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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血清酶学指标对结直肠癌病人预后的价值。方法　２０１３年１月 ～２０１６
年１月结直肠癌病人５０９例，收集５０９例病人的病理资料、术前及术后１个月的血清酶学指标。以
无进展生存（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ｒｅ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ＰＦＳ）和癌症特异性生存（ｃａｎｃ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ＣＳＳ）作为结
局变量，利用Ｃｏｘ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血清酶学指标对预后的影响，计算风险比（ｈａｚａｒｄＲａｔｉｏ，
ＨＲ）及９５％置信区间（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ＣＩ）。结果　术前及术后高水平的碱性磷酸酶（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ＡＬＰ）、γ谷氨酰转肽酶（ｇａｍｍａｇｌｕｔａｍｙｌｔｒａｎｓｐｅｐｔｉｄａｓｅ，ＧＧＴ）、乳酸脱氢酶（ｌａｃｔａｔｅｄｅｈｙ
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ＬＤＨ）可作为ＰＦＳ的独立预后因素，术前ＨＲ（９５％ ＣＩ）分别为１．４１（１．０２～１．９２），１．４５
（１．０５～２．０２）和３．１５（２．０４～４．８７），术后 ＨＲ（９５％ ＣＩ）分别为１．３３（１．１４～２．７８），１．７８（１．１０～
２．０１），１．７２（１．０４～２．８４）。术前的丙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ｌａｎｉｎｅａｍｉｎ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ＡＬＴ）、门冬氨酸氨
基氨基转移酶（ａｓｐａｒｔａｔｅａｍｉｎ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ＡＳＴ）、ＡＬＰ、ＧＧＴ和 ＬＤＨ均为 ＣＳＳ的独立预后因素，ＨＲ
（９５％ ＣＩ）分别为１．７３（１．１０～２．７２），１．７８（１．１１～２．８６），１．９９（１．２６～３．１６），２．４７（１．５５～３．９３）
和４．２４（２．５６～７．０４）；术后ＡＬＰ、ＧＧＴ和ＬＤＨ水平较高的病人ＣＳＳ较短，ＨＲ（９５％ ＣＩ）分别为２．２５
（１．２４～４．１０），２．１４（１．０２～４．５２）和２．８８（１．４９～５．６８）。结论　血清酶学指标ＬＤＨ、ＧＧＴ、ＡＬＰ可
作为结直肠癌预后评价的重要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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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直肠癌是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２０１４年，结
直肠癌新发病例约为３７万，死亡病例约为１８万［１］。

开展结直肠癌预后研究，对临床诊疗具有重要意

义［２］。有研究表明，血液生化指标对判断肿瘤预后具

有重要价值，包括 γ谷酰转肽酶（ｇａｍｍａｇｌｕｔａｍｙｌ
ｔｒａｎｓｐｅｐｔｉｄａｓｅ，ＧＧＴ）、乳酸脱氢酶（ｌａｃｔａｔｅ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ａｓｅ，ＬＤＨ）、丙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ｌａｎｉｎｅａｍｉｎｏｔｒａｎｓ
ｆｅｒａｓｅ，ＡＬＴ）、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ｓｐａｒｔａｔｅａｍｉｎ
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ＡＳＴ）、碱性磷酸酶（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
ＡＬＰ）等。本研究评价术前及术后血清酶学指标对结
直肠癌无进展生存及癌症特异性生存的影响。

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０１６年１月我院接受根治术的原
发性结直肠癌病人７００例，年龄≥１８岁。纳入标准：
（１）原发性的肿瘤；（２）经病理确诊为结直肠癌；（３）行
结直肠癌根治术；（４）年龄大于等于 １８岁。排除标
准：（１）有肿瘤史，包括结直肠癌或其他恶性肿瘤；（２）
合并其他恶性肿瘤和严重的心脑血管事件；（３）关键
信息缺失。最终纳入５０９例。

