生理盐水组为对照组（NS 组），缺血/再灌注+苦

参碱组为实验组（MT 组）。MT 组在夹闭门静脉和肝动脉前经门静脉主干注入苦参碱。NS 组

注入生理盐水，阻断供血 1h 后恢复灌注，在恢复灌注 2 h 后采集血、肝组织标本行免疫组织化

学及 Western blot 检测。 

结果：1.qRT-PCR 结果显示，正常对照 SO 组 Bcl-2 mRNA 表达水平显著高于 Bax，在肝脏缺

血再灌注模型组 NS 组中，高 Bcl-2 表达水平受到抑制，Bax mRNA 表达水平显著高于 Bcl-2。

当行苦参碱干预后，Bax mRNA 水平显著下降（MT 组），基本接近 SO 组 Bax 水平。Western 

blot 验证结果与 mRNA 水平结果相似。2.HE 染色结果显示，MT 组肝组织损伤程度较 NS 组轻， 

免疫组织化学、Western blot 结果均显示， MT 组 TRAIL 蛋白表达水平、BAX 表达水平显著

低于 NS 组。 

结论：苦参碱对大鼠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有保护作用，分子机制可能由于苦参碱参与调节 

Bcl-2/Bax 的平衡、参与抑制 TRAIL /BAX 信号通路，从而抑制大鼠缺血再灌注损伤后肝细胞

凋亡。 

关键词：缺血-再灌注损伤; 肝脏; 苦参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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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性肝切除对肝细胞癌伴微血管侵犯的预后影响 

张努#*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E-mail: 843933960@qq.com 

 

目的：探讨解剖性肝切除术对肝细胞癌（HCC）合并微血管侵犯（MVI） 的预后影响。 

方法：收集 2009 年 12 月- 2012 年 12 月因肝细胞癌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脏外

科行根治性手术治疗 198 例病例，根据 2015 版原发性肝癌规范化病理诊断指南对 MVI 进行病理

分级，分为 M0 组、M1 组（低危组）和 M2 组（高危组），比较解剖性肝切除和非解剖行肝切除

对每组患者的预后影响。 

结果：111 例患者行解剖性肝切除，87 例患者行非解剖性肝切除。各组间患者术前性别、甲胎蛋

白（AFP）值、肿瘤数量及 AJCC 分期情况无统计学差异（P＞0.05）。M0 组、M1 组、M2 组行

解剖性肝切除患者分别为 35 例、37 例和 39 例，行非解剖性肝切除分别是 20 例、31 例和 36 例。 

M0 组和 M1 组内患者是否行解剖性肝切除对总生存时间无明显差异（P＞0.05），M2 组行解剖性

肝切除患者术后中位生存时间为 32 个月，非解剖性肝切除患者中位生存时间为 20 个月，组间有

统计学意义（P=0.003）。 

结论：解剖性肝切除可以改善肝细胞癌合并 MVI 手术效果，可以延长高危组（M2）组的总生存

时间。 

关键词：解剖性肝切除



 

 
 

119 

 

ACEIs 不能减轻 TKIs 导致的蛋白尿并降低其抗癌疗效 

张苏#  张倜*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E-mail: zhangti@tjmuch.com 

 

目的：探究抗血管生成转换酶抑制剂（ACEIs）对抗血管生成靶向药（TKIs）导致蛋白尿及其抗

癌疗效影响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建立人肝癌细胞系 MHCC97H 细胞裸鼠皮下瘤模型及鼠源肝癌细胞系 Hep1-6 细胞的 c57

小鼠皮下瘤模型，分组为空白对照组、单用 ACEIs 组、单用 TKIs 组及 ACEIs 及 TKIs 联用组。

选用卡托普利，依那普利及福辛普利作为 ACEIs 代表，阿帕替尼和瑞戈菲尼作为 TKIs 代表。通

过代谢笼收集小鼠 24 小时尿液，通过考马斯亮蓝染色及 ELISA 试剂盒观察 ACEIs 对 TKIs 导致

小鼠蛋白尿的影响；通过 HE、Masson 及 PAS 观察 ACEIs 对 TKIs 导致小鼠肾脏病理损伤的影响；

通过透射电镜观察 ACEIs 对 TKIs 导致小鼠肾小球损伤情况；通过肾脏 VEGFA 表达情况及 CD31

免疫荧光观察 ACEIs 对 TKIs 导致小鼠肾脏血管生成减少的影响；通过生存期、瘤体增长情况、

瘤体质量、小鼠体重及肝肺转移情况观察 ACEIs 对 TKIs 抗癌疗效影响。 

结果：ACEIs 不能延缓及减轻 TKIs 导致的小鼠蛋白尿，ACEIs 不能减轻 TKIs 导致的小鼠肾小

球和肾小管损伤以及肾小球足突的减少，ACEIs 不能减轻 TKIs 导致的肾脏血管减少，ACEIs 的

联用降低 TKIs 的抗癌疗效并促进肝肺转移。 

结论：ACEIs 不仅不能减轻 TKIs 导致的蛋白尿及肾脏损伤还降低其抗癌疗效并促进了肝癌转移

的风险。 

关键词：抗血管生成药;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肝癌; 蛋白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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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内胆管癌淋巴结转移个数和站别影响预后的国际多中心研究：新的 AJCC N 分期的

建立 

张谞丰#*  吕 毅 Timothy M Pawlik*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俄亥俄州立大学 

E-mail: xfzhang125@126.com, timothy.pawlik@osumc.edu 

 

目的：最新的第 8 版 AJCC 指南推荐肝内胆管癌手术切除时应至少获得 6 个以上淋巴结，而并没

有得到有效的验证；淋巴结转移站别对预后的影响仍不清楚；最新 TNM 分期简单的将 N 分期定

义为：N0(无淋巴结转移)和 N1（淋巴结转移）。相反，肝门部胆管癌、胆囊癌、远端胆管癌等的

N 分期已经细分为 N0，N1 和 N2。肝内胆管癌的 N 分期是否可以进一步细化尚不得而知。 

本研究基于国际多中心合作，目的探讨淋巴结转移个数和站别对于肝内胆管癌切除术后预后的影

响，同时分析获得准确的 N 分期应至少获得的淋巴结个数。 

方法：所有因诊断“肝内胆管癌”在以下 15 个中心行根治性手术切除（1999 年 1 月-2017 年 8

月）的患者均纳入该研究。研究中心包括：美国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Stanford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Virginia;  Emory University;  Johns Hopkins Hospital；中国东方肝胆医院和西安交

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罗马尼亚 Fundeni Clinical Institute of Digestive Disease;  葡萄牙 Curry 

Cabral Hospital;  意大利 Ospedale San Raffaele;  澳大利亚 University of Sydney;  法国 Beaujon 

Hospital;  加拿大 University of Ottawa;  荷兰 Erasmus University Medical Centre;  日本

Yokohama City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等。主要观察重点包括总生存(OS)，疾病特异性生

存(DSS)和无瘤生存（RFS）。应用 SEER 数据库进行外部验证。 

结果：共纳入 1102 例患者，其中同时行淋巴结清扫的患者共 603 例（54.7%）。中位生存时间 30.6

个月，5 年生存率 30.4%。1 个或 2 个淋巴结阳性(LNM)患者生存率相当，且均差于无淋巴结转

移患者（中位 OS，18.0，20.0 vs. 45.0 月，p&lt; 0.001），但均显著优于 3 个或以上阳性淋巴结患

者(中位 OS，1-2 LNM 19.8 vs. ≥3 LNM 16.0 月，p&lt; 0.01).多因素分析显示：淋巴结转移个数

N1(1-2 LNM)(相对比 N0，HR 2.4，p&lt; 0.001)和 N2(≥3 LNM)(相对比 N0， HR 3.9， p&lt; 0.001)

与患者 OS 显著相关。同样，淋巴结转移个数与患者 DSS， RFS 亦显著相关（所有 p 均&lt; 0.05）。

总的淋巴结切除个数≥6时，获得对于N0，N1和N2患者总体OS鉴别的最大有效力（AUC 0.780）。

结果在 SEER 数据库中 1036 例肝内胆管癌行手术切除的患者中同样得到证实。在淋巴结切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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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满足指南要求（≥6）患者中，淋巴结转移超出 12 组的患者其预后显著差于转移在 12 组内的

患者(中位 OS 14 vs 24 月，HR 2.4， p=0.003)。 

结论：标准的淋巴结清扫应获取至少 6 个以上淋巴结，站别应包括 12 组以外的淋巴结，以获得

准确的 N 分期。新的 N 分期（N0，N1 和 N2）有助于进一步优化 TNM 分期。 

关键词：肝内胆管癌; 手术; 淋巴结转移; TNM 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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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灶部位对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术后生存的影响 

张远萍#*  王勇进  元一川  邱际亮  邱雨雄  何 伟  郑 云  王志强  顾仰葵  卢振

海  陈 功  丁培荣  伍小军  潘志忠  万德森  李宇红  徐瑞华  元云飞*  李斌奎*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E-mail: zhangyp@sysucc.org.cn, yuanyf@sysucc.org.cn, libk@sysucc.org.cn 

 

目的：结直肠癌是消化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肝脏是结直肠癌最常见的转移部位。原发灶部位是

影响晚期结直肠癌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原发灶部位是否也会影响结直肠癌肝转移施行肝

转移瘤切除术患者的生存，至今不清。本研究就原发灶部位是否影响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术后生

存进行了探究。 

方法：本研究纳入 2010 年至 2015 年在我科施行肝转移瘤切除术的肠癌肝转移患者 278 例。其中

原发灶位于盲肠至横结肠的患者被划分至右半结肠组，共 67 例（24.1%）；原发灶位于结肠左曲

至直肠的患者被划分至左半结肠组，共 211 例（75.9%）。通过比较两组患者的生存情况，明确

原发灶部位是否影响肠癌肝转移患者术后生存。 

结果：与原发灶相关的临床病理因素，除外右半结肠组患者肿瘤最大径大于左半结肠组（5.0 vs. 

4.0cm; P =0.015）达到显著的统计学差异外，其余因素均未达显著统计学差异。右半结肠组与左

半结肠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 53 和 49 个月。右半结肠组第 1、3、5 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

89.4%、67.5%和 55.4%。左半结肠组第 1、3、5 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 95.1%、67.9%和 45.7%。

右半结肠组与左半结肠组患者的中位无病生存时间分别为 8.6 和 8.1 个月。右半结肠组第 1、3、

5 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 33.3%、3.3%和 0%。左半结肠组第 1、3、5 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 31.9%、

2.2%和 0%。生存分析提示，两组患者的总体生存与无病生存均无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 = 0.829;  

P =0.767）。单因素分析提示，施行肝转移瘤切除术后，原发灶部位不是影响结直肠癌伴肝转移

患者总体生存（hazard ratio [HR] 0.945，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566-1.577;  P = 0.829）与

无病生存（HR 0.950， 95% CI 0.627-1.438;  P = 0.808）的危险因素。影响患者总体生存的独立

危险因素为肝转移瘤多发（HR 2.002， 95% CI 1.184-3.386; P = 0.010）和肝内病灶病理提示微血

管侵犯（HR 4.076， 95% CI 1.189-13.976; P = 0.025）。肝转移病灶多发（HR 1.762， 95% CI 

1.190-2.610; P = 0.005）为影响患者无病生存的唯一危险因素。 

结论：在我们的研究中，原发灶部位并未影响结直肠癌伴肝转移患者术后的总体生存与无病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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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肝转移病灶为可切除的情况下，无论原发灶部位是在右半结肠或是左半结肠，均建议积极施行

肝切除。 

关键词：肝转移; 结直肠癌; 原发灶部位; 预后 



 

 
 

124 

 

淋巴结切除范围对肝切除术后有淋巴结转移的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预后的影响 

章颖#   陈淑玲  匡 铭*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mail: kuangm@mail.sysu.edu.cn 

 

目的：手术是唯一能根治肝内胆管细胞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的治疗方式，

淋巴结转移是 ICC 患者手术后预后的主要危险因素。但目前在手术过程中，对于转移淋巴结清

扫能否使患者获益仍有争议。本文的目的是研究淋巴结切除的程度对于有淋巴结转移的 ICC 病

人术后预后的影响。 

方法：纳入 1998 年 6 月至 2018 年 6 月于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原发初治手术行根治性（R0）

手术治疗，且术后病理确诊淋巴结转移的 ICC 患者。根据淋巴结切除的范围，将患者分成淋巴

结活检组（A 组）和局部淋巴结清扫组（B 组）。我们利用多因素回归分析确定影响患者无复发

生存时间（recurrence free survival）和总体生存时间（overall survival）。比较两组之间的 RFS，

OS，费用和术后并发症。在 B 组中，我们也探究了阳性淋巴结的个数，比例对于复发和生存的

影响。 

结果：符合纳入标准共 78 例患者，其中 A 组有 25 例，B 组有 53 例。A 组患者的中位 OS 和 RFS

分别为 10.15 和 3.24 个月，B 组患者的中位 OS 和 RFS 分别为 12.79 和 5.95 个月（p=0.112 和

p=0.003）。淋巴结切除的程度不是 OS 的独立危险因素（HR=0.68， 95%CI=0.38-1.19， p=0.177），

淋巴结切除的程度（HR=0.47， 95%CI=0.22-0.97， p=0.041）和肿瘤分化程度（HR=2.01， 

95%CI=1.08-4.05， p=0.028）是 RFS 的独立危险因素。B 组人群中，清扫个数＞5 个显著影响

RFS（HR=15.01， 95%CI=2.63-85.52， p=0.002）。除此之外，B 组的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明显

多于 A 组（20.0% vs 56.6%， P=0.003）。两组间的术后住院天数没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 

结论：在淋巴结阳性的 ICC 病人中，局部淋巴结清扫在显著延长 RFS 同时，也会使术后并发症

发生比例增加。 

关键词：肝内胆管细胞癌; 淋巴结转移; 肝切除术;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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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内胆管细胞癌的淋巴结转移范对肝切除术后患者预后的影响围 

章颖#   陈淑玲  匡 铭*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mail: kuangm@mail.sysu.edu.cn 

 

目的：淋巴结转移是肝内胆管细胞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ICC）预后的重要危险

因素，但 ICC 淋巴结转移的范围对于手术后病人预后的影响尚无研究，且 NCCN 指南推荐的可

手术的淋巴结转移范围也受到了挑战。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淋巴结转移的范围对于接受根治性手

术切除的 ICC 患者预后的影响。 

方法：纳入 1994 年 9 月至 2018 年 11 月来自 2 个中心的原发初治行根治性手术切除的 ICC 患者，

根据病理学确诊的淋巴结转移情况分为以下 4 组。N0：没有淋巴结转移，1 组：淋巴结转移至肝

十二指肠韧带和肝总动脉旁淋巴结，2 组：肿瘤位于肝右叶时，淋巴结转移至胰腺周围和十二指

肠周围淋巴结，肿瘤位于肝左叶时，淋巴结转移至肝胃间隙淋巴结；3 组：转移至 2 组以远的淋

巴结。多因素分析被用来探究影像无复发生存时间（recurrence-free survival， RFS）和总体生存

期（overall survival， OS）的影响因素。 

结果：本研究共纳入 133 例患者。N0，1 组，2 组和 3 组分别有 56，21，17，39 例。RFS 和 OS

在 1 组和 N0 之间，2 组和 N0 之间均无统计学差异。但 3 组和 N0 组的 RFS 和 OS 有明显统计学

差异（p＜0.001 和 p=0.002）。多因素分析提示淋巴结分组因素是 RFS 的独立危险因素（HR=2.43， 

95%CI =1.32-4.51， p=0.005）。将 1 组，2 组和 N0 组合并成一大组与 3 组相比较，发现两组的

RFS 和 OS 均有统计学差异（p＜0.001 和 p=0.037），多因素分析表明分组因素是 RFS 的独立危

险因素（HR=2.46， 95%CI =1.47-4.12 p=0.001）。 

结论：综上，淋巴结转移至 NCCN 定义的局部淋巴结以远的区域，包括胰腺和十二指肠周围，

肝胃间隙之间的淋巴结，根治性手术治疗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但转移至上述范围之外时，选择

手术则需要慎重考虑。 

关键词：肝内胆管细胞癌; 淋巴结转移; 肝切除术;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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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PS 术后余肝迅速增生过程中 Endocan 的变化及其对肝干细胞的影响 

赵亮#   徐 锋  戴朝六*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E-mail: 278170678@qq.com 

 

目的：临床上很多肝脏恶性肿瘤病人，因残余肝脏体积不足，无法行根治性手术切除，丧失治愈

机会。联合肝脏分割和门静脉结扎的二步肝切除术（ALPPS）是一种能够迅速促进肝增生的方法，

对于降低术后肝功能衰竭的发生率，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在 ALPPS 术后发生的保留肝脏迅速

增生过程中，Endocan 是否参与了该增生过程，其表达水平是否与肝干细胞的分布与表达之间存

在着某种联系，其具体机制尚不甚清楚。本研究拟通过观察 ALPPS 术后保留侧肝脏迅速增生的

特点，探讨 Endocan 与肝干细胞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初步明确 HGF/c-Met 信号通路在 ALPPS

术后保留侧肝脏迅速增生过程中的作用，以及 Endocan 与肝干细胞是否通过该通路相互作用从而

影响了 ALPPS 术后余肝的迅速增生。 

方法：建立 C57 小鼠 ALPPS 模型，将小鼠分为对照组、PVL 组及 ALPPS 组，观察各组术后各

时间点肝组织内 Endocan 的表达及肝干细胞的分布情况；在 C57 小鼠 ALPPS 模型基础上，通过

分别抑制 Endocan 及 c-Met 的表达，观察各组术后各时间点肝组织内 Endocan 的表达及肝干细胞

的分布变化情况以及与 HGF/c-Met 通路的关系。 

结果：ALPPS 组肝再生指数较对照组及 PVL 组显著升高（P&lt; 0.05），术后各时间点 CK19 标

记的阳性肝干细胞比例较对照组（P&lt; 0.01）及 PVL 组（P&lt; 0.05）有所增加，ALPPS 组余肝

组织内各时间点的 VEGF 及 Endocan 蛋白表达显著高于对照组及 PVL 组（P&lt; 0.05， P&lt; 0.01）。

与ALPPS组相比，c-Met(-)组与Endocan(-)组的术后各时间点的肝再生指数显著降低（P&lt; 0.05）、

阳性肝干细胞表达较 ALPPS 组有所减少（P&lt; 0.01）；抑制 c-Met 蛋白的表达，术后各时间点

的 Endocan 蛋白表达较 ALPPS 组有所下降（P&lt; 0.05）；抑制 Endocan 蛋白表达，术后各时间

点的 c-Met 蛋白表达较 ALPPS 组亦有所下降（P&lt; 0.05）；抑制 c-Met 蛋白及 Endocan 蛋白表达

后，两者的 mRNA 表达量较 ALPPS 组均有所下降；RT-PCR 检测 HGF/c-Met 通路下游基因 CDK4

的 mRNA 表达情况，c-Met(-)组与 Endocan(-)组的术后各时间点的表达量均较 ALPPS 组有所减少

（P&lt; 0.05）。 

结论：1、ALPPS 组小鼠拟保留肝脏的增生速度要显著高于 PVL 组及对照组。2、ALPPS 组小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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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保留肝脏组织中的肝干细胞表达水平高于 PVL 组及对照组，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 ALPPS 后的

肝脏再生过程。3、小鼠拟保留肝脏组织中的 Endocan 参与了 ALPPS 后余肝迅速增生过程，其表

达与 VEGF 呈现协同效应。4、在抑制 Endocan 表达基础上行 ALPPS 其术后肝再生指数较单纯

ALPPS 显著降低。5、阻断 HGF/c-Met 信号通路影响 ALPPS 后的肝脏增生程度，肝干细胞表达

也相应减少。6、抑制 Endocan 表达可从一定程度上阻断 HGF/c-Met 信号通路并下调其下游基因

CDK4 的 mRNA 表达及肝干细胞的表达分布，从而影响 ALPPS 后余肝迅速增生过程。 

关键词：ALPPS; 肝脏再生; 肝干细胞; Endo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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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RT 联合 PD-1 抑制剂：难治性肝内胆管细胞癌治疗新视角 

赵倩倩#   曾昭冲*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mail: zeng.zhaochong@zs-hospital.sh.cn 

 

目的：探讨程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death 1，  PD-1)抑制剂联合立体定向放射治疗

(stereotactic body radiotherapy， SBRT)在难治性肝内胆管细胞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ICC)中的疗效及相关不良反应。 

方法：4 例难治性的 ICC 患者，给予 SBRT 联合 PD-1 抑制剂治疗，定期评估疗效和不良反应，

进一步探讨接受 SBRT 对 ICC 肿瘤微环境的调节作用及联合 PD-1 抑制剂的潜在优势，并分析了

预测这种联合治疗的生物标志物的挑战。 

结果：4例患者经过SBRT联合PD-1抑制剂治疗，肝内肿瘤病灶均达到部分缓解（partial response， 

PR）。病例 1 肝脏 S2、S5 占位，分别为 3.4 cm 和 0.9 cm，因拒绝手术治疗，给予 SBRT 联合 24 

个周期的 Nivolumab 治疗（3 mg/kg，2 周 1 次），目前无进展生存期 20 个月。病例 2 是手术 2

个月后复发和化疗失败的患者，给予 SBRT 联合 20 个周期 Nivolumab (200 mg，2 周 1 次)  治疗，

目前无进展生存期 12 个月。病例 3 是手术 3 年后复发接受 2 次 SBRT 联合 25 个周期 Nivolumab 

(140 mg，2 周 1 次) ，目前疾病控制良好，手术复发后无进展生存期 13 个月。病例 4 初诊为肝

右叶巨大肿瘤病灶伴多发子灶，侵犯右肾上腺及右肾上极，门脉及肝静脉，无手术指征。接受

SBRT 联合 8 个周期 Pembrolizumab（2 mg/kg，3 周 1 次）后肿瘤病灶明显缩小，重新获得手术

治疗机会，目前术后 3 个月，恢复良好。4 例患者均没有出现治疗相关的 3 级以上的毒副反应。

4 例患者的临床数据显示接受 SBRT 治疗后肿瘤病灶内 CD4+和 CD8+淋巴细胞数目较治疗前明

显增多（P ＜ 0.001），肿瘤细胞表面的 PD-L1 表达也明显增多（P = 0.01）。结果进一步提示 SBRT

对 ICC 肿瘤微环境的调节作用以及该组合方案对这种侵袭性疾病的潜在优势。我们基于患者的

临床数据进一步分析了预测这种联合治疗的生物标志物的挑战。这将为未来的 ICC 放疗联合免

疫治疗的临床试验设计提供一些指导。 

结论：本文初步研究显示 SBRT 联合 PD-1 抑制剂治疗不可手术或难治性的 ICC 疗效显著，安全

性好。该联合方案可能为 ICC 提供一种新的治疗选择，是一种有前景的潜在治疗模式。 

关键词：PD-1 抑制剂; 立体定向放射治疗; 肝内胆管细胞癌



 

 
 

129 

 

改良 DCF 方案在胃癌肝转移术前辅助化疗的疗效观察 

郑鹏飞#   毛 杰  彭 为  王 龙  程志斌  李玉民*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E-mail: 519786716@qq.com 

 

目的：观察改良 DCF 方案在胃癌肝转移术前辅助化疗的疗效及不良反应 

方法：36 例患者经内镜、病理及影像学确诊为胃癌肝脏转移，给予改良 DCF 方案化疗，至少完

成 2 个周期化疗后评估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 

结果：完全缓解( CR) 2 例，部分缓解( PR) 19 例，有效率( CR+PR) 为 58.3%，疾病控制率（DCR） 

为 88.9%。主要不良反应有骨髓抑制，消化道反应及脱发。 

结论：改良 DCF 方案对胃癌肝转移术前辅助化疗疗效较好，毒副反应可耐受。 

关键词：改良 DCF 方案; 胃癌肝转移; 术前辅助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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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患者接受肝切除术后的快速康复（ERAS） 策略：在单个研究中心的经验 

郑艺玲#   吴健雄*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E-mail: dr.wujx@hotmail.com 

 

目的：评估肝细胞癌（HCC）患者在肝细胞切除术后快速康复（ERAS）策略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从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0 月，共 162 名患者参加了研究。其中 80 名患者被分配到 ERAS

组进行前瞻性试验，82 名患者被分配到对照组进行回顾性历史对照研究。比较了两组术前临床

病理因素、手术因素和术后住院日、并发症等结果。应用 Logistic 回归来探索术后住院日和术后

并发症的潜在预测因素。 

结果：在术后住院日、术后并发症及术后第 5 日肝功能恢复程度上 ERAS 组表现较好。两组并

发症的组成不同，胸腔积液和腹水在对照组更为常见。术前 ICG15、ALT，手术时间和肝段切除

的数目与术后并发症相关，ERAS 策略的影响较上述因素小。 

结论：ERAS 策略对接受肝切除术的慢性肝病肝硬化肝癌患者安全有效，但手术因素（如手术类

型）对并发症的影响似乎大于其他因素。肝切除术的手术因素，如失血控制方式和肝切除的大小

等，应纳入肝切除术的 ERAS 策略，这是与传统 ERAS 策略不同的地方。 

关键词：肝癌; 快速康复外科 ERAS; 肝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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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部分切除术联合射频消融与经动脉化疗栓塞术治疗多发性肝癌效果的比较 

周成#   邱双健*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mail: qiu.shuangjian@zs-hospital.sh.cn 

 

目的：比较肝部分切除联合射频消融与经动脉化疗栓塞术在治疗超过米兰标准的多灶性肝细胞癌

患者上的疗效和安全性的差异。 

方法：从 2009 年 1 月至 2015 年 10 月，在上海市中山医院共 469 例超过 Milan 标准(≤5 个结节)

的多灶性 HCC 患者采用了手术联合射频(手术组，n=59)或是经动脉化疗栓塞术(介入组，n=410)。

我们通过倾向评分匹配用于分析比较他们的总生存期，并进一步进行了多因素分析。根据多因素

分析的结果，利用预后相关的因素进一步进行亚组分析。 

结果：在匹配前，手术组患者的 1 年、2 年和 3 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 81.5%、68.3%和 64.3%，介

入组为 58.7%、35.5%和 24.4% (P&lt; 0.001)。匹配后，手术组 1年、2年和 3年的OS 分别为 81.8%、

68.7%和 63.4%，而 TACE 组的 OS 分别为 59.3%、36.1%和 19.4% (P&lt; 0.001)。根据年龄，肿

瘤直径，肿瘤数目和甲胎蛋白进行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在每个亚组中，手术切除联合射频消融较

