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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与指南·

原发性肝癌的分层筛查与监测指南（２０２０版）

中华预防医学会肝胆胰疾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

中华预防医学会肿瘤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感染性肿瘤防控学组

摘要：中国原发性肝癌（简称肝癌）年龄调整发病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但肝癌发病人数占全球５５％，肝癌所导致的疾病负

担仍呈上升趋势，患者５年生存率无显著性提高。肝硬化和未抗病毒治疗的慢性乙型肝炎是中国肝癌的主要病因。指

南推荐了适合临床实践的低危、中危、高危和极高危４个层次的肝癌风险人群辨识特征。在医院和社区人群中筛查伴肝

癌风险的患者，并科学地进行分层监测。伴有肝癌风险的患者需要终生监测，指南根据风险层次推荐了不同的肝癌监测

间隔和工具，对于肝癌高危人群，６个月１次腹部超声联合血清甲胎蛋白监测（常规监测）；对于肝癌极高危人群，３个月

１次常规监测，６～１２个月增强ＣＴ或 ＭＲＩ检查１次，以提高早期肝癌诊断率和降低监测成本；低中危人群中，肝癌年发

生率低，可延长监测间隔为１年或以上。指南部分推荐意见的成本效益仍需要进一步评价。

关键词：肝肿瘤；肝硬化；慢性乙型肝炎；筛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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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杨永平，解放军总医院肝病医学部，北京１００８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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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Ｃ）组成
［１］，肝细胞癌占８５％～９０％。近年来，我国

的肝癌诊疗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但年龄标化后的患

者总体５年净生存率仅由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间的１１．７％

提高到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间的１４．１％，未见显著提高
［２］。

但是，接受根治性治疗的巴塞罗那肝癌临床分期（Ｂａｒ

ｃｅｌｏｎａ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ｔａｇｉｎｇｏｆｌｉｖｅｒｃａｎｃｅｒ，ＢＣＬＣ）０或 Ａ

期肝癌患者，其 ５ 年总生存率可高达 ６９．０％ ～

８６．２％，手术切除患者的５年总生存率为５６．９％
［３］。

因此，科学的确定肝癌高危人群、制定分层的监测方

案，是早发现、早诊断和提高肝癌总体生存率最关键的

·３８·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２１年１月第２８卷第２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２１，Ｖｏｌ．２８　Ｎｏ．２

http://guide.medlive.cn/

wuyingying
码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环节。

　　新版的美国肝病学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Ｌｉｖｅ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ＡＳＬＤ）、欧洲肝病学会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Ｌｉｖｅｒ，

ＥＡＳＬ）、韩国肝癌协会韩国国家癌症中心、美国国立

综合癌症网络（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ｎｃｅｒＮｅｔ

ｗｏｒｋ，ＮＣＣＮ）、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和亚太肝病学会

（Ａｓｉａ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Ｌｉｖｅｒ，

ＡＰＡＳＬ）的有关肝癌诊治指南中，对肝癌高危人群的

定义和筛查监测方案仍存在差异［４９］。２０１９年，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简称卫健委）更新了我国《原发性肝