二、方法

通过病历收集整理病人基线临床资料，了解病人

术后复发、转移及死亡情况。随访截止日期为２０１７年
４月 ３０日，本研究以无进展生存期（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ｒｅ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ＰＦＳ）为主要研究终点，以总生存期（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ＯＳ）为次要研究终点。无进展生存期定义为
从接受根治术当日至首次出现进展的时间，肿瘤进展

定义为复发、转移或死亡。总生存期定义为从接受根

治术当日到无论何种原因导致病人死亡的时间。随访

发现，本研究所有病人的死亡均为结直肠癌所致，总生

存期可视为癌症特异性生存期（Ｃａｎｃ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ｕｒｖｉｖ
ａｌ，ＣＳＳ）。

三、统计学分析

应用ＳＡＳ９．４软件分析数据，连续变量用均数和
标准差表示，分类变量用频数和百分比描述。采用 χ２

检验比较组间差异。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ＲＯＣ）曲线所得的最佳临界
值［３］，将 ＧＧＴ、ＬＤＨ、ＡＳＴ、ＡＬＴ、ＡＬＰ转换成二分类变
量。用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生存曲线观察指标高、低水平之
间病人预后的差异。构建 Ｃｏｘ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计
算ＨＲ以及９５％ ＣＩ。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结直肠癌病人基本特征及生存情况：本研究纳
入的结直肠癌病人５０９例，其中男性３２６例，女性１８３
例，平均年龄（５８．２７±１１．７）岁。ＴＮＭ分期Ⅰ ～Ⅳ期
分别为５６例、１６９例、２０３例和８１例。截止至２０１７年
４月３０日，共有１６６例病人出现了肿瘤进展，包括肿瘤
复发、转移和死亡，其中死亡８０例。随访时间２．０７～
１１４．６３个月，中位随访时间２２．１０个月。见表１。

２．血清酶学指标与结直肠癌病人预后的关系：在
多因素回归分析中，调整了性别、确诊年龄、ＴＮＭ分
期、肿瘤分化程度后，术前高水平的ＧＧＴ、ＬＤＨ、ＡＬＰ仍
是无进展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ＨＲ（９５％ ＣＩ）分别为
１．４５（１．０５～２．０２），３．１５（２．０４～４．８７）和１．４１（１．０２～
１．９２）；术后高水平的ＧＧＴ、ＬＤＨ、ＡＬＰ也是无进展生存
的独立预后因素，ＨＲ（９５％ ＣＩ）分别为１．７８（１．１０～
２．０１），１．７２（１．０４～２．８４）和１．３３（１．１４～２．７８）。术
前及术后不同水平ＬＤＨ的无进展生存曲线见图１Ａ。

在调整了性别、确诊年龄、体质指数、肿瘤分化程

度、ＴＮＭ分期后，多因素 Ｃｏｘ回归分析显示术前的
ＧＧＴ、ＬＤＨ、ＡＬＴ、ＡＳＴ和ＡＬＰ是癌症特异性生存的独立
预后因素，ＨＲ（９５％ ＣＩ）分别为２．４７（１．５５～３．９３），
４．２４（２．５６～７．０４），１．７３（１．１０～２．７２），１．７８（１．１１～
２．８６）和１．９９（１．２６～３．１６）；术后 ＧＧＴ、ＬＤＨ和 ＡＬＰ
水平较高的病人癌症特异性生存期较短，ＨＲ（９５％
ＣＩ）分别为２．１４（１．０２～４．５２），２．８８（１．４９～５．６８）和
２．２５（１．２４～４．１０）。术前及术后不同水平 ＬＤＨ的癌
症特异性生存曲线见图１Ｂ。

讨　　论

本研究表明，术前及术后的ＬＤＨ、ＧＧＴ、ＡＬＰ均可
作为结直肠癌病人的独立预后指标。有研究表明，

ＬＤＨ介导丙酮酸和乳酸的双向转化，是癌症进展的关
键调节剂［４，６］。此外，ＬＤＨ还能促肿瘤炎症和肿瘤血
管生成［４５］。在结直肠癌的预后方面，目前 ＬＤＨ主要
被证实对转移性结直肠癌的无进展生存期预测价值。

