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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胃癌高发区居民血清胃蛋白酶原水平及
异常标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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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中国胃癌高发区健康成年居民血清胃蛋白酶原（ＰＧ）水平及年龄、性别分布

规律和用于慢性萎缩性胃炎（ｃＡＧ）、胃癌筛查的血清ＰＧ异常的界定标准。方法

采用时间分辨荧

光免疫分析法（ＴＲＦＩＡ）检测分析河北省赞皇县胃癌高发区农村自然人群６０６名健康成年居民血清
ＰＧ水平和分布特点；对比分析７２０例接受胃镜检查的当地居民血清ＰＧ水平与胃黏膜病变的关系，
确定适合中国胃癌高发区居民ＣＡＧ和胃癌筛查的血清ＰＧ异常界定标准。结果６０６名健康成年居

民血清ＰＧＩ、ＰＧⅡ和ＰＧＩ／ＰＧⅡ均呈偏态分布，其中位数分别为１６１肛ｇ／Ｌ、１４．８肛ｇ／Ｌ和１０．５，无明显
年龄和性别差异。７２０例当地成年居民血清ＰＧ水平和胃黏膜病变对比分析结果表明，血清ＰＧ水平
与胃黏膜病变密切相关，用于ＣＡＧ和胃癌筛查的ＰＧＩ、ＰＧＩ／ＰＧⅡ比值的最佳异常界定值分别为

ＰＧＩ≤６０＂ｇ／Ｌ、ＰＧ Ｉ／ＰＧⅡ≤６，ＰＧ Ｉ与ＰＧＩ／ＰＧⅡ比值串联的灵敏度明显低于并联，而特异度却明
显高于并联。结论

胃癌高发区健康成年居民血清ＰＧ水乎呈偏态分布。从灵敏度和特异度综合分

析，ＰＧ Ｉ≤６０弘ｇ／Ｌ、ＰＧ Ｉ／ＰＧⅡ≤６是中国胃癌高发区居民胃癌和ｃＡＧ筛查较为合适的异常界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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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血清胃蛋白酶原（ＰＧ）检