介入治疗均具有生存优势。安全性方面，TACE 组 30 天死亡率为 1.22%，SR-RFA 组 30 天死亡

未出现死亡病例，两组无明显差异(P=0.861)。 

结论：对于超过米兰标准的多灶性肝细胞肝癌患者，手术切除联合射频消融相比于经动脉化疗栓

塞提供更好的长期生存率，并且两者在安全性上无明显差异。在肿瘤小于 5 枚的患者中，如肝功

能可以耐受，应当尽量采取根治性治疗。 

关键词：肝细胞肝癌; 射频消融; 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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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侵犯门静脉术中未行相应切除的结果（附 3 例报告） 

周存才#*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江西省肿瘤医院 

E-mail: zhoucc719@163.com 

 

目的：了解肿瘤侵犯门静脉术中未行相应切除的转归情况 

方法：收集总结 3 例肿瘤侵犯门静脉术中未行门静脉切除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例 1 诊断肝脏尾状叶肿瘤侵犯肝门部。行右半肝加全尾叶切除、肝门胆管切除、自体腹膜

修补门静脉、左肝管胆总管对端吻合术。术中见门静脉分叉部及其远近受侵，范围较广，左肝管

断端管壁也明显增厚，考虑肿瘤残留，故不考虑行门静脉广泛切除吻合。术中出现门静脉血栓形

成，行门静脉主干及左支切开取栓，鉴于门静脉左支管腔狭窄，用自体腹膜修补门静脉左支切口

行管腔扩大成形处理。术后恢复顺利，术后 2 个月 CT 复查提示门静脉左支明显狭窄，目前术后

5 个月尚无临床症状。例 2 诊断肝门部胆管癌术后复发（入院前 1 年曾在外院行肝门部胆管癌联

合左半肝及尾状叶切除术）。行肝门肿瘤切除、肝肠吻合术。术中见肿瘤直径达 4cm，侵犯门静

脉分叉部，游离肿瘤近侧门静脉主干，在游离肿瘤远侧门静脉右支的时候发生汹涌出血，将掀起

的血管位置复原并压迫，出血停止，出血达 100ml，5 分钟之后再次偿试分离门静脉右支，再次

发生汹涌出血，止血相当困难，只能用剪小的可吸收止血纱塞入分离的间隙内行压迫止血，出血

达 300ml，不得不放弃门静脉联合切除，将肿瘤沿门静脉壁强行分离，肝内切断 3 支肝管，行肝

肠吻合。术后恢复顺利，术后 6 个月出现门静脉管腔明显狭窄，行门静脉支架置入术，后又出现

阻塞性黄疸，行 PTCD 等处理，于第 2 次术后 13 个月去世。例 3 诊断胰头癌。行胰十二指肠切

除术。术中见肿瘤侵犯门静脉右侧壁，鉴于胰头癌恶性程度高，一般认为联合血管切除并不能改

善预后，故未联合门静脉切除。术后恢复尚顺，术后 4 个月出现腹胀、腹泻，CT 检查提示门静

脉主干癌栓并延伸至门静脉右支，后病情逐渐加重，于术后 6 个月去世。 

结论：肿瘤侵犯门静脉，术中如能联合切除宜联合切除。 

关键词：肿瘤侵犯门静脉; 术中如能联合切除宜联合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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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7 号丝线一次性红尿管阻断法在外科手中的应用 

周存才#*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江西省肿瘤医院 

E-mail: zhoucc719@163.com 

 

目的：评价双 7 号丝线一次性红尿管阻断法在外科手术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将双 7 号丝线绕过待阻断的血管，1 号丝线结扎 4 股双 7 号丝线的末端，剪去一股 1 号

丝线，用吸引器将另一股 1 号丝线吸入长约 15 cm 的细管中（可用一次性红色导尿管、胃管或

脑室引流管剪成），牵拉 1 号丝线，从而将 4 股 7 号丝线引入细管中便于收紧阻断。回顾分析

2011 年 1 月-2018 年 12 月行双 7 号丝线一次性红尿管阻断法阻断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305 例患者采用双 7 号丝线一次性红尿管阻断法阻断肝下下腔静脉；70 例患者采用此法阻

断门静脉主干及左支或右支以行门静脉切开取栓（癌栓或血栓），其中 7 例同时行自体腹膜修补

门静脉；11 例患者采用此法阻断肝右静脉或肝左静脉；5 例患者采用此法阻断肝固有动脉；3 例

患者采用此法阻断肾静脉以上及以下的下腔静脉及肾静脉；1 例患者采用此法阻断右侧髂总动脉、

髂内动脉及髂外动脉。所有血管均可完全阻断，松开后无血栓形成，无割裂或割断血管的情况。 

结论：双 7 号丝线、一次性红尿管取材方便、价格低廉；此阻断法安全、有效、易行，可广泛用

于需要精细阻断血管的外科手术中；紧急情况下或基层医院无血管外科器械时可采用此法。 

关键词：双 7 号丝线; 一次性红尿管; 肝下下腔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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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手术期甲胎蛋白下降比值对肝细胞肝癌预后的影响：多中心回顾队列研究 

周佩云#  邱双健*  史颖弘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mail: qiu.shuangjian@zs-hospital.sh.cn 

 

目的：术前甲胎蛋白（AFP）对肝细胞肝癌（HCC）术后预后价值的意义现今尚未达成共识。此

研究旨在评估围手术期 AFP 变化水平对这类患者的预后指导价值，并将其整合进现行的肿瘤分

期系统以期增加对肿瘤预后预测的功能。 

方法：回顾性分析了 2009 年至 2011 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166 例 HCC 术后患者作为训练

队列，另外收集了 2012 年 360 例作为内部验证队列，同时收集分析了中南大学附属湘雅二医院

200 例作为外部验证队列。利用 X-tile 软件筛选有意义的临界值。COX 回归分析筛选对预后生存

有影响的风险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潜在的混杂因素。K-M 生存曲线绘制整体生存时间和

无瘤生存时间图。Nomogram 列线图和 C-index 评估肿瘤分期系统的优越性。 

结果：术后每日 AFP 下降 9%被筛选为此研究的临界值 A09。在训练队列中，经过纳入排除标准

后有 710 例患者纳入研究（A09≤9% 61 例， A09≥9% 649 例），纳入的 164 例内部验证队列中

有 23(14%)例 A09≤9%，15 例外部验证队列有 6 例(40%)A09≤9%。K-M 生存曲线图提示 A09&gt; 

9%组其整体生存时间(P=0.043)和无瘤生存时间(P=0.03)更长。对于 A09&gt; 9%的风险人群其生

存和复发风险分别降低了 54%和 32%。C-index 提示将 A09 整合进 TNM 和 BCLC 肿瘤分期系统

后其预后预测可靠度得到提升，在内部和外部验证队列中也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同时，通过训练

队列我们构建了两个 nomogram 列线图（FDZS5，FDZS3）用来预测 HCC 术后患者的生存预后，

在三个队列中，含有 A09 的模型其 C-index 都得到进一步提高，说明 A09 对于术前 AFP 升高的

HCC 亚群具有预后指导价值。 

结论：围手术期 AFP 降低，而非术前 AFP，是 HCC 术后患者的独立预后危险因素。临界值 A09

能够显著区分该群患者的整体生存和无瘤生存时间，并可整合进 TNM 和 BCLC 肿瘤分期系统中

进一步提高其预后预测价值。 

关键词：肝细胞癌; 甲胎蛋白;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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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原发性肝癌分期系统是否适用于合并的肝细胞癌-胆管癌？ 

周强#  Shen Ying Hao*  沈瑛皓*  蔡 浩  叶 瑶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mail: shen.yinghao@zs-hospital.sh.cn 

 

目的：肝细胞癌合并肝内胆管癌（cHCC-ICC）于 1903 年首次发现。与在同一肿瘤内具有均一的

肝细胞或胆管细胞学特征和结构特征的 HCC 或 ICC 不同，cHCC-ICC 被分类为原发性肝癌的特

别类型。与 HCC 和 ICC 一样，手术切除仍是 cHCC-ICC 的主要治疗选择。由于该肿瘤的发生率

相对较低，占原发性肝癌的 1.0％至 4.7％，因此对于手术切除后 cHCC-ICC 的预后风险分层尚无

共识。 

根据 2010 世界卫生组织的分类，cHCC-ICC 可以分为经典类型和具有干细胞特征类型。干

细胞样类型进一步分为三个亚型：胆管细胞亚型，中国型和典型型。关于 chcc-Icc 起源的一种理

论认为，同一肿瘤内的 HCC 或 ICC 成分均来自肝干细胞。几项基因表达谱研究表明，cHCC-ICC

与 ICC 具有更多的共同特征，而不是 HCC。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建议使用 TNM 肿瘤

分期系统来给 cHCC-ICC 分期。但是，没有临床证据支持这种做法。 cHCC-ICC 在切除后的临

床特征和生存率上是否与 HCC 或 ICC 更相似尚待回答。另外，由于没有针对 cHCC-ICC 的特定

TNM 分期系统，因此必须进一步评估现有的 HCC 或 ICC 肿瘤分期系统是否适用于 cHCC-ICC。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旨在使用现有的 HCC 或 ICC 分期系统，确定切除后预测 cHCC-ICC 预后的

可行工具。 

方法：我们回顾性回顾了 1999 年至 2017 年接受根治性手术切除的 206 例 cHCC-ICC 患者。确定

了生存措施与组织学类型或肿瘤分期系统的相关性，并比较了具有 cHCC-ICC 预后的肿瘤分期系

统的预测价值。 

结果：我们发现，根治性手术切除后患者的组织学类型与总体生存期（OS）（P = 0.338）或无病

生存期（DFS）（P = 0.843）不相关。 BCLC，TNM-HCC 和 TNM-ICC 阶段与 cHCC-ICC 中的

OS 和 DFS 相关（所有 P &lt; 0.05）。 就预测 cHCC-ICC 的术后 OS（P = 0.798）和 DFS（P = 0.191）

而言，TNM-HCC 和 TNM-ICC 分期的值相似。 在预测 cHCC-ICC 术后死亡方面，TNM-HCC 优

于 BCLC（P = 0.022），而 TNM-ICC 和 BCLC 之间存在边际统计学差异（P = 0.050）。 

结论：对于 cHCC-ICC 预后的风险分层，TNM-HCC 分期系统等于 TNM-ICC 分期。 

关键词：肝细胞癌合并肝内胆管癌; 组织学类型; 肿瘤分期系统; 预后风险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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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可视化联合混合现实技术在复杂肝切除中应用的初步探讨 

周文佳#  邰升*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E-mail: taisheng1973@163.com 

 

目的：总结三维可视化技术及混合现实技术在复杂肝切除术前、术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应用三维可视化及混合现实技术（mixed reality，MR）手段评估的 10 例

复杂肝切除患者的临床资料、手术决策、术中经过及早期预后，分析比较现有技术的优、缺点。 

结果：手术时间 155~510min，肝门阻断时间：0~120min，术中失血量 100~1200ml，术中输血量

0~1200ml，无术中死亡。 

结论：此技术在复杂肝切除的术前评估、术中应用有明显优势，并优化手术方案，缩短手术时间，

最大限度的切除肿瘤并减少手术创伤，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三维可视化; 混合现实（MR）; 复杂肝切除; 精准肝脏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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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ooled analysis of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of hepatic angiosarcoma in adults 

Yanming Zhou #* 

（# indicates the presenting author, * indicates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Affiliation:：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Men University 

E-mail: zhouymsxy@sina.cn 

 

Objective: Hepatic angiosarcoma is a rare malignant vascular tumor presenting unique treatment 

challenges 

Method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search was conducted using PubMed， Embase and Chinese 

Biomedical Literature database， to identify articles published  from  January  1980  to July  

2017. Search  terms  were “hepatic angiosarcoma” and “liver angiosarcoma”. Additional articles 

were retrieved through manual search of bibliographies of the relevant articles. Pooled individual data 

concerning the prognosis following various therapeutic modalities were analyzed. 

Results: A total of 75 articles involving 186 patients were eligible for inclusion. The median overall 

survival (OS) was 8 months， with 1-， 3-， and 5-year OS rates of 36.6%， 22.3%， and 12.0%， 

respectively. The median OS after partial hepatectomy (n = 86)， chemotherapy (n = 36)， liver 

transplantation (n = 17)， and supportive care (n = 46) were 15， 10， 5 and 1.3 months， respectively. 

Small tumor size (&lt; 10 cm) was the only significant favorable factor for OS after partial 

hepatectomy (P = 0.012). 

Conclusions: Despite the dismal prognosis， partial hepatectomy could prolong the survival of 

hepaticangiosarcoma patients， particularly those with tumors &lt; 10 cm. Chemotherapy could be an 

option for unresectable disease. Liver transplantation is not a recommendable 

Key Words: Hepatic angiosarcoma; Liver transplantation ; Hepatectomy ; Treatment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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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un anastomosis lowers the incidence of delayed gastric emptying following 

pancreaticoduodenectomy: a meta-analysis 

Yanming Zhou #* 

（# indicates the presenting author, * indicates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Affiliation:：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Men University 

E-mail: zhouymsxy@sina.cn 

 

Objective: Delayed gastric emptying (DGE)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 complications following 

pancreaticoduodenectomy.This meta-analysis aimed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Braun enteroenterostomy 

on DGE following pancreaticoduodenectomy. 

Method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was performed to identify relevant studies.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using Review Manager software 5.3. 

Results: Eleven studies involving 1672 patients (1005 in Braun group and 667 in non-Braun group) 

were included in the meta-analysis. Braun enteroenterostomy was associated with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overall DGE (odds ratios [OR] 0.32,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 0.24 to 0.43; 

P &lt; 0.001), clinically significant DGE (OR 0.27, 95% CI0.15 to 0.51; P &lt; 0.001), bile leak (OR 

0.50, 95% CI 0.29 to 0.86; P = 0.01), and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weighted mean difference -1.66，95% 

CI -2.95 to 00.37; P = 0.01). 

Conclusions: Braun enteroenterostomy minimizes the rate and severity of DGE following 

pancreaticoduodenectomy. 

Key Words: Meta-analysis; Braun enteroenterostomy; Pancreatoduodenect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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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term outcomes of combined hepatocellular-cholangiocarcinoma after hepatectomy 

or liver transplant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Yanming Zhou #* 

（# indicates the presenting author, * indicates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Affiliation:：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Men University 

E-mail: zhouymsxy@sina.cn 

 

Objective: Combined hepatocellular-cholangiocarcinoma (cHCC-CC) is a rare primary liver 

malignancy. We conducted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to assess the evidence available on 

the long-term outcomes of cHCC-CC patients after either hepatectomy or liver transplantation (LT). 

Methods: A pooled data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individual patients identified from the literature 

and the authors’ institutions. The short- and long-term outcomes were assessed.searching PubMed and 

Embase and reviewed systematically. Data were pooled using a random-effects model. 

Results: A total of 42 observational studies involving 1691 patients (1390 for partial hepatectomy and 

301 for LT) wer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The median tumor recurrence and 5-year overall survival 

(OS) rates were 65% (range 38%–100%) and 29% (range 0–63%) after hepatectomy versus 54% 

(range 14%–93%) and 41% (range 16%–73%) after LT, respectively. Meta-analysis fou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OS and tumor recurrence between LT and hepatectomy groups. 

Conclusions: Hepatectomy rather than LT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prior treatment option for 

cHCC-CC. 

Key Words: Combined; hepatocellular;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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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ooled analysis of en bloc right hemicolectomy with pancreaticoduodenectomy for 

locally advanced right-sided colon cancer 

Yanming Zhou #* 

（# indicates the presenting author, * indicates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Affiliation:：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Men University 

E-mail: zhouymsxy@sina.cn 

 

Objective: Purpos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en bloc right 

hemicolectomy with pancreaticoduodenectomy (RHCPD) for locally advanced right-sided colon cancer 

(LARCC). 

Methods: A pooled data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individual patients identified from the literature 

and the authors’ institutions. The short- and long-term outcomes were assessed. 

Results: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were 81 LARCC patients undergoing RHCPD, including 75 patients 

reported in the literature and 6 patients from our own institutions. R0 resection was achieved in 97.5% 

cases. Morbidity and the 30-day mortality rate were 53.8 and 3.7%,  respectively. The median survival 

duration was 70.4 months, and the 1-, 3- and 5-year overall survival rates were 77.8, 64.6, and 55.2%， 

respectively. Multivariable analysis identified only lymph node metastasis (hazard ratio 3.474, 95% 

confidence interval 1.323–9.120;  P = 0.011) as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poor survival. 

Conclusions: Conclusion En bloc RHCPD for LARCC can be performed safely with a high proportion 

of R0 resection and a good postop-erative survival outcome. 

Key Words: Right hemicolectomy; Pancreaticoduodenect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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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性肝癌术后生存率统计 

朱航锐#  罗诗樵*  秦 琼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mail: luoshiqiao@qq.com 

 

目的：回顾性研究我院 2012-2019 年转移性肝癌患者的生存情况 

方法：随访 1012-2019 在我院因转移性肝癌行手术切除的病人 

结果：在绝大多数肿瘤中手术切除肝转移灶能有效的延长患者生存 

结论：在绝大多数肿瘤中手术切除肝转移灶能有效的延长患者生存 

关键词：转移性肝癌; 手术切除; 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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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细胞癌合并门静脉癌栓根治术后应用甲磺酸阿帕替尼片辅助治疗的探索性研究：一项

II 期临床试验 

朱小东#  孙惠川*  孙惠川  周 俭  高 强  史颖弘  丁振斌  黄 成  邱双健  任 宁

施国明  孙 健  叶青海  黄晓武  杨欣荣  樊 嘉*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mail: sun.huichuan@zs-hospital.sh.cn, fan.jia@zs-hospital.sh.cn 

 

目的：合并门静脉肉眼癌栓的肝癌患者即使接受根治性切除手术，但术后复发率较高，预后不佳。

甲磺酸阿帕替尼是一个血管生成因子受体 2 抑制剂，在前期的针对晚期肝癌的 II 期临床试验中

显示出一定的抗肿瘤作用。在本研究中，我们对接受根治性切除的合并门静脉癌栓的肝癌患者应

用阿帕替尼，评估其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这是一项单中心、单臂的 II 期临床试验（NCT03261791）。主要入组标准包括：入组前 4-6

周接受了根治性切除，病理学证实的肝细胞癌，术前影像学或术中探查发现门静脉肉眼癌栓。患

者接受阿帕替尼口服，500 mg/d，最长用药 1 年，或至出现不可接受的毒性或肿瘤复发。主要研

究终点是无复发生存期（RFS），次要研究终点是总生存期（OS）和药物安全性。 

结果：自 2017 年 8 月至 2019 年 12 月，我们筛选了 49 例患者，入组了 30 例患者。入组患者的

门静脉癌栓的分型（LCSGJ 标准）为：Vp1（n = 7），Vp2（n = 11）和 Vp3（n = 12）。中位治疗

时间为 4.8 月，中位随访时间为 14.3 月，随访期间，20 例患者复发，2 例死亡。中位 RFS 为 7.6

月（95% CI， 3.7-11.5），1 年 RFS 为 36.1%。中位 OS 未达到，1 年 OS 为 93.3%。29 例患者出

现了治疗相关的不良事件，其中 14 例患者出现了 3-4 级不良事件。发生率超过 5%的 3-4 级不良

事件包括：血小板降低（16.7%）、白细胞降低（13.3%）、蛋白尿（13.3%）和高血压（13.3%）。 

结论：在接受根治性切除的肉眼癌栓患者中应用阿帕替尼耐受性尚可，需要随机对照研究来评估

其预防肿瘤复发的疗效。 

关键词：肝细胞癌; 辅助治疗; 阿帕替尼; 无复发生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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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 predicts survival after hepatectomy for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alysis 

Yinqin Zhu #  Yue Huang  Yuhao Tang  Li Xu* 

（# indicates the presenting author, * indicates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Affiliation:：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Men University  

E-mail: xuli@sysucc.org.cn 

Objective: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 represents the second most common primary liver 

cancer. Now surgery is the most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ICC. The 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 (NLR) is 

a simple index of systemic inflammation， which has been proved that elevated NLR is associated with 

poorer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various types of cancer.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valuate the 

predictive significance of NLR in ICC patients. 

Methods: From 2000 to 2014， 172 patients who underwent hepatectomy for ICC were enrolled in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was developed in an attempt to reduce bias from 

different distribution of variables in the groups.Survival curves were calculated using the 

Kaplane-Meier method and compared using the log-rank test. The multivariate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of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Results: The best cutoff for NLR was 2， and 68 of 172 patients (39.5%) had an NLR ≤2， and 104 

of 172 patients (60.5%) had an NLR ＞2. After PSM， the variables between the high or low NLR 

group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We found that low NLR group still yielded a better OS and 

DFS than high NLR group. The 1-， 3-， and 5-year OS rates for patients with low NLR were 83.8%， 

47.1% and 16.2%，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patients with high NLR (61.8%， 23.5% and 7.4%， P

＜0.003). The 1-， 3-， and 5-year DFS rates for patients with low NLR were 66.2%， 35.3% and 

14.7%，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patients with high NLR group (36.8%， 13.2% and 2.9%， P=0.003). 

Univariate analyses revealed that NLR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OS and DFS. Multivariable 

analyses showed NLR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OS (P=0.033;  CI: 1.047~2.887) and DFS 

(P=0.005;  CI: 1.235~3.256).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elevated NLR is a promising independent predictor of poor 

survival after hepatectomy in patients with ICC. When the cutoff = 2 was adopted as cutoff value for 

NLR， NLR has the most predictive value for patients. 

Key Words: NLR; ICC;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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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功能评估的进展 

邹怡然#*  沈锋*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E-mail: zyr0623@hotmail.com, zyr0623@hotmail.com 

 

目的：在日常工作中，临床医生常常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对患者进行肝功能检测评估，并发现经

常会遇到肝功能异常的情况。但是由于大多数日常监测肝功能的的标志物并不是肝脏特异性的，

且受到与肝脏疾病无关的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检查指标异常的患者并不全部具有原发性肝

脏疾病。而且，许多这样的检测如肝转氨酶水平并不能反映肝脏的功能，而是肝脏损伤的标志。

诊断肝脏疾病和判断病因需要结合详细的患者病史和临床体格检查。 

方法：综述 

结果：综述 

结论：肝脏功能的全面系统评估最好通过复合评分来评估，如终末期肝病模型，而不是任何单一

的指标参数。需要综合各项指标加以判断，指导临床对病人肝功能的正确评估。 

关键词：肝功能;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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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valumab With or Without Bevacizumab as Adjuvant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HCC at High Risk of Recurrence After Curative Therapy: EMERAL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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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ong-Won Park  Jian Zhou  Helen Mann   Shethah Morgan  Xuan Liu   Steve Chin   

Gordana Vlahovic   Jennifer Knox  Jia Fan* 

（# indicates the presenting author, * indicates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Affiliation: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yo Clinic,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Mainz, 

National Center for Global Health and Medicine, University of Pisa School of Medicine, 

Seoul National Cancer Center,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AstraZen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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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fan.jia@zs-hospital.sh.cn 

 

Objective: Hepatic resection and ablation are standard-of-care for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but while potentially curative， risk of recurrence is high (44-79% at 5 years). No 

effective adjuvant therapy currently exists and prevention and/or dela 

Methods: Approximately 888 patients are randomized 1:1:1 to Arm A (durvalumab + bevacizumab),  

Arm B (durvalumab + placebo), or Arm C (placebo + placebo) following curative therapy. 

Stratification is based upon evidence of pathological microvascular invasion and geographic region. 

Eligible patients must have confirmed HCC, completed curative therapy with imaging to confirm 

disease-free status ≤28 days prior to randomization, ECOG PS 0-1, and Child-Pugh score of 5 or 6. 

Exclusion criteria include prior systemic anticancer therapy for HCC; known fibrolamellar HCC,  

sarcomatoid HCC, or mixed cholangiocarcinoma and HCC; metastatic, macrovascular invasion, or 

co-existing malignant disease at baseline;  portal vein thrombosis; waiting for liver transplantation.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virus B or C (HBV,  HCV) may be enrolled; HBV+ patients must have 

adequate viral suppression prior to enrollment and HBV/HCV replication will be monitored and treated 

if appropriate.The primary endpoint is RFS as assessed by blinded independent central radiology 

review using RECIST v1.1. Secondary endpoints include 2- and 3-year RFS, time to recurrence, overall 

survival,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and safety. 

Results: None Available 

Conclusions: None Available 

Key Words: Durvalumab; HCC; adjuvant; immun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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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hase 3 Study of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Combined With Durvalumab or 

Durvalumab Plus Bevacizumab in Patients With Locoregional HCC: EMERALD-1 

Shukui #  Bruno Sangro  Riccardo Lencioni  Kudo Masatoshi  Stephen Chan  Joseph 

Erinjeri  Yasuaki Arai   Helen Mann   Shethah Morgan   Gordon Cohen   Gordana 

Vlahovic  Zhenggang Ren  Shukui Qin* 

（# indicates the presenting author, * indicates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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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Since curative therapy is not always feasible and there is no standard systemic therapy， 

patients with intermediate-stag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are treated with locoregional therapy 

such as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ACE). TACE therapy ach 

Methods: 600 patients will be randomized 1:1:1 to Arm A (DEB-TACE or cTACE + durvalumab， and 

followed by durvalumab + placebo), Arm B (DEB-TACE or cTACE + durvalumab followed by 

durvalumab + bevacizumab), or Arm C (DEB-TACE or cTACE + placebo). Durvalumab therapy will 

begin ≥7 days following the initial TACE procedure. Durvalumab ± bevacizumab will begin ≥14 

days following the last TACE procedure.  Eligible patients must have confirmed HCC not amenable to 

curative therapy， Child-Pugh score A to B7 and ECOG PS of 0/1. Patients with a history of nephrotic 

or nephritic syndrome， clinically significant cardiovascular disease, extrahepatic disease， or main 

portal vein thrombosis (Vp3/Vp4) are excluded. Patients with active (controlled) or past hepatitis virus 

B or C infection may be enrolled.The primary endpoint is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for Arm A 

versus Arm C by blinded independent radiology review using RECISTv1.1. Secondary endpoints 

include PFS for Arm B versus Arm C， overall survival，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and safety. 