癌诊疗规范》，将慢性病毒性肝炎、酒精性及非酒精性

肝炎和各种原因的肝硬化定义为肝癌高危人群，推荐

腹部超声检查（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ＵＳ）联合血清甲胎蛋

白（ａｌｐｈａｆｅｔ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ＦＰ）间隔６个月检查１次，作

为肝癌高危人群的监测方案［１０］。２０１４年日本肝病学

会将肝癌高危人群进行了分层，对于极高危人群采用

ＡＦＰ、异常凝血酶原（ｄｅｓγｃａｒｂｏｘｙ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ｐｒｏ

ｔｈｒｏｍｂｉｎ，ＤＣＰ）、甲胎蛋白异质体（ｌｅｎｓｃｕｌｉｎａｒｉｓａｇ

ｇｌｕｔｉｎｉｎ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ＦＰ，ＡＦＰＬ３）联合 ＵＳ

或增强ＣＴ或ＭＲＩ，必要时同时采用两种影像学方法，

间隔３～４个月检查１次的监测方案
［１１］。ＢＣＬＣＡ期

肝癌占６０％～６５％，显著高于全球早期肝癌诊断率的

１０％～３０％
［１２］，这说明分层监测的指导意见更有利于

肝癌的早期诊断。

随着肝病基础与临床流行病学研究的进展，人们

对肝癌高危人群的认识有了越来越多的新证据。安

全、有效的抗病毒药物被广泛应用，９５％以上丙型肝炎

病毒（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ｖｉｒｕｓ，ＨＣＶ）被根除，８０％～９０％的

乙型肝炎病毒（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ｖｉｒｕｓ，ＨＢＶ）得到有效抑

制，这些也导致肝癌风险人群的变迁。因此，中华预防

医学会肝胆胰疾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中国研究

型医院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

中华预防医学会肿瘤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感染性肿

瘤防控学组组织了国内肝病消化、肝脏外科、肿瘤介

入、感染病及流行病学等领域的专家共同制定本指南。

本指南的制定按照循证医学依据和 ＡＧＲＥＥ Ⅱ的标

准［１３］，成立了指导组、撰写组、讨论组（包括通信专家）

和证据评估组。本指南旨在医院和社区人群中，筛查

有确切病因的肝癌风险的患者，为科学地辨识肝癌高

危人群及分层监测提供指导意见；帮助从事肝病或感

染病、消化、肝脏外科、疾病预防与控制等专业的医师，

为肝癌高危人群的筛查与监测决策提供参考依据。指

南不是强制性标准，不可能包括或解决肝癌高危人群

筛查与监测中的所有问题。因此，医师在面对某一患

者时，可遵循本指南的原则，充分了解患者的病情特点

和意愿，结合当地医疗资源和临床实践经验，制定合理

的肝癌风险人群分层筛查与监测计划。

指南中提及的证据和推荐意见基本按照ＧＲＡＤＥ

系统（推荐分级的评估、制定与评价）进行分级（表１）。

表１　ＧＲＡＤＥ系统循证医学证据级别及推荐等级

证据级别／推荐等级 符号 定义

证据级别

　高质量 Ａ 非常确信估计的效应值接近真实的效应值，进一步研究也不可能改变该估计效应值的可信度。包括
至少１项随机对照临床研究或文献荟萃分析／系统评价研究。

　中等质量 Ｂ 估计的效应值确信程度中等，估计值有可能接近真实，仍存在二者不相同的可能性，进一步研究有可
能改变该估计效应值的可信度。包括非随机对照研究、设计完善的队列或病例对照研究。对估计的
效应值的确信程度有限，估计值与真实值可能大不相同。

　低质量 Ｃ 进一步研究极有可能改变该估计效应值的可信度。包括非对照临床研究、病例报告或专家经验。

推荐等级

　强推荐 １ 明确显示干预措施利大于弊或者弊大于利。

　弱推荐 ２ 利弊不确定或无论质量高低的证据均显示利弊相当。

１　筛查与监测的定义

肝癌的筛查与监测是一项国家公共卫生计划。通

过在社区或医院人群中进行筛查，发现伴有肝癌风险

的患者，并使患者加入到肝癌的终生监测计划，实现肝

癌的早诊、早治，旨在降低肝癌相关死亡和总体肝病相

关死亡［１４］。

１．１　筛查

１９５１年美国慢性病协会正式推出了筛查的概念，

即通过有效、简便、经济的检查方法，将可能有病或缺

陷但表面上看似健康或无症状的人，与那些无病的人

区别开来。筛查既可以发现慢性病中的早期患者，又

可辨识发生这些疾病的高危人群。按人群不同分为机

会性筛查、目标人群筛查和群体普查３种。机会性筛

查是个体主动或自愿到医疗机构进行相关疾病的检

查。目标人群筛查与群体普查是社区或单位有组织地

为目标人群提供相关疾病的检查。值得注意的是，筛

查不等于诊断检查。

１．２　监测

指连续、系统、随时间纵向推移、定期对高危人群

·４８· 中华预防医学会肝胆胰疾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等　原发性肝癌的分层筛查与监测指南（２０２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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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查。除筛查的指标外，对肝癌高危患者采用超