窦及肿瘤或溃疡病变组织进行病理形态学检查。胃

测在胃癌筛查方面的应用进行了不少研究工作，认

镜活检组织经１０％甲醛固定、常规石蜡包埋、５肛ｍ

为血清ＰＧ Ｉ水平和ＰＧ Ｉ／ＰＧⅡ比值下降在胃癌筛

切片、ＨＥ染色，由２名高年资病理医师分别独立进

查中的意义与Ｘ线检查相当ｕ。５ Ｊ。由于血清胃蛋白

行光镜观察，按照中国抗癌协会《新编常见恶性肿瘤

酶原水平和分布在不同种族和饮食习惯的人群中存

诊治规范胃癌分册》胃黏膜病变的诊断标准¨０｜，做

在明显的差异，针对我国胃癌高发区人群的研究不

出慢性浅表性胃炎（ＣＳＧ）３２２例、ＣＡＧ １９７例、胃癌

能照搬国外研究的指标体系，必须根据我国居民的

１２３例和胃溃疡（ＧＵ）４８例的诊断。

实际情况探讨适宜于国人的标准。目前国内外文献

３．血清ＰＧ检测及结果判定：按参考文献方法

中有关ＰＧ的检测多采用放射免疫方法，推广难度

［８，９］，采用ＴＲＦＩＡ进行ＰＧ水平测定。ＰＧ工检测

比较大，检测灵敏度和特异度也不太高ｕ。７Ｉ。最近，

应用的包被板和标记单克隆抗体分别为８００３和

黄飚等¨’９１成功建立了血清ＰＧ的时间分辨荧光免

８０１６（瑞典ＣａｎＡｇ公司），发光增强系统为以Ｂ．二酮

疫分析（ＴＲＦＩＡ）方法，其检测灵敏度和特异度均优

体为主的增强液。采用平衡饱和法建立ＰＧ Ｉ时间

于该方法，但尚未进行大人群推广应用。为探讨血

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检测仪器为全自动ＴＲＦＩＡ检测

清ＰＧ检测在我国胃癌高发区农村居民慢性萎缩性
胃炎（ＣＡＧ）和胃癌筛查中的应用价值，本研究采用
ＴＲＦＩＡ法对河北省赞皇县自然人群健康成年居民
血清ＰＧ水平进行了检测分析，并在上述工作的基
础上，采用血清ＰＧ检测和内镜活检、病理形态学观
察相结合的方法，分析血清ＰＧ水平与胃黏膜病变
的关系，对适合我国居民的血清ＰＧ异常的界定标
准进行探讨。

仪（Ａｕｔｏ ＤＥＬＦＩＡｌ２３，，ＥＧ＆Ｇ—Ｗａｌｌａｃ产品）。数据采
用ｌｏｇ—ｌｏｇｉｔ法函数和四参数ｌｏｇｉｔｃ函数数据处理程
序处理。检测方法的批内和批间ＣＶ分别为１．９％
和４．７％，平均回收率为１０２．６５％，灵敏度为
０．０５扯ｇ／Ｌ，可测范围为３．５～３２８肛ｇ／Ｌ。
ＰＧⅡ检测方法同上，包被ＰＧⅡ单抗８１０１和使
用ＤＴＴＡ络合Ｅｕ”标记ＰＧⅡ单抗８１０２（瑞典
ＣａｎＡｇ公司）。批内和批间ＣＶ分别为２．１％和

材料与方法

３．８％，平均回收率为１０４．６％，灵敏度为Ｏ．０２肛ｇ／Ｌ。

１．血清ＰＧ水平检测人群：２００５年５月在赞皇

４．血清ＰＧ异常判定标准的选择：根据检测结

县多个乡镇，除外慢性胃病、胃癌及其他疾病的前提

果，确定赞皇县胃癌高发区自然人群成年健康居民

下，对当地自然人群成年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募集符

血清ＰＧ Ｉ、ＰＧⅡ和ＰＧ Ｉ／ＰＧⅡ比值的正常值范围

合条件的不同年龄、性别的健康成年自愿者抽取空

和年龄、性别等分布特点，为血清ＰＧ异常标准的确

腹静脉血５ ｍ１，离心收集血清，一８０℃保存。经过筛
查符合条件的健康成年自愿者共６０６人，其中男性

定奠定基础。

在对正常自然人群检测分析的基础上，按参考

２４９人，女性３５７人，年龄分布１８～岁２５３人，３１～

文献分别对比分析血清ＰＧ Ｉ≤４０、≤５０、≤６０、≤

岁７９人，４１～岁９９人，５１～岁１０６人，６１岁及以上

６５、≤７０和≤８０肚ｇ／Ｌ及ＰＧ工／ＰＧⅡ比值≤３、４、５、

６９人。

６、８时各种胃黏膜病变的检出情况，分析上述不同

２．血清ＰＧ水平和胃黏膜病变关系分析的研究

界定值在ＣＡＧ和胃癌筛查中的特异度和灵敏度，寻

人群：本研究包括河北省赞皇县胃癌高发区２００１—

求我国胃癌高发区胃癌和ＣＡＧ筛查较为合适的异

２００５年申请进行胃镜检查的当地居民７２０人，在受

常界定值标准。

检者知情同意的前提条件下，胃镜检查前采取空腹

５．统计学分析：血清ＰＧ工、ＰＧⅡ抗体检测结果

静脉血５ ｍ１，离心收集血清，一８０℃保存。采血后以

均输入计算机，建立数据库，以ＳＰＳＳ软件包采用秩

纤维胃镜全面观察胃黏膜病变情况，分别取胃体、胃

和检验方法进行统计学处理。

·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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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出率随界定值的增高而增高，但ＣＳＧ的检出率均不

