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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肝癌组织、癌旁组织中ＨＢｓＡｇ、ＨＣＶ抗原

表达与肝组织纤维化分期的相关性研究
宣世英辛永宁

史光军孙樱张健

陈桦

目的研究肝癌组织、癌旁组织中乙型肝炎表面抗原（｝Ⅲ＆Ａｇ）、丙型肝炎病毒（ＨｃＶ）抗

【摘要】

原表达与肝组织纤维化分期的相关性。方法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对肝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的
ＨＲｓＡＲ、Ｈｃｖ抗原表达进行了标记和分析，同时对肝癌组织及癌旁组织进行肝组织纤维化分期。
结果肝组织纤维化程度与ＨＢｖ、ＨｃＶ感染有明显相关性（＾＝０

３２，Ｐ＝０

００１）；ＨＢｓＡｇ和ＨｃＶ抗

原在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表达有差异，ＨＢｓＡｇ主要在癌旁组织表达（７９％），高于癌组织（２３％）；而
ＴＩ（：ｖ抗原在癌组织（１５％）与癌旁组织表达（２３％）水平相当。结论有病毒感染背景的肝癌组织．其
纤维化程度高于无病毒感染的肝癌组织；病毒的感染是肝癌发生的原因，长期的病毒血症会加速肝纤
维化的进展。
【关键词】乙型肝炎表面抗原；丙型肝炎抗原；肝纤维化分期；免疫组织化学；肝细胞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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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ＨＢｖ）、丙型肝炎病毒（ＨＣＶ）和
肝细胞癌（Ｈｃｃ）的关系已经证实“‘２。肝癌组织、

材料与方法

ｌ对象与标本：１００例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及

癌旁组织中ＨＢｓＡｇ、Ｈｃｖ抗原表达与肝组织纤维化

组织标本均来源于我院肝胆外科２０００年３月至

分期的相关性国内外研究较少。我们采用免疫组织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收治患者，其中男６６例，女３４例；年

化学方法对肝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的ＨＢｓＡｇ、ＨｃＶ

龄２７～７８岁。手术切除的肝脏组织标本经病理诊

抗原表达进行ｒ标记和分析，同时对肝癌组织及癌

断，符合２００１年全国肝癌学术会议制定的肝癌诊断

旁组织进行肝组织纤维化分期，并进行相关性研究，
以了解肝癌与病毒感染背景的关系，为临床肝癌的
防治提供理论根据。
作者单位：２６６０】１青岛市市立医院肝病科（宦世英、辛永宁、孙
樱、张健），病邢科（陈桦），肝胆外科（史光军）

标准”。患者术前均未进行过化学及放射治疗，排
除合并酒精性肝硬化及其他肝病。所有标本均经
１０％中性甲醛缓冲液固定。
２仪器与试剂：全自动免疫组化仪购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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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ｓｉｏｎ公司；鼠抗人Ｈ＆Ａｇ单克隆抗体、鼠抗

达：将肝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ＨＢｓＡｇ、Ｈｃｖ抗原表

人丙肝病毒抗原单克隆抗体、免疫组化链霉素抗生

达按无病毒感染、单一病毒感染、ＨＢｖ和Ｈｃｖ重叠

物素蛋白一过氧化物酶试剂盒购自北京中山生物技

感染分为三级，与肝组织分期、血清纤维化水平进行

术有限公司；血清透明质酸（ＨＡ）、层黏蛋白（ＬＮ）、

ｓｐｅａｆｍａｎ相关分析（ｊ：挺】、２）。癌组织ＨＢ诅ｇ阳性

Ⅲ型前胶原（ＰⅢＰ）、Ⅳ型胶原（Ⅳ一Ｃ）检测试剂由巾

率为２３％，癌旁组织ＨＢｓＡｇ阳性率为７９％，差异有

国卜海海军医学研究所提供。

统计学意义（Ｙ２＝６２．７５，Ｐ＜Ｏ ０５）；癌组织Ｈｃｖ阳

Ｉ。ａｂ

３肝癌组织中ＨＢｓＡｇ、Ｈｃｖ
ＨＢｓＡｇ、ＨｃＶ

Ｎｓ３

Ｎｓ４检测：

性率为１５％，癌旁组织Ｈｃｖ阳性率为２３％，差异无

Ｎｓ３一ＮＳ４检测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统计学意义（Ｙ２＝２．０８，Ｐ＞Ｏ ０５）。