Results: None Available 

Conclusions: None Available 

Key Words: Durvalumab; TACE; HCC; loco-reg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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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DX2 对肝细胞癌生物学行为的影响及其与患者临床预后的关系 

白冰#  孟文勃  李 汛*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E-mail: lxdr21@126.com 

 

目的：本研究通过蛋白组学方法在异质性分化 HCC 组织中筛选差异蛋白标志物谱，通过生物信

息学工具分析其功能和信号通路; 研究调控氧化应激通路重要因子 PRDX2 对肝细胞癌生物学行

为的影响及其对 HCC 患者临床预后的影响。 

方法：收集经兰大一院普外科手术切除的 HCC 患者癌组织标本共 20 例，其中 10 例为高分化癌，

10 例为低分化癌。用双向凝胶电泳技术分离差异蛋白; 用 MALDI-TOF-MS 方法进行质谱分析，

运用 Bioformatic 工具对差异蛋白靶点进行功能预测和分析。收集 2009 年至 2010 年经兰大一院

普外科手术切除的 HCC 患者癌组织及癌旁正常肝组织蜡块标本 180 例，同时收集临床随访资料，

最终纳入研究 176 例; 基于以上标本制作组织芯片，用免疫组化方法验证 PRDX2 在 HCC 组织及

癌旁正常肝组织当中的表达差异，依据 PRDX2 在 HCC 组织中的表达量评分结果将患者分为

PRDX2 高表达组及低表达组; 结合随访资料，通过统计学方法分析两组患者 PRDX2 表达水平与

临床指标的相关性; 分析两组患者 PRDX2 表达水平与总生存期(OS)和无病生存期(DFS)的相关

性; 通过慢病毒转染法构建 PRDX2 沉默 HCC 细胞系; 通过 CCK-8 以及 Transwell 试验明确

PRDX2 沉默后 HCC 细胞系迁移、增殖能力的变化。 

结果：蛋白组学研究结果显示 PRDX2 在不同分化程度 HCC 组织中的表达存在差异; Bioformatic

工具分析结果提示 PRDX2 与 HCC 患者的预后相关，并参与多种信号通路的调控。Western-blot

及 q-RT-PCR 试验结果显示 HCC 细胞系中 PRDX2 的 mRNA 表达水平低于正常肝细胞系; HCC

组织当中 PRDX2 蛋白表达水平低于癌旁正常肝组织。HCC 组织芯片染色结果显示，在 HCC 中

PRDX2 普遍低表达，而癌旁正常肝组织中 PRDX2 普遍高表达，两者表达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RDX2高表达的HCC患者，其总生存期(OS)和无病生存期(DFS)高于 PRDX2低表达HCC患者。

且 PRDX2 是一种独立的预后相关因子。细胞功能试验结果显示 PRDX2 沉默后 HCC 细胞系的增

殖、迁移能力上升。 

结论：PRDX2 在异质性分化HCC组织中的表达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HCC 细胞系的 PRDX2 蛋白、

mRNA 水平低于正常肝细胞系; PRDX2 在 HCC 组织当中普遍下调，并与患者的 OS 和 DFS 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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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关性; PRDX2 沉默后 HCC 细胞系的迁移、增殖能力升高; PRDX2 是一种与 HCC 患者预后相

关的独立预测因子，是一种有价值的 HCC 生物标记物。 

关键词：氧化物氧化还原酶 2; 肝细胞癌; 蛋白组学; 生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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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PAN5 在肝细胞肝癌肝动脉灌注化疗 FOLFOX 方案耐药的机制 

卜小云#  简沛恩  石 明*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E-mail: shiming@sysucc.org.cn 

 

目的：我们的前期研究表明，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患者肝动脉灌注（Hepatic 

artery infusion chemotherapy，HAIC）FOLFOX（奥沙利铂+5-氟尿嘧啶+亚叶酸）方案化疗后，

肝内病灶达到部分缓解（Partial response， PR）率为 52.6%，远高于经动脉化疗栓塞治疗组（9.8%）

(1)。另外，对于合并门脉癌栓的晚期 HCC 患者，HAIC 联合索拉非尼治疗后的肿瘤反应率仍明

显高于索拉非尼单药治疗（40.8% vs 2.46%）(2)。遗憾的是，在肝动脉灌注化疗过程中发现仍有

10%-20%的患者出现肿瘤进展（Progressive disease，PD）(1，2)。因此，阐明化疗耐药的机制从

而改进化疗方案对于提高 HAIC 疗效十分重要。四跨膜蛋白 5（Tetraspanin 5，TSPAN5）是四跨

膜蛋白超家族中的一员，既往研究表明 TSPAN5 能够调节细胞周期影响胃癌的生长(3)，还可以

与 ADAM10 相互作用调节 Notch 信号通路和 T 细胞的迁徙(4)，然而 TSPAN5 在 HCC 中的研究

尚未见报道。我们的研究发现 TSPAN5 在 HAIC 治疗后 PD 患者中的 mRNA 表达水平明显高于

PR（Partial response）患者，提示其可能与 HCC 患者 HAIC 耐药相关。因此，本研究通过公共

数据库资料分析与 TSPAN5 相关的信号通路，为进一步研究 TSPAN5 在肝细胞肝癌 HAIC 化疗

耐药中的作用机制提供依据。 

方法：利用 GEO(https://www.ncbi.nlm.nih.gov/geo/)数据库中的芯片数据（GSE7627 和 GSE64041）

分析TSPAN5在HCC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在GSE7627和GSE64041两个数据集中，

以 pearson 相关系数|R|&gt; 0.4，P&lt; 0.05 为标准挑选出与 TSPAN5 表达相关联的基因。将上述

两 个 芯 片 数 据 集 中 与 TSPAN5 表 达 相 关 联 的 基 因 取 交 集 后 利 用 在 线 工 具

STRING(https://string-db.org/)进行蛋白互作分析和通路富集分析。 

结果：在 GSE7627 和 GSE64041 两个数据集中，HCC 组织中的 TSPAN5 表达水平明显高于癌旁

或正常肝组织（p&lt; 0.001）（图一）。基因相关性分析表明，TSPAN5 和 AXIN2、CTNNA2、LEF1、

DKK1、DKK4、NKD1、NOTUM、TCF7、WIF1、BMP4 等 75 个基因表达相关联。通路富集分

析表明与 TSPAN5 相关联的基因主要与代谢通路、Wnt 和 Hippo 等信号通路相关（图二）。 

结论：TSPAN5 在 HCC 中可能发挥促癌基因的功能，其可能通过与 AXIN2、CTNNA2、LE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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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KK1、DKK4、NKD1、NOTUM、TCF7、WIF1 和 BMP4 相互作用，参与 Wnt 和 Hippo 信号通

路的调控。Wnt 和 Hippo 信号通路与肿瘤化疗耐药紧密相关(5-7)。TSPAN5 可能通过调节 Wnt

和 Hippo 信号通路引起肝细胞肝癌 HAIC 化疗耐药，具体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验证。 

关键词：肝细胞肝癌; HAIC; FOLFOX; 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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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K7 在肝细胞癌中的表达及其意义 

陈康#*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脏外科 

E-mail: 843933960@qq.com 

 

目的：探讨 KLK7 在肝细胞癌（HCC）中的表达情况及临床意义。 

方法：方法 通过收集我院 88 例术后病理证实为 HCC 患者的石蜡组织标本及其临床病理资料，

用免疫组化法检测 KLK7 在 HCC 组织及相对应癌旁组织中的表达，分析 KLK7 的表达情况与

HCC 患者临床病理因素的关系；用 Western blot 及 qRT-PCR 方法检测 20 对冷冻 HCC 及癌旁组

织中 KLK7 mRNA 与蛋白的表达。 

结果：88 例石蜡组织标本的免疫组化结果显示，58 例（65.9%）HCC 组织中 KLK7 表达上调，

癌旁组织中 26 例（29.5%）表达上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lt; 0.05)；qRT-PCR 检测发现，KLK7 

mRNA 的表达在肝癌组织中明显高于癌旁组织[（18.39±18.18）vs.（9.11±13.73）]。KLK7/β

-actin 的灰度比值分别为 1.45±0.24、0.65±0.16，两项实验结果均具有显著差异 (P&lt; 0.001)；

Western blot 印迹与 qRT-PCR 结果一致。KLK7 在 HCC 组织中的表达上调与肿瘤直径（P = 0.011）、

肿瘤 Edmondson 分级（P=0.016）以及肿瘤 TNM 分期（P=0.006）有关。 

结论：KLK7 在 HCC 中的表达上调，其高表达可能与 HCC 的恶性进程密切相关。 

关键词：癌；肝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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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exosomal-miR-3682-3p suppress angiogenesis by 

targeting ANGPT1 via RAS/MEK1/2/ERK1/2 pathway 

董双双#  刘彬彬*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 

E-mail: liu.binbin@zs-hospital.sh.cn 

 

目的：血管生成是肿瘤发生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本研究旨在探索肝癌外泌体 miR-3682-3p 对肿

瘤血管生成的影响及其相关分子信号机制。 

方法：超速离心法分离提取肝癌细胞 HCCLM3、MHCC97L 及 PLC 的外泌体，分别用纳米透射

电镜、Nanosight、蛋白免疫印迹技术（Western blot）对外泌体进行鉴定；用肝癌细胞外泌体干

预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s）并进行体外成管实验、迁移及侵袭实验及体内胶质栓实验，观察

肝癌外泌体对 HUVECs 血管生成的影响； 外泌体 miRNA 微阵列筛选出潜在的差异 miRNA 分

子并通过 Targetscan、miRtarbase、miRcode 等网站预测出下游靶基因后采用双荧光素酶实验进行

验证；取出体内胶质栓并对其进行 HE 和免疫化学染色。 

结果：肝癌细胞来源的外泌体呈圆形或椭圆形，直径 30-200nm，大小不均匀，具有完整胞膜结

构，外泌体 TSG101、CD9、CD81 及 Alix 呈阳性表达；体外成管实验、迁移及侵袭实验及体内

胶质栓实验结果表明肝癌细胞来源的外泌体促进 HUVECs 的血管生成及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并

且随着转移潜能的提高促进作用越为明显；通过外泌体 miRNA 微阵列筛选出 miR-3682-3p 并通

过过表达 miR-3682-3p 及体内外实验验证得出其对 HUVECs 的血管生成及迁移侵袭有抑制作用；

双荧光素酶实验结果表明 miR-3682-3p 可负向调控下游分子 ANGPT1，另外我们发现过表达

miR-3682-3p和 ANGPT1 均可对MAPK通路产生影响；通过上述实验得出肝癌外泌体与 HUVECs

之间存在一条新的分子信号通路即 miR-3682-3p—ANGPT1—RAS/ MEK1/2/ERK1/2。 

结论：肝癌细胞外泌体 miR-3682-3p 负向调控 ANGPT1 并通过 RAS/MEK1/2/ERK1/2 信号通路抑

制 HUVECs 的血管生成。本研究阐明了肝癌外泌体与 HUVECs 相互作用的一种新的分子机制，

这对肝癌的防治具有一定意义。 

关键词：肝细胞癌; 外泌体; 血管生成; miR-3682-3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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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星状细胞与γδT 细胞的相互作用促进肝细胞癌的侵袭和复发 

杜成友#*  周宝勇  廖 锐  罗诗樵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胆外科 

E-mail: duchengyou@126.com 

 

目的：肝星状细胞（HSCs）与γδT 细胞相互作用对肝细胞癌（HCC）的 预后关系目前尚不明

确。本文将阐明它们在 HCC 中的预后价值。 

方法：利用生存分析研究 HSCs 与γδT 比例（SGR）在 339 例肝切除术后 HCC 患者的预后作

用。同时通过 CellSearch 系统检测 71 例 HCC 患者的循环肿瘤细胞（CTC）与患者 SGR 的相互

关系。体外实验验证 HSCs 与γδT 细胞的协同作用对肝癌细胞的影响。 

结果：癌旁 SGR 与肝切除术后的 HCC 患者的总体生存时间（OS）与无复发时间（RFS）密切

相关。在研究组中，构建了两个含有 SGR 的预测 OS 和 RFS 的 nomogram 模型，它们的预测精

度在炎症组中获得进一步验证。CTC 水平与 SGR 成正相关 (r = 0.479, p &lt; 0.001)。在 CTCs &gt;  

2/7.5 ml 的患者中， 高 SGR 比第 SGR 患者具有更高的早复发率。体外实验显示，和 HSC 条件

培养基共培养后，γδT 细胞分泌更多的 INF-γ，IL-17 和 TNF-α，同时共培养后的γδT 细胞

降低了肝癌细胞的增殖和侵袭能力。 

结论：癌旁 SGR 与 HCC 的侵袭能力相关，能够预测其预后。癌旁高 SGR 的早复发患者可能具

有较高的 CTC 水平。 

关键词：肝细胞癌; 肝星状细胞; γδT 细胞;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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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normal CD44 activation of hepatocytes with nonalcoholic fatty accumulation in rat 

hepatocarcinogenesis 

Miao Fang #  Min Yao  Li Wang  Dengfu Yao*   Miao Fang* 

（# indicates the presenting author, * indicates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Affiliation: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E-mail: yaodf@ahnmc.com, yaodf@ahnmc.com 

 

Objective: Prevalence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 is rapidly increasing and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common chronic liver diseases worldwide. The severe form of NAFLD can 

progress to liver cirrhosis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with abnormal CD44 activation and 

molecular mechanism needs to be identified. In this study, we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D44 activation and hepatocytes of malignant transformation under nonalcoholic lipid 

accumulation. 

Methods: Sprague-Dawley rats were fed for 12 wk with high-fat (HF) for NAFLD, and then with HF 

plus 2-fluorenylacetamide (0.05%) to induce HCC. After rats sacrificed every 2 wk, livers according to 

pathology (H and E staining) were divided #I# NAFLD，denaturation，precancerosis, HCC, and control. 

Liver CD44 mRNA was detected by OneArray. Liver fat by Oil Red O staining or CD44 by 

immunohistochemical assay were compared with their integral optic density (IOD). Serum CD44,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triglyceride, total cholesterol, and 

alpha-fetoprotein levels were quantitatively tested. 

Results: Elevated CD44 were first reported in hepatocarcinogenesis, with increasing expression from 

NAFLD to HCC at protein or mRNA level.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y the CD44 IOD values was found 

betwee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NAFLD (t = 25.433, P &lt; 0.001), or denaturation (t = 48.822, P &lt;  

0.001), precancerosis (t = 27.751, P &lt; 0.001), and HCC (t = 16.239，P &lt; 0.001) group,  

respectively. Hepatic CD44 can secrete #I# blood, and serum CD44 levels in HCC or precancerous ra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P &lt;0.001) than that in any of the other rats. Positive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liver CD44 and CD44 mRNA (rs = 0.373，P = 0.043) or serum CD44 (rs = 0.541，P = 

0.002), or between liver CD44 mRNA and serum CD44 (rs = 0.507, P = 0.004). Als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liver CD44 and liver AFP (rs = 0.572, P = 0.001),  or between serum 

CD44 and serum AFP (rs = 0.608, P &lt; 0.001), or between CD44 mRNA and AFP mRNA (rs = 0.370, 

P =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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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e data suggested that increasing CD44 expression be associated with the malignant 

transformation of hepatocytes with NAFLD. 

Key Words: Hepatocarcinogenesis; CD44;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Dynamic expr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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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自噬受体 P62 在人肝内胆管细胞癌中的表达及其对上皮间质转化的影响 

傅修涛#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观察选择性自噬受体 P62 在人肝内胆管细胞癌中的表达，研究其对肿瘤细胞生物学行为

以及对上皮间质转化的影响。 

方法：随机收集 8 例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外科行手术治疗的肝内胆管细胞癌手术切除冰冻

新鲜标本，WesternBlot 检测癌内与癌旁组织中 P62 的表达；构建含 140 例我科行手术切除的肝

内胆管细胞癌患者的癌内与癌旁组织的组织芯片，免疫组化检测 P62 与 EMT 标志物 Vimentin、

E-Cadherin、Snail 的表达及其相关性，分析 P62 表达与患者肝门淋巴结转移关系与相关预后；

shRNA 慢病毒感染人胆管细胞癌 HCCC-9810 与 QBC-939 细胞株沉默 P62 基因，划痕及运动侵

袭试验检测细胞运动侵袭能力，MTT 方法检测细胞增殖，免疫荧光检测 P62 与 Vimentin、

E-Cadherin 的变化及其相关性；稳定感染 P62-shRNA 慢病毒载体的 QBC-939 细胞接种于 BALB

／c 裸鼠背侧皮下．观察裸鼠成瘤情况和移植瘤生长情况．并绘制生长曲线，成瘤 40 天后处死

后观察沉默 P62 基因对裸鼠肿瘤肺转移能力的影响。 

结果：P62 在人肝内胆管细胞癌中癌内组织中的表达显著高于癌旁组织，沉默 P62 可以降低人胆

管细胞癌 HCCC-9810 与 QBC-939 细胞株运动侵袭能力并降低其细胞增殖率并可抑制其发生

EMT；TMA 的免疫组化结果示 P62 在癌内组织的表达与 EMT 标志物 Vimentin、E-Cadherin、Snail

的表达正相关，并与患者肝门淋巴结是否有肿瘤转移显著相关（P<0.001），癌内 P62 表达阳性患

者中位生存期为 12 个月，2 年、5 年生存率为 22.0%、12.2%，而 P62 表达阴性患者中位生存期

为 18 个月，2 年、5 年生存率为 41.4%、29.3%，两组间生存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裸鼠体内成瘤实验示沉默 P62 对 QBC-939 细胞株裸鼠皮下瘤(Control vs. P62 shRNA: 686±

333mm3 vs. 207±93mm3， P<0.01)及肺转移瘤(Control vs. P62: shRNA 80% vs. 20%)的形成具有

抑制效应。 

结论：选择性自噬受体 P62 在人胆管细胞癌中表达增加，下调 P62 的表达能够通过抑制肿瘤细

胞发生 EMT 进而发挥抗肿瘤转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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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突触极蛋白 2 的核质异位促进肝癌侵袭转移的分子机制 

高洁#  孙耀辉  刘旭东  郭文治  张水军*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mail: zhangshuijun@zzu.edu.cn 

 

目的：研究人突触极蛋白 2（SYNPO2）影响肝癌侵袭转移的分子机制。 

方法：收集 100 例临床确诊为原发性肝癌患者手术切除的肝癌组织、配对癌旁组织及临床资料，

并进行随访。采用 RT-qPCR、免疫印迹及免疫组化检测肝癌组织中 SYNPO2 表达水平的变化。

通过Kaplan-Meier 生存分析及 Log-Rank检测评估 SYNPO2 对肝癌患者总体生存期及无瘤生存期

的影响。比色分析法测定肝癌组织中钙调神经磷酸酶（CaN）活性的改变。利用胞质胞核分离技

术分离复发及未复发肝癌患者癌组织的细胞质和细胞核，免疫印迹检测其中SYNPO2的表达量。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CaN 活性与胞质及胞核中 SYNPO2 含量的相关性。CaN 抑制剂（他克莫司）

处理肝癌细胞后，CCK-8、细胞划痕实验及 Transwell 侵袭实验分别检测肝癌细胞的增殖、迁移

及侵袭能力；免疫荧光、核质分离及免疫印迹观察 CaN 活性对 SYNPO2 在肝癌细胞中的分布的

影响；鬼笔环肽染色后，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观察 CaN 调控的 SYNPO2 核质分布对肌动蛋白

聚合的影响。 

结果：与癌旁组织相比，肝癌组织中 SYNPO2 的表达量显著降低，低表达组的总体生存期（15.1

月 vs 29.9 月，P=0.0054）及无瘤生存期（11.8 月 vs 14.6 月，P=0.0048）均显著缩短。肝癌组织

中 CaN 的活性显著升高（P=0.004）。CaN 的活性与 SYNPO2 的表达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r=-0.471，P=0.027）。与未复发患者相比，复发患者肝癌组织中胞质 SYNPO2 的表达水平显著

升高（P=0.010），胞核 SYNPO2 的表达水平显著降低（P=0.010），SYNPO2 表达水平的胞质胞

核比显著升高（P=0.003）；CaN 的活性显著升高（P=0.021）。CaN 的活性与胞质 SYNPO2 的表

达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r=819，P=0.0001），与胞核 SYNPO2 的表达水平不存在相关性（r=-0.417，

P=0.108），与 SYNPO2 表达水平的胞质胞核比呈显著正相关关系（r=0.846，P&lt; 0.0001）。40

μM 他克莫司处理 SMCC-7721 细胞 24h，可显著抑制 SMCC-7721 细胞内 CaN 的活性，抑制胞

核 SYNPO2 向胞质转位，抑制细胞的增殖、迁移及侵袭能力，影响肌动蛋白的聚合。 

结论：CaN 调控的 SYNPO2 核质异位通过影响肌动蛋白的聚合促进肝癌侵袭转移。 

关键词：SYNPO2; 核质异位; 肝癌; 侵袭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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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RNP L 在肝癌中的表达及与巨噬细胞极化相关性研究 

葛勇胜#*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mail: 843933960@qq.com 

 

目的：探讨 hnRNP L 在肝癌组织中的表达，并分析其与肝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巨噬细胞极化

的关系。 

方法：通过免疫组织化学（IHC）检测 90 例 HCC 患者的癌组织和相对应癌旁组织中 hnRNP L

和巨噬细胞极化相关标记物（CD68，CD206 和 CD11c）的表达。qRT-PCR 和 Western blot 法分

析评估 20 对新鲜冰冻肝癌和癌旁组织中 hnRNP-L 的表达水平。 

结果：免疫组化结果显示 hnRNP L 在肝癌组织中显著高表达（P=0.001），肝癌及癌旁组织的阳

性表达率分别为 77.7％（72/90）和 53.3％（48/90）；qRT-PCR 及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在转录

和翻译水平，hnRNP L 在肝癌组织的表达显著高于相对应癌旁组织（P&lt; 0.001，P&lt; 0.001）；

HnRNP L 在肝癌组织中的高表达与年龄，血管侵犯，Edmondson 分级和 BCLC 分期显著相关

（P=0.018，P=0.039，P=0.001，P=0.018）；同时 hnRNP L 在肝癌组织的表达强度与 CD68（总巨

噬细胞标记物）和 CD206（M2 型巨噬细胞标记物）的浸润密度呈正相关(r=0.472，r=0.411，，P&lt; 

0.001，P&lt; 0.001)，与 CD11c（M1 型巨噬细胞标记物）浸润密度呈负相关（r=-0.445，P&lt; 0.001）。 

结论：HnRNP L 在肝癌组织中的表达显著高于癌旁组织，并与肝癌的恶性特征相关。同时 hnRNP 

L 的表达与巨噬细胞的极化相关，提示 hnRNP L 可能通过参与巨噬细胞极化调控肝癌的发生发

展。 

关键词：HnRNP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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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T 启动子突变及 TERT mRNA 表达与肝癌根治性切除术预后的关系 

龚辰#   王海清  冯燮林*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四川省肿瘤医院 

E-mail: llxxff17@163.com 

 

目的：在本研究中，我们探讨了端粒酶逆转录酶（telomerase  reverse  transcriptase，TERT）启

动子突变和 TERT mRNA 表达水平对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根治性切除后

患者预后（复发、生存率）的影响，并结合临床病理材料，分析了影响 HCC 根治性切除后患者

预后的因素。 

方法：检索了 2009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在四川省肿瘤医院进行 HCC 根治性切除术患者的病历

资料，共纳入了 212 例研究。所有入选病例术前均常规检查，术后保存肝癌组织，用 Sanger 测

序法检测 TERT、TP53、CTNNB1 突变，用 SYBR 法检测 TERT mRNA 表达的情况。患者术后

每 3 个月进行一次随访，监测 HCC 的复发和转移，末次随访时间是 2018 年 3 月。总生存时间

（overall survival，OS）为手术日期至死亡日期或末次随访日期，无瘤生存时间（relapse free 

survival，DFS）为手术日期至肿瘤复发日期或末次随访日期。 

结果：TERT 启动子、TP53、CTNNB1 的突变率分别为 17.9%（38/212），40.1%（85/212），13.7%

（29/212），TERT 启动子突变与 Child-Pugh 分级、白蛋白存在差异；与 P53 突变，CNNTB1 突

变，HCC 患者的临床特征（HBV 感染、年龄等），肿瘤临床病理因素（BCLC 分期、微血管癌

栓等）差异无显著性；也未发现 TERT 启动子、TP53、CTNNB1 突变与患者 OS 和 DFS 之间的

相关性。TERT mRNA 表达水平与 HBV 感染、Child-Pugh 分级、患者 AST 值、ALT 值存在差异；

而与其他临床参数无显著差异；但 TERT mRNA 高表达与 OS 和 DFS 相关。通过单因素和多因

素分析，解剖性肝切除（OR = 2.34，95％CI：1.36-4.03），肿瘤直径＞5cm（OR = 2.12，95％CI：

1.24-3.62），TERT mRNA 高表达（OR = 5.46，95％CI：3.05-9.77）是影响 OS 的危险因素；血小

板＞100*109/L（OR = 0.545，95％CI：0.36-0.82），肿瘤直径＞5cm（OR = 2.13，95％CI：1.42-3.19）、

TERT mRNA 高表达（OR = 1.72，95％CI：1.10-2.71）是影响 DFS 的危险因素。 

结论：本研究表明 TERT 启动子突变存在于 HCC 病人当中，但它只与患者的肝功能相关，并不

能成为预测 HCC 术后患者肿瘤复发和生存率的指标；TERT mRNA 表达水平的高低是影响 HCC

术后患者预后的指标，其最佳临界值为 0.0108。此外解剖性肝切除、肿瘤直径＞5cm、TERT m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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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表达可能是影响患者 OS 的危险因素，血小板＞100*109/L、肿瘤直径＞5cm、TERT mRNA 高

表达可能是影响患者 DFS 的危险因素。 

关键词：肝癌; TERT 启动子突变; TERT mRNA 表达;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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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P90 对肝癌细胞代谢异质性的影响 

郭坤#*   陈华平  李苗苗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 

E-mail: guo.kun@zs-hospital.sh.cn 

 

目的：代谢异质性在肿瘤恶性演进中的作用；期间，需要编码大量的 HSP 作为分子伴侣来调节

和稳定这些代谢相关功能蛋白。HSP90 作为一种 ATP 依赖的伴侣蛋白，其硝化可有效限制细胞

中线粒体的氧气供应，增加肿瘤细胞对缺氧的耐受来实现异常增殖，亦可调节细胞磷脂代谢促进

异常增殖。尽管如此，目前 HSP90 与肿瘤代谢特征的内在相关性仍不十分清楚，更无 HSP90 对

肝癌细胞代谢影响的相关研究。 

方法：运用非靶向代谢组学分析策略，利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LC-MS）结合核磁共振（NMR），

比较分析 HSP90 抑制剂（HSP90i）对肝癌细胞代谢特征的影响。 

结果：HSP90i（Onalespib 与 Luminespib）处理后，肝癌细胞内 GSH 水平降低，NAD+/NADH

比例降低、NADP+/NADPH 比例增高、线粒体变小且双层膜的密度增加，表明 HSP90i 处理后肝

癌细胞抗氧化能力降低。此外，在三羧酸循环（TCA）方面，柠檬酸、顺式乌头酸、异柠檬酸水

平增高，而琥珀酸、延胡索酸、L-苹果酸等水平降低；进一步检测发现α-酮戊二酸（α-KG）

水平降低，说明 TCA 循环第一次脱氢反应（异柠檬酸向α-KG 转化）的环节受到抑制；同时，

肝癌细胞内脂滴减少，推测 HSP90i 可能促进肝癌细胞内脂肪水解以抑制肿瘤异质性进程。 

结论：综合以上结果表明， HSP90 对肝癌细胞代谢的影响是一个涉及能量代谢、脂肪酸β氧化

等多方面、多层次的级联反应过程，明确这些代谢特征变化将有助于我们对代谢异质性的理解。 

关键词：肝细胞肝癌; 肿瘤代谢; HSP90; 肿瘤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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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化酶 ALYREF 在肝细胞肝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何玉婷#  于潇  张水军*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mail: zhangshuijun@zzu.edu.cn 