果

高（３．４２％～１２．１１％），ＣＡＧ和胃癌的检出率较高，

１．健康成年居民血清ＰＧ分布：６０６名赞皇县自
然人群健康成年居民血清ＰＧ的ＴＲＦＩＡ检测结果

分别为１０．１５％～２５．８９％和９．７６％～２８．４６％。在
血清ＰＧ工≤７０弘ｇ／Ｌ的范围内未见胃溃疡病例。

表明，健康成年居民血清ＰＧ Ｉ、ＰＧⅡ和ＰＧ Ｉ／ＰＧⅡ

表２

不同胃黏膜病变患者血清ＰＧＩ、ＰＧⅡ、

比值均呈偏态分布，中位数分别为１６１弘ｇ／Ｌ（７～

ＰＧ

Ｉ／ＰＧⅡ水平（”ｇ／】Ｌ，Ｍ）

７９８弘ｇ／Ｌ）、１４．８ ｐｇ／Ｌ（０．９～１４４．０弘ｇ／Ｌ）和１０．５

（０．７～１９１．８）。应用百分位数法确定的血清ＰＧ
９０％正常参考值范围分别为ＰＧＩ：６５～２８５弘ｇ／Ｌ、
ＰＧⅡ：４．６～３９．０ ｐｇ／Ｌ和ＰＧ工／ＰＧⅡ：４～２８。经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秩和检验正常人群血清ＰＧ工、ＰＧⅡ
和ＰＧ Ｉ／ＰＧⅡ的分布未见明显性别差异（Ｐ＞

注：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检验，＊与Ｇｕ组比较，Ｐ值均＜Ｏ．０５；
＃与正常组比较，Ｐ＜０．０５；▲与ｃｓＧ组比较，Ｐ值均＜ｏ．０５

０．０５），见表１。不同年龄人群血清ＰＧ Ｉ、ＰＧⅡ和
ＰＧ

Ｉ／ＰＧⅡ有一定差异，但经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秩和检

验，其统计学意义不明显（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表３

各种胃黏膜病变中不同血清ＰＧＩ界定值的检出情况
血清ＰＧＩ水平（ｐｇ／Ｌ）

组例

别数

≤４０

≤６５

≤６０

≤５０

≤７０

≤８０

河ｊＢ省赞皇县不同性别、年龄健康成年居民

血清ＰＧＩ、ＰＧⅡ和ＰＧＩ／ＰＧⅡ水平（弘∥Ｌ，Ｍ）

Ｃ９Ｇ

３２２

（）、Ｇ

１９７∞（１０．１５）２８（１４．２１）３９（１９．鼬）４２（２１．３２）４４（挖．３４）５１（２５．８９）

１１（３．４２）１４（４．３５）１８（５．５９）２１（６．５２）２８（８．７０）３９（１２．１１）

胃癌１２３ １２（９．７６）１９（１５．４５）２４（１９．５１）２７（２１．９５）３０（２４．３９）３５（２８．４６）

型塑！

！

！

！

！

！！；：塑！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检出率（％）

血清ＰＧ Ｉ不同界定值对ＣＡＧ或胃癌筛查的灵
敏度和特异度，随着血清ＰＧ Ｉ界定值增高其灵敏度
逐渐增加，而特异度逐渐降低，但特异度明显高于灵

女
１８～

１６８

１６９．５０

６５

５０

３ｌ～
４１～

４６

１５２

００

３５

２５

５３

１６５．００

３０

９０

５１～

５５

１５１．００

９０

２０

≥６ｌ

３５

１４８，００

５０

２０
。——

合计

３５７

１６１．００

●一
１０

３０

注：Ｍ８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秩和检验，Ｐ＞０．０５

２．各种胃黏膜病变的血清ＰＧ水平：见表２。胃
癌患者ＰＧＩ水平明显低于慢性胃炎患者、胃黏膜正
常人群和ＧＵ患者（Ｐ值均＜０．０５），ＣＳＧ和ＣＡＧ
患者血清ＰＧＩ水平未见明显差异（Ｐ＞０．０５），ＧＵ患
者血清ＰＧ工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各组（Ｐ值均＜
０．０５）。ＣＡＧ、胃癌和ＧＵ患者血清ＰＧⅡ水平均明
显高于ＣＳＧ组和正常组（Ｐ值均＜Ｏ．０５）。ＣＡＧ和