组织标本经石蜡包埋做连续切片，脱蜡、水化、微波

２

ＨＢｓＡｇ在肝痈组织及癌旁组织中的分布：

修复、ＤＡＢ酶底物显色、复染核。分别用ＨＢｓＡｇ、

ＨＢｓＡｇ位于肝细胞或肝癌细胞的胞浆内，其阳性染

ＨｃＶ阳性的患者肝组织切片作阳性对照。ＨＢｓＡｇ

色细胞呈弥漫、灶状或散在分布（图ｌ、２）。

及Ｈｃｖ Ｎｓ３一Ｎｓ４标记均以细胞浆出现棕黄色颗粒

３．ＨｃＶ Ｎｓ３

和／或胞核胞浆呈现棕色为阳性细胞。

ＮＳ４在肝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的分

布：ＨＣｖ ＮＳ３一ＮＳ４呈散在小片状或小灶状细胞阳性，

４血清ＨＡ、ＬＮ、ＰⅢＰ、Ⅳ一ｃ的检测：采ｔＬ｝；｜放射

阳性颗粒呈棕黄色，主要定位于肝细胞和肝癌细胞核

免疫的方法，按说明书进行操作。

周胞质或核膜上，个别细胞可见核着色（图３、４）。

５．肝组织病理检查：肝纤维化分期按照２０００年

９月第１０次全国病毒性肝炎修订的诊断标准
进行“。
６统计学分析：抗原表达级别与肝组织纤维化

分期的关系采用秩和检验和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阳
性率的比较采用Ｙ２检验。所有分析的完成采用
ＳＰＳＳ软件完成。
结

果
图１

肝细胞肝癌组织内Ｉ｛ＨｓＡｇ强阳性表达

１肝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ＨＢｓＡｇ、ＨｃＶ抗原表
表ｌ

注：Ｈ一１０

７４，Ｐ＝０

表２

（免疫组化ｓＰ法，×２００）

肝癌组织、癌旁组织中ＨＢ５Ａｇ、ＨＣＶ抗原表达与肝组织分期

０３；任意两组比较．Ｐ＜０

０１；ｓＰｃ蛳ａｎ相关分析，ｒ；＝０

３２，Ｐ＝０

００１

肝癌组蜘、癌旁组纠中ＩＩＢｓＡ趴Ｈｃｖ抗原表达与血清肝纤堆化标志物水平比较

＊与其他各组比较，ｑ＞４ ０７，尸＜０ ００５；＃’Ｊ组３、组４比较，ｑ＝５
组ｌ、组３比较川＝６

１４、６

２４，Ｐ＜０

８２、６ ９９，Ｐ＜０ ０Ｉ；△与其他各组比较，ｑ＞４ ８６。Ｐ＜０ ０】；▲与
０ｌ；☆与组２、组３比较，ｑ＝３ ５６、３ ００，Ｐ＜Ｏ ０５。肝癌组织、癌旁组织中Ｈ风Ａｇ、ＨｃＶ抗原表达与ＨＡ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０ ６０，ｌ一７ ４３，Ｐ＝０ ００；肝痈组织、痛旁组织中｝ｍｓＡｇ、ＨｃＶ抗原表达与Ｐｍ Ｐ ｓｐｃ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０
０ ８７，Ｐ＝０

３８；肝癌组织、癌旁组织中ＥⅢ＆Ａｇ、ＩＩｃｖ抗原表达与ＬＮ

ＩⅢｓＡｇ、ＩＩｃＶ抗原表达与Ⅳ，ｃ ｓｐｃ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ｒ；＝０

４６．￡＝５

ｓｐ㈣ｎ相关分析，‘０

１７，Ｐ＝０ ００

４５，ｆ＝５ ０２，Ｐ＝０

０９，卜

００；肝痛绢织、痈旁组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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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但有一定差异，ＨＢＶ主要在癌旁组织表达，而
Ｈｃｖ在癌组织表达与癌旁组织表达水平相当，提示
ＨＢｖ、Ｈｃｖ在细胞转化过程中的生物学行为可能不