 

目的：肝细胞肝癌起病隐匿，晚期肝细胞肝癌患者预后极差，故寻找早期诊断方法及探究肿瘤进

展机制显得尤为重要。mRNA 甲基化修饰在肿瘤进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探究肿瘤机制提供

了新方向，也为肿瘤治疗提供了新思路。但 m5C 甲基化在肝细胞肝癌中的研究尚无报道。本文

旨在探究 m5C 甲基化酶 ALYREF 在肝细胞肝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下载 TCGA 中 m5C 甲基化酶 ALYREF 在肝细胞肝癌的表达数据及其突变数据，同时下载

其对应的患者临床数据。利用 t 检验分析不同突变类型对 ALYREF 表达的影响，及不同临床病

理分级的患者ALYREF表达差异；利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ALYREF高低表达对预后的影响；

利用基因集合富集分析（GSEA）对 ALYREF 表达差异进行功能注释。 

结果：不同突变方式影响 ALYREF 的表达，拷贝数增加的突变中 ALYREF 表达高于缺失突变，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lt; 0.05）；不同临床病理分级中 ALYREF 的表达有不同，高临床病理分

级患者组织中 ALYREF 的表达高于低临床病理分级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lt; 0.05）;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结果显示高表达 ALYREF 的患者预后较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lt; 

0.05）；GSEA 结果表明高表达的 ALYREF 主要和细胞周期调控、有丝分裂等重要⽣物学过程有

关。 

结论：甲基化酶 ALYREF 在肝癌的进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探究 ALYREF 的分子机制可能为

肝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ALYREF; 肝细胞肝癌; 甲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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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化酶 NSUN4 在肝细胞肝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何玉婷#  党 钦  张起尧  郭文治*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移植科 

E-mail: guowz66@163.com 

 

目的：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最常见的原发性肝癌，早期临床症状不

明显，故诊断率低。HCC 进展快，易发生门脉转移和远处转移，对于晚期阶段的治疗手段有限，

导致 5 年生存率极低，预后极差，故 HCC 的治疗面临重大挑战。mRNA m5C 甲基化修饰在肿瘤

进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报道在膀胱癌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其在 HCC 中的研究尚无报道。探

究 m5C 甲基化有望成为 HCC 治疗提供了方向。NSUN4 酶是 m5C 甲基化的“写入编辑”，促进

甲基化的发生，在 m5C 甲基化中扮演多种功能。本文旨在探究 m5C 甲基化酶 NSUN4 在 HCC

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下载肿瘤基因组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中 NSUN4 mRNA 在 HCC 的表

达数据及其突变数据，同时下载其对应的患者临床数据。利用 t 检验分析不同突变类型对 NSUN4 

mRNA 表达的影响，及不同临床病理分级的患者 NSUN4 mRNA 表达差异；利用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 NSUN4 mRNA 高低表达对预后的影响；利用基因集合富集分析（GSEA）对 NSUN4

表达差异进行功能注释。 

结果： 拷贝数增加的突变中 NSUN4 mRNA 表达高于缺失突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lt; 0.05）；

高临床病理分级患者组织中 NSUN4 mRNA 的表达较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lt; 0.05）; 生

存分析结果提示低表达 NSUN4 mRNA 的患者预后较高表达的患者预后好，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lt; 0.05）；GSEA 结果表明高表达的 NSUN4 mRNA 主要和甲基化、去甲基化等重要⽣物学

过程有关。 

结论：甲基化酶 NSUN4 在 HCC 的甲基化和去甲基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靶向 NSUN4 可能成

为治疗肝癌的新靶点，m5C 有望成为 HCC 治疗的新方向。 

关键词：ALYREF; 肝细胞肝癌; 甲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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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M3 promotes 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 and hepatocellular 1 

carcinogenesis and 2 predicts poor prognosis for patients after curative resection 

Xiaowu Huang #*  Jinwu Hu 

（# indicates the presenting author, * indicates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Affiliation: Zhongshan Hospital 

E-mail: huang.xiaowu@zs-hospital.sh.cn 

 

Objective: Progno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remains poor despite significant recent 

improvement in therapy. Recent studies have reported that transglutaminase 3 (TGM3)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everal human cancer types. However, the role of TGM3 in HCC have not been 

previously elucidated. 

Methods: We evaluated the role of TGM3 in regulating HCC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We also investigated the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TGM3 in an HCC cohort. Finally, we 

explored the signalling pathways that TGM3 regulates in HCC. 

Results: We identified TGM3 to be overexpressed in HCC compared to normal tissues. Higher 

expression of TGM3 predicts poor prognosis in HCC patients. TGM3 knockdown led to decreased 

HCC cell proliferation, invasion, and xenograft tumour growth. TGM3 depletion inhibited AKT,  

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 (ERK)，p65，and glycogen synthase kinase 3β (GSK3β)/β-catenin 

activation, but promoted levels of cleaved caspase 3. Moreover, TGM3 knockdown cells had increased 

E-cadherin levels and decreased vimentin levels, suggesting that TGM3 contributes to 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in HCC.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GM3 controls multiple oncogenic pathways in HCC,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increased cell proliferation and EMT， and TGM3 potentially enhances HCC metastasis. 

TGM3 may serve as a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 in HCC. 

Key Words: liver cancer; Transglutaminase 3; prognostic marker;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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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MUC-1 在胆管细胞癌中的表达及意义 

黄晓武#*  李 佳  毛 丽  胡志强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mail: huang.xiaowu@zs-hospital.sh.cn 

 

目的：检测 Tn-MUC-1 黏蛋白在胆管细胞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评估其对胆管细胞癌患者的预

后价值。 

方法：制作由 328 例胆管细胞癌（ICC）患者肿瘤组织组成的组织芯片，并通过免疫组化实验染

色分析 Tn-MUC-1 黏蛋白在 ICC 中的表达情况，及其在胆管细胞癌患者中的预后生存分析。 

结果：Tn-MUC-1 在胆管细胞癌中高表达，癌组织中表达显著高于癌旁组织（P&lt; 0.0001），且

癌组织中阳性率为 60.98%。Kaplan-Meier 生存分析显示，在胆管细胞癌中，高表达 Tn-MUC-1

的患者的 1 年，3 年和 5 年生存率显著低于低表达 Tn-MUC-1 的患者（82.3％ vs. 91.7％， 61.6％ 

vs. 767.3％，45.2％ vs. 67.7％），且高表达 Tn-MUC-1 的患者总体生存率显著低于低表达

Tn-MUC-1 的患者。同样，高表达 Tn-MUC-1 的患者的 1 年，3 年和 5 年的累积复发率显著高于

低表达 Tn-MUC-1 的患者（37.5％ vs. 18.3％，53.1％ vs. 32.3％，63.5％ vs. 41.4％）。单因素和

多因素分析显示，Tn-MUC-1 是总体生存率和累积复发率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Tn-MUC-1 在胆管细胞癌中高表达，且其表达水平与胆管细胞癌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 

关键词：胆管细胞癌; 预后; Tn-MU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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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5DC2 通过稳定 EGFR 来促进肿瘤细胞增殖进而促进肝癌进展 

李康帅#  朱小东  孙惠川*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mail: sun.huichuan@zs-hospital.sh.cn 

 

目的：大部分肝癌患者诊断时已属肿瘤晚期，病灶不可切除。目前已有的晚期肝癌治疗方案较少，

效果并不让人满意。因此，寻找新的靶向治疗靶点对于发展肝癌的治疗手段非常重要。 

方法：我们分析了 2 个 GEO 数据集，寻找同时与肝癌血管侵犯及早期复发相关的基因，并与

KM plot 数据进行交叉验证。我们在 2 个肝癌细胞株中建立了干扰和过表达细胞系。使用 CCK8，

克隆形成实验检测干扰及过表达后细胞增殖能力的改变，使用皮下瘤模型检测干扰及过表达后皮

下瘤的生长能力。通过凋亡，细胞周期检测及 Western blot 检测细胞周期蛋白的表达明确基因调

控细胞增殖的机制。使用免疫共沉淀以及串联质谱检测了与该基因存在相互作用的蛋白并通过

Western blot，免疫组化等检测了NT5DC2调控肝癌增殖的机制。在 79例我们的病人中，通过 qPCR

检测基因表达与患者无病生存的相关性。 

结果：通过分析 2个GEO数据集，NT5DC2 被发现与肝癌血管侵犯及较差预后相关。在 MHCC97H

及 PLC/RLF/5 两个细胞株中，干扰 NT5DC2 显著抑制肿瘤细胞增殖，过表达 NT5DC2 后显著促

进肿瘤细胞增殖。皮下成瘤实验结果显示，干扰 NT5DC2 显著抑制肿瘤生长，过表达 NT5DC2

后显著促进肿瘤生长。NT5DC2 通过促进肿瘤细胞由 G1 期进入 S 期促进肿瘤增殖，而不是影响

肿瘤凋亡。NT5DC2 通过降低 EGFR 的泛素化水平，提高 EGFR 的蛋白水平增强 EGFR 的下游

信号通路促进肝癌进展。在我们的病例中，我们发现，NT5DC2 与肿瘤直径及微血管侵犯显著相

关并且是患者无病生存时间的独立预后危险因素。 

结论：NT5DC2 通过降低 EGFR 的泛素化水平，上调 EGFR 的蛋白表达，进而促进 EGFR 的下

游信号传递从而促进肿瘤增殖和肝癌进展。 

关键词：NT5DC2; 肝细胞癌; EGFR; 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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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相关性原发性肝细胞癌切除术后行 TACE 致 ALT，AST 变化的全外显子单核苷酸

多态性特征筛查 

廖锡文#  彭涛*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mail: pengtaogmu@163.com 

 

目的：本研究尝试通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GWAS）方法对广西乙

肝相关性原发性肝细胞癌切除术后行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术  （ 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致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和门冬氨

酸氨基转移酶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变化的全外显子单核苷酸多态性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特征进行筛查并分析。 

方法：收集 49 例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肝切除术的乙肝相关性原发性肝细胞癌患者，

且术后行 TACE 术。根据患者 TACE 术前和术后 ALT 和 AST 的变化进行分组(按术后值比术前

值升高超过 2 倍为界)，对这些患者癌组织进行全外显子芯片扫描并进行全外显子关联分析。 

结果：根据患者 TACE 术前和术后 ALT 和 AST 的变化进行全外显子关联分析，我们筛选了 1247

个 P&lt; 0.05 的候选 SNPs 位点（图 1）。通过 ICSNPathway 分析我们共鉴定出 17 个具有影响通

路改变的 SNPs位点（包括 rs75387493， rs2271683， rs11768465， rs8207， rs28365927， rs1344642， 

rs1863704， rs10160013， rs4036， rs2235324， rs17183814， rs7973658， rs34550074， rs3740168， 

rs197922， rs3790525， rs41309181，表 1），发现了 4 条 SNP-Gene-Pathway 的调控机制（表 2）。

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利用 GeneMANIA 在线分析工具发现这些 17 个候选 SNPs 位点所在的基

因与 ALT 和 AST 的编码基因具有共表达互作关系（图 2）。通过 GTEx 数据库发现这 17 个 SNPs

中的高尔基体 SNAP 受体复合物成员 2 （ golgi SNAP receptor complex member 2 ， 

GOSR2)-rs197922 在肝脏等多个正常组织中具有表达数量性状基因座关系（图 3）。 

结论：本研究筛选出 17 个潜在具有 SNP-Gene-Pathway 调控潜力的 SNPs，其中 GOSR2-rs197922

位点可能参与调控血清 ALT 和 AST。 

关键词：原发性肝细胞癌; TACE; S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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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甲肾上腺素激活肝星状细胞分泌 sFRP1，促进肝癌恶性表型的实验研究 

林霞晖#  陈荣新*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mail: rongxinchen99@126.com 

 

目的：研究发现，慢性应激导致的持续肾上腺素能信号激活促进肿瘤进展，但是其潜在分子机制

尚未完全阐明。大多数肝癌发生在慢性肝病基础上，而纤维化、硬化的肝脏中富含异常激活的肝

星状细胞(HSCs)，其表达肾上腺素能受体。本研究探讨应激激素去甲肾上腺素(NE)是否可以通过

调控肝星状细胞活性，促进肝癌进展。 

方法：采用 NE 刺激 HSCs，其条件培养基与肝癌细胞共培养。Real-time PCR、Western blotting

和体外功能实验分析 NE 刺激的 HSCs 条件培养基是否影响肝癌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上皮间质

转化(EMT)以及肿瘤干性标志物表达。 

结果：NE 刺激的 HSCs 条件培养基能显著促进肝癌细胞体外迁移和侵袭能力、EMT 发生和增加

肿瘤干性标志物表达，而 NE 刺激 sFRP1 敲减的 HSCs，其条件培养基促癌作用则显著减弱；这

提示NE刺激HSCs分泌的 sFRP1促进了肝癌恶性表型。进一步发现 sFRP1通过增强Wnt16B/FZD

相互结合， 正反馈促进 Wnt16B/β-catenin 信号活化，进而上调 EMT。 

结论：应激激素 NE 激活 HSCs 分泌 sFRP1，促进 Wnt16B/β-catenin 正反馈回路，促进肝癌的恶

性表型，这可能是慢性应激促进肝癌进展的机制之一。 

关键词：sfrp1; 肝细胞肝癌; 慢性压力; 上皮间质转化（E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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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GB5 通过 FAK 依赖方式调节玻连蛋白介导的肝癌细胞粘附 

林志坤#  谭 广  罗海峰  杜 渐  林志坤*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mail: lzk19880125@163.com, tanguang009@sina.com, luohaifeng1975@163.com, 

dujian1030@163.com 

 

目的：研究 ITGB5 与细胞外基质（ECM）中的玻连蛋白（VN）作用影响肝细胞肝癌的粘附能力。 

方法：1.采用 Huh-7， MHCC-97L 和 Bel-7402 细胞系构建 ITGB5 稳定上调或下调的细胞系。

2. Western blot 验证上调或下调效率。3.在 VN 包被的细胞外基质中进行细胞粘附实验。4. Western 

blot 验证黏着斑激酶 FAK（Tyr397 and Tyr925）的变化水平。5.应用抑制剂 PF-573228 and 

Defactinib 预处理稳转细胞系，粘附实验、Western blot 分别验证。 

结果：1. ITGB5 被稳定上调或下调。2.在玻连蛋白介导的粘附实验，玻连蛋白包被的细胞外基质

能够增强肝癌细胞的粘附能力，下调 ITGB5 可显着抑制肝癌细胞的粘附能力（P &lt; 0.001），降

低 pFAK（Tyr397 和 Tyr925）的水平。上调 ITGB5 可显着增强肝癌细胞的粘附能力，提高 pFAK

（Tyr397 和 Tyr925）的水平，而 FAK 水平未见明显改变。3. 随着两种抑制剂（PF-573228 and 

Defactinib）浓度的增加，细胞粘附逐渐降低，pFAK 水平降低（Tyr397 和 Tyr925），而 FAK 水

平未见明显改变。 

结论：1.玻连蛋白可以增强肝癌细胞的粘附能力。2.ITGB5 可增强玻连蛋白介导的肝癌细胞粘附。

3.在玻连蛋白介导的肝癌细胞粘附中，ITGB5 可以调节 FAK 的活化 4.ITGB5 通过 FAK 依赖性方

式调节玻连蛋白介导的肝癌细胞粘附粘附。 

关键词：肝癌; ITGB5; 玻连蛋白; 粘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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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XP3 在肝癌中的表达与意义 

刘朔晖#  严 俊  李 汛*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E-mail: lxdr21@126.com 

 

目的：研究 FOXP3 在肝癌细胞中的表达及其在肝细胞癌增殖和发展中的作用。 

方法：收集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于兰州大学第一医院普外二科、普外五科因肝细胞癌行肝

切除术治疗的患者的临床资料及癌、癌旁组织蜡块标本，采用配对样本的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

比较肝癌细胞和癌旁肝细胞中 FOXP3 表达水平，采用 Cochran-Armitage 趋势性检验和

Kruskal-Wallis 检验分析肝癌细胞中 FOXP3 表达水平和临床病理指标间的关系。采用 

Kaplan-Meier 曲线分析肝癌细胞中 FOXP3 的表达水平对总体生存及无瘤生存情况的关系，

Log-rank 检验用于比较组间差异。 

结果：本研究共纳入符合研究条件的肝癌及癌旁石蜡标本各 98 例，比较 FOXP3 在肝癌与癌旁

组织中的表达差异，结果显示肝癌组织中 FOXP3 表达明显低于癌旁组织，且两者间有相关性，

（P&lt; 0.001）。相关性检验分析肝癌中 FOXP3 的表达与临床病理因素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

FOXP3 的表达与 BMI、AFP、肿瘤分化程度、Ki67 存在明显相关性（P&lt; 0.05），其中与 BMI

呈正相关，与 AFP、肿瘤分化程度、Ki67 呈负相关性。Kaplan-Meier 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肝癌

细胞中 FOXP3 强阳性（+++）、中度阳性（++）和弱阳性（+）表达的肝癌患者 1 年总体生存率

84.5%、73.7%和 75.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42）。1 年无瘤生存率为 72.7%、61.3%和 62.1%，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30）。 

结论：FOXP3 在肝癌细胞增殖和发展中具有负调控作用，FOXP3 可抑制肿瘤细胞增殖以改善预

后情况。 

关键词：FOXP3; 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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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cRNA 相关的 ceRNA 调控网络影响伴 MVI 的肝细胞癌对索拉非尼的敏感性 

罗治文#   毕新宇*  蔡建强*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临床研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 

肝胆外科 

E-mail: beexy1971@163.com, caijianqiang188@sina.com 

 

目的：微血管浸润（MVI）是肝细胞癌（HCC）的组织学特征，与侵袭性生物学行为有关。但研

究表明一线靶向药物索拉非尼在伴 MVI 的肝细胞癌中疗效也有差异。长链非编码 RNA（lncRNA）

可以充当 microRNA（miRNA）调节器进而调节蛋白编码基因的表达；因此，lncRNA 被认为是

竞争性内源 RNA（ceRNA）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研究探讨了

lncRNA 作为 ceRNA 在伴 MVI 的肝细胞癌中的调控机制和功能作用，及其对预后和索拉非尼敏

感性的潜在影响。 

方法：我们系统地研究了伴 MVI 的肝细胞癌患者的 lncRNA，miRNA 和 mRNA 的表达谱和预后

价值，建立了与预后相关的 ceRNA 失调的网络，并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 ceRNA 网络对伴 MVI

肝细胞癌的索拉非尼敏感性的影响，以及影像组学纹理特征的变化。 

结果：建立了一个包含 13 个 lncRNA，3 个 miRNA 和 2 个对 MVI+ HCC 特异的 mRNA 的 ceRNA

网络。生存分析显示 6 个 lncRNA（ARHGEF7-AS1，ATP2B2-IT1，LINC00330，MUC2，TLR8-AS1

和 ZNF385D-AS1），2 个 miRNA（has-mir-206 和 has-mir-373）和两个 mRNA（PAX3 和 SIK1）

是预后生物标志物。将预后生物标志物作为复发预测模型中的分层因子，以识别具有高或低复发

风险的 MVI+ HCC，并且深度数据挖掘 GDSC 药理数据库，结果提示高低复发风险组对索拉非

尼的敏感性存在显着差异（P = 0.0039）。影像组学特征从 MVI+ HCC 的 CT 片中提取，目前正在

进行两组的 MVI+ HCC 的纹理分析，我们期待最终结果。 

结论：我们提出的 ceRNA 网络可能有助于阐明其 lncRNAs 的功能及 ceRNAs 的监管机制，并有

助于提示 MVI 在肝癌的发生机制。重要的是，参与 ceRNA 网络的候选 lncRNA，miRNA 和 mRNA

已显示出可作为 MVI + HCC 的潜在治疗靶标和预后生物标志物，并可能为基于索拉非尼的联合

辅助化疗制定个性化用药方案。正在进行的影像组学实验的结果可能得以在术后鉴别出对索拉非

尼敏感的 MVI+ HCC。 

关键词：微血管侵犯; 肝癌; 索拉菲尼; ce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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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细胞癌 PD1HiCD8+T 细胞的表型、功能及临床意义研究 

马家强#   郑博豪  Shyamal Goswami  孟 璐 张晓明* 高强*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E-mail: xmzhang@ips.ac.cn, gaoqiang_zs@163.com 

 

目的：细胞毒性 CD8+ T 细胞在肿瘤免疫微环境中易分化进入功能障碍（Dysfunction）或耗竭

（Exhaustion）状态，阻碍了有效的抗肿瘤免疫。因此，急切需要对肝细胞癌（HCC）中 CD8+

耗竭 T 细胞的具体表型、功能特征及其预后价值进行深入研究。 

方法：收集 50 例 HCC 患者配对的新鲜肿瘤、癌旁组织和外周血以及 2 个独立的 HCC 患者组织

微阵列（Tissue microarray）（n=358 和 n=254）。利用高通量流式技术和多重免疫组化技术

（Multiplex immunohistochemistry， mIHC），检测 CD8+耗竭 T 细胞的表型、功能和组织原位表

达情况。应用 Kaplan-Meier 法和多因素 Cox 回归模型分析上述指标对患者预后的影响。 

结果：根据 PD1 和 TIM-3 的表达强度，HCC 组织中浸润的 CD8+ T 细胞可分成 3 个不同的亚群，

包括：PD1Hi， PD1Int and PD1-，且 TIM-3 主要表达在 PD1HiCD8+ T 细胞上。和癌旁组织相

比，PD1HiCD8+ T 细胞在肿瘤组织中显著富集，并与 HCC 患者的 TNM 分期和肿瘤大小呈正相

关（P=0.026 和 P=0.008）。其次，PD1HiCD8+ T 细胞显著高表达耗竭相关的抑制性受体（TIM-3

和 CTLA-4 等）和转录因子（Blimp1 和 EOMES 等）。同时，PD1HiCD8+ T 细胞还表达

CD45RO+CD103+组织驻留记忆 T 细胞的表型特征，处于易凋亡的异常激活状态，但细胞增殖能

力增强。 此外，PD1HiCD8+ T 细胞表达低水平的细胞毒性分子，并且促炎细胞因子的生成能

力受损，但抗炎症细胞因子 IL-10 的表达上调。最后，利用 mIHC 检测 2 个独立的 HCC 患者队

列（n=358 和 n=254）中 PD1Hi 和 TIM-3+PD1Hi CD8+ T 细胞在组织原位表达情况，发现 PD1Hi

和 TIM-3+PD1Hi CD8+ T 细胞的表达丰度和患者不良预后显著相关（P=0.004 和 P=0.002）。进

一步分析免疫细胞在组织原位的空间位置关系发现，同 PD1IntCD8+ T 细胞亚群相比，

TIM-3+PD1Hi CD8+ T 细胞与 PDL1+的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的距离更近（P&lt; 0.0001）。 

结论：本研究揭示了 HCC 中 PD1HiCD8+ T 细胞独特的表型和功能特征， 并从新的角度提供了

HCC 中耗竭 T 细胞产生的可能原因；此外本研究也提示耗竭 T 细胞可以作为潜在生物标记物，

以筛出当前治疗措施下预后不良的 HCC 患者，并对其使用更加个性化的新型治疗手段。 

关键词：肝细胞癌; CD8+ T 细胞; 耗竭 T 细胞; 多重免疫组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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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与结直肠癌肝转移的相关性研究 

马 钊# 杨 越 赵 磊*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山东省肿瘤医院 

E-mail：drzhaolei@hotmail.com 

 

目的：在我国，结直肠癌（CRC）发病率及死亡率居高不下并逐年增高。CRC 患者预后差多是

转移所致，肝脏是结直肠癌最易转移的器官，发生肝转移对于 CRC 患者的预后具有重大影响。

因此，寻找提示 CRC 具有肝转移高风险的指标十分必要。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性粒细胞淋巴

细胞比值（NLR）的升高被证实与 CRC 的不利预后有关，但尚无研究报道 NLR 与结直肠癌肝转

移（CRLM）是否具有相关性。本研究旨在探索 NLR 与 CRLM 是否具有相关性。 

方法：入选本研究的共有 6841 例初诊为结直肠癌的患者。我们以 5 作为 NLR 的截断值，分为高

NLR 组（NLR≥5）和低 NLR 组（NLR&lt; 5），运用卡方检验（χ2test）比较两组之间出现肝转

移的患者有无差异。同时，我们将患者分为肝转移组和无肝转移组，运用卡方检验比较两组患者

之间NLR有无差异。最后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进而研究NLR升高对结直肠癌肝转移的影响。 

结果：肝转移组和无肝转移组之间 NLR≥5 的患者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1）。高 NLR 组与低

NLR 组之间肝转移的患者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1）。运用单因素分析得出 21 个因素与 CRLM

存在相关性，最后将 16 个相关因素纳入多因素分析，结果提示 NLR 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我们的研究表明，NLR≥5 的 CRC 患者更易发生肝转移，但其并非是 CRLM 独立危险因

素。 

关键词：粒淋比; 结直肠癌; 肝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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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支睾吸虫对二乙基亚硝胺诱导 SD 大鼠形成原发性肝癌的作用研究 

齐亚鹏# 向邦德*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E-mail：xiangbangde@163.com 

 

目的：华枝睾吸虫(clonorchis sinensis，CS)又称肝吸虫（liver fluke）可导致胆道感染、胆汁淤滞、

胆管周围纤维化和胆管腺瘤样增生以致形成胆管细胞癌。但是目前关于肝吸虫在肝细胞癌的发生

发展中的作用机制仍不清楚。为了研究华支睾吸虫在肝细胞癌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本课题通

过模拟人群感染华支睾吸虫的情况，用华支睾吸虫(CS)囊蚴和二乙基亚硝胺(DEN)作用于 SD 大

鼠，建立合并华支睾吸虫感染的大鼠肝细胞癌模型，并动态观察大鼠肝脏病理变化和华支睾吸虫

在肝细胞癌的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拟通过上述研。 

方法：100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 4 组。对照组（A 组）：15 只大鼠，普通饲料喂养；单纯 CS 感染

组（B 组）：20 只大鼠，经口一次性灌胃 150 个囊蚴，普通饲料喂养；单纯 DEN 组（C 组）30

只，按 50mg/kg 体重经腹腔注射 DEN，普通饲料喂养；CS 和 DEN 联合组：35 只，在感染华支

睾吸虫成功后，每周腹腔注射 50mg/kg 的 DEN，普通饲料喂养。在 DEN 注射后的第 6，12，16

周分别处死解剖四组的 3-5 只大鼠，在 18 周暂停注射 DEN，2 周后 断颈处死剩余大鼠。留取各

组大鼠组织并通过常规 HE 染色，masson 染色，免疫组化等探究肝吸虫对原发性肝癌作用的机

制。 

结果：成功建立了 CS 联合 DEN 诱导 SD 大鼠形成的肝细胞癌动物模型。首先，根据病理检查

和免疫组化诊断，我们发现 B 组的大鼠的肝脏组织有典型的胆管周围纤维化和腺瘤样增生的癌

前病变形成但并未发现癌组织；但是 D 组的大鼠成瘤率显著高于 C 组单纯 DEN 注射组（P=0.029），

且 D 组大鼠可以发现肝细胞癌，胆管细胞癌和混合型肝癌三种原发性肝癌的形成而 C 组只有肝

细胞癌形成；其次，我们通过 masson 实验检测各个时间点大鼠的肝脏纤维化情况，发现 B 组大

鼠肝脏胆管周围形成明显的纤维化，且随着时间推移纤维化程度明显增强，而且 D 组大鼠的肝

脏纤维化程度明显高于 C 组大鼠。A 组大鼠未发现纤维化和癌组织。 

结论：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可知，在 SD 大鼠上，单纯华支睾吸虫感染短期内不能诱导出肿瘤的

发生，但是在二乙基亚硝胺的作用下华支睾吸虫可以诱导出不同病理类型的原发性肝癌，且可能

通过促进肝脏纤维化的发生来促进原发性肝癌的形成。 

关键词：华支睾吸虫; 原发性肝癌; 二乙基亚硝胺; SD 大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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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不可切除肝癌降期治疗的研究进展 

任彦先# 周辉年 曹宏泰 王科深 毛杰 李玉民* 焦作义*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E-mail：liym@lzu.edu.cn, jiaozx@lzu.edu.cn 

 

摘要：手术切除是原发性肝癌患者获得长期生存的主要方法之一，但 80%以上的肝癌患者因发

现较晚而失去早期手术机会。随着肝癌治疗新方法的不断出现，晚期肝癌患者可以通过 TACE、

射频消融、门静脉栓塞、放化疗等，可将不能手术切除的原发性肝癌转变为可切除，各种诊疗方

案的联合或序贯应用，给晚期肝癌患者带来了希望。本文综述近年来晚期肝癌的降期治疗方法及

其研究进展。 

关键词：肝癌; 晚期; 不可切除; 降期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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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Expression of Hepatic GP-73mRNA and Circulating GP-73 during 

Hepatocytes Malignant Transformation 

Wenli Sai
#
 Shuijie Shen Mengna Wu Min Yao Jianying Sun Dengfu Yao* 

（# indicates the presenting author, * indicates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Affiliation: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Nantong University、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E-mail：yaodf@ahnmc.com 

 

Objective: Hepatic Golgi Protein-73 (GP-73) expression is related to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progression.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investigated the dynamic expression of GP-73 mRNA and 

GP-73 during hepatocytes malignant transformation. 