Ｌｉ等［７］荟萃分析１９８８年１月 ～２０１４年９月的３２项
关于ＬＤＨ与结直肠癌预后的研究，发现ＬＤＨ＞２５０Ｕ／
Ｌ时，转移性结直肠癌无进展生存期显著降低，ＨＲ
（９５％ ＣＩ）为１．７５（１．５２，２．０２）。本研究虽包括了转
移性结直肠癌［８］，但总样本以非转移性结直肠癌为

主，ＫＭ生存曲线显示，术前或术后 ＬＤＨ水平较高的
病人具有较短的无进展生存期和癌症特异性生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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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结直肠癌病人基线临床资料［例（％）］

变量
肿瘤进展１

否 是
Ｐ

生存情况

生存 死亡２
Ｐ

性别 ０．７４ ０．７５
　男 ２１８（６３．５６） １０８（６５．０６） ２７６（６４．３４） ５０（６２．５０）
　女 １２５（３６．４４） ５８（３４．９４） １５３（３５．６６） ３０（３７．５０）
确诊年龄 ０．０４ ０．２７
　＜４０岁 １３（３．７９） １５（９．０４） ２２（５．１３） ６（７．５０）
　４０～６４岁 ２３８（６９．３９） １０６（６３．８６） ２９６（６９．００） ４８（６０．００）
　＞６４岁 ９２（２６．８２） ４５（２７．１０） １１１（２５．８７） ２６（３２．５０）
体质指数 ０．５２ ＜０．０１
　≤１８．４ｋｇ／ｍ２ ４３（１２．５４） ２８（１６．８７） ４９（１１．４２） ２２（２７．５０）
　１８．５～２３．９ｋｇ／ｍ２ １９１（５５．６８） ８７（５２．４１） ２４５（５７．１１） ３３（４１．２５）
　２４～２７．９ｋｇ／ｍ２ ８２（２３．９１） ４１（２４．７０） １０２（２３．７８） ２１（２６．２５）
　≥２８ｋｇ／ｍ２ ２７（７．８７） １０（６．０２） ３３（７．６９） ４（５．００）
ＴＮＭ分期 ＜０．０１ ＜０．０１
　Ⅰ期 ５１（１４．８７） ５（３．０１） ５４（１２．５９） ２（２．５０）
　Ⅱ期 １４１（４１．１１） ２８（１６．８７） １６５（３８．４６） ４（５．００）
　Ⅲ期 １１９（３４．７０） ８４（５０．６０） １６８（３９．１６） ３５（４３．７５）
　Ⅳ期 ３２（９．３２） ４９（２９．５２） ４２（９．７９） ３９（４８．７５）
淋巴结侵犯 ＜０．０１ ＜０．０１
　无 ２０１（５８．６０） ４１（２４．７０） ２２９（５３．３８） １３（１６．２５）
　有 １４２（４１．４０） １２５（７５．３０） ２００（４６．６２） ６７（８３．７５）
远处转移 ＜０．０１ ＜０．０１
　无 ３１１（９０．６７） １１６（６９．８８） ３８７（９０．２１） ４０（５０．００）
　有 ３２（９．３３） ５０（３０．１２） ４２（９．７９） ４０（５０．００）
分化程度 ０．０１ ０．０１
　高 ５１（１４．８７） １６（９．６４） ５６（１３．０５） １１（１３．７５）
　中 ２４９（７２．６０） １０９（６５．６６） ３１１（７２．５０） ４７（５８．７５）
　低 ４３（１２．５３） ４１（２４．７０） ６２（１４．４５） ２２（２７．５０）

　　注：１：肿瘤进展定义为病人出现复发、转移或死亡任意一种情况；２：所有病人死因均为结直肠癌

　　　　
　　　　　　　　　　　　　　术前ＬＤＨ；　　　　　　　　　　　　　　　　　　　　　　　　　术后ＬＤＨ

　　　　

