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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在我国是高发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宰和病死率 

居各种恶性肿瘤之首⋯。胃癌的复发和转移是造成患者预 

后不 良的主要原因，其中淋巴结转移是重要的转移途径之 
一

。 有研究 表明，局限于黏膜的胃腺癌有 3％ ～5％的患 

者存在淋巴结转移；局限于黏膜下的胃腺癌有 11％ ～25％的 

患者存在淋巴结转移；进展期胃癌按浸润深度分类发现 T2 

期和 1、3期病例分别有 50％和 83％的患者有淋 巴结转移。 

进一步分析 与预后生存相关的因素，证实淋巴转移是患者 

生存的重要独立预后因素之一。288例 ．r4期胃癌患者中，淋 

巴结转 移阴性者 1年和 3年 的生存 率分别为 76．0％和 

21．9％，而淋巴结转移阳性者 1年和 3年的生存率分别为 

40．0％和 10．0％L3"。因此，胃癌患者淋巴转移的术前诊断尤 

其重要。很多学者已在探索包括影像学检查、前哨淋巴结测 

定 、免疫组织化学及 RT—PCR检测相关癌基因及其表达产物 

等各种手段，以期在术前和术中就能准确地诊断淋巴结是否 

转移，从而指导临床治疗方案和术式的选择。本文就胃癌淋 

巴结转移术前诊断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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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 述 · 

1 放射学检查 

1．1 CT检查 CT检查是首选的胃癌分期和淋巴转移程度 

评估的术前检查。有报道 表明，三维立体多排 cT术前诊 

断 胃癌浸润 (T分期)的准确率 、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83．3％ 、69．1％及94．4％ ，而淋巴转移分期(N分期)的准确 

率 、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75．0％、57．4％及 89．3％。Kim 

等 发现判断淋巴转移程度的敏感性 CT要优于正电子发射 

断层摄影(PET)(P<0．001)，而特异性则 PET优于 CT(P< 

0．001)。CT的另一重要 功能是测定转移淋 巴结的大小。 

Lee等 。研究23例胃癌伴淋巴结转移病例，用 CT检测其淋 

巴结直径 0．7～1．0 cm或者 >1．0 em，术后淋巴结病理诊断 

证实，CT判断腹主动 脉淋巴结转移 的准确率为 43．5％ 

(10／23)。 

1．2 MRI检查 一般认为 ，MRI的淋巴转移检测的准确性 

劣于 cT，但对转移性疾病，其准确率要高 。Tatsumi等 

通过对 l7例胃癌患者行 ferumoxtran一10增强 MRI吸收检测， 

结果与患者术后淋巴结病理诊断比较，淋巴结的敏感性、特 

异性和准确性分别为 100．O％、92．6％和 94．8％，因此 MRI 

对淋巴结的检测可能会占据新的重要地位。 

1．3 F—FDG PET 在胃癌诊断中， F—FDG PET可获得分 

期或预后判断的更多信息，通过 FDG吸收度和临床病理特 

征的比较，证明 FDG的吸收度与大体类型、肿瘤大小、淋巴 

结转移、组织分型及 TNM分期密切相关。 F—FDG PET对局 

部淋巴结、转移淋巴结及腹膜转移诊断的准确性与 CT相 

似 。对于原发肿瘤和转移淋巴结 ， F—FDGPET的特异 

3 min，为急救工作赢得了宝贵的时问。我们采用的 

ABG血气针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它采用螺 口乳头与 

针头连接更牢固安全。当动脉压使血液进入注射器 

时，空气通过注射器活塞的孑L石排出，孔石与血液接 

触湿润封闭，血液无法穿过，穿刺后有可排气的针座 

帽，保证分析前的气密性；而一次性注射器乳头与针 

头衔接不紧密，针栓与针筒内壁接触面摩擦力较大， 

依靠外力抽吸就会增加操作难度和危险性。 

ABG血气针针头锐利，穿刺时痛感轻，超薄壁， 

容易进针且可缩短进血时间，并呈负压真空状态。 

穿刺前拉回针栓，置活塞于欲取血量处，使注射器内 

有与血样等量的空气；进行动脉穿刺时，无需拉动针 

栓，针头固定良好；且针内含有 100 u固体肝素锂， 

无液体稀释效应，阻止了 PaCO 降低，还能避免传 

统抗凝剂对 Na 等电解质结果的干扰。 

ABG动脉血气针高质厚壁，聚丙烯塑料针筒使 

抽出的动脉血中的氧气扩散最小，保证结果准确，可 

排气的针座帽保证了血氧在分析前的气密性。采用 
一 次性的正方体形橡胶塞和针头保护装置，避免了 

针头刺伤等不安全因素。未打开包装的穿刺针已经 

灭菌处理，固实的包装为产品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 

便于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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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达90％ ～100％L5,1o ，优于 cT的特异性 。 F—FDG PET 