Methods: Human GP-73 expressions in 88 HCC- and their self-control surrounding- tissues were 

examin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with integral optic density (IOD), and survival time of HCC 

patients was evaluated by the Kaplan-Meier method. HCC model of Sprague-Dawley rats were made 

by diet containing 2-fluorenylacetamide. The rats according to the H&E staining were divided #I# 

control，hepatocyte degeneration，precanceration，and HCC groups to observe GP-73 protein or GP-73 

mRNA alterations during hepatocytes malignant transformation. 

Results: The GP-73 expression in 88 human HCC tissu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 = 6.543, P &lt;  

0.001) in the cancerous group than that in the surrounding group，with shorter survival time (χ2 = 5.829， 

P &lt; 0.01). The incidence of GP-73 expression at different stages was 53.5% at I，84.0% at II， 84.6% 

at III， and 60% at IV， respectively. The incidences of liver GP-73 protein or GP-73 mRNA in the rat 

models were none in the control group, 66.7% or 44.4% in the hepatocytes degeneration group, 88.9% 

or 77.8% in the hepatocytes precanceration group, and all in the HCC group, respectively.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r=0.91, P&lt; 0.01) between liver GP-73 and serum GP-73 during rat hepatocyte 

malignant transformation. 

Conclusions: Abnormal GP-73 expression in hepatocancerogensis could be a sensitive and valuable 

monitoring biomarker for HCC. 

Key Words: Golgi protein-73; HCC; Dynamic alteration; Early 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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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regulation of LncRNA FAM83H-AS1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romotes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by Wnt/β-catenin pathway 

Tianhao Shen# Yaokai Ma* Xiyi Yang * 

（# indicates the presenting author, * indicates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Affiliation: ShangHai Xuhui District Central Hospital 

E-mail: mayaokai163@163.com, mayaokai163@163.com 

 

Objective: The long non-coding RNA， FAM83H antisense RNA 1 (head to head) (FAM83H-AS1)， 

has been reported to function as an oncogene in some types of cancer.However， the role of lncRNA 

FAM83H-AS1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still remains unknown. The present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lncRNA FAM83H-AS1 on cell proliferation and cell invasion in HCC. 

Methods: 66 pairs of HCC tissue samples and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were collected， and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ln cRNA FAM83H-AS1 was detected by quanti tative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 analysis. Cell Counting Kit-8 (CCK-8) assay 

was performed to detect cell proliferation ability， and transwell assays were applied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lncRNA FAM83H-AS1 on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QRT-PCR and Western blot analysis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Results: In the present study， our results confirmed that lncRNA FAM83H-AS1 expression was 

overexpressed in HCC tissues relative to the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Furthermore， higher lncRNA 

FAM83H-AS1 expression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umor size and vascular invasion in patients 

with HCC. The Kaplan-Meier methods and log rank test demonstrated that increased lncRNA 

FAM83H-AS1 expression associated with shorter patient overall survival compared to lower lncRNA 

FAM83H-AS1 ex 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HCC. Moreover，  function assays by CCK-8 cell 

proliferation and tran swell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ssays showed that the knockdown of lncRNA 

FAM83H-AS1 sig nificantly inhibited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bility in HCC. 

Moreover, we found that the downregulating expression of lncRNA FAM83H-AS1 inhibited 

Wnt/β-catenin pathway by reducing β-catenin and WNT1 expression in HCC cells. 

Conclusions: lncRNA FAM83H-AS1 expression associated with shorter patient overall survival 

compared to lower lncRNA FAM83H-AS1 ex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HCC. Moreover， function 

assays by CCK-8 cell proliferation and transwell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ssays showed that the 

knockdown of lncRNA FAM83H-AS1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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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lity in HCC. Moreover, we found that the downregulating expression of lncRNA FAM83H-AS1 

inhibited Wnt/β-catenin pathway by reducing β-catenin and WNT1 expression in HCC cells.  

Key Words: Gastric cancer; MicroRNA; MiR-198; Toll-like receptor 4 (TL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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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型糖尿病与肝细胞肝癌的基因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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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二型糖尿病（T2DM）和肝细胞癌（HCC）都是全球流行的疾病，给世界造成了巨大的负

担。据报道，二型糖尿病是肝细胞肝癌的独立风险因素，而其具体机制仍不明了。因此，我们进

行了这项研究来探索二型糖尿病与肝细胞癌之间关联的具体机制。 

方法：在这项研究中，为了鉴定 T2DM 和 HCC 的差异表达基因，我们从 GEO 数据库中获得了

T2DM(GSE15653)、HCC(GSE60502)和二甲双胍治疗(GSE69850)的基因表达数据集。然后，我们

构建了共同差异表达基因的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并选择了一个基因簇进行功能富集分析。此外，

我们选择了 10 个具有最高连接度的基因作为关键基因，并对关键基因进行预后分析、基因表达

分析和蛋白质分布分析。最后，我们分析了关键基因与二甲双胍治疗肝细胞癌之间的关系。 

结果：我们共鉴定出 256个共同差异表达基因，包括 155个共同上调基因和 101个共同下调基因。

富集分析表明，主要模块的基因主要富集于细胞周期途径。所有 10 个共同基因(CCNA2、CCNB1、

MAD2L1、BU1B、RACGAP1、CHEK1、BUB1、ASPM、NCAPG 和 TTK)与肝癌患者的低总体

生存率有很强的关联，4 个基因(CCNA2、CCNB1、CHEK1 和 BUB1)在二甲双胍处理的样本中

表达明显降低。 

结论：总之，本研究确定了 10 个可能在 T2DM 和 HCC 之间的关联中起重要作用的基因，并找

出了 4 个可能是二甲双胍抗肝细胞癌标靶作用的基因，但具体机制仍需研究。 

关键词：2 型糖尿病; 肝细胞肝癌; 差异表达基因; 二甲双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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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注射介导 Akt/β-catenin/Yap 质粒转染建立小鼠肝癌模型 

宋海燕#* 蒋雨薇 李怡萍 郑培永*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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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目的：通过尾静脉高压注射 SB (Sleeping Beauty) 质粒及促癌基因质粒，构建一种新型的

小鼠肝癌模型。 

方法：方法：6 周龄雄性 C57BL/6J 小鼠，按照体重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模型组。将冻存的 SB、

Akt、β-catenin、Yap 质粒转化入感受态 E.coli DH5α大肠杆菌，于 LB 培养基扩增后提取质粒。

每只模型组小鼠尾静脉快速注射上述质粒混合溶液 2mL，包含 SB 质粒 5μg，Akt、β-catenin、

Yap 质粒分别 15μg，对照组小鼠给予等量 PBS 尾静脉注射，注射时间控制在 8 秒内。继续饲养

8 周后处死小鼠，观察小鼠一般情况，记录体重、肝重。观察小鼠肝脏大体形态，进行肝脏组织

切片 HE 染色观察肝组织病理学变化，并检测肝脏组织 Akt、β-catenin、Yap 基因的表达水平。 

结果：结果：高压注射质粒 8 周后，对照组小鼠活动度好，饮食正常，皮毛光亮；模型组小鼠活

动度差，精神萎靡，活动减少，皮毛无光泽。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小鼠体重下降、肝重增加、

肝体比显著上调。对照组小鼠肝脏形态正常、红润光滑，明显增大，质地较硬，肝脏表面出现颗

粒状、结节样改变。模型组小鼠肝组织 HE 染色可见组织结构紊乱，出现多个肿瘤结节。相比于

对照小鼠，模型组肝组织 Akt、β-catenin、Yap 基因表达均明显上调。 

结论：结论：利用尾静脉高压注射 SB 质粒及 Akt/β-catenin/Yap 质粒的方法可成功建立无免疫

缺陷的小鼠肝癌模型，进一步实验可在脂肪肝、肝纤维化等肝脏病理变化的基础上进行，本研究

为肝癌发病机制及药物研发提供快速、经济的动物模型。 

关键词：肝癌模型; 尾静脉高压注射; SB 质粒; 促癌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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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诱导的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3 通过下调 lncRNA RUNX1-IT1 促进肝癌细胞增殖 

和干细胞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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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肝细胞癌（HCC）是一类具有很高异质性和复发率的恶性肿瘤，缺氧是其肿瘤微环境的

重要特征，长链非编码 RNA（lncRNA）参与了 HCC 发生发展并维持其肿瘤干细胞特性。研究

证实 LncRNA RUNX1 内含子转录本 1（RUNX1-IT1）在结直肠癌中发挥肿瘤抑制功能，但

RUNX1-IT1 在 HCC 中的功能及其潜在机制未见报道。 

方法：利用 GEO 数据库（GSE54326）分析 HCC 中差异表达 lncRNAs，通过 qRT-PCR、荧光原

位杂交（FISH）和细胞核浆分离确定 RUNX1-IT1 在 HCC 标本和细胞系中的表达和亚细胞定位。

使用 MTT、EdU、平板克隆、流式细胞术、Tanswell 小室、肿瘤干细胞成球实验及 Western blot

检测 RUNX1-IT1 对 HCC 细胞增殖、周期、凋亡、侵袭、上皮间质转化（EMT）和干细胞特性

的影响。通过建立裸鼠皮下种植瘤和肝原位移植瘤模型评估 RUNX1-IT1 的体内功能。通过双荧

光素酶报告基因、RNA 免疫共沉淀和 RNA pull-down 检测了 RUNX1-IT1、miR-632 和 GSK-3β

之间的相互作用。使用缺氧培养箱（1% O2）培养 HCC 细胞，评估缺氧对 RUNX1-IT1 表达的影

响。 

结果：RUNX1-IT1 在 GEO 数据库（GSE54326）和我们收集的 HCC 标本中表达均显著低于对应

非肿瘤组织，且 RUNX1-IT1 低表达与肿瘤数目、血管侵犯、肿瘤分级和患者预后不良密切相关。

与 L02 细胞相比，RUNX1-IT1 在 8 种 HCC 细胞系中均呈现低表达。RUNX1-IT1 过表达抑制 HCC

细胞增殖、细胞周期进展、侵袭、EMT 和肿瘤干细胞特性，并诱导凋亡。另外，过表达 RUNX1-IT1

显著抑制 MHCC-97H 细胞体内生长和肝内转移及肺转移，免疫组化染色显示过表达 RUNX1-IT1

明显减少皮下肿瘤组织内 Ki-67、Vimentin、Nanog、Sox2 和 CD44 表达，并上调 E-cadherin 表

达。FISH 和核浆分离实验显示 RUNX1-IT1 主要在细胞浆表达。机制研究发现 RUNX1-IT1 与

miR-632 直接结合，并通过竞争内源性 RNA（ceRNA）机制促进 miR-632 的靶基因 GSK-3β表

达，进而通过调节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抑制 HCC 细胞增殖和干细胞特性。此外，缺氧微环

境诱导的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3（HADC3）作为上游调节机制，对于 HCC 中 RUNX1-IT1 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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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调至关重要。 

结论：HCC 组织中 RUNX1-IT1 低表达与恶性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不良密切相关，RUNX1-IT1

通过调控 miR-632/GSK-3β/β-catenin 信号通路抑制 HCC 细胞增殖和干细胞特性，此外，缺氧

诱导的 HADC3 对 HCC 中 RUNX1-IT1 表达下调至关重要。因此，RUNX1-IT1 可作为 HCC 的潜

在治疗靶标。 

关键词：肝细胞癌; 长链非编码 RNA; 缺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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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PY4 激活 NF-κB 信号促进肝细胞癌上皮间质转化的研究 

陶一明#* 王 栋 王志明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E-mail：yimingtao@csu.edu.cn 

 

目的：肿瘤炎症相关信号通路 NF-κB 信号激活，介导上皮间质转化（EMT）在促进肝细胞癌（HCC）

发生侵袭转移过程中至关重要。Canopy（CNPY）基因家族成员（CNPY1、CNPY2、CNPY3、

CNPY4）细胞亚定位于内质网，CNPY1-4 在肿瘤中存在异常表达。CNPY4 参与蛋白折叠反应和

细胞膜表面受体 TLR4 的激活，提示有可能涉及 NF-κB 信号传导。目前 CNPY4 在 HCC 中的表

达及侵袭转移中的作用目前尚不十分清楚。 

方法：（1）选择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普外肝脏外科手术切除的肝癌及配对的临近肿瘤非癌新鲜肝癌

组织标本 124 例；（2）通过荧光定量 PCR（qPCR）检测 CNPY1、CNPY2、CNPY3、CNPY4 的

表达水平；（3）构建慢病毒载体介导 CNPY4 的过表达及小 RNA 干扰质粒，转染体外培养的肝

癌细胞系（Hep3B 和 Huh7），考察 CNPY4 表达调控肝癌细胞生物学行为；（4）构建肝癌原位移

植模型，观察 CNPY4 表达促进肝癌细胞肝内和肺转移的作用，采用 Cignal Finder Cancer 

10-Pathway Reporter Array 进一步探讨 CNPY4 在 HCC 复发转移中的作用机制。 

结果：（1）HCC 及配对癌旁肝组织中均可检测到 CNPY1、CNPY2、CNPY3、CNPY4 mRNA 不

同程度的表达，与癌旁肝组织相比，其中 CNPY2 和 CNPY4 表达上调，差异具有显著性（P＜0.01）。

高 CNPY4 表达与肿瘤大小（P=0.022），出血（P=0.017），分化程度（P=0.026），微血管侵犯（P=0.029），

卫星结节（P=0.032）及 HCC 分期（P=0.016）相关；（2）CNPY4 高表达促进肝癌细胞增殖，迁

移和生存。（3）CNPY4 在微环境因素作用下，通过激活 TLR4 募集到脂阀，进而激活 NF-κB

信号通路，促进肝癌细胞发生上皮间质转化表型和肿瘤血管新生。（4）IkBα突变体可以抑制

CNPY4 介导的 NF-κB 信号及 MYD88 活性的调控作用。 

结论：CNPY4 介导的 NF-κB 信号促进上皮间质转化是 HCC 侵袭转移新的分子机制，有可能成

为 HCC 治疗肿瘤靶点。 

关键词：CNPY4; 上皮间质转化; 肝癌; NF-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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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和利用肿瘤细胞获得性弱点治疗肝癌 

王 存#*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上海市肿瘤研究所 

E-mail：cwang@shsci.org 

 

目的：由于肝癌的主要突变类型不能直接作为有效的药物靶点，目前临床进展期肝癌治疗仍面临

很多困境。在临床，多靶点药物索拉非尼和乐伐替尼是进展期肝癌患者的标准疗法，然而其临床

疗效十分有限。寻找高效治疗靶点并探索合理有效的治疗新策略，己成为肝癌研究领域的重点和

难点。 

方法：我们首先运用基于激酶组学的 CRISPR-Cas9 基因敲除筛选技术结合小规模化合物库筛选

特异诱导肝癌细胞衰老而对正常细胞无明显作用的化合物。进一步通过高通量化合物筛选特异促

进衰老细胞死亡的化合物。最后，在多种动物模型验证相关治疗策略的可行性。 

结果：我们发现细胞分裂周期激酶 7（CDC7）抑制剂能特异地诱导 TP53 突变肝癌细胞衰老，而

对 TP53 野生型肝癌细胞和正常细胞无衰老诱导作用。通过高通量化合物筛选特异促进衰老细胞

死亡的化合物，发现目前临床治疗抑郁症的药物舍曲林（sertraline）可以通过抑制 mTOR 信号通

路促进衰老肝癌细胞凋亡。CDC7 抑制剂诱导后的衰老肝癌细胞 mTOR 信号通路负反馈功能受

损是导致其对 mTOR 抑制剂高度敏感的原因。在多种肝癌动物模型中证实，CDC7 抑制剂联合

mTOR 抑制剂能显著延缓肝癌进展。 

结论：本研究提出首先诱导肝癌细胞进入某种特定状态，再利用该状态下肝癌细胞的获得性弱点

进行特异清除的治疗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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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数字 PCR 平台对游离血浆 DNA 中特定高频突变基因位点绝对定量检测预测肝细

胞性肝癌术后预后的研究 

王 健# 黄 傲 王宇鹏 殷 悦 付佩尧 张 欣 周 俭*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山医院 

E-mail：zhou.jian@zs-hospital.sh.cn 

 

目的：探讨应用液滴数字 PCR（ddpcr）检测循环肿瘤 DNA（ctDNA）中特定高频突变位点并预

测肝细胞癌（HCC）根治性切除术后预后的可行性。 

方法：选择接受手术治疗的肝癌患者，采集肝切除前后的外周血样。选取 4 个热点突变

TP53-rs28934571（c.747g&gt; t）、TERT-rs1242535815（c.1-124c&gt; t）、CTNNB1-rs121913412

（c.121a&gt; g）和 CTNNB1-rs121913407（c.133t&gt; c）进行 ddPCR 检测，计算突变等位基因

频率（MAF）。配对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s）进行 Sanger 测序。回顾性分析患者的临床病

理资料，比较不同临床病理参数和 ctDNA 对患者预后的预测能力。 

结果：在入组的 81 例患者中，有 57 例患者在肝切除术前外周血 ctDNA 中检测到热点突变位点。

术前 ctDNA 中热点突变阳性与肿瘤大小（p=0.001）、多发肿瘤（p=0.001）、微血管侵犯（MVI，

p&lt; 0.001）、较晚的 BCLC 分期（p&lt; 0.001）、较短的无病生存期（DFS，p&lt; 0.0001）和总

生存期（OS，p&lt; 0.0001）有关。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显示 ctDNA 中热点突变阳性是术后肿瘤

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对于术后患者，MAF 的变化也与术后复发相关。MAF 增加的患者有更多

的 MVI 阳性率（P=0.016）和复发率（P=0.000）。同时，Kaplan-meier 曲线显示，与 MAF 降低

患者相比，MAF 升高患者的 DFS 和 OS 明显缩短（p&lt; 0.0001；p=0.0045），且手术前后 MAF

变化在所有术后复发指标中具有最大的 AUC 值。 

结论：通过 ctDNA进行特定基因位点组合的 ddPCR检测在肝癌手术治疗中具有潜在的预后价值。 

关键词：肝细胞肝癌; 数字 PCR; 术后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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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ogenic Glypican-3-Mediated Significant Chemosensitivity to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via the Wnt/β-catenin Pathway 

Li Wang# Jie Chen Ying Chen Min Yao Dengfu Yao* 

（# indicates the presenting author, * indicates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Affiliation: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University、Nantong Universit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E-mail：yaodf@ahnmc.com 

 

Objective: Multi-drug resistance (MDR) and high glypican-3(GPC-3)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are common. However,their inner-link remains unaware. The objectives were to investig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GPC-3 and MDR, and silence GPC-3 on effects of HCC chemosensitivity. 

Methods: HCC tissues or sera were collected in a cohort of liver disease. Liver GPC-3 and 

P-glycoprotein (P-gp) were evalua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Serum GPC-3 and P-gp were detected 

by an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Specific pCMV-GPC-3-miRNAs were constructed and 

transfected #I# HepG2 or Hep3B cells. Key signals of Wnt/β-catenin pathway were analyzed by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CR or Western blot, cell proliferation checked by CCK-8 or colony 

formation on plate or soft agar assay, and tumor inhibition confirmed with xenograft models in vivo. 

Results: Expressions of GPC-3 and MDR-related P-gp in HCC-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P&lt; 0.001) 

than them in their surrounding-tissues. Abnormalities of GPC-3 and P-gp were associated with poor 

differentiation and metastasis,but not to liver cirrhosis,tumor size or number,and AFP except of HBV or 

portal vein invasion. Circulating GPC-3 and P-gp levels in HCC were significant higher (P&lt; 0.001) 

than those in any group of benign liver diseases. Cloning formation,GPC-3,β-catenin,and p-GSK3β of 

HepG2 or Hep3B cells were remark inhibited (P&lt; 0.01) by specific GPC-3miRNA in vitro, with 

decreasing half max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IC50) of sorafenib, rapamycin,and erlotinib. HCC 

xenograft growths were suppressed with downregulating key signals of Wnt/β-catenin pathway in vivo. 

Conclusions: Down-regulating GPC-3 might improve chemosensitivity to HCC with effectively 

reversal MDR via the GPC-3/Wnt/β-catenin pathway. 