　　　　　　　　　　　　　　术前ＬＤＨ；　　　　　　　　　　　　　　　　　　　　　　　　　术后ＬＤＨ

图１　Ａ：手术前后不同水平ＬＤＨ的无进展生存曲线；Ｂ：手术前后不同水平ＬＤＨ的癌症特异性生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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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的ＧＧＴ是结直肠癌预后的不良因素。ＫＭ生
存曲线还显示，术前 ＧＧＴ≥３０．９０Ｕ／Ｌ或术后 ＧＧＴ≥
２５．７０Ｕ／Ｌ的病人具有较短的无进展生存期和癌症特
异性生存期。ＧＧＴ是参与谷胱甘肽代谢的关键酶，在
恶性肿瘤中其表达显著增加［９］。已有研究证实，ＧＧＴ
在结直肠癌组织中表达，并可能与肿瘤浸润、转移以及

对细胞毒性药物的敏感性有关［１０］。在一项纳入 １１０
例病人的研究中发现，ＡＬＰ水平超过１６０ＩＵ／Ｌ与总生
存期较短独立相关［１１］。本研究结果表明，术前、术后

高水平 ＡＬＰ是结直肠癌无进展生存期和癌症特异性
生存期的独立预后因素。

本研究评价了血清酶学相关指标在结直肠癌根治

术的病人中的预后价值。术前和术后检测血清酶学指

标ＧＧＴ、ＬＤＨ、ＡＬＰ可作为结直肠癌预后评价的标志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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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性左主支气管完全横断一例

殷志敏　束余声　王霄霖　陆世春

基金项目：扬州市科技计划项目资助

（ＹＺ２０１７０７１）
作者单位：２２５００１　扬州大学临床医学院

胸外科

通信作者：陆世春，Ｅｍａｉｌ：ｙｚｃｈｅｓｔ＠１６３．ｃｏｍ

［关键词］　主支气管；　断裂；　外科手术

　　病人，男，２９岁。车祸致多发伤，伤
后有短暂意识不清，清醒后诉头部、胸部

疼痛伴胸闷气促。初步诊断为左侧血气

胸、多发肋骨骨折、蛛网膜下腔出血，急

诊行左侧胸腔闭式引流术后转至我院。

入院后评估病情，病人生命体征平稳，格

拉斯哥昏迷指数（Ｇｌａｓｇｏｗｃｏｍａｓｃａｌｅ，
ＧＣＳ）１５分（Ｅ４Ｖ５Ｍ６），血氧饱和度９３％，

相关检查支持上述诊断（图１、２）。入院
即予经鼻高流量氧疗，氧合改善不明显，

予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血氧饱和度升

高到９５％。动态观察左侧胸引管持续
有中等量淡红色液体引出和大量气泡冒

出，复查胸片仍提示左肺不张。伤后第

３天行气管插管，经气管插管行支气管
镜检查：隆突及右主支气管无明显异常，

左主支气管距气管隆突约３ｃｍ处可见
半环状气管撕裂口，裂口的大小随着呼

吸而变动，上下叶支气管和各段支气管

有血性液体沉着，未继续进入。诊断明

确为左主支气管断裂，于伤后第４天行

手术治疗。

手术采取双腔气管插管全麻，取左

胸后外侧切口，切除第５肋进胸探查：肺
挫伤水肿严重，部分实变，纵隔水肿、积

气明显。于肺门后方解剖出左主支气

管，见其位于小隆突上方２．０ｃｍ处完全
横断，近侧断端缩入纵隔内，将其牵出解

剖，膜部缺失约２．０ｃｍ。术中所见支持
术前诊断，行支气管成形和重建术。用

３０Ｖｉｃｒｙｌ修补膜部成形。吻合离断之
左主支气管，４０Ｐｒｏｌｅｎｅ连续吻合支气
管后壁，３０Ｖｉｃｒｙｌ间断吻合支气管前
壁，收紧缝线后分别打结。吸尽支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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