声造影、增强ＣＴ和（或）ＭＲＩ等影像学检查，以便发

现ＢＣＬＣ０或Ａ期的早期肝癌，也称加强筛查
［１５］。监

测包括被动监测和主动监测。

１．３　筛查与监测的伤害

筛查与监测存在多种类型的伤害，包括身体、高成

本和心理等伤害。在一项单中心队列研究中，６８０例

肝硬化患者接受了为期３年的肝细胞癌监测，２７．５％

患者报告了监测相关的身体伤害，其中，９．７％患者接

受了多次增强ＣＴ或 ＭＲＩ检查，０．４％接受了侵入性

检测［１６］。尽管ＵＳ和ＡＦＰ对患者没有直接的身体伤

害，但与诊断相关的潜在伤害仍然存在。

２　肝癌病理学和癌前病变

根据病理学分类，肝癌分为肝细胞癌、ＩＣＣ 和

ＣＨＣ。由于导致肝细胞癌和ＩＣＣ的发病机制和危险

因素暴露等差异，不同国家和地区人群的肝癌病理学

类型略有差异。ＩＣＣ 在欧美人群中的发病逐渐上

升［１７］，我国肝细胞癌和ＩＣＣ变化趋势尚无确切的报

道。我国国家癌症中心报道了２１７２例患者的肝癌病

理学类型，肝细胞癌约占８３．９％，ＩＣＣ约占１１．０％
［１８］。

由于缺乏特异性血清和组织标志物，早期肝癌与癌前

病变或癌前疾病的诊断一直是临床和病理科医师争论

的难题［１９］。肝癌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多基因突变、多信

号通路的癌变过程，大多遵循从慢性肝炎、肝硬化、肝

硬化增生结节、低级别不典型增生结节（ｌｏｗｇｒａｄｅ

ｄｙｓｐｌａｓｔｉｃｎｏｄｕｌｅｓ，ＬＧＤＮ）、高级别不典型增生结节

（ｈｉｇｈｇｒａｄｅｄｙｓｐｌａｓｔｉｃｎｏｄｕｌｅｓ，ＨＧＤＮ）、早早期肝

癌、早期肝癌、进展期肝癌这一过程，这是一个多步骤

从分子到临床的演变过程［２０］。日本学者研究显示，肝

硬化增生结节进展为肝癌的１、３、５年累积发生率分别

为３．３％、９．７％和１２．４％，ＬＧＤＮ（称为癌前病变）进

展为肝癌的１、３、５年累积发生率分别为２．６％、

３０．２％和３６．６％，ＨＧＤＮ（称为癌前病变）进展为肝癌

的１、３、５年累积发生率分别为４６．２％、６１．５％和

８０．８％
［２１］。另外，肝癌也呈现肿瘤大小（通常认为截

点值为２ｃｍ）随时间倍增的生长规律
［２２］。因此，在监

测＜２ｃｍ的肝癌前病变或癌前疾病中，临床上有足够

的机会与肝癌进行鉴别，以实现肝癌早期诊断和治疗

的目标。因此，加强对肝癌前疾病及癌前病变的认识，

对于精准辨识肝癌高危人群和早期肝癌诊断意义重大。

３　流行病学及疾病负担

８５％～９５％的肝癌发生在肝硬化基础上，肝穿刺

活检病理学确诊存在较高风险。对伴肝硬化背景患者

的肝癌确诊应采用放射学诊断标准，而不依赖病理学

诊断。因此，全球范围内，包括我国，通常采用统计学

方法对肝癌发病与归因进行估计，如根据国际疾病分

类１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ＩＣＤ１０）

和有确切病理学的数据推算，或采用多元估算方法，与

人群实际发病可能有一定偏差［２３］。

３．１　发病率与死亡率

基于ＧＬＯＢＯＣＡＮ２０１８年数据，根据ＩＣＤ１０，全

球肝癌新发约７９２０３１例，人口年龄标化率（ａｇ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ｒａｔｅｓ，ＡＳＲ）为８．９／１０万，位居恶性肿瘤