敏度。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ＲｏＣ曲线）对不
同界定值的灵敏度和特异度进行综合分析（图１），
结果表明最佳截断值在６０～６５之间，其灵敏度和特
异度都比较高，６５肚ｇ／Ｌ是正常参考值范围，而文献
中６０ ｐｇ／Ｌ应用较多。因此，ＰＧＩ≤６０ ｆ－ｇ／Ｌ是胃癌

高发区居民血清ＰＧ Ｉ异常的一个比较合适的界
定值。
２９

００

２７ ＯＯ
２５

ＯＯ

一２３

００

芭２ｌ
魁１９
督１７
麒１５

００

胃癌患者血清ＰＧＩ／ＰＧⅡ比值明显低于正常组、ＣＳＧ

ｏｏ
００
００

１３ ＯＯ
１１

组和ＧＵ组（Ｐ值均＜０．０５），见表２。可见胃癌高

００

９ ００

发区居民血清ＰＧ水平与胃黏膜病变密切相关。
３．各种胃黏膜病变中不同血清ＰＧ Ｉ界定值的
检出情况：７２０例受检者各种胃黏膜病变中不同血

图ｌ

不同ＰＧＩ界定值检出ｃＡＧ或胃癌的灵敏度和
特异度ＲＯＣ曲线

清ＰＧ Ｉ界定值的检出情况如表３所示，可见３０例
胃黏膜正常者血清ＰＧ Ｉ水平均高于６５扯ｇ／Ｌ，在界

４．各种胃黏膜病变中不同血清ＰＧ Ｉ／ＰＧⅡ比

定值４０～８０扯ｇ／Ｌ的范围内，ＣＳＧ、ＣＡＧ和胃癌的检

值界定值的检出情况：如表４所示，ＰＧ Ｉ／ＰＧⅡ比值

·８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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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定值在３～８的范围内，随界定值升高ＣＡＧ或

分析可见，串联指标的灵敏度明显低于并联指标，而

胃癌的检出率也随之升高。血清ＰＧ Ｉ／ＰＧⅡ比值

特异度却明显高于并联指标。因此，从灵敏度和特

不同界定值对ＣＡＧ或胃癌筛查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异度综合考虑，ＰＧＩ与ＰＧ工／ＰＧⅡ以不同方式联合

随着界定值增高，灵敏度逐渐增加，而特异度逐渐降

应用可用于不同的研究目的。

低，但特异度明显高于灵敏度。应用受试者工作特

表５

征曲线（ＲｏＣ曲线）对不同界定值的灵敏度和特异

各种胃黏膜病变中血清ＰＧＩ≤６０ ｐｇ／Ｌ
且不同ＰＧＩ／ＰＧⅡ比值界定值检出情况

度综合分析（图２），ＰＧ Ｉ／ＰＧⅡ比值≤６是最佳截断
值，其灵敏度和特异度都比较高。因此，ＰＧＩ／ＰＧⅡ
比值≤６是胃癌高发区居民血清ＰＧＩ／ＰＧⅡ比值异
常的一个比较合适的界定值。
表４

各种胃黏膜病变中不同ＰＧＩ／ＰＧⅡ比值
界定值检出情况

注：同表３

表６

ＰＧＩ≤６０扯ｇ／Ｌ且不同ＰＧＩ／ＰＧⅡ界定值
检出ＣＡＧ或胃癌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ＰＧＩ≤６０扯ｇ／Ｌ＋不同ＰＧＩ／ＰＧⅡ界定值