的敏感性等同于或低于 CT的敏感性，但这取决于肿瘤的分 

期(Tl期比T2～．r4期的低) ⋯ 、组织学类型(黏液腺癌低 

于非黏液腺癌) ’ ，并且其敏感性与 GLUT一1的表达相 

关。但其对于胃癌淋巴结的敏感性和波动性较大，在判断局 

部和远处 淋 巴结 转 移 方 面，敏 感度 为 8％ ～88％。当 

F—FDG PET与 CT结合检查时，对肿瘤分期的准确性会大幅 

度提高。有研究 表明，胃癌患者 FDG的低吸收预示较高 

的生存率。王欣等 回顾性分析 40例进展期 胃癌患者 

F—FDG PET／CT常规检查结果资料，以内镜、术后病理及临 

床随访作为对 照，发现 PET／CT对 胃原发 癌的灵敏度为 

97．5％；14例根治手术患者 NI、N2淋巴结有无转移 PET／CT 

的确诊率为 85．7％，灵敏度为 71．4％，特异性为 77．8％，N3 

淋巴结的灵敏度为100．0％；PET／CT发现2l处临床未怀疑的转 

移灶，PET／CT检查后40．0％(16／40)的病理分期发生变化。 

2 超声内镜检查(endoscopic ultrasound，EUS) 

EUS可显示胃壁的浸润情况，用于判断胃癌 T分期和 N 

分期的准确性要优于CT 。Ganpathi等 对109例胃癌 

患者作EUS检测，发现EUS对胃癌T分期的准确率为80．3％，其 

中T1、 、1、3及 T4分别为 81．8％、70．4％、88．9％及71．4％； 

EUS对胃癌 N分期的敏感性为 82．8％，其中 NO期、N1期、 

N2期及 N3期74．2％、78．O％、53．8％及50．0％；其对于 N分 

期的特异性、阳性预测率、阴性预测率和准确率分别为 74． 

2％、70．2％及 77．7％。然而，对 EUS操作者的依赖和肿瘤侵 

人的差异性会降低 EUS对一些缩窄性肿瘤的成像能力 ”J。 

总之，淋巴结检测的准确性为56％ ～90％_4’” 。活组织检 

查阴性很长一段时问后，EUS仍可发现阳性表现 。 

3 前哨淋巴结检测 

前哨淋巴结检测可有助于判断淋巴结转移范围，指导临 

床治疗，进而确定合理的淋巴结清扫范围及术后综合治疗的 

选择。通过注射蓝染料或标记有放射性同位素的示踪剂后， 

使其富集到可能转移的淋巴结中，从而更好地推测胃癌淋巴 

结累及站别。常用的示踪剂有 2％专利蓝或 1％异舒泛蓝 

等。研究 0 结果提示，可检测到的前哨淋巴结有 1．5～ 

4．1枚／例。敏感性 和准确性分 别为 72．7％ ～93．0％和 

74．0％ 一100．O％。胃癌的病变程度可能会影响这一检测方 

法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一方面，一些胃癌本身的前哨淋巴结 

不一定能检测出来；另一方面，困肿瘤细胞阻塞淋巴管，示踪 

剂反而直接流入探查范围以外的二或三级淋巴结，而该淋巴 

结未处于切除范围内，由此导致淋巴结阳性的患者可能前哨 

淋巴结检测是假阴性 。 

前哨淋巴结检测的应用对胃癌患者的治疗意义尚不明 

确。在一些胃癌广泛浸润的区域，淋巴结受累及的可能性 

大。此时，使用前哨淋巴结检测不是很有意义。但在更广泛 

浸润的胃癌患者中，检测前哨淋巴结可帮助病理学家更有选 

择性地检测可疑淋巴结，从而使患者的分期更加准确，为选 

择合理的治疗方案提供依据。在有筛查手段和可早期发现 

疾病的地区，前哨淋巴结检测阴性的患者可行创伤性更小的 

手术，如对分期为 T1N0患者行腹腔镜楔形切除术等缩小手 

术，使术后并发症减少，生存质量提高。早期胃癌患者中，前 

哨淋巴结阴性者复发率为 1．8％，阳性者为9．5％[2 2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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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全面地检测前哨淋巴结可更有效地检测淋巴结转移，从而 

确定相应术式和术后是否行辅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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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癌的标志物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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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癌在我国是六大常见肿瘤之一。早期食管癌常表 

现为一些非特异性症状，多数患者没有引起重视而延误病 

情，就诊时己发展至中晚期。食管癌预后差，中晚期患者 5 

年生存率约为 10％。食管癌的诊断多由影像学和病理确定。 

随着科技和检查手段的进步，肿瘤标志物成为一种重要的辅 

助检查。研究 表明，肿瘤 的癌前病变、不典型增生、原位 

癌、浸润癌及转移癌的各个阶段都可出现肿瘤标志物。通过 

测定其存在或含量可辅助诊断肿瘤，分析其病程 、指导治疗 、 

监测复发或转移、判断预后。本文就食管癌几种常用标志物 

的研究作一综述。 

1 细胞角蛋 白一19片段抗原 2l—l(cytokeratin 19 fragment 

antigen 21—1，CYFRA21一1) 