发病谱第６位，其中男性ＡＳＲ为１３．４／１０万，位居恶

性肿瘤发病谱第５位；女性ＡＳＲ为４．７／１０万，位居恶

性肿瘤发病谱第９位
［２４］。全球肝癌发病率最高的国

家是蒙古，ＡＳＲ为９０．０／１０万，死亡约７２７６６１万例，

ＡＳＲ死亡率为８．１／１０万，位居恶性肿瘤死亡谱第４

位，其中男性位居恶性肿瘤死亡谱的第２位，女性位居

恶性肿瘤死亡谱的第６位，全球肝癌死亡率最高的国

家仍然是蒙古［２４］。欧美地区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较

低，但近１０年来呈逐步上升趋势；亚洲人群的肝癌发病

率较高，但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２４］。

ＧＬＯＢＯＣＡＮ２０１８年报道，中国人群肝癌的ＡＳＲ

发病率为１７．７／１０万，ＡＳＲ死亡率为１６．４／１０万，均

居全球第９位；２０１４年中国肝癌新发约３６４８００例，居

全部肿瘤发病第４位，死亡３１８８００例，居全部肿瘤死

亡第２位；每年肝癌总发病和死亡例数约占全球的一

半，并具有显著的城乡和地区差别；农村地区人口调整

发病率为２０．０７／１０万，死亡率１７．５２／１０万，高于城市

的发病率（１６．１３／１０万）和死亡率（１３．６４／１０万）
［２３］。

目前，我国西部地区的发病率（２０．８５／１０万）、死亡率

（１６．９８／１０万）均高于中部（分别为１８．２３／１０万和

１５．９７／１０万）和东部地区（分别为１５．３１／１０万和

１３．５２／１０万）
［２３］。随着我国生活环境的改善、乙型肝

炎疫苗预防免疫接种和慢性 ＨＢＶ感染的有效抗病毒

治疗等［２５］，中国肝癌ＡＳＲ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期间每年

下降２．３％，其中＜４０岁年龄组每年下降３．９％
［２３］。

同时，肝癌发病年龄逐年增大，城市和农村地区男性平

均发病年龄由２０００年的５９．６７和５６．５３岁延迟到

２０１４年的６２．６６和６１．２０岁，女性由６５．５０和６０．６０岁

延迟到６９．８７和６６．０７岁
［２６］。

３．２　疾病负担

全球范围内，在恶性肿瘤死亡和致伤残调整生命

年（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ｌｉｆｅｙｅａｒｓ，ＤＡＬＹｓ）中，肝癌位

居第２位
［２４］。２０１７年在中国所有慢性疾病中，肝癌成

为第５位导致早死损失生命年（ｙｅａｒｓｏｆｌｉｆｅｌｏｓｔ，

ＹＬＬｓ），第７位导致 ＤＡＬＹｓ的疾病
［２７］。在１９９０－

２０１７年期间，ＤＡＬＹｓ和ＹＬＬｓ均呈上升趋势，在所有

年龄组人群中，ＤＡＬＹｓ增加了４３．５％（９５％ＵＩ为

３１．２～６０．３），ＹＬＬｓ增加了２１．２％（９５％ＵＩ为１０．８～

３５．２）
［２７］。人口老龄化是肝癌所致疾病负担增加的主

·５８·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２１年１月第２８卷第２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２１，Ｖｏｌ．２８　Ｎ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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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２４，２６］。

推荐意见１：肝癌的筛查与监测应纳入国家公共

卫生计划，旨在降低与肝癌相关死亡和总体肝病相关

死亡（Ｃ１）。

推荐意见２：我国肝癌发病年龄逐渐增大；年龄调

整发病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但所导致的疾病负担仍呈

上升趋势（Ａ１）。

４　肝癌的病因

９０％以上肝癌病因学较为明确，包括肝硬化、

ＨＢＶ感染、ＨＣＶ感染、酒精、非酒精性脂肪肝病（ｎｏｎ

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ｆａｔｔｙｌｉｖｅ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ＮＡＦＬＤ；现更名为代谢相

关脂肪性肝病，本指南仍用 ＮＡＦＬＤ）和糖尿病等，以

及致癌物的长期暴露，如黄曲霉毒素和马兜铃酸等，肝

癌家族史可显著增加病毒感染人群的肝癌发病风险。

４．１　肝硬化

各种原因导致的肝硬化是肝细胞癌发生过程中最

重要的环节，８５％～９５％的肝细胞癌具有肝硬化背

景［２８］。慢性 ＨＢＶ相关肝硬化患者肝癌年发生率为

３％～６％，是我国肝细胞癌的首要病因
［２９］，ＨＣＶ肝硬

化年肝癌发生率为２％～４％
［３０］。ＨＢＶ和（或）ＨＣＶ

相关肝硬化患者，抗病毒治疗后获得持续病毒学应答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ｖｉ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ＶＲ），其发生肝癌的

风险显著降低。一个由多病因组成的２０７９例肝硬化

患者随访１０年的队列研究显示，ＮＡＦＬＤ和自身免疫

性肝硬化患者１０年累积肝细胞癌发病率分别为

１６．３％和４．６％
［３１］。与 ＨＢＶ和（或）ＨＣＶ相关肝硬

化相比，酒精性肝硬化患者发生肝细胞癌的绝对风险

低２～３倍
［３２］。肝硬化进展为肝细胞癌的风险受年龄、

性别、病因、肝癌家族史和糖尿病等相关因素影响。在

肝硬化患者中，年龄较大、男性、合并血小板计数低

（＜１００×１０
９Ｌ－１）和食管静脉曲张者发生肝细胞癌的

概率更高。已有研究表明，肝细胞癌发生率与门静脉

压力或通过瞬时弹性成像测定的肝脏硬度指数（ｌｉｖｅｒ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ＬＳＭ）相关
［３３］。慢性胆道疾