注：同表３

６０

特异度

８．７５

ＰＧＩ≤６０＋ＰＧＩ／ＰＧⅡ≤４

１１．８８

９７．５０

ＰＧＩ≤６０＋ＰＧＩ／ＰＧⅡ≤５

１２．８１

９７．２５

ＰＧＩ≤６０＋ＰＧＩ／ＰＧⅡ≤６

１４．０６

９７．２５

ＰＧＩ≤６０＋ＰＧＩ／ＰＧⅡ≤８

１６．８８

９６．５０

表７

００

５５ ００

灵敏度

ＰＧＩ≤６０＋ＰＧＩ／ＰＧⅡ≤３

９８．２５

各种胃黏膜病变中血清ＰＧＩ≤６０ ｆＩｇ／Ｌ与

不同ＰＧＩ／ＰＧⅡ比值界定值并联的检出情况

５０ ００

—４５
琶４０

００

掣３５

００

２０

００

００

砭器
１５ ＯＯ
１０ ＯＯ

注：同表３

表８
图２

不Ｉ司ＰＧＩ／ＰＧⅡ界定值检出ＣＡＧ或胃癌的
灵敏度和特异度ＲＯＣ曲线

５．不同胃黏膜病变中血清ＰＧ工≤６０肛ｇ／Ｌ与不
同ＰＧ工／ＰＧⅡ比值界定值的意义：在上述工作的基
础上，本研究还对比分析了不同胃黏膜病变患者血
清ＰＧ Ｉ≤６０弘ｇ／Ｌ＋ＰＧ Ｉ／ＰＧⅡ≤３、≤４、≤５、≤６

和≤８五种不同串联指标和ＰＧ Ｉ≤６０牡ｇ／Ｌ或ＰＧ工／

ＰＧＩ≤６０肛ｇ／Ｌ与不同ＰＧＩ／ＰＧⅡ界定值

并联检出ＣＡＧ或胃癌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ＰＧＩ≤６０肛ｇ／Ｌ或ＰＧＩ／ＰＧⅡ界定值