Key Word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glypican-3; chemosensitivity; multi-drug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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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消融损毁肝癌细胞的体外研究 

王 谦# 王 勇 牛丽娟*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E-mail：niulijuan8197@126.com 

 

目的：在单针灌注射频电极消融离体猪肝的基础上，探讨高温对体外培养肝癌细胞活性及增殖能

力的影响。 

方法：设置消融设备初始功率为 200W、目标温度为 105°C，采用不同消融有效时间（5min、

7min、9min、11min），用单针灌注射频电极消融新鲜离体猪肝，比较超声声像图中汽化区与肉

眼观实际消融灶的大小。将有效消融时间固定为 9min，测定距电极针不同距离处猪肝组织温度；

对人肝癌细胞系 HepG2 及人永久化肝细胞系 LO2 行不同温度(37°C、44℃、47℃、50℃、53℃、

59℃)水浴加热 10min 后继续培养 72h，用显微镜观察热疗后各组细胞形态学变化。用 CCK-8 试

剂处理各组细胞，分析不同温度对细胞活性和增殖能力的影响。用相同方法分析不同温度对 47°

C 水浴加热 10min 后筛选出的△HepG2 细胞和△LO2 细胞的活性和增殖能力的影响。 

结果：声像图与实际消融灶横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gt; 0.05)。平行于且距电极针 0.8cm 的位

置以内区域，消融有效时间 3min 及以上，局部所受温度均≥50°C；高温(≥50°C)水浴加热

HepG2 细胞和 LO2 细胞 10min，可显著抑制细胞增殖(P&lt; 0.05)，并对细胞产生不可逆损伤，

使细胞立即或逐渐死亡。高温（≥50°C）水浴加热 10min 可显著抑制 47°C 水浴加热 10min 后

存活下来的 HepG2 和 LO2 的增殖，并对此两种细胞产生不可逆损伤。 

结论：超声是实时监测射频消融术的重要方法，特别是对单针灌注电极产生的消融灶横径大小具

有重要提示意义。当单针灌注电极消融病灶有效时间≥12min 时，二维超声声像图中汽化区距电

极针垂直距离最大处组织细胞可被灭活。高温(≥50°C)加热 10min 可使肝癌细胞及非致死性高

温处理后的残存肝癌细胞灭活或遭受不可逆损伤。 

关键词：射频消融; 猪肝; 肝癌细胞; 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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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AXIN1 和 AXIN2 在药物靶向多聚 ADP 核糖基转移酶 tankyrase 治疗肝细胞癌中

的作用 

王文辉#* 刘鹏宇 李 衫 Ron Smits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 中国药科大学 

E-mail：wangwh3824@163.com 

 

目的：约 10％肝细胞癌具有 AXIN1 基因突变。该基因突变通常被认为异常增强β-catenin 蛋白

信号通路从而促进肿瘤细胞生长。然而，过去十年中这一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研究的挑战，这些研

究中既没有检测到明确的核β-catenin 蛋白积累，也没有发现明显增强的β-catenin 靶基因表达。

AXIN1 基因突变促进肝癌细胞生长的确切机制尚不清楚。 

方法：本研究使用9种具有CTNNB1突变、AXIN1突变或无相关基因突变肝癌细胞系，通过 siRNA

敲低 AXIN1/AXIN2 蛋白表达或 CRISPR/Cas9 系统修复已突变 AXIN1，利用 TOP/FOP 检测肝癌

细胞中β-catenin 信号通路活性并采用细胞克隆形成的方法检测细胞生长情况。 

结果：AXIN1 突变或 siRNA 介导的 AXIN1 敲低增强所有 AXIN1 突变和非突变肝癌细胞系中的

β-catenin 信号通路活性。与此一致的是经 AXIN1 修复的 SNU449 细胞中β-catenin 信号通路活

性下降。AXIN1 和 AXIN2 协同作用控制β-catenin 信号传导。在 AXIN1 突变体系中，仅 AXIN2

负责控制信号（突变 AXIN1 失去调控作用），在非突变体系中，两种 AXIN 变体都参与调控β

-catenin 蛋白水平。另一方面，AXIN 蛋白在β-catenin 破坏复合物中的表达水平可以通过抑制多

聚 ADP 核糖基转移酶 tankyrase 活性而增加，因此这类抑制剂具有治疗依赖β-catenin 信号生长

肝癌的潜在性。应用 tankyrase 抑制剂 XAV939 不能明显稳定肝癌细胞系中 AXIN1 或 AXIN2 蛋

白，除了 CTNNB1 突变肝癌细胞中 AXIN2。然而，在大多数非 CTNNB1 突变体系中，XAV939

减弱了β-catenin 信号通路，但不足以抑制肝癌细胞的生长。 

结论：AXIN1突变导致肝癌细胞中β-catenin信号通路增强，明确该类突变促进肝癌的分子机制。

然而，通过 tankyrase 抑制剂单一疗法增强 AXIN 蛋白活性尚不能成为有效的治疗方案。 

关键词：肝细胞癌; AXIN; Tankyr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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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细胞表面 CXCR3 的表达参与肝癌抑制性免疫微环境构建 

王文敬# 陈德喜*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E-mail：dexichen@ccmu.edu.cn 

 

目的：肝细胞癌通过构建抑制性的免疫微环境逃避免疫监控，本文主要利用流式质谱以及常规分

子生物学技术手段探讨肝癌表面 CXCR3 的表达参与构建逃逸性免疫微环境的作用机制，为免疫

治疗精准用药提供基础研究指导线索。 

方法：利用流式质谱对比肝癌患者浸润免疫细胞分类及功能，分类标记 T 细胞、B 细胞、NK 细

胞、DC 细胞、单核-巨噬细胞等，IL-2、TNF-α等细胞因子以及 PD-1 等免疫检查点蛋白等。

PhenoGraph 自动降维聚类分析，并配对 t 检验分析组间分群比例及蛋白表达差异，寻找 CXCR3

表达差异与浸润免疫细胞功能及分类的关系。构建体外仿生免疫微环境评价体系，评价拮抗或者

激活肝癌细胞 CXCR3 受体通路后，共培养免疫细胞分群及功能变化，同时检测肝癌细胞内参与

构建免疫抑制微环境相关因子 mRNA 及蛋白水平变化。 

结果：肝癌患者癌内 CXCR3 的表达与浸润 T 细胞比例呈现显著的负相关（r = -0.45，p = 0.046）。

体外数据显示，拮抗肝癌细胞表面 CXCR3 可以显著提高共培养免疫细胞的存活（p &lt;  0.01），

活化 T 细胞的比例显著增加（p &lt;  0.05），；IP-10 激活肝癌细胞表面 CXCR3，共培养免疫细

胞中凋亡T细胞显著增加（p &lt;  0.05）。mRNA及蛋白水平检测结果显示，激活肝癌细胞CXCR3

后癌细胞内 IDO 及 PD-L1 表达显著升高（p &lt;  0.05），CXCR3 受体拮抗剂可以显著降低这两

种蛋白的表达水平。 

结论：肝癌细胞通过高表达 CXCR3 上调 IDO 及 PD-L1 的表达参与构建免疫抑制微环境。 

关键词：CXCR3; 肝癌; 流式质谱; 免疫微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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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脂蛋白 L 家族同种型在肝细胞癌的临床诊断、预后标志物潜能和潜在分子机制研究 

王向坤# 彭 涛*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mail：pengtaogmu@163.com 

 

目的：肝细胞癌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致死性恶性肿瘤而且每年新发病例数在增加。本研究旨

在探索载脂蛋白 L 家族同种型的表达水平与肝细胞癌的关系。 

方法：含有 212 个乙肝相关肝细胞癌的 GSE14520 队列数据作为训练数据分析使用。含有 370 个

肝细胞癌的癌症基因组图谱计划的队列作为验证数据分析使用。载脂蛋白 L 家族同种型在肝细

胞癌的诊断、预后标志物价值和潜在分子机制研究均通过以上两个数据库队列分析。此外，来源

于广西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的 21 对乙肝相关肝细胞癌的样本来验证载脂蛋白 L 家族同种型在肝

细胞癌的差异表达和诊断价值。预后相关的载脂蛋白 L 家族成员用于建造风险评分模型作生存

预测；预后相关的载脂蛋白 L 家族成员和临床指标用于建造列线图以评估其价值。 

结果：载脂蛋白 L家族成员 1， 3， 6 的表达水平在两个队列中均差异表达（所有 P 值小于 0.050）。

载脂蛋白 L 家族成员 1， 6 在两个队列中均展示了其在肝细胞癌中的诊断能力（所有曲线下面

积大于 0.700，P 值小于 0.050）。载脂蛋白 L家族成员 1， 3， 6 的差异表达和诊断能力均在 RT-PCR

中得以验证（所有曲线下面积大于 0.700，P 值小于 0.050）。分子机制研究表明载脂蛋白 L 家族

成员 1， 6 可能参与到体液免疫反应、炎症反应、细胞活素及趋化因子介导的信号通路、脂肪酸

代谢、细胞粘附分子等（所有 P 值小于 0.050）。预后评分模型通过预后相关的基因建造并预测

了其在 1-5 年的生存潜力。列线图通过预后相关基因和临床指标建造并预测了不同指标在不同条

件下的生存潜力。 

结论：载脂蛋白 L 家族成员 1 和 6 可作为肝细胞癌潜在的诊断性肿瘤标志物；载脂蛋白 L 家族

成员 3 和 6 可能参与到体液免疫和炎症反应、细胞活素及趋化因子介导的信号通路并分别作为肝

细胞癌潜在的无瘤生存和总生存肿瘤标志物。 

关键词：肝细胞癌; 载脂蛋白 L 家族; 标志物; 分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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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链非编码 RNA DUXAP8 及其全基因组内共表达相关蛋白编码基因在肝细胞癌的临

床意义及潜在分子机制研究 

王向坤#* 彭 涛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mail：wangxiangkun201109@163.com 

 

目的：肝细胞癌因其在早期诊断和术后复发的困难造成其在全世界范围内均是一致死性恶性肿瘤。

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到长链非编码 RNA（LINCRNA）在肿瘤诊断和预后价值。本研究旨在探索

LINCRNA DUXAP8 及其全基因组内共表达相关蛋白编码基因的表达水平在肝细胞癌中的临床

价值。 

方法：含有 370 例肝细胞癌的癌症基因组图谱计划的数据集用于研究分析。LINCRNA DUXAP8

及其全基因组内共表达相关蛋白编码基因的前十个基因用于当前分析。LINCRNA DUXAP8 及前

十个共表达相关基因在肝细胞癌的诊断和预后价值用上述数据集分析。预后评分模型通过

LINCRNA DUXAP8 和预后相关的基因建造并预测其术后 1-5 年的生存潜能。列线图通过

LINCRNA DUXAP8、预后相关基因和临床指标建造并预测其生存潜能。LINCRNA DUXAP8 及

预后相关基因在肝细胞癌发生发展中的潜在分子机制分析并发现。然后，LINCRNA DUXAP8 的

潜在靶向药物通过其在全基因组内差异表达基因在联系图数据库中发现。 

结果：LINCRNA DUXAP8 及其全基因组内共表达相关蛋白编码基因的前十个基因分别是：RNF2、

MAGEA1、GABRA3、MKRN3、FAM133A、MAGEA3、CNTNAP4、MAGEA6、MALRD1 和

DGKI。LINCRNA DUXAP8、MEGEA1、MKRN3 和 DGKI 基因展示出了在肝细胞癌中的诊断

价值（所有曲线下面积大于 0.700，P 值小于 0.050）。预后分析发现 LINCRNA DUXAP8 和 RNF2 

基因在肝细胞癌中有预后价值（校正后 P 值分别是 0.014、0.008）。列线图通过 LINCRNA DUXAP8、

预后相关基因和临床指标建造并预测了它们不同状态下的生存潜能。预后评分模型通过

LINCRNA DUXAP8 和预后相关的基因建造并预测了它们在 1-5年的生存潜能。可作为 LINCRNA 

DUXAP8 在肝细胞癌的潜在药物靶点的三个药物分别是：cinchonine、bumetanide 和 amiprilose。 

结论：发挥癌基因功能的 LINCRNA DUXAP8 及其共表达相关基因 MEGEA1、MKRN3 和 DGKI 

可作为肝细胞癌的潜在诊断和预后标志物。LINCRNA DUXAP8 的三个靶向药物 cinchonine、

bumetanide 和 amiprilose 可作为其针对肝细胞癌的治疗靶点。 

关键词：长链非编码 RNA DUXAP8; 肝细胞癌; 蛋白编码基因; 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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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基因 PLCE1 可作为肝细胞癌诊断和预后潜在的肿瘤标志物并且对肝癌细胞株的细胞

周期、增殖、侵袭和迁移能力产生影响 

王向坤#* 彭 涛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mail：wangxiangkun201109@163.com 

 

目的：肝细胞癌在全世界范围内是致死性恶性肿瘤并有其多于晚期发现及高复发率的特点。本研

究旨在通过多个数据集探索 PLCE1 基因在肝细胞癌中的诊断、预后价值及通过体外实验探索其

对肝癌细胞株功能的影响。 

方法：PLCE1 的 mRNA 表达水平及诊断价值通过 GEPIA 数据库、含有多个数据集的 Oncomine

数据库、含有 212 个乙肝相关肝细胞癌的 GSE14520 数据集和来源于广西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含

有 21 对乙肝相关肝细胞癌样本的实时荧光定量 PCR（RT-PCR）来验证。PLCE1 在肝细胞癌的

预后价值通过 Kaplan-Meier Plotter 数据库分析得到。PLCE1 基因对肝细胞癌细胞周期、细胞增

殖、迁移及侵袭能力的研究通过 siRNA 技术沉默 PLCE1 基因并在 HCC-M 和 HepG2 细胞株中进

行。 

结果：PLCE1 基因在肿瘤和非肿瘤组织中差异表达而且在肿瘤组织里面高表达（所有 P 值均小

于0.050）。PLCE1在肝细胞癌中的诊断价值在GSE14520队列中发现，并且在RT-PCR和Oncomine

数据库的三个数据集中都得以验证（所有曲线下面积都大于 0.700）。此外，PLCE1 mRNA 表达

水平与肝细胞癌的总生存时间和无瘤生存时间相关（两个 P 值均小于 0.050）。体外实验表明沉

默 PLCE1 基因后，与阴性对照组相比，细胞周期 G1 期增加，而细胞增殖、侵袭、迁移能力都

明显下降（所有 P 值均小于 0.050）。 

结论：癌基因 PLCE1 不仅在肝细胞癌组织和非肿瘤组织中差异表达，而且可作为肝细胞癌诊断

和预后的肿瘤标志物。不仅如此，PLCE1 基因可改变细胞周期、细胞增殖、侵袭、迁移能力而

影响预后生存。 

关键词：PLCE1; 肝细胞癌; 肿瘤标志物; 肝癌细胞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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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白细胞抗原复合物可作为乙肝相关肝细胞癌诊断和预后的分子标记 

王向坤#* 彭 涛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mail：wangxiangkun201109@163.com 

 

目的：人类白细胞抗原复合物（Human Leukocyte Antigen complex， HLA）包括许多成员，并

且一直有研究关注人类白细胞抗原复合物与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肿瘤的关系。本研究旨在探索人类

白细胞抗原复合物成员在乙肝相关肝细胞癌中的诊断和预后价值。 

方法：本研究使用包含 212 个乙肝相关肝细胞癌的 GSE14520 数据集来探索人类白细胞抗原复合

物在肝细胞癌的诊断和预后价值。多因素 Cox 分析确定肝细胞癌预后相关的人类白细胞抗原复

合物成员。预后相关的人类白细胞抗原复合物成员用于后续的分层分析和联合生存分析。预后相

关的基因和临床指标用于建造列连图进行预后生存预测。基因集富集分析用于探索预后相关的人

类白细胞抗原复合物成员所参与的可能的基因本体和代谢通路过程。人类白细胞抗原复合物在肝

细胞癌预后价值的验证通过 Kaplan-Meier Plotter 数据库进行。 

结果：HLA-C 基因展示了其在肝细胞癌中的诊断价值（P&lt; 0.001，曲线下面积：0.784，灵敏

度：93.14%，特异度：62.26%）。此外 HLA-DQA1 和 HLA-F 基因显示了对肝细胞癌总生存时

间的预后价值而 HLA-A、 HLA-C、HLA-DPA1 和 HLA-DQA1 基因显示了对肝细胞癌无瘤生存

时间的预后价值（所有校正后 P 值小于 0.050）。基因集富集分析发现人类白细胞抗原复合物参

与到抗原呈递过程、Toll 样受体信号通路等过程中。列线图用预后相关的人类白细胞抗原复合物

和临床指标建造并且预测了不同指标在术后 1-5 年的生存潜能。Kaplan-Meier Plotter 数据库验证

分析发现 HLA-C、HLA-DPA1、HLA-E、HLA-F 和 HLA-G 基因与肝细胞癌的总生存时间相关

（所有 P 值小于 0.050）。 

结论：HLA-C 基因可作为肝细胞癌诊断和预后的潜在分子标记；HLA-DPA1 和 HLA-F 基因作

为肝细胞癌预后的潜在分子标记。 

关键词：人类白细胞抗原复合物; 肝细胞癌; 乙型肝炎病毒; 分子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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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MIL1 调控 FOLFOX 方案肝动脉灌注化疗治疗晚期肝癌的耐药机制研究 

温东升# 简沛恩* 石 明*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E-mail：annakan@sysucc.org.cn, shiming@sysucc.org.cn 

 

目的：我们前期研究证实 FOLFOX 方案肝动脉灌注化疗（HAIC）是治疗不可手术切除肝癌的有

效方法[1-3]，但是，化疗耐药造成其治疗局限，目前耐药机制仍不清楚[4]。CARMIL1 基因编码

一保守的多结构域蛋白，已知功能是影响肌动蛋白纤维介导的的细胞运动、胞饮等过程[5， 6]。

生物信息学分析提示 CARMIL1 可作为结直肠癌肝转移相关标志物[7]，但未有与原发性肝癌相

关的报道。我们猜想 CARMIL1 可能影响肝癌细胞的侵袭转移，进而介导肝癌耐药。本研究拟揭

示 CARMIL1 在肝癌侵袭转移过程中的作用，探讨 CARMIL1 对 HAIC 治疗晚期肝癌可能存在的

耐药机制。 

方法：分析 GEO 和 TCGA数据库收录的肝癌患者临床信息及 CARMIL1 表达情况。回顾收集 2016

年 2 月至 2018 年 12 月期间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经病理确诊肝癌且行 HAIC 治疗的 87 例患

者资料，mRECIST 标准评估治疗效果，分为疾病部分缓解组（PR1 组，n=52）、疾病稳定组（SD

组，n=15）和疾病进展组（PD 组，n=20），进一步根据 PD 组临床资料、检验结果及肿瘤分期等

基线指标从 52 例 PR1 组病例挑选 20 例组成 PR2 组。收集各组患者穿刺组织样本，提取 RNA

检测 CARMIL1 表达水平，并分析与患者预后的关系。免疫组化检测临床肝癌组织标本及

SK-Hep1 肝癌细胞系 CARMIL1 表达水平；体外肝癌细胞系培养，siRNA 干扰 MHCC-97h、

SK-Hep1 肝癌细胞系 CARMIL1 基因表达，实时荧光定量 PCR、Western Blot 证实 siRNA 干扰效

率；划痕实验验证 SK-Hep1 在 siRNA 干扰前后的侵袭转移能力，Western Blot 验证 CARMIL1

功能。 

结果：GEO、TCGA 数据库中肝癌肿瘤组织较正常组织显著高表达 CARMIL1（P＜0.001）且与

临床分期及预后相关（图一）。87 例 HAIC 治疗的晚期肝癌患者 CARMIL1 表达水平 PR1 组＞SD

组＞PD 组，PR1 组与 PD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较高的 CARMIL1 表达水平与较长

的化疗后疾病进展时间（TTP）相关（P＜0.05）（图二）。免疫组化检测发现肝癌肿瘤组织较癌

旁组织高表达 CARMIL1（图三）；siRNA 可瞬时沉默 CARMIL1 表达，q-PCR 及 Western Blot 提

示沉默 CARMIL1 可下调 Ki67 影响肝癌细胞增殖（图四、五）；细胞划痕实验提示沉默 CARMI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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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抑制 SK-Hep1 侵袭转移的能力（图六）。 

结论：CARMIL1 可作为肝癌预后不良的指标，其作用可能是通过影响肝癌细胞的增殖和侵袭转

移实现的，在晚期肝癌患者中高表达 CARMIL1 提示以铂类为基础的化疗敏感，其化疗疗效可与

低表达 CARMIL1 患者疗效相当。 

关键词：CARMIL1; 肝动脉灌注化疗; 肝细胞肝癌; 化疗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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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T1 过表达与肝细胞肝癌的预后不良相关 

巫梦娜# 姚 敏 孙建英 赛文莉 姚登福*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南通大学、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E-mail：yaodf@ahnmc.com 

目的：肝细胞性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仍是全世界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也

是癌症相关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肝癌诊、治虽取得显著进展，但患者预后效果欠佳，迫

切需要发现新的、有效的肝癌诊断、预后或靶向的生物标志物。Tuftelin（TUFT1）是一种酸性、

磷酸化的糖蛋白，由成釉细胞合成，在牙釉质的组成、发育和矿化中承担重要的角色，且在其他

非矿化组织及一些肿瘤细胞中均有表达。本文以组织芯片结合免疫组织化学法，分析了癌及癌旁

组织中 TUFT1 的表达，以探讨其临床意义。 

方法：以组织芯片分析 132 例原发性 HCC 患者的术后癌和癌旁组织中 TUFT1 表达状态，将染

色强度分为 0 ~ 3(阴性 ~ 弱、中、强阳性)，表达强度和阳性细胞比的乘积为 HCC 组织中 TUFT1

平均得分（0 ~ 300），中位数为 TUFT1 表达高低临界值。以卡方检验评估癌组织 TUFT1 表达与

患者年龄、性别、肿瘤大小、血管侵犯、AFP、HbeAg、HBsAg、TNM 分期、是否伴腹水及

Edmondson-Steiner 分级间关系，运用 Kaplan-Meier 分析评估生存率，Cox 回归进行单因素多因

素分析，Western blot 分析不同 HCC 细胞株 TUFT1 表达水平。 

结果：以 Western blot 法分析 7 种 HCC 细胞株中 TUFT1 表达，与肝细胞 LO2 相比，人肝癌细胞

中 TUFT1 表达无法呈显著表达；采用组织芯片及免疫组化法分析人肝癌及癌旁组织中的 TUFT1

表达，显示肝癌组 TUFT1 表达显著高于癌旁组（P &lt;  0.001），具有癌胚性 TUFT1 过表达与

肿瘤大小，血管侵犯，HBeAg，TNM 分期及腹水呈正相关关系，与患者年龄、性别、AFP 浓度，

HBsAg 或 Edmondson-Steiner 分级间，未见明显相关。Kaplan-Meier 分析，发现 TUFT1 过表达

与 HCC 患者总体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和无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呈

负相关；单因素分析显示 TUFT1 表达，HBeAg，肿瘤大小，血管侵犯，是否伴有腹水，TNM 分

期与 HCC 患者的 OS 及 DFS 均显著相关，而 AFP 水平仅与 OS 相关。多因素分析显示 TUFT1

表达，肿瘤大小，血管侵犯，腹水，TNM 分期均是 OS 独立影响因素；TUFT1 过表达和 TNM

分期则是 HCC 患者复发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肝癌患者 TUFT1 过表达与肝癌进展密切相关且预后不良，提示 TUFT1 有望成为 HCC 患

者预后的有价值的分子标志物。 

关键词：肝癌; TUFT1; 预后; 分子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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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硬度信号上调 LOXL2 加速肝癌肺预转移龛形成分子机制研究 

吴思凡#* 邢晓侠 王耀辉 张 希 高翔宇 李 苗 陈荣新 任正刚  

崔杰峰* 张克志*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泰州人民医院 

E-mail：wusifan_8422@hotmail.com, cui.jiefeng@zs-hospital.sh.cn, zkz97@163.com 

目的：原发瘤释放可溶性因子诱导转移靶器官形成“预转移龛”为肝癌远端转移机制解析提供了

新方向。前期我们工作显示硬度力学信号可显著增强肝癌细胞恶性特征（侵袭转移关联基因表达、

干性特征，EMT 发生）。本研究拟探讨基质硬度增加上调 LOXL2 能否加速肝癌肺预转移龛形成

及其相关机制。 

方法：分析比较不同硬度基底表面生长肝癌细胞中 LOXL2 表达情况，探究硬度力学信号上调肝

癌细胞 LOXL2 表达机制。应用慢病毒介导过表达技术建立 LOXL2 过表达的稳转 HCC 细胞，收

集其条件培养液 CM-LOXL2-OE；应用 CM-LOXL2-OE 尾静脉注射分别构建荷瘤和未荷瘤的预

转移龛裸鼠模型。分别检测小鼠肺原代细胞中 CD11b+/CD45+DMDCs 细胞占比，肺切片中

CD11b+/CD45+共表达 DMDCs，及肺组织 LOXL2 及 fibronectin 表达以证实肺预转移龛模型形成；

同时构建 HCC 原位瘤模型，探究 LOXL2 上调对肺转移的影响；进一步在体外建立模拟肺硬度

基底细胞培养平台，并在该平台探究 LOXL2 对肺成纤维细胞中 MMPs、fibronectin、CXCL12

表达的影响，同时分析 LOXL2 对循环肿瘤细胞运动、粘附定植的影响。应用 21 例肝癌组织标

本分析 LOXL2 和 LOX/COL1 表达情况，分析 LOXL2 与基质硬度的相关性及其病理意义。 

结果：基质硬度增加可明显上调肝癌细胞 LOXL2 表达，同时活化 JNK/ c-JUN 磷酸化通路，下

调 integrin β1/α5、应用 JNK 抑制剂或下调 c-JUN 均明显降低高硬度基底表面生长肝癌细胞

LOXL2 表达， 说明 integrin β1/α5/JNK/c-JUN 信号通路参与硬度力学信号对肝癌细胞 LOXL2

表达调控。小鼠肺原代细胞中 CD11b+/CD45+DMDCs 细胞占比，肺切片中 CD11b+/CD45+共表

达 DMDCs，及肺组织 LOXL2 及 fibronectin 表达均证实 LOXL2 诱导的肺预转移龛裸鼠模型被成

功建立。肝癌原位模型显示原发瘤中 LOXL2 表达上调促进 HCC 肺转移发生，提示 LOXL2 在远

端肺转移中的病理意义。应用肺硬度基底细胞培养平台，发现 LOXL2 促进肺成纤维细胞MMP9，

CXCL12，fibronectin 的表达，同时促进肝癌细胞运动及粘附定植。高硬度肝癌组患者肿瘤组织

中 LOXL2 表达显著升高，且具有更高的微血管侵袭风险和术后复发风险。 

结论：力学硬度信号上调 LOXL2 加速肝癌肺预转移龛形成。 

关键词：基质硬度; 原发性肝癌; LOXL2; 预转移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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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CanPatrolTM 法检测肝癌患者外周血中循环肿瘤细胞 

吴 潇#*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江西省肿瘤医院 

E-mail：6011260851@qq.com 

 

目的：应用一种肝细胞癌循环肿瘤细胞（CTC）富集和检测方法，探讨肝癌患者外周血循环肿瘤

细胞在肿瘤进展中的意义。 

方法：肝癌细胞株 HepG2 经免疫磁珠技术去除 CD45+标记的白细胞，以细胞角蛋白（CK）8、

抗 CD45 荧光素和苯基吲哚（DAPI）为标记，采用细胞免疫染色检测循环肿瘤细胞。采用该方

法检测 35 例肝细胞癌（HCC）、20 例肝良性病变、10 例健康志愿者的外周血中循环肿瘤细胞。 

结果：应用 CanPatrolTM 法可有效的富集和分离出循环肿瘤细胞，HepG2 细胞的检出率在 81%-87%

之间，平均检出率 85%；I-Ⅱ期患者循环肿瘤细胞的阳性率为 30%；Ⅲ-IV 期患者为 92% 。两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lt; 0.01)。肝良性病变患者和健康志愿者均未检测到循环肿瘤细胞。 

结论：CanPatrolTM 法是一种具有临床应用潜能的 CTC 检测方法，可快速、有效的检出肝细胞

癌患者外周血循环肿瘤细胞。  

关键词：循环肿瘤细胞; 肝癌; 免疫磁珠分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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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D14 通过去泛素化 GRB2 调控肝癌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 

谢程融#* 尹震宇 卢 晶 方钦亮 文秀赵 王付强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mail：eason_xiecr@126.com 

 

目的：肝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去泛素化酶26S蛋白酶体非ATPase调节亚基14（PSMD14）

在多种肿瘤中发挥癌基因的作用。该研究旨在揭示 PSMD14 在肝癌发展中的发挥的功能及其潜

在机制。 

方法：采用免疫印迹和免疫组化法检测 PSMD14 和 GRB2 的蛋白水平。通过 CCK-8 检测细胞增

殖。使用 transwell 法分析细胞迁移和侵袭。构建异种移植小鼠模型以分析 PSMD14 在体内的作

用。免疫共沉淀法用于检测 PSMD14 和 GRB2 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使用体内去泛素化测定来

检测 GRB2 的泛素化水平。 

结果：我们的发现表明 PSMD14 在 HCC 组织中显着上调。 PSMD14 的过表达与 HCC 患者的血

管浸润，肿瘤数目，复发，无瘤生存期和总体生存期有关。使用敲低和过表达实验，我们证明

PSMD14促进体外HCC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并促进体内肿瘤生长和转移。我们揭示了PSMD14

可以去泛素化 GRB2，抑制了 GRB2 的降解。最后，PSMD14 抑制剂 OPA 可以抑制 HCC 的恶性

生物学行为。 

结论：我们的发现表明 PSMD14 可能可以成为 HCC 的治疗靶点。 

关键词：去泛素化; 蛋白稳定性; 翻译后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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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XIP 通过上调 MMP15 表达促进肝癌转移 

谢程融# 吴辉塔 方钦亮 王付强 尹震宇*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mail：yinzy@xmu.edu.cn 

 