病、血色病、肝卟啉病以及α１抗胰蛋白酶缺乏症等引

起的肝硬化可能会增加肝细胞癌的风险，但在世界范

围内占比均很小。

４．２　慢性犎犅犞感染

全球范围内 ＨＢＶ感染是肝细胞癌的首要病因，

尤其是在东亚和非洲国家［３４］。我国国家癌症中心对

１８２３例肝细胞癌患者病因分析结果显示，８６．０％为

ＨＢＶ单纯感染，６．７％为 ＨＢＶ和 ＨＣＶ混合感染
［１８］。

研究显示，乙型肝炎表面抗原（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

ｔｉｇｅｎ，ＨＢｓＡｇ）为阴性的隐匿性 ＨＢＶ感染者，肝细胞

癌发生风险较非 ＨＢＶ感染者增加，调整后的相对危

险度（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ｒｉｓｋ，犚犚）为２．８６（９５％犆犐为１．５９～

４．１３）
［３５］。具有肝癌家族史的 ＨＢＶ感染者有更高的

肝细胞癌风险。一项对２２４７２名我国台湾地区居民

随访（１６．１２±２．８９）年的研究显示，在 ＨＢｓＡｇ阴性人

群中，无肝癌家族史者肝细胞癌累积发病率为

０．６２％，伴肝癌家族史者为０．６５％；但在 ＨＢｓＡｇ阳性

人群中，无肝癌家族史者肝细胞癌累积发病率为７．５％，

伴肝癌家族史者肝细胞癌累积发病率高达１５．８％
［３６］。

乙型肝炎Ｅ抗原（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ｅａｎｔｉｇｅｎ，ＨＢｅＡｇ）

状态、外周血 ＨＢＶＤＮＡ载量、ＨＢＶ基因型和相关基

因突变等与肝细胞癌风险有关［３７４１］。在启东肝癌高发

区，与 ＨＢｓＡｇ和 ＨＢｅＡｇ同时阴性者相比，ＨＢｓＡｇ阳

性但 ＨＢｅＡｇ阴性、ＨＢｓＡｇ与 ＨＢｅＡｇ双阳性患者发

生肝细胞癌的犚犚 分别为１３．２５（９５％犆犐为６．６７～

２６．３３）和２８．０５（９５％犆犐为１３．８７～５６．７３）
［３７］。值得

注意的是，肝细胞癌累积发病率与ＨＢＶＤＮＡ水平并非

呈线性正相关，ＨＢＶＤＮＡ载量为１０４～１０
６ｃｏｐｉｅｓ／ｍＬ

者，发生肝细胞癌的风险比（ｈａｚａｒｄｒａｔｉｏ，犎犚）最高，

而当 ＨＢＶＤＮＡ＞１０
６ｃｏｐｉｅｓ／ｍＬ时，犎犚值反而有所

下降［３８］。对于 ＨＢｅＡｇ阴性，ＨＢＶＤＮＡ 在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ＩＵ／ｍＬ者，ＨＢＶ 核心相关抗原（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

ｃｏｒ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ｎｔｉｇｅｎ，ＨＢｃｒＡｇ）≥１０ＫＵ／ｍＬ时，肝细