1．1 细胞角蛋白(cytokeratin，CK) CK属于中微丝蛋白家 

族 ，是一种分化特异的蛋白质 ，是构成细胞质中张力微丝的 
一 种细胞中间丝，主要作用是参与细胞骨架的形成，包含肌 

动蛋 白的微丝，含微管蛋 白的微管，以及 7～11 nm 的中 

微丝 。 

1．2 CYFRA21—1 CK主要存在于假复层上皮。当上皮细 

胞癌变时，角蛋白结构不变而含量增加。对肺鳞状细胞癌患 

者血清中最高，目前认为是特异性较强的肿瘤标志物，对肺 

鳞状细胞癌的分期 、类型、疗效预测生存率有临床价值，敏感 

性为55％，最高可达 76．5％L 2 J。近年来也在研究其对食管 

鳞状细胞癌的价值。 

Yamamoto等 于 1997年首次将 CYFRA21一l应用于食 

管鳞状细胞癌(ESCC)。它通过 ELISA和免疫细胞化学染色 

法检测 6株食管鳞状细胞癌株 中CK一19的表达及产物—— 

血清 CYFRA21—1水平与肿瘤组织中CYFRA21一l表达之间的 

关系；同时检测48例 ESCC血清 CYFRA21—1水平与临床病 

理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有 5株细胞质 中都有细 CK一19的 

[收稿El期]20104)3．19 

[作者单位]1．蚌埠医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2．江苏省连云港市第 

二人民医院 肿瘤放疗科，222023 

[作者简介]李化龙(1981一)，男，硕士研究生． 

[通讯作者]黄关宏，副主任医师，E-mail：hghlygO02@hotmail．con 

· 综  iS_· 

表达并产生了CYFRA21—1；48例中有 23例血清 CYFRA21—1 

水平 >3．5 ng／ml，而对照组(包括健康志愿者和良性疾病患 

者)无一例阳性。CYFRA21一l的敏感性、特异性 、准确性分别 

为47．9％、100．0％和 46．7％。结果表明，CYFRA21—1可作 

为 ESCC一种重要标志物。 

Kawaguchi等 通过免疫放射法检测后发现 ESCC患者 

血清 CYFRA21一l的敏感性(43．9％)优于 SCCA(26．8％)和 

CEA(17．0％)(P<0．05)，CYFRA21—1的阳性率随疾病的进 

展而升高，pTNM 0～II a期为 22．2％，pTNM U b～III期为 

77．8％(P=0．013)，而 SCCA、CEA同pNTM分期无相关性 ， 

在 l3例 复 发患 者 中 1O例 (76．9％)在 临床 诊 断之 前 

CYFRA21—1水平已升高；因此 CYFRA21—1可作为术后 1～13 

个月内预测肿瘤复发的标志物。 

Brockmann等 于 2000 年 两 次 报 道 ESCC 与 

CYFRA21—1水平的关系，研究发现，CYFRA21—1水平在 N或 

M期时无升高，当界值为 1．4 ng／ml时，敏感性分别为 46％、 

45．5％，特异性分别为 89．3％、97．3％。术后 CYFRA21—1水 

平同生存率及无瘤生存率明显相关 ，在 3～4个月内可通过 

CYFRA21—1水平预测临床肿瘤复发可能。 

Wakatsuki等 对 51例食管癌各期进行血清 CYFAR21． 

1放疗前后 的检测，放疗前的敏感性为 63％，它与肿瘤的 

TNM分期、肿瘤的浸润深度、淋 巴结的转移有关 (P=0．000 

3，P=0．019和 P=0．019)。结果表明，血清 CYFRA21．1不 

仅对放疗前的病情评估有帮助 ，而且对放疗后的疗效评价亦 

有监测作用。 

Yj等 研究表明，放化疗是中晚期食管癌的主要治疗 

方法。他们对 84例食管癌各期患者进行血清CYFRA21．1测 

定，以3．4 ng／ml为界定值，结果发现有效率在 CYFRA21 1高和 

低的组中分别为 60．0％和 96．3％ (P=0．013)。提示血清 

CYFRA21—1检测可以对食管癌的放化疗敏感性起到预测作用。 

综上所述，血清 CYFRA21—1水平同食管癌的关系 目前 

表现在：(1)CYFRA21—1的界值不统一，有多个界值；(2) 

CYFRA21—1的检测对食管癌的诊治和预后判断有一定指导 

意义。 

2 SCCA 

1977年 Kato等首先从子宫颈癌组织中分离纯化而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