灵敏度

特异度

ＰＧＩ≤６０或ＰＧＩ／ＰＧⅡ≤３

３２．１９

９２．２５

ＰＧＩ≤６０或ＰＧＩ／ＰＧⅡ≤４

４０．３１

８９．７５

ＰＧＩ≤６０或ＰＧＩ／ＰＧⅡ≤５

４６．５６

８７．５０

ＰＧＩ≤６０或ＰＧＩ／ＰＧⅡ≤６

５４．３８

８４．７５

ＰＧＩ≤６０或ＰＧＩ／ＰＧⅡ≤８

７５．ｏｏ

７２．５０

讨

论

ＰＧⅡ≤３、≤４、≤５、≤６和≤８五种不同并联指标的

ＰＧ是胃蛋白酶的前体，胃黏膜的分泌产物有

检出比率，从ＰＧ Ｉ≤６０肛ｇ／Ｌ＋ＰＧ Ｉ／ＰＧⅡ≤３到

ＰＧ工和ＰＧⅡ两种同工酶原。ＰＧ Ｉ和ＰＧⅡ由胃体

ＰＧＩ≤６０肛ｇ／Ｌ十ＰＧＩ／ＰＧⅡ≤８，ＣＡＧ和胃癌的检

黏膜的主细胞和黏液颈细胞分泌，但ＰＧⅡ也可由胃

出率有增高的趋势，但明显低于ＰＧ Ｉ与ＰＧ工／

窦的幽门腺和十二指肠的Ｂｒｕｎｎｅｒ腺分泌。胃黏膜

ＰＧⅡ并联的检出率（表５～７）。五种串联和五种并

发生病变时，ＰＧ分泌细胞受累，血清ＰＧ水平也发

联指标对ＣＡＧ或胃癌筛查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如表

生相应的变化。由于血清ＰＧ变化可反映胃黏膜变

６和表８所示，随着界定值增高，灵敏度逐渐增加，

化，有研究者将胃黏膜分泌产物（ＰＧ、胃泌素等）血

而特异度逐渐降低。５种串联和５种并联指标对比

清浓度的检测称作血清学胃活检（ｓｅ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Ｉ

ｇａｓｔｒｉｃ

·８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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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ｏｐｓｙ）ｕ Ｊ。一般认为，血清ＰＧ工水平下降是胃黏

定值在３～８的范围内，随界定值升高ＣＡＧ和胃癌

膜萎缩的标志。国外学者，特别是日本和芬兰学者

的检出率也随之升高。ＣＡＧ和胃癌检出的灵敏度

对血清ＰＧ变化在大人群胃癌筛查中的价值进行了

和特异度随着ＰＧ工／ＰＧⅡ比值界定值增高，灵敏度

大量的研究工作Ｈ撕１。为探讨我国胃癌高发区成年

逐渐增加，而特异度逐渐降低。从筛查的灵敏度和

居民血清ＰＧ工、ＰＧⅡ水平和分布规律，笔者曾以放

特异度综合考虑，经ＲＯＣ曲线分析可知在我国胃癌

射免疫方法对我国胃癌高发区之一的河北省赞皇县

高发区农村慢性胃病患者中进行ＣＡＧ或胃癌的筛

３个乡镇的１５０４名３０岁以上自然人群居民血清

查时，ＰＧ Ｉ／ＰＧⅡ比值≤６是灵敏度和特异度都比较

ＰＧ Ｉ、ＰＧⅡ、ＰＧ

高的较为理想的界定指标。

Ｉ／ＰＧⅡ比值进行分析检测，同时对

受检人群进行了６年随访观察，发现我国太行山中

目前，文献中ＰＧ异常的指标一般同时应用

部胃癌高发区自然人群成年居民血清ＰＧ Ｉ、ＰＧⅡ

ＰＧＩ和ＰＧＩ／ＰＧⅡ比值，有鉴于此，本研究还对比

水平变异很大，均呈明显偏态分布Ｈ１｜。以ＰＧ工≤

分析了血清ＰＧ Ｉ≤６０弘ｇ／Ｌ与不同ＰＧ工／ＰＧⅡ比值

５０”ｇ／Ｌ＋ＰＧ Ｉ／ＰＧⅡ比值≤４为血清异常标准，对

串联和并联时的灵敏度和特异度。结果发现ＰＧ

部分血清ＰＧ异常居民进行了胃镜活检和病理检

与ＰＧＩ／ＰＧⅡ串联对ＣＡＧ或胃癌筛查的特异度较

查，发现血清ＰＧ异常组居民胃黏膜腺体萎缩、肠上

高，而两者并联时则灵敏度较高。提示以血清ＰＧ

Ｉ

皮化生及腺上皮不典型增生的发生率明显增高。胃

的ＴＲＦＩＡ检测方法在我国胃癌高发区农村居民中

癌高发区受检自然人群胃癌发生情况的５年随访结

进行ＣＡＧ或胃癌的筛查时，ＰＧ Ｉ与ＰＧＩ／ＰＧⅡ比

果表明，血清ＰＧ异常成年居民５年内胃癌发生率

值并联使用可用于高发人群的初步筛查，而两者的

明显高于血清ＰＧ正常居民ｎ引。

串联使用可用于进一步的鉴定。

由于人血清ＰＧ水平受种族和饮食因素的影

（本文在统计学数据处理等方面得到河北医科大学公共

响，不同民族和地区人群血清ＰＧ的差异很大。因

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刘殿武教授和统计学教研室刘勖

此，文献中不同国家和学者关于血清ＰＧ异常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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