胞癌发生风险显著增加［３９］。对于 ＨＢｅＡｇ阴性、ＨＢＶ

ＤＮＡ＜２０００ＩＵ／ｍＬ，但 ＨＢｓＡｇ≥１０００ＩＵ／ｍＬ者，

肝细胞癌发生风险较 ＨＢｓＡｇ＜１０００ＩＵ／ｍＬ者增加

１３．７倍（９５％犆犐为４．８～３９．７）
［４０］。因此，在抗病毒

治疗时代，ＨＢｓＡｇ、ＨＢｃｒＡｇ定量与 ＨＢＶＤＮＡ互补，

可作为预测 ＨＢＶ 感染者进展为肝细胞癌的标志

物［３９，４１］。但在５０岁后，即使 ＨＢｓＡｇ消失的 ＨＢＶ感

染者，肝细胞癌发生的风险仍较高。ＨＢＶ基因型和基

因的变异可显著增加肝细胞癌发病风险，包括 ＨＢＶ

前Ｓ区的变异（犗犚为３．７７，９５％犆犐为２．５７～５．５２）、

增强子Ⅱ区 Ｃ１６５３Ｔ 变异（犗犚 为２．７６，９５％犆犐为

２．０９～３．６４）和Ｔ１７５３Ｖ变异（犗犚为２．３５，９５％犆犐为

１．６３～３．４０）、核心启动子区Ａ１７６２Ｔ／Ｇ１７６４Ａ双突变

（犗犚为３．７９，９５％犆犐为２．７１～５．２９）等，是肝细胞癌

风险的独立预测因子［４２］。并且，这些突变在肝细胞癌

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断积累的趋势［４３４４］。

在抗病毒治疗时代，核苷（酸）类似物〔ｎｕｃｌｅｏｓ（ｔ）

ｉｄｅ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Ｎａｓ〕一线抗病毒药物恩替卡韦（ｅｎｔｅ

ｃａｖｉｒ，ＥＴＶ）、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ｔｅｎｏｆｏｖｉｒｄｉ

ｓｏｐｒｏｘｉｌｆｕｍａｒａｔｅ，ＴＤＦ）及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酯

（ｔｅｎｏｆｏｖｉｒａｌａｆｅｎａｍｉｄｅｆｕｍａｒａｔｅ，ＴＡＦ）的应用，显著

降低了 ＨＢＶ 患者进展为肝硬化及肝细胞癌的风

险［４５４７］。α干扰素（ＩＦＮα）是另一类抗病毒药，也可降

低慢性 ＨＢＶ患者进展为肝癌的风险
［４８］。但是，无论

ＮＡｓ或ＩＦＮα治疗后，均不能完全消除慢性 ＨＢＶ感

染进展为肝癌的风险。

·６８· 中华预防医学会肝胆胰疾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等　原发性肝癌的分层筛查与监测指南（２０２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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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其他病因