目的：由于高复发率和转移率，肝细胞癌（HCC）患者的临床疗效仍不理想。据报道，乙型肝

炎病毒 X 相互作用蛋白（HBXIP）在致癌过程中起关键作用。本研究旨在揭示 HBXIP 在肝癌转

移中的发挥的功能及潜在机制。 

方法：应用 transwell，体内转移模型，实时荧光定量 PCR，蛋白质印迹分析，荧光素酶报告基

因和染色质免疫沉淀法等。 

结果：我们检测了 HBXIP 表达水平，并确定了其在肝癌中的临床意义。我们发现 HBXIP 在 HCC

组织中显着上调，并与 HCC 患者的血管浸润，肿瘤转移和更差的预后相关。 HBXIP 促进细胞

体外迁移和侵袭，并促进体内转移。此外，我们证实 HBXIP 通过与原癌基因 c-myc 的结合而增

加了 MMP15 的表达。我们还观察到 HCC 组织中 HBXIP 与 MMP15 表达之间存在正相关。 

结论：我们的研究结果为明确了 HBXIP-MMP15 调控在促进肝癌转移的功能，并提示其可作为

新型的肝癌转移的生物标志物和治疗靶标。 

关键词：c-myc; MMP15; 转移; 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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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PTM4B 促进肝细胞癌的生长并诱导自噬 

谢程融# 方钦亮 王付强 尹震宇*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mail：yinzy@xmu.edu.cn 

 

目的：肝细胞癌（HCC）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也是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三大原因。据报道，溶

酶体相关跨膜蛋白 LAPTM4B 在肿瘤中显着上调，并与肿瘤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本研究旨

在揭示 LAPTM4B 在肝癌发生发展中的分子机制。 

方法：应用 CCK-8，集落形成测定，体内异种移植模型，芯片检测，实时 PCR，免疫荧光和蛋

白质印迹分析。 

结果：我们的结果表明，LAPTM4B 在体外促进 HCC 细胞增殖并在体内促进肿瘤发生。另外，

在饥饿条件下，LAPTM4B 促进细胞存活，抑制细胞凋亡并诱导自噬。表达谱分析和 GO 分析显

示，通过 LAPTM4B 沉默而下调的 159 个基因在营养和某些代谢过程中显著富集。LAPTM4B 是

激活 ATG3 转录而调节 HCC 细胞凋亡和自噬。 

结论：我们的发现表明，LAPTM4B 作为促进 HCC 肿瘤发生和自噬的致癌基因，可能可以作为

HCC 治疗的新型治疗靶标。 

关键词：自噬; 凋亡; LAPTM4B; AT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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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人性化护理在老年肝癌手术患者中的护理成效 

邢静#*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E-mail：815823288@qq.com 

 

目的：探讨人性化护理对老年肝癌手术患者的自信心的影响及人性化护理与老年肝癌手术患者住

院时间的相关性，进一步讨论人性化护理对老年肝癌手术患者康复的影响，观察人性化护理在老

年肝癌手术患者中的护理效果，开启老年肝癌患者临床护理的一个新方式。 

方法：选取我院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3 月到我院就诊的 68 例老年肝癌手术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34 例。对照组中的老年肝癌手术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方式

进行手术前，手术中，手术后护理。观察组老年肝癌手术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进行手术前，手术

中，手术后心里护理及人性化护理。比较两组手术患者的自信心，住院时间，观察护理效果。 

结果：观察组肝癌患者在手术前，手术中，手术后心理差异及住院时间方面与对照组肝癌手术前，

手术中，手术后的患者相对比，差异显著(P&lt;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观察组肝癌手术患者护

理满意度 95.33%与对照组肝癌手术患者护理满意度 53.33%相比，存在显著差异(P&lt; 0.05)，具

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人性化护理在老年肝癌手术患者中的护理效果显著，在增加患者治疗的自信心、缩短患者

住院日期、减少住院费用、增加手术成功率、促进患者康复等方面有重要意义，值得临床广泛推

广。 

关键词：老年; 肝癌手术; 人性化护理;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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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基质硬度增强 M2 型巨噬细胞极化及上调其 LOXL2 表达机制研究 

邢晓侠# 高翔宇 王耀辉 张克志 张 希 陈荣新 李 苗 吴思凡 任正刚  

崔杰峰*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泰州市

人民医院、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中山医院肝肿瘤内科、中山医院肝肿瘤内科、中山医

院风湿科、中山医院肝肿瘤内科 

E-mail：cui.jiefeng@zs-hospital.sh.cn 

 

目的：前期课题组研究发现，高基质硬度可促进肝癌细胞 LOXL2 表达分泌，加速肝癌肺预转移

龛形成（J Exp Clin Cancer Res. 2018; 37(1):99）。然而，基质硬度是否同样影响微环境其他细胞表

达 LOXL2 参与该病理过程尚未见报道。本研究拟探讨基质硬度增加对 M2 型巨噬细胞极化及上

调其 LOXL2 表达的相关分子机制，以期为从基质硬度-肺预转移龛角度解析肝癌转移机制提供实

验依据。 

方法：建立 6KPa、10KPa 和 16KPa 三种硬度基底细胞培养平台，将 THP-1 细胞分别置于三种硬

度基底细胞培养平台，应用含 100nM 佛波酯（PMA）的 RPMI-1640 培养基作用 24 小时使细胞

贴壁，换液后加含 20nM IL-4 和 20nM IL-13 的 RPMI-1640 培养基作用 48 小时诱导极化 M2 型巨

噬细胞。分别收集极化后细胞，检测 IL-10，MMP9 和 CCL22 表达及 FCM 流式分析检测 CD206

（+）细胞比例，以明确基质硬度增加对 M2 型巨噬细胞极化影响。同时比较检测不同基质硬度

培养平台生长巨噬细胞 LOXL2 的表达情况，并对基质硬度增加上调巨噬细胞中 LOXL2 表达分

子机制进行探讨。 

结果：高基质硬度可明显增加 M2 型巨噬细胞特异标志物（IL-10，MMP9 和 CCL22）的表达，

且提高 CD206（+）细胞比例，说明基质硬度增加可增强 M2 型巨噬细胞极化。同时高基质硬度

可显着提高巨噬细胞中 HIF1α及 LOXL2 的表达，并上调 FAK，MEK1/2 和 ERK1/2 的磷酸化水

平。双荧光素酶报告实验显示，转录因子 HIF1α与 LOXL2 的启动子存在特异结合。对硬度传递

桥梁分子整合素亚型进行检测，发现巨噬细胞 Integrinβ5 表达水平随硬度增高上调最为明显，

提示其在硬度力学信号转导中可能发挥主要作用。运用慢病毒介导 RNAi 技术下调 Integrinβ5

表达或应用 MEK1/2 的抑制剂 U0126，发现高硬度基底表面生长巨噬细胞 HIF1α及 LOXL2 表达

均明显减少，同时 FAK，MEK1/2 和 ERK1/2 的磷酸化水平也明显降低，提示基质硬度激活 Integ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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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5-FAK-MEK1/2-ERK1/2 通路能够上调巨噬细胞 HIF1α表达，进而促进 LOXL2 表达。 

结论：高基质硬度明显增强 M2 型巨噬细胞极化。Integrinβ5-FAK-MEK1/2-ERK1/2 参与高基质

硬度上调巨噬细胞 HIF1α表达，进而增强 LOXL2 表达，提示基质硬度同样影响巨噬细胞 LOXL2

表达，参与肺预转移龛形成。 

关键词：THP-1 细胞; 基质硬度; LOX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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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激素通路介导 FOLFOX 方案肝动脉灌注化疗治疗晚期肝癌患者的耐药机制研究 

许裕杰# 简沛恩 陈海龙 卜小云 石 明*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E-mail: shiming@sysu.edu.cn 

 

目的：肝动脉灌注化疗（HAIC）可显著提高伴有门脉癌栓的晚期肝癌患者的肿瘤反应率(1)，但

部分患者仍出现肿瘤进展。既往研究表明，甲状腺激素可通过 TGF、WNT 等通路影响肝癌的发

生发展(2-4)，但在肿瘤耐药方面却鲜有报道(5)。本研究旨在探讨甲状腺激素通路介导 FOLFOX

方案肝动脉灌注化疗（HAIC）治疗晚期肝癌患者的可能耐药机制。 

方法：对 2016 年 2 月至 2018 年 4 月期间，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肝胆胰外科收治并行 HAIC 治

疗的晚期肝癌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个体匹配后，根据 HAIC 治疗后肿瘤反应情况（RECIST 1.1）

分为 PD 组和 PR 组(6)，其中 PD、PR 组各 20 例。提取患者 HAIC 治疗前穿刺组织标本的组织

RNA 行逆转录及荧光实时定量 PCR（qPCR），比较两组甲状腺激素通路相关基因 mRNA 水平差

异。纳入 TCGA 数据库中 III、IV 期的肝癌患者 87 例进行外部验证，评估甲状腺激素通路相关

基因 mRNA 水平对晚期肝癌预后的影响及可能的耐药机制。 

结果：研究纳入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肝胆胰外科 40 例晚期肝癌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 12.52

（5.72，21.79）月，PD 组 20 例，PR 组 20 例，两组年龄、性别、治疗前肿瘤数目、远处转移、

门脉侵袭情况、凝血功能、肝功能、AFP 等无统计学差异。PD 组 TBC1D4 的 mRNA 水平高于

PR 组（P=0.042），PD 组 DIO1、SLC17A4 的 mRNA 水平低于 PR 组（P&lt; 0.05）（图 1）。纳入

TCGA 数据库 III、IV 期肝癌 87 例，中位随访期为 13.97（9.07，27.57）月。分别以基因 mRNA

中位数为界分为高表达组和低表达组，TBC1D4 高表达组总体生存期（OS）低于低表达组，

SLC17A4 高表达组 OS 高于低表达组（图 2）。 

结论：既往研究提示 SLC17A4 可能作为转运体影响细胞摄取甲状腺激素(7)，而 TBC1D4 与葡萄

糖转运相关，在细胞葡萄糖稳态中发挥重要作用(8， 9)。在晚期肝癌中，TBC1D4 和 SLC17A4

的 mRNA 表达水平与 HAIC 治疗后肿瘤反应有关，外部验证显示总体生存期存在差异，提示可

能与肿瘤反应相关，TBC1D4 和 SLC17A4 可能是甲状腺激素介导 HAIC 治疗耐药的潜在靶点。

甲状腺激素可能通过 SLC17A4- TBC1D4 的途径，影响细胞糖代谢，参与 FOLFOX 方案 HAIC

的肿瘤耐药机制。 

关键词：甲状腺激素; 肝动脉灌注化疗; 晚期肝癌; 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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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expression of COL24A1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redicts poor prognosis: A 

study based on multiple databases and clinical samples 

Long Yan# Feng Xu Zhaoliu Dai * 

（# indicates the presenting author, * indicates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Affiliation: ShengJing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E-mail: 278170678@qq.com 

 

Objectiv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is the second leading cause of cancer-related deaths 

worldwide and its incidence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globally. Although， some certain specific markers 

have been used for the diagnosis of patients with HCC. The majority of them were not able to 

accurately reflect diagnostic value and therapeutic efficiency. The role of collagen 24A1 (COL24A1) in 

HCC， as a member of the collagen family， remains unclear and needs to be proved.  

Method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assessed the expressions of COL24A1， including mRNA and 

protein level， by using R language in 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 International Cancer 

Genome Consortium (ICGC)， Oncomine databases and 60 clinical samples collected in our hospital 

between HCC and HN tissu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xpression of COL24A1 and prognosis of HCC 

was evaculated by the Kaplan-Meier plotter. In addition， mechanism analysis of COL24A1 in HCC 

was explored by bioinformatic tools， including cBioPortal and Cytoscape software.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COL24A1 in HCC and normal hepatic (NH) tissues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nd the analysis of TCGA and Oncomine databases samples revealed that 

COL24A1 expression was associated with tumor grade， tumor stage and even pathologic stage. 

Measnwhile，  the overall survival (OS) curve also validates that high expression of COL24A1 

indicates poor prognosis.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it could be deduced that COL24A1 may act as an oncoge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CC and the overexpression of COL24A1 in HCC may be used as a novel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target for HCC. 

Key Words: HCC; COL24A1; TCGA;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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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肝细胞癌病例中高迁移率族基因 mRNA 表达和甲基化水平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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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是一种发病率及病死率逐年增加的恶性肿瘤。

研究报道，高迁移率族（HMG）家族基因与多种癌症的生物学过程有关。然而，HMG 家族基因

在肝细胞癌中的诊断和预后价值需要进一步探讨。 

方法：利用公共数据库中的 HCC 组织高通量测序数据鉴定 HMG 家族基因的 mRNA 差异表达和

甲基化水平。实施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和生存分析以评估 HMG 家族基因在 HCC 中的诊断和预

后价值。进一步构建 Nomogram 模型用于评估 HCC 患者的预后。进行多平台富集分析以阐明

HMG 家族基因在 HCC 中的潜在关联。 

结果：与癌旁组织相比，HCC 癌组织中除 HMGN3 外的其他 HMG 基因 mRNA 表达水平升高并

发现其他 HMG 家族基因呈现低甲基化水平（p&lt; 0.05）。在 HCC 组织中，HMG 家族基因的

mRNA 表达和甲基化水平之间观察到负相关关系。此外，在多因素 Cox 回归比例风险分析中，

HMGA1，HMGB2 和 HMGN1 的 mRNA 表达以及 HMGB2 和 HMGN2 的高甲基化水平被确定为

HCC 患者独立的预后预测指标。构建的 Nomogram 模型量化了临床变量及 HMG 家族基因的

mRNA 和甲基化水平对准确评估 HCC 患者预后的贡献。利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分析，我们确

定了 HMG 家族基因对 HCC 诊断的总体高辨别力。此外，基因集富集分析显示 HMG 家族基因

参与 HCC 生物过程和 p53 信号通路。 

结论：我们的研究探讨了 HMG 家族基因在 HCC 中的关键诊断和预后价值，这可能是 HCC 患者

的潜在治疗靶点。 

关键词：肝细胞癌; 高迁移率族基因; 预后分析; 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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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 ceRNA network 

Chunbo Yang# Long Yan Feng Xu Zhaoliu Dai * 

（# indicates the presenting author, * indicates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Affiliation: ShengJing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E-mail: 278170678@qq.com 

 

Objectiv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lncRNAsact as ceRNAs involved i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ancer by competitively binding to miRNAs. The proportion of alcohol-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cases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with a worse prognosis. However, the 

regulatory molecular mechanisms based on a ceRNA network have never been elucidated in 

alcohol-related HCC. 

Methods: From 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 database, the lncRNA, miRNA and mRNA 

expression data of 68 alcohol-related HCC samples and 8 normal samples were obtained.The EdgeR 

package was used to identify differentiallyexpressed lncRNAs (DELs)， differentiallyexpressed mature 

miRNAs (DEMis) and differentiallyexpressed mRNAs (DEMs). Based on the miRcode, miRTarBase, 

TargetScan, and miRDB databases, we established a ceRNA network. Gene Ontology (GO) and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KEGG)analyses of the DEMs in the ceRNA network were 

performed with the clusterProfiler package. A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PPI) network was 

constructed, followed by screening central gene clusters. The relevant transcription factors (TFs) of the 

DEMs were predicted through the Database for Annotation, Visualization and Integrated Discovery 

(DAVID).The Kaplan–Meier method was applied for survival analysis. 

Result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screened 582 DELs, 108 DEMis and 2681 DEMs between 

alcohol-related HCC samples and normal samples.A DELs-DEMis-DEMs ceRNA network including 

27 DELs, 5 DEMis, and 25 DEMs was constructed.Subsequently, we constructed a PPI network 

consisting of 13 DEMs and obtained two important functionally related modules.GO and KEGG 

analyses revealed that the DEMs in the ceRNA network were mainly enriched in metabolic and 

cancer-related biological processes. We obtained 9 relevant TFs of 23 DEMs in the ceRNA 

network.Survival analysis showed that 6 out of 27 DELs, 2 out of 5 DEMis and 9 out of 25 DEMs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survival of alcohol-related HCC patients (P&lt; 0.05), and we also identified 

that the PCDH9-AS2/FBXL19-AS1/STEAP3-AS1/LINC00261-hsa-miR-125b-5p-E2F2/TMEM136 

axe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gnosis. 



 

 
 

210 

Conclusions: Based on bioinformatics,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ceRNA network containing potential 

biomarkers, providing novel insights for the elucidation of the pathogenesis and therapy of 

alcohol-related HCC. 

Key Words: HCC; alcohol; ceRNA; TC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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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nt3a 动态表达及基因转录干预对肝癌生长的抑制作用 

姚 敏# 孙建英 潘刘翃 巫梦娜 姚登福*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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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肝细胞性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仍为常见恶性肿瘤之一，其病原学因素

主要与 HBV、HCV、化学毒物和非酒精性脂肪肝等相关。HCC 患者治疗仍以手术为主，非手术

为辅，因其发现较晚，预后不佳。多重激酶抑制剂索拉非尼虽能延长 HCC 患者中位生存期，但

其作用效果仍不理想。近年发现，HBV 和 HCV 感染均可激活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参与肝

细胞恶性转化及肝癌发生、发展；前期研究发现癌胚型 Wnt3a 活化是 HCC 诊断及预后极有应用

价值的特异标志，但与肝细胞恶性转化的关系尚不清楚。为此，本文以鼠肝癌发生动态模型调查

了肝细胞恶性转化过程中 Wnt3a 表达改变，并以 Crispr/cas9-sgRNA 慢病毒载体系统成功干预肝

癌 HepG2 细胞 Wnt3a 基因转录，在体内、外证实了对癌细胞增殖和移植瘤生长的抑制作用。 

方法：以含 2-乙酰氨基芴(2-FAA， 0.05%)颗粒饲料喂饲 SD 鼠诱发肝癌，以病理组织学检查（H&E

染色）确定肝组织改变；，分别以免疫组织化学和全基因组芯片在蛋白和基因转录水平上 Wnt3a

动态表达。构建 Crispr/cas9-sgRNA 慢病毒载体、感染人 HepG2 细胞并筛选有效序列，以错配酶

法验证 Wnt3a 基因干预效率，以 Western blotting 验证 Wnt3a 及β-catenin 表达，以 Cell Counting 

Kit-8 法检测 HepG2 细胞增殖活力，并以移植瘤模型证实 Wnt3a 基因转录干预对肝癌生长的抑制

作用。 

结果：鼠肝癌动态模型显示在对照、肝细胞变性，癌前病变和恶变几个阶段。全基因表达谱上调

信号比(Signal Logarithm Ratio， SLR)大于 8 基因数，癌前组 268 个，癌变组 312 个，涉及细胞

增殖、信号转导、肿瘤转移、细胞凋亡等多基因表达，包括 Wnt3a。肝细胞变性时 Wnt3a 表达，

癌前及癌变时已过表达；肝组织 Wnt3a-mRNA 组间差异十分显著（F=8.018，P = 0.0020）；与对

照组比较，变性组（t =2.117， P=0.06）、癌前组（t =3.893， P = 0.003）和癌变组（t=3.633， P 

= 0.0046）。人肝癌 HepG2 细胞 Wnt3a 基因转录干预后，Wnt3a 显著降低，下游β-catenin 明显下

调，癌细胞增殖抑制并呈时间依赖性；经肝癌移植瘤模型证实：Wnt3a 基因敲除后移植瘤生长缓

慢、瘤体和瘤重显著减少。 

结论：肝癌形成早期 Wnt3a 异常表达，有望成为早期诊断或靶向治疗的潜在信号分子。 

关键词：Wnt3a; 肝癌; 表达干预; 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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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向 BET 蛋白通过调节 Mcl-1 和 Bad 的表达诱导肝癌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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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BET（Bromodomain and extra-terminal）蛋白是乙酰化组蛋白的表观遗传阅读器，在细胞

周期调控、细胞增殖以及细胞凋亡的基因转录中发挥重要作用。使用蛋白水解-靶向嵌合体

（proteolysis-targeting chimera，PROTAC）靶向降解 BET 蛋白在癌症治疗领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

关注。前期研究我们已发现 BET 蛋白在 HCC 细胞和肿瘤组织中过表达。然而，BET-PROTACs

在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中的生物学活性和机制尚不清楚。在这项研究

中，我们使用体外和体内模型研究了 BET-PROTAC 分子 BETd-260 的抗 HCC 活性。 

方法：通过 CCK8 检测细胞活力、凋亡测定研究 BETd-260 介导的抗 HCC 活性。应用 HCC 异种

裸鼠移植瘤模型检查 BETd-260 的疗效。通过 RNA 测序、RT-PCR、Westerrn blotting、免疫组织

化学和 CHiP 测定研究其抗癌机制。 

结果：在 HCC 细胞中，BETd-260 可以有效抑制细胞活力，并强烈诱导细胞凋亡。 BET-260 相

互调节 HCC 细胞中两个 Bcl-2 家族成员的表达，即抑制抗细胞凋亡蛋白 Mcl-1 的表达，增加促

细胞凋亡蛋白 Bad 的表达。BET-260 处理能够导致线粒体膜完整性受损，并通过内源性信号传导

引发 HCC 细胞凋亡。此外，BET-260 还可明显抑制小鼠中 HCC 异种移植肿瘤的生长。 

结论：我们的研究表明靶向降解 BET 蛋白可能是治疗 HCC 的一种新的治疗策略，对于探讨 HCC

治疗的新途径、新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BET 蛋白; PROTAC; 蛋白质降解; H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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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HG1 和 C2orf48 通过构建调节网络作为肝癌的潜在预后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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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肝癌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预后较差。我们的目的是确定能够预测肝癌患者总体生存的

潜在特征。 

方法：从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中检索肝癌患者的 RNA 测序（RNA-seq）和相关临

床信息。在肝癌组织和正常组织之间鉴定差异表达的 lncRNA，miRNA 和 mRNA，然后以此构

建监控网络，进行总体生存分析以评估肝癌患者差异表达基因的预后价值，然后进行单变量和多

变量 Cox 回归分析，寻找肝癌患者的可能的相关临床预后指标。 

结果：选择 SNHG1 和 C2orf48 作为关键基因构建调控网络。相关分析显示 SNHG1 与 miR-195

具有强相关性，C2orf48 与 miR-195 和 miR-93 具有强相关性。高表达的 SNHG1，C2orf48，miR-93

可能比低表达组导致更差的临床预后结果。miR-195 低表达比高表达者生存时间缩短。SNHG1

和 C2orf48 与组织学分级密切相关。单变量和多变量 Cox 回归分析证实 SNHG1 和 C2orf48 是肝

癌的危险预后因素。 

结论：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 SNHG1 和 C2orf48 具有潜在的预后价值，可以作为预测肝癌患者临

床预后的生物标志物。 

关键词：肝癌; SNHG;  C2orf48; 长链非编码 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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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免疫因子 GM-CSF，NLRP3 和 TLR4 在原发性肝癌中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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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通过检测健康志愿者、肝硬化患者和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中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

子（GM-CSF）、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 3（NLRP3）和 Toll 样受体 4（TLR4）的含量，

探讨 GM-CSF、NLRP3 和 TLR4 在原发性肝癌疾病过程中的可能作用。 

方法：收集肝癌手术切除的 70 例肝癌组织及癌旁组织标本，以及肝硬化和肝癌患者血清标本各 

20 例，健康志愿者 20 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和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分别检

测血清中 mRNA 水平上 GM-CSF、NLRP3 和 TLR4 的表达。 

结果：正常肝细胞 GM-CSF、NLRP3 和 TLR4 mRNA 的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肝癌细胞（P &lt;  

0.001）；原发性肝癌组织 GM-CSF、NLRP3 和 TLR4 mRNA 的表达水平均明显低于癌旁组织 （P 

&lt; 0.001）；健康志愿者血清 GM-CSF、NLRP3 和 TLR4 的含量显著高于肝硬化及肝癌患者（P &lt;  

0.001），但肝硬化患者和肝癌患者血清GM-CSF、NLRP3和TLR4的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gt;  

0.05）。 

结论：肝癌组织及癌细胞系 GM-CSF、NLRP3 和 TLR4 与癌旁组织及人正常肝细胞相比表达显

著降低，GM-CSF、NLRP3 和 TLR4 信号途径可能参与了原发性肝癌的免疫过程。 

关键词：肝癌; 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 3; Toll 样受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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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肠道微生物失调是肝病发病机制之一。然而，其在原发性肝癌(PLC)，尤其是肝癌发生中

的作用仍不清楚。本研究旨在研究 PLC 各阶段肠道菌群的变化，阐明肠道微生物与 PLC 的关系。 

方法：本研究分 3 个组，原发性肝癌组（PLC 组）24 例，肝硬化组(LC 组)24 例，健康对照组(HC

组)23 例。收集粪便细菌基因组 DNA，分离粪便细菌基因组 DNA。采用 16S rDNA 测序法分析

HC、LC 和 PLC 组之间的肠道菌群多样性的差异。我们还基于 LC 组和 PLC 组的数据，分析了

临床指标和肠道微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 

结果：在门水平上，厚壁菌门的多样性从 HC 向 LC 和 PLC 组呈下降趋势。物种中，卢德维吉肠

杆菌在 PLC 组呈上升趋势，其中 PLC 组卢德维吉肠杆菌的相对丰度是 HC 组和 LC 组的 100 倍。

厚壁菌门菌/拟杆菌门菌的比例随着疾病的进展而显著降低。此外，线性判别分析效度法表明 HC

组肠道菌群以梭菌为主，而肠球菌、乳酸菌、杆菌和变形杆菌可作为 PLC 的诊断标志物。冗余

分析显示肠道微生物多样性与临床因素 AST、ALT、AFP 之间存在相关性。在 PLC 组中，韦永

氏球菌与 AFP 呈显著正相关，而罕见小球菌与 AFP 呈负相关。 

结论：肠道菌群失调可能参与 PLC 的发生和发展。 

关键词：肠道微生物; 微生物失调; 肝癌发生; 16S r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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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C 患者术前外周血 CTCs 水平与 CK19 表达的关系及临床意义 

张 乾#*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广西医科大学 

E-mail：529719854@qq.com 

 