一致。ＨＢｓＡｇ在癌组织表达较癌旁组织低，可能是
病毒ｓ基凼发生重排或缺失以及ＨＣｃ变后不利于

Ｈ慨Ａｇ表达造成的。本研究表明ＨＢｖ感染仍是
ＨｃＣ发病的首要因素，但肝癌患者中Ｈｃｖ的感染
率也较高，提示Ｈｃｖ感染可能也是Ｈｃｃ发生的原
图２

肝细胞肝癌癌旁肝组织内ＨＢｓＡｇ强阳件表达
（免疫组化ｓＰ法，×２００）

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因素；混合感染可导致肝脏病变
加重，促使ＨＣＣ的发生，与国内外研究结果一
致”’“。本研究显示肝纤维化程度与无病毒感染、
单一病毒感染、ＨＢｖ和Ｈｃｖ重叠感染时一致，提示
病毒感染后肝组织炎症反复发生致肝纤维化是
ＨＣＣ发生的重要中间环节。
肝纤维化是各种慢性肝病发展至肝硬化、肝癌

的主要途径。ＨＡ由肝脏间质细胞合成，被认为是
判断肝纤维化或肝硬化的较为敏感的检测指标。有

文献报道，ＨＡ既可以反映肝脏纤维增生情况，也可
阳性颗粒呈棕黄色，主要定位于肝细胞和肝癌细胞棱周胞质或
棱膜上个别细胞可见核着色
图３

肝细胞肝癌组织内Ｈｃｖ Ｎｓ３一ＮＳ４阳性表达
（免疫组化ｓＰ法，×２００）

以反映肝细胞的损伤程度，与血清白蛋白、凝血酶原
时间显著相关…。ＬＮ是细胞外间质中的一种非胶
原性结构糖蛋白，是基底膜的一种主要成分。ＬＮ
水平能反映肝脏的损害和肝组织病变的活动进

程”，且与病情严重程度相关。本研究肝癌组血清
中ＬＮ明显增高，与国外研究～致”０１。慢性肝病患
者，由于肝脏持续损伤，引起Ⅳｃ的过度合成，导致
其降解并进入血循环增多，从而慢性肝炎及肝硬化
患者血清Ⅳ一ｃ水平显著上升。“１。ＰⅢＰ作为肝脏细

胞外基质中胶原主要成分，能较好地反映肝纤维化
的早期病变。随着肝硬化的发展，肝脏台成的胶原
阳什颗粒早棕黄色，主要定位于肝细胞和肝癌纠胞棱岗胞质或

大量ＰⅢＰ。

核膜上，个别细胞可见核着色

图４

肝细胞肝癌组织内Ｈｃｖ Ｎｓ３一ＮＳ４阳性表达
（免疫组化ｓＰ法，×２００）

讨

大量在细胞间质沉积，以致在肝纤维化后期可检出

论

本研究表明，肝癌肝组织纤维化分期秋和在

ＨＢｖ、Ｈｃｖ混合感染中最高，单独Ｈｃｖ、ＨＢｖ感染
次之，无病毒感染组最低。肝癌血清肝纤维化水平

在ＨＢｖ、Ｈｃｖ混合感染中最高，单独Ｈｃｖ、ＨＢｖ感

我们对肝癌组织、癌旁组织中ＨＢｓ趣、Ｈｃｖ抗

染次之，无病毒感染组最低，肝癌组织、癌旁组织中

原表达与肝组织纤维化分期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结

｝ＩＢｓＡ窖、Ｈｃｖ抗原表达与ＨＡ、ＬＮ、Ⅳ一ｃ成正相关。

果显示，癌旁组织ＨＢｓＡｇ的阳性率为７９％，癌组织

肝组织ＨＡＩ是评价肝癌预后的间接证据“２，而炎

ＨＢｓＡｇ阳性率为２３％，总阳性率为８７％（只要癌组

症在纤维化过程中起荤要作用”…，我们的研究表

织及癌旁组织巾有一项阳性即认为被感染），明显高

明，有病毒感染背景的肝癌组织，其纤维化程度明显

于Ｈｃｖ的检出率（２８％）和ＨＢｖ、Ｈｃｖ混合感染率

高于无病毒感染背景者，表明病毒感染会影响肝癌

（２１％），检出率较国内李君等”。的报道高。本研究

的预后：一方面病毒的感染是肝癌发牛的原因，另一

还显示，两种嗜肝病毒虽可在癌组织及痛旁组织表

方面长期的病毒血症会加重肝脏组织病变，导致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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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一起“瘦肉精”引起的中毒事件ＨＰＬＣ—ＰＤＡ快速分析
黄宏南华永有兰丽萍
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９日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发生一起“瘦肉