４．３．１　慢性 ＨＣＶ感染　ＨＣＶ感染发生肝细胞癌归

因于 ＨＣＶ所致的肝硬化。在北美，５９％（９５％犆犐为

３％～７９％）的肝细胞癌归因于 ＨＣＶ感染；北欧地区

为２８％（９５％犆犐为１０％～５５％），欧洲其他地区为

４０％（９５％犆犐为３２％～４９％）；非洲中北部为７９％

（９５％犆犐为６９％～８６％）
［４９］。在我国，ＨＣＶ单独感染

仅占肝细胞癌全部病因的１．７％～２．５％，ＨＣＶ合并

ＨＢＶ感染者占６．７％
［１８］。在 ＨＣＶ感染者中，肝细胞

癌风险增加的因素包括男性、年龄较大、合并人类免疫

缺陷病毒或 ＨＢＶ感染、糖尿病和长期饮酒等
［９，５０５４］。

肝癌家族史也能增加ＨＣＶ感染者的肝细胞癌发病风

险。一项对西方人群进行的荟萃分析显示，具有肝癌

家族史但 ＨＢｓＡｇ和抗ＨＣＶ抗体双阴性人群，发生肝

细胞癌风险犗犚为２．９４（９５％犆犐为０．９４～９．２１），但

在病毒感染阳性人群中，肝细胞癌在无家族史人群的

风险为犗犚为３８．１９（９５％犆犐为２１．９７～６６．３９），具有

肝癌家族史人群的肝细胞癌风险犗犚为７２．４８（９５％犆犐

为２１．９２～２３９．７３）
［５０］。研究显示，聚乙二醇干扰素

（ＰｅｇＩＦＮ）或直接抗病毒药物（ｄｉｒｅｃｔａｃｔｉｎｇａｎｔｉｖｉａｌ

ｄｒｕｇｓ，ＤＡＡ）均能降低 ＨＣＶ相关肝硬化及肝细胞癌

发生的风险［５１］。

４．３．２　酒精性肝病、ＮＡＦＬＤ或伴糖尿病　酒精性肝

病是欧美国家肝细胞癌的主要病因，仅次于 ＨＣＶ或

ＨＢＶ感染。一项法国多中心６５２例酒精性肝硬化队

列研究显示，肝细胞癌的年发生率为２．９％，酗酒（乙

醇≥８０ｍＬ／ｄ）显著增加肝硬化发生肝细胞癌风险
［５２］。

一项病例对照研究显示，单纯酒精性肝硬化、ＨＣＶ或

ＨＢＶ肝硬化进展为肝细胞癌风险的犗犚 值分别为

４．５（９５％犆犐为１．４～１４．８）、１５．３（９５％犆犐为４．３～

５４．４）和１２．６（９５％犆犐为２．５～６３．１），而酒精肝伴有

慢性ＨＣＶ或慢性ＨＢＶ感染等２个或以上因素者犗犚

高达５３．９（９５％犆犐为７．０～４１５．７）
［５３］。吸烟、肥胖和

糖尿病等与酒精之间存在交互增强肝细胞癌风险的关

系［５２］。一项荟萃分析显示，戒酒后肝细胞癌患病风险

每年可下降６％～７％，但降至非饮酒者的风险等级则

需２３年（９５％犆犐为１４～７０）
［５４］。

ＮＡＦＬＤ是目前全球最常见的肝脏疾病，正在成

为肝细胞癌的重要病因［５５］。一项涉及欧洲４个队列

约１３万ＮＡＦＬＤ或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ｎｏｎａｌｃｏｈｏｌ

ｉｃｓｔｅａｔｏ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ＮＡＳＨ）患者的研究显示，ＮＡＦＬＤ

或ＮＡＳＨ患者的肝癌风险较普通人群提高了３．５１倍

（９５％犆犐为１．７２～７．１６），在没有肝硬化背景的肝细

胞癌患者中，ＮＡＦＬＤ患者比例高达２６．３％
［５６］。我国

一项社区人群前瞻性队列研究（ＵＳ诊断为 ＮＡＦＬＤ）

中，只有肝功能异常即谷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ｌａｎｉｎｅ

ａｍｉｎ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ＡＬＴ）≥８０Ｕ／Ｌ的ＮＡＳＨ患者，发

生肝细胞癌的风险较对照组增加了４．４１倍（９５％犆犐

为１．４０～１３．９６）
［５７］。由于部分 ＮＡＦＬＤ同时也合并

酒精性肝病，因此ＮＡＦＬＤ对肝细胞癌的确切风险度

还有待进一步明确。ＮＡＦＬＤ伴糖尿病患者，其发生

肝细胞癌的风险比正常人高１．８～２．５倍，在各种族中

均是肝细胞癌发病和预后的独立因素［５８５９］。

４．３．３　致癌物暴露　饮食中黄曲霉毒素Ｂ１（ａｆｌａｔｏｘ

ｉｎＢ１，ＡＦＢ１）暴露是造成撒哈拉以南非洲、东南亚和

中国部分农村地区肝细胞癌高发的重要原因，国际癌

症研究署（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ｇｅｎｃｙｆ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ａｎｃｅｒ，

ＩＡＲＣ）于１９８７年将其列为Ⅰ类致癌物。ＡＦＢ１本身

的直接致癌作用存在争议，但研究显示，ＡＦＢ１与

ＨＢＶ感染之间存在很强的交互作用
［６０６１］。一项病例

对照研究显示，在 ＨＢｓＡｇ阴性人群中，单纯ＡＦＢ１暴

露增加致肝细胞癌的风险为非暴露者的１．９倍（９５％犆犐

为５～７．５），当叠加慢性 ＨＢＶ感染时，肝细胞癌风险可

增高至６０．１倍（９５％犆犐为６．４～５６１．８）
［６０］。随着我国

政府改水改粮措施的实施，ＡＦＢ１在我国肝癌高发区

人群中的暴露水平已有显著下降，其在我国肝细胞癌

病因学中的贡献度也正在逐渐减弱［６１］。

马兜铃酸（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ｃａｃｉｄ，ＡＡ）存在于马兜铃属

及细辛属等植物中，是很多中草药方的常见成分。

２０１２年ＡＡ被ＩＡＲＣ列为Ⅰ类致癌物。通过对肝细

胞癌的基因组特征分析提示，亚洲人群肝细胞癌中具

有ＡＡ特征性突变的比例远高于欧美，尤其是我国台

湾地区高达７８％
［６２］。在乙型肝炎患者中，ＡＡ暴露与

肝细胞癌风险之间存在剂量反应关系［６３］。

４．４　肝癌病因的变迁

随着新生儿乙型肝炎疫苗预防接种，致癌物黄曲

霉毒素暴露的有效控制，青壮年人群中 ＨＢＶ所致肝

细胞癌发病显著下降［２５，６１，６４］。ＨＢＶ和 ＨＣＶ感染的

筛查与及时有效地抗病毒治疗，也导致 ＨＢＶ和 ＨＣＶ

相关肝细胞癌比例将逐渐下降［６５］，而酒精、ＮＡＦＬＤ等

非传染性肝病所占比例逐渐增加，其肝细胞癌发病率

也增加。慢性肝病的病因变化引起全世界范围肝细胞

癌的病因也逐渐发生变迁。

推荐意见３：慢性乙型肝炎是肝细胞癌的主要病

因（Ａ１）。酒精、代谢相关性疾病患者肝癌的发病率逐

年增加（Ｂ１）。黄曲霉毒素Ｂ１增加ＨＢＶ感染、酒精性

肝病患者肝癌的发生风险（Ａ１）。

推荐意见４：各种原因导致的肝硬化是肝癌发生

的重要环节，慢性ＨＢＶ相关肝硬化是我国肝细胞癌的

首要病因（Ａ１）。

５　肝癌高危人群的辨识与分层

肝硬化及未抗病毒治疗或未获得ＳＶＲ的慢性

ＨＢＶ或 ＨＣＶ感染者，是我国肝细胞癌的主要高危

·７８·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２１年１月第２８卷第２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２１，Ｖｏｌ．２８　Ｎ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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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