目的：研究 HCC 患者术前外周血 CTCs(circulating tumor cells)水平、癌组织 CK19 表达对 HCC

患者肝切除术预后的意义，为 HCC 的临床治疗提供一种新思路。 

方法：采用 CanPatrolTM CTC-二代捕获技术联合 RNA 多重原位杂交分析技术（RNA in situ 

hybridisation， RNA-ISH），检测 105 例可手术切除 HCC 患者术前 1-2 天外周循环血中的肿瘤细

胞，并根据上皮-间叶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相关标志物(EpCAM、CK8、

CK18、CK9、Vimentin 及 Twist)的表达情况对 CTCs 阳性患者进行分型鉴定。收集 HCC 患者临

床相关信息并对术后病理进行免疫组化检测。采用 Kendall’s tau-b 相关评价研究对象中 105 例

HCC患者术后病理CK19阳性强弱与CTC计数及其分型的关系。将CTC总数≥6或&lt; 6与CK19

阳性或阴性两两组合分为四组，A 组：CTC 总数≥6 且 CK19 阳性；B 组：CTC 总数≥6 且 CK19

阴性；C 组：CTC 总数&lt; 6 和 CK19 阳性；D 组：CTC 总数&lt; 6 和 CK19 阴性；采用 Kaplan-Meier

法分析比较四组无瘤生存时间的差异。 

结果：CTCs 阳性患者共 98 例(93.33%)。根据 EMT 标记物将 CTCs 为上皮细胞 CTCs(E-ctc)、上

皮/间质杂交 CTCs(E≈M-CTC)、间质 CTCs(M-CTC)三个亚群。采用 Kendall’s tau-b 相关评价

研究对象中 105 例 HCC 患者癌组织 CK19 表达阳性强弱与 CTC 计数及其分型的关系，癌组织

CK19 表达阳性强弱与 CTC 计数、CTC 间质型（M）、CTC 间质型和混合型（M+E/M）存在正

相关关系(P&lt; 0.05)。以 CTC 计数的中位数等于 6 作为临界点，预测患者术后早期复发。CK19

阴性患者中 CTC 总数≥6 占 46.2%，明显低于 CK19 阳性患者(77.8%)。CTC 总数≥6 的患者中

位无瘤生存期为 6.0 个月，CTC 总数&lt; 6 的患者中位无肿瘤生存期为 16.0 个月。A、B、C、D

四组的中位无瘤生存期分别为：5 个月，7 个月，7 个月和 16 个月。A 组患者的无瘤生存率低于

其余三组(P&lt; 0.05)。 

结论：在 HCC 患者外周血中 CTC 阳性率高，检测的 CTC 数的高低与 DFS（24 个月）显著相

关。表明肿瘤的播散可能是一个早期事件。术前 CTC 总数、CTC 间质型（M）、CTC 间质型和

混合型（M+E/M）与术后病理 CK19 阳性率显著相关。术前 CTC 总数越高，术后 CK19 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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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通过比较，四组患者中，术前高 CTC 且 CK19 阳性的患者术后无瘤生存期最低，预后最

差。HCC 患者术前 CTC 联合 CK19 的检测为我们判断 HCC 患者术后复发及预后提供了另一种

参考方法，根据此方法为我们术后下一步是否积极治疗增加了一种新的临床依据。 

关键词：HCC; CTCs; CK19;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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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 触发 AMPK 去 SUMO 化促进肝癌细胞 Warburg 效应的机制研究 

张书田#*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mail：15301050179@fudan.edu.cn 

 

目的：肝细胞性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早期发现困难且放化疗敏感性差，索拉

非尼等靶向药物效果有限且存在耐药，寻找新的更为有效的抑癌靶点迫在眉睫。肿瘤微环境与癌

基因共同作用导致有氧糖酵解，以满足 HCC 生物能量、生物合成和氧化还原稳态维持的需求，

最终导致耐药和转移。微环境缺氧缺血、免疫杀伤及抗癌治疗等均可诱导 HCC 氧化应激。活性

氧簇（ROS）作用于腺苷酸激活蛋白激酶（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AMPK）调节糖酵解。

AMPK 在肿瘤代谢中的作用仍存在争议，或与复杂的肿瘤微环境差异性调控 AMPK 不同亚基有

关。类泛素蛋白特异性蛋白酶（SUMO Specific Peptidases， SENPs）响应氧化应激调控 AMPK。

本研究旨在明确 ROS 通过 SENPs 调节 AMPK 活性与定位，促进肝癌细胞有氧糖酵解及恶性生

物学行为的发生。 

方法：本研究使用 H2O2（200μM）刺激 SMMC-7721 和 HepG2 肝癌细胞株模拟氧化应激；实

时细胞代谢仪监测有氧糖酵解流量；免疫印迹、荧光定位及蛋白互作分析 ROS 调控 AMPK SUMO

化修饰及其分子机制；生物信息学验证 SENPs 与糖酵解限速酶及肝癌患者预后相关性；计算机

辅助药物设计并优化得 SENP 小分子抑制剂并通过体外划痕、克隆形成及裸鼠皮下瘤种植等实验

评价其抑癌效果。 

结果：（1）蛋白互作检测 AMPK SUMO 化调节酶发现 SENP5 响应 ROS 调控 AMPK；生物信息

学验证 HCC SENP5 高表达并与预后不良相关，与糖酵解限速酶（HK2，PFKFB3，LDH-A）高

表达呈正相关；（2）ROS 活化 SENP5 促进 HCC 有氧糖酵解； SENP5 抑制 AMPKα2 SUMO2/3

修饰而非 AMPKα1；（3）AMPKα2 SUMO2/3 修饰增加促其胞核转位；胞核定位 AMPKα2 通

过激动 FOXO3 抑制 c-Myc/Hif-1α最终降低糖酵解限速酶转录水平；（4）SENP5 降低 AMPKα2 

SUMO 化水平进而抑制其核转位；（5）ROS/SENP5/AMPKα2 途径促 HCC 索拉非尼耐药及上皮

间质转化；（6）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并合成优化得到 SENP5 特异性小分子抑制剂 FDUhur05；在

体/离体均表明 FDUhur05 具有良好的抑制 HCC 有氧糖酵解、侵袭和成瘤的能力。 

结论：本研究阐明：ROS 激活 SENP5 介导 AMPKα2 去 SUMO 化及胞质潴留促进 HCC 有氧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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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解，明确：（1）SENP5 靶向 AMPKα2 SUMO 化动态修饰参与 ROS 调控 HCC 有氧糖代谢；（2）

SUMO 化调控的 AMPKα2 核/质定位决定其促进/抑制 HCC 有氧糖代谢；（3）FDUhur05 良好的

抑癌效应表明 SENP5 是 HCC 极具潜力的治疗靶点。 

关键词：有氧糖酵解；类泛素蛋白特异性蛋白酶 5；活性氧簇；腺苷酸激活蛋白激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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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A2 完整 N-糖肽---肝病的特征糖标志 

张 舒# 曹心怡 刘 超 刘银坤 曾文锋 高 强* 陆豪杰*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mail：gao.qiang@zs-hospital.sh.cn, luhaojie@fudan.edu.cn 

 

目的：糖基化修饰对于疾病的响应显著，变化迅速，具有可预见性，糖蛋白/聚糖标志物是可靠

的预测标志物。本研究建立了高精度和高稳定性的完整糖肽的微观多样性质谱定量解析方法，精

确分析肝硬化和肝癌患者 40kDa 糖蛋白分子群的完整 N-糖肽精细变化，筛选诊断候选标志物。 

方法：通过 C-末端酶促标记肝硬化和肝癌 40kDa 糖蛋白分子群，采用 pGlyco 软件进行完整糖肽

的质谱鉴定；建立完整糖肽新型定量公式，解决同位素峰重叠的问题，进行准确定量。针对特异

性变化的完整 N-糖肽，采用 MRM 质谱进行验证。 

结果：鉴定到 40kDa 糖蛋白分子群中的 305 条完整 N-糖肽 (FDR&lt; 1%)。通过新型完整糖肽定

量公式准确分析 82 次同位素标记实验，发现 IgA2 的两条完整 N-糖肽 TPLTANITK (H5N5S1F1) 

和 TPLTANITK (H5N4S2F1)在肝癌血清里显著下调。MRM 结果表明，这两条完整 N-糖肽从肝

炎到肝硬化过程中持续升高，在肝癌血清里降低。 

结论：建立了高准确性的完整糖肽的微观多样性的质谱定量方法，并对 40kDa 糖蛋白分子群进

行研究，发现肝癌中 IgA2 的两条完整 N-糖肽显著降低，这可能是 IgA 参与肝病机制中独特的糖

标志，并提供了潜在的诊断线索。 

关键词：肝癌; 质谱; N-完整糖肽; Ig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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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细胞癌中 miRNA-21 差异表达与预后关系的 Meta 分析 

张自飞# 孔俊杰 杨令鹏 王文涛*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E-mail：wwtdoctor02@163.com 

 

目的：miRNA 表达异常在肝细胞癌（HCC）中的预后价值近年来被广泛研究。通过文献预览，

发现 microRNA-21(miR-21）的研究价值最为重要，然而，miR-21 的预测价值存在争议。运用

meta 分析定量评价 miR-21 在肝细胞癌患者中的表达，为临床决策提供依据。 

方法：我们系统的从 PubMed、Cochrane、Web of Science 和 Embase 等英文数据库中检索到 miR-21

对肝细胞癌预后价值的相关研究，这些数据筛选从其成立到 2019 年 3 月 14 日出版。提取基本信

息，并使用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NOS）对纳入的研究进行质量评估。收集数据比较 miR-21 高

表达患者与 miR-21 低表达患者的无病/复发生存率（DFS/RFS）和总生存率（OS）。将研究结果

汇总，并计算风险比（HRs）。采用 Revman 5.3 和 Stata 14.0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最终纳入了 10 项队列研究，共计有 1156 名肝细胞癌研究对象。统计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评价标准显示具有较高质量，纳入文献 Egger 和 Begg 检验结果显示未出

现明显的发表偏倚，经过统计分析发现：与 miR-21 低表达水平相比，高表达的 miR-21 对 OS 的

预后价值较差，HR 为 2.23（95%可信区间（CI）1.71-2.93，p&lt; 0.00001）；同样，高表达的 miR-21

在 DFS/RFS 的预后价值中提示预后较差，HR 为 1.78（95%可信区间 1.39-2.29，p&lt; 0.00001）。 

结论：miR-21 是一种有前途的肝癌预后标志物。血清或组织样本中 miR-21 的检测可能是监测患

者预后和评估治疗结果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肝细胞癌; miR-21; 预后; Met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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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迁移率族蛋白 B3（HMGB3）异常对肝癌患者预后的价值 

郑文杰# 姚 敏 巫梦娜 孙建英 王 理 姚登福*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南通大学、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E-mail：yaodf@ahnmc.com 

 

目的：肝细胞肝癌（HCC）是常见恶性肿瘤之一。新近发现，高迁移率超蛋白(HMG)家族与多

种肿瘤发生、发展密切相关。HMG 分为 HMGA、HMGB、HMGN 三个家族。其中 HMGB 家族

有 4 个成员，即 HMGB1、HMGB2、HMGB3 和 HMGB4。HMGB1 和 HMGB2 与肝癌密切相关，

可作为潜在的诊断及预后标志物。而 HMGB3 和 HMGB4 在肝癌中的作用却了解甚少。本文分析

HMGB3 在肝癌组织表达与分布，并结合生物信息数据库资料，分析 HMGB3 基因转录与预后关

系，以探讨新标志物 HMGB3 的生物学行为及其预后判别的潜在价值。 

方法：以自身配对法收集从 2015 年 8 月到 2017 年 5 月间在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患者手术切除

的肝癌和癌旁组织 50 例，以免疫组化法分析 HMGB3 蛋白表达，结合 TCGA 及 GEO 数据库相

关信息，分析 HMGB3 基因转录对肝癌预后的影响；设计、筛选和验证 HMGB3 特异 shRNA，

转染肝癌 HCCLM3 细胞株，以 MTT、克隆形成、划痕和 Transwell 试验分析癌细胞增殖、克隆

形成、迁移、侵袭等变化，分析 HMGB3 与 HCC 生物学特性的关系。 

结果：肝癌HMGB3阳性率(72%， 36/50)明显高于(χ2=19.360，P&lt; 0.01)癌旁组织(28%， 14/50)；

TCGA 数据库信息显示，372 例肝癌组织 HMGB3 mRNA 明显高于 50 例正常肝组织 (t=5.041，

P&lt; 0.01)，高表达 HMGB3 患者生存期明显缩短（P=0.031），早期肝癌与接受索拉菲尼治疗患

者中，高表达 HMGB3 者其预后均较差；以有效的 shRNA-1 干扰质粒转染 HCCLM3 细胞后，癌

细胞增殖、克隆形成、迁移和侵袭等生物学行为明显受抑。 

结论：HMGB3 异常表达与肝癌增殖、迁移、浸润和预后密切相关，是肝癌预后判别且具有应用

前景的潜在标志物。 

关键词：肝癌; HMGB3; 预后; 生物学特性 



 

 
 

223 

 

双硫仑联合葡萄糖酸铜通过上调肝癌细胞 PD-L1 表达诱导免疫抑制的机制研究 

周兵海# 李 辉 郭 磊 张 博 柳 双 阎九亮 张文韬 喻敏成 陈 政  

徐永锋 肖永胜 叶青海*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mail: ye.qinghai@zs-hospital.sh.cn 

 

目的：双硫仑联合葡萄糖酸铜(DSF/Cu2+)作为潜在的抗肿瘤药物和化疗增敏剂， 在免疫正常的

肝细胞癌小鼠模型中没有明显的抗肿瘤作用。本文中， 我们将探讨 HCC 抵抗 DSF/Cu2+的潜在

机制。 

方法：首先， 我们建立了免疫正常小鼠(C57BL/6)和免疫缺陷小鼠(NOD-SCID)肝癌皮下瘤模型， 

通过体内实验探索 DSF/Cu2+的抗肿瘤作用。采用流式细胞术分析药物处理后小鼠肿瘤内的浸润

淋巴细胞(TIL)。然后， 我们通过转录表达谱分析 DSF/Cu2+处理后 Hep3B 细胞转录谱变化。进

一步， 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PCR， Western 印迹和流式细胞仪检测 PD-L1 的表达。又采用小干扰

RNA（siRNA）抑制 Hep3B 中 PARP1 和 GSK3β表达。最后， 通过建立肝癌皮下瘤模型用于

单药或联合药物研究并在人肝癌组织芯片中（268 个肝癌组织样本）分析 PARP1， p-GSK3β和

PD-L1 之间的关系。 

结果：我们发现 DSF/Cu2+不能明显抑制 C57BL/6 小鼠皮下瘤生长， 但可以明显抑制 NOD-SCID

小鼠皮下瘤生长。在 C57BL/6 小鼠皮下瘤模型中， 我们观察到 DSF/Cu2+处理后， 肿瘤浸润

CD8+ T 细胞数量明显减少， 肿瘤细胞 PD-L1+细胞比例明显增加。我们还观察到 DSF/Cu2+可

以通过抑制 PARP1 活性并增强 GSK3β Ser9 位点磷酸化来上调肝癌细胞 PD-L1 表达， 从而抑

制肿瘤内 T 细胞浸润。进一步， 我们发现 DSF/Cu2+联合 PD-1 单抗产生了叠加的抗肿瘤效果， 

明显减慢了小鼠肝癌皮下瘤的生长速度。最后， 我们在人肝癌组织样本中观察到 PARP1 和

p-GSK3β（Ser9）或 PD-L1 表达之间呈负相关。 

结论：通过体内和体外研究， 我们发现 DSF/Cu2+联合 PD-1 单抗可以彼此克服单药治疗时耐药

情况， 从而明显增加抗肿瘤效果。 

关键词：PD-L1; 肝细胞肝癌; PARP1; 双硫仑 



 

 
 

224 

 

肝癌内源性 TLR9 激活上调 PD-L1 表达诱导肝癌免疫抑制的机制研究 

周兵海# 郭 磊 张 博 柳 双 阎九亮 李 辉 徐永锋 肖永胜 叶青海* 

（标#表示为第一作者，标*表示为通讯作者） 

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mail: ye.qinghai@zs-hospital.sh.cn 

 

目的：TLR9 激动剂作为单一抗肿瘤药物在临床上没有带来明显的临床获益。然而，最近临床试

验表明 TLR9 激动剂与 PD-1 抑制剂联合使用可明显提高抗肿瘤效果。本文旨在探讨联合治疗提

高抗肿瘤疗效所涉及的机制。 

方法：首先， 我们建立了 Hepa1-6 肝癌皮下瘤模型， 通过体内实验探索单一药物和联合药物治

疗的抗肿瘤作用。然后，我们使用 TLR9 激动剂刺激或建立慢病毒载体过表达 TLR9 以激活 TLR9

信号。接下来，我们通过 RT-PCR，WB 和 IF 分析 PD-L1 的表达。进一步，我们研究由 TLR9

介导的 STAT3 PARylation 修饰和磷酸化修饰之间以及 PARP1 autoPARylation 修饰和泛素化修饰

之间的交叉对话。最后，通过人肝癌组织芯片我们分析了 TLR9，PARP1，p-STAT3 和 PD-L1 表

达之间的关系。 

结果：我们发现 ODN1585 (TLR9 激动剂)不能明显降低小鼠肿瘤负担，PD-1 抑制剂可轻度限制

小鼠肿瘤的生长，而 TLR9 激动剂与 PD-1 抑制剂联合使用产生了累加的抗肿瘤效应。进一步机

制研究，我们发现 TLR9 通过增强 STAT3 Tyr705 磷酸化来促进 PD-L1 转录表达。然后，我们观

察到 TLR9 可负性调节 PARP1 表达，从而介导 STAT3 PARylation 修饰减少和 STAT3 Tyr705 磷酸

化修饰增加。此外，我们还发现 TLR9 是通过抑制 PARG 的表达以增强 PARP1 的 autoPARylation

修饰，并最终促进 RNF146 介导的 PARP1 泛素化降解。最后，我们在 HCC 患者样本中观察到

TLR9 与 p-STAT3（Tyr705）或 PD-L1 表达之间存在正相关，而 TLR9 与 PARP1 之间存在负相关。 

结论：我们的研究提示肝癌细胞内源性 TLR9 激活可调节 PARP1 autoPARylation 和泛素化修饰之

间以及 STAT3 PARylation 和磷酸化修饰之间的交叉对话，这些交叉对话共同参与调控 PD-L1 表

达。总体而言，TLR9 激动剂和 PD-1 抑制剂联合治疗比任何单一治疗都具有更好的抗肿瘤功效。 

关键词：PD-L1; 肝细胞癌; TLR9; PAR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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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he goal of our current study is to assess the immunohistochemical of p53, p21, nm23,  

and VEGF expression in hepatitis B virus (HBV)-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prognosis 

after hepatectomy, as well as the prospective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prognostic indicator. 

Methods: There were 419 HBV-related HCC patients who were from southern China of Guangxi 

province and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immunohistochemical expression for these biomarkers in 

prognosis. A genome-wide expression microarray dataset of HBV-related HCC were obtained from 

GSE14520.  

Results: In our study, the expression of p53, p21, and nm23 in cancer tissues of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did not affected the clinical outcome of 2 years, 5 years or overall. 

Patients with high expression of VEGF had a worse overall survival after 2 years of surgery than 

patients with low expression (adjusted P=0.040, adjusted HR = 1.652, 95% CI = 1.024-2.665). Survival 

analysis of VEGF in GSE14520 cohort also demonstrated that VEGF mRNA expression also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HBV-related HCC OS (adjusted P=0.035, adjusted HR =1.651, 95% CI 

=1.035-2.634). The prospective molecular mechanisms by co-expression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VEGF 

might be correlated to regulation of cell proliferation, cell growth and apoptotic process, Rap1 

signaling pathway, HIF-1 signaling pathway, PPAR signaling pathway, cell cycle. Whereas the GSEA 

suggested that VEGF might involve in the regulation of HIF and HIF1A pathway, and TP53 regulation 

pathway.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VEGF might be a prognostic indicator of HBV-related HCC,  

and we also identified the VEGF prospective molecular mechanisms through the whole genome 

co-expression and GSEA approaches. 

Key Words: hepatitis B viru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overall survival; immunohistochem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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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肝切除后乙型肝炎病毒(HBV)相关肝癌(HCC)预后中 p53、p21、nm23、VEGF 表达的

免疫组化变化，以及预测预后指标的分子机制。 

方法：对广西地区 419 例 hbv 相关性 HCC 患者的预后进行免疫组化检测。从 GSE14520 中获得

hbv 相关 HCC 的全基因组表达微阵列数据集。 

结果：在我们的研究中，p53、p21 和 nm23 在乙型肝炎相关肝癌患者肿瘤组织中的表达在 2 年、

5 年或总体上没有影响临床结果。VEGF 高表达患者术后 2 年总体生存率低于低表达患者(调整后

P=0.040，调整后 HR = 1.652， 95% CI = 1.024-2.665)。GSE14520 队列中 VEGF 的生存分析也表

明，VEGF mRNA 表达也与 hbv 相关 HCC OS 显著相关(调整后 P=0.035，调整后 HR =1.651， 95% 

CI =1.035-2.634)。通过共表达分析，VEGF 可能与调控细胞增殖、细胞生长和凋亡过程、Rap1

信号通路、HIF-1 信号通路、PPAR 信号通路、细胞周期有关。而 GSEA 提示 VEGF 可能参与调

节 HIF 和 HIF1A 通路，以及 TP53 调控通路。 

结论：VEGF 可能是 hbv 相关性 HCC 的预后指标，我们还通过全基因组共表达和 GSEA 方法确

定了 VEGF 的可能分子机制。 

关键词：乙型肝炎病毒; 肝细胞癌; 总生存率; 肝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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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为肝细胞肝癌 HCC 治疗开发新的奥沙利铂与 PD-1 阻断协同疗法，评估其体内外疗效并

探讨其机制。 

方法：首先评估奥沙利铂作为免疫原性细胞死亡（ICD）诱导剂对体外不同 HCC 细胞系的影响。

将鼠和人 HCC 细胞系与奥沙利铂一起孵育，然后评估 ICD 相关的生物标志物。另外，将未成熟

的树突状细胞（DC）与经处理的 H22 肿瘤细胞共培养，评估成熟的 DC 的量的变化。进一步的，

奥沙利铂和抗 PD-1 抗体联合治疗小鼠 H22 肝癌异种移植模型，评估 ICD 相关的生物标志物及

肿瘤体积和大小的变化。 

结果：与奥沙利铂一起孵育的 HCC 细胞系，ICD 相关的生物标志物均增多。另外，在未成熟的

DC 与经处理的 H22 细胞共培养后，成熟的 DC 的量增加。在奥沙利铂处理小鼠 H22 肝癌异种移

植模型后，CD8 + T 细胞和成熟 DC 的量增加，而 Treg 细胞的量减少并且肿瘤体积更小。奥沙

利铂和抗 PD-1 治疗抗体组成的协同疗法可以显着抑制肿瘤生长和 TGF-β分泌；相反，IL-12p7

和 IFN-γ的分泌增加。 

结论：奥沙利铂可以促进体外 ICD 特异性生物标志物的表达。这些结果表明奥沙利铂与 PD-1 阻

断疗法协同治疗可增强抗肝癌作用，从而提供有效和高效 HCC 治疗方案。 

关键词：肝癌; 免疫治疗



 

 
 

228 

 

血浆环状 RNA 在肝癌中的诊断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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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环状 RNA (Circular RNAs， circRNAs)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种特殊类型的 RNA，表达稳定

且具有高度的组织特异性。本研究旨在探索血浆环状 RNA 在乙肝相关肝癌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我们对乙肝相关肝癌患者及乙肝肝硬化人群（10 vs 5）进行血浆环状 RNA 芯片检测，找

出差异表达的环状 RNA；我们继而在 24 例肝癌患者及 24 例肝硬化患者血浆中进一步对选取的

差异表达的环状 RNA 进行了 qPCR 验证，最后在 64 例肝癌、40 例乙肝肝硬化、72 例健康受试

者血浆中进一步验证候选环状 RNA 的表达，以判断其在鉴别良恶性肝肿瘤中的作用。 

结果：对芯片结果进行分析，通过 Fold Change&gt;  2 和 P &lt;  0.05，我们发现肝癌患者血浆

中显著上调的环状 RNA 有 157 个，下调的环状 RNA 有 161 个。通过 FDR &lt;  0.05， fold-change 

&gt;  4 和 P value &lt;  0.05，我们选取了 20 个显著上调及 4 个显著下调的环状 RNA 进一步进

行 PCR 检测，结果显示 6 个 ircRNAs (hsa_circ_0077930， hsa_circ_0027089， hsa_circ_0001818， 

hsa_circ_0011883， hsa_circ_0001070， hsa_circ_0026337)在肝癌患者血浆中丰度很高，且表达

差异显著，其中 hsa _circ_0027089 在肝癌患者及对照组血浆中丰度较高，且具有最高的差异倍

数及显著的统计学差异，因此我们进一步选取 hsa _circ_0027089 在 176 例受试者(64 例肝癌、40

例乙肝肝硬化、72 例健康受试者)中分析验证。结果显示 hsa _circ_0027089 在肝癌患者血浆中表

达显著高于肝硬化及健康受试者。 

结论：血浆 hsa_circ_0027089 可以作为乙肝相关肝癌的新的诊断标志。 

关键词：HCC；环状 RNA；肝癌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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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discover the prognostic factors and to investigate the prognostic values of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lactate dehydrogenase and γ-glutamyltranspeptidase after resection of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patients with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who underwent 

curative hepatectomy as primary therapy at Sun-yet 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Guangzhou, China) 

between 2000 and 2014. We measured serum lactate dehydrogenase and γ-glutamyltranspeptidase 

before and 2 or 3 days after hepatectomy，and measured the variation of lactate dehydrogenase,  

namely the lactate dehydrogenase serum response (LDH-SR)， and the γ-glutamyltranspeptidase serum 

response (GGT-SR) by the formula: SR=lg (Preoperative serum indicators)/lg (Postoperative serum 

indicators)， respectively. Then we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tients’ survival and their 

LDH-SR and GGT-SR， and explored the potential clinical implications of them. 

Results: A total of 177 eligible patients were analyzed. We found that pre-operative GGT＞50 U/L 

(P=0.040;  CI:1.027~2.949 )， CEA＞5 ng/ml (P=0.001;  CI:1.306~3.119)，tumor size (P=0.002;  

CI: 1.306~3.119)， TNM stage (P=0.002;  CI: 1.107~1.596)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overall 

survival (OS). The 1-, 3-, and 5-year overall survival (OS) rates for patients with GGT-SR 

up-regulations were 67.9%，41% and 16.7%,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patients with GGT-SR 

down-regulations (64.6%, 23.2% and 6.1%,  P=0.025). The 1-, 3- and 5-year OS rates for patients 

with LDH-SR up-regulations were 68.5%, 35.0% and 12.6%,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patients with 

LDH-SR down-regulations (55.9%, 14.7% and 2.9%, P=0.003). Meanwhile, patients with both 

GGT-SR and LDH-SR down-regulation had significantly poorer OS than patients with both GGT-SR 

and LDH-SR up-regulation. 

Conclusions: The LDH and GGT SR are reliable and simple predictive marker for evaluating the 

oncological effect of surgical resection for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Combine LDH and GGT 

SR have a better effect for predicting patients’ prognosis. 

Key Words: ICC; LDH; GGT; progno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