的胃液和尿液等样品进行快速检测（剩余“石膏粉”样品未能

精”（盐酸克伦特罗）中毒事件。村民林某为筹办女儿婚宴，

采集到）。主要仪器设备为高效液相色谱仪ｗａＬｅｒｓ２６９５型；

请亲友帮忙在家中系鸡、杀鸭、制作豆腐并提供便餐；当天共

附光电二极管矩阵检测仪（ＰｎＡ）。色谱条件：色谱柱：德国

有４３人就餐。午餐后１５时左右，２人出现腹痛、呕吐、头痛

Ｍｅｒｃｋ ＲＰ＿１８柱４ ６ ｍｍ×２５０ ｍｍ；流动相０．０２

等症状，晚餐后陆续有人出现相似的症状，从１月２９

３０日，

先后有４２例患者被送到市第一医院急诊科就诊。经过检

氢钾：甲醇（７０：３０）；流速１

０

ｒｎｏｌ几磷酸二

ｍｌ／ｍｉｎ．进样量２０出；柱温

２５℃；扫描波长２１０～６００砌。准确称取１

ｇ左右样品，加入

查．症状较重的２２侧入院进一步治疗。患者症状主要表现

０

为心悸、头晕、口干、四肢无力等，体症为四肢抽搐、呕畦、血

声５ ｍ·ｎ．静置１５ ｍｉｎ，吸取上清液用ＮａｏＨ调ｐＨ值至１２左

１

Ｉｍ刖Ｌ盐酸５ ｍｌ，于旋涡混合器混匀，于超声波清洗器超

压升高、脉搏加快等，抽血检查胆碱酯酶、心肌酶均正常，白

右，用约５０ ｍｌ乙醚萃取２次，醚层通过无水硫酸钠滤人蒸发

细胞增高。从患者的临床症状与体征分析，似“瘦肉精”中

皿，于７０℃水浴蒸干．残渣用浓度为０

毒，但此次食物中毒罹患率如此之高９７ ６７％（４２／４３），与通

解后过Ｏ

常食用禽畜发生“瘦肉精”中毒的情况不符。而据了解近几

的尿液、豆腐脑、生豆腐、豆腐汤均阳性；其余的为阴性。而

年该地在畜牧养殖生产过程中有使用“瘦肉精”的情况，而毗

豆腐渣阴性，说明豆腐的原材料不含“瘦肉精”。实验结果证

邻的塔前镇曾有“瘦肉精”中毒事件发生。另调查林妻在制

实了“石膏粉”为“瘦肉精”的假说。调查结果结合患者的临

作豆腐过程中将家中３年前剩余的“石膏粉”分２次加入豆

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测证实，本次高罹患率的食物中毒事件系

浆中．豆浆均未凝固，后由一村民另行购回石膏加＾豆浆中

患者共同暴露于含有高浓度“瘦肉精”自制豆腐之故。医院

才制成豆腐，再综合患者暴露因素，三间分布等流行病学调

按照“瘦肉精”中毒对症施救，所有患者症状、体症趋于稳定，

查，怀疑为林家制作豆腐的过程中可能误将以前剩余的“瘦

事件得到有效控制。采用高效液相色谱带二极管阵列检测

肉精”作为“石膏粉”加Ａ豆浆的而引起。我们采用高效液相

器测定“瘦肉精”．本方法简单快速，适用于食物中毒样品的

色谱带二极管阵列检测器（胛ＬｅＰＤＡ）对可疑食物和患者

测定，值得推广。

Ｏｌ

ｍｏｌ，Ｌ的盐酸２ ｍ【溶

２岫滤膜，进样。“瘦肉精”中毒的检测结果为患者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１２．１２）
作者单位：３５０００１福州．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黄宏南、华
永有）；南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兰丽萍）

（本文编辑：尹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