５．１　肝硬化患者肝细胞癌风险分层

肝硬化患者是全球各指南公认的肝细胞癌高危人

群。但肝硬化发生肝细胞癌的风险，因病因等不同而

异。根据这一特性，多伦多肝细胞癌风险指数（Ｔｏ

ｒｏｎｔｏＨＣＣｒｉｓｋｉｎｄｅｘ，ＴＨＲＩ）纳入了年龄、性别、肝硬

化病因（自身免疫性肝病０分，获得ＳＶＲ的丙型肝炎

０分，其他肝病３６分，脂肪性肝炎５４分，未治疗的慢

性丙型肝炎或慢性乙型肝炎各９７分）以及血小板计数

５项变量，构建了总计３６６分的ＴＨＲＩ模型（表２）。低

危组（＜１２０分）、中危组（１２０～２４０分）和高危组

（＞２４０分）５年肝细胞癌累积发病率分别为１．２％、

４．４％和１５．４％，１０年肝细胞癌累积发病率分别为

３％、１０％和３２％
［３１］。ＴＨＲＩ模型在我国也得到较好

的验证，归类于低、中和高危组的肝硬化患者，５年肝

细胞癌累积发病率分别为０、１３％和３４％，预测模型曲

线下面积（ａｒｅａ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ＲＯＣ，ＡＵＣ）为０．７０７
［６６］。

ＴＨＲＩ模型意义是，即使在肝细胞癌高危的肝硬化患

者中，仍有进一步风险分层的必要，即能区分出肝细胞

癌的极高危人群。除肝硬化病因外，具备以下特征的

肝硬化患者，发生肝细胞癌的风险更大：（１）ＵＳ发现

肝脏结节（１～２ｃｍ）或病理学为ＬＧＤＮ、ＨＧＤＮ。研

究显示，ＬＧＤＮ、ＨＧＤＮ进展为肝癌的年发生率约分

别为１０％和２０％
［２１］。（２）肝硬化合并糖尿病的患者，

其肝细胞癌发生风险较不伴糖尿病的患者增加２～

３倍
［６７］。（３）肝硬化结节（≤１ｃｍ），未接受抗病毒药

物治疗或治疗后仍持续存在低病毒载量 ＨＢＶＤＮＡ

患者，肝癌发生率显著增加［６８］。

　　近年来，作为无创检查肝硬化手段的ＬＳＭ 在肝

细胞癌风险分层中的价值也逐渐显现。韩国一项前瞻

性研究显示，在 ＨＢＶ感染者中，ＬＳＭ为８．１～１３ｋＰａ、

１３．１～１８ｋＰａ、１８．１～２３ｋＰａ和＞２３ｋＰａ的患者，发

生肝细胞癌的 犎犚 分别为 ３．０７、４．６８、５．５５ 和

６．６０
［３４］。在我国台湾地区ＨＣＶ感染者中，当ＬＳＭ＜

１２．０ｋＰａ时，肝细胞癌的５年累积发病率仅有０．９％，

而当ＬＳＭ处于１２．０～２４．０ｋＰａ和＞２４．０ｋＰａ区间

时，肝细胞癌的５年累积发病率则可分别上升至

９．５％和４５．１％
［６９］。因此，在所有原因所致的慢性肝

病患者中，要重视肝硬化的早期诊断与筛查。

５．２　犎犅犞感染者肝细胞癌风险分层

尽管 ＨＢＶ感染是肝细胞癌的主要病因，但在没

有肝硬化的情况下，一生中仅６．２％～９．５％的 ＨＢＶ

感染者进展为肝细胞癌。免疫耐受期 ＨＢＶ感染者中

（ＡＬＴ和 ＡＳＴ 持续正常，ＨＢｅＡｇ阳性，ＨＢＶＤＮＡ

＞１０
７ＩＵ／ｍＬ；肝脏病理确认无明显炎症或纤维化），

１０年肝癌累积发生率仅为１．７％
［７０］。台湾学者针对

未接受抗病毒治疗的ＨＢＶ感染者发生肝细胞癌的危

险分层，构建了包括性别、年龄、ＡＬＴ、ＨＢｅＡｇ状态和

ＨＢＶＤＮＡ水平５个参数、总计１７分的ＲＥＡＣＨＢ
［３８］

（表３），评分为０～５分、６～１１分和１２～１７分分别归

于低危、中危和高危。最低分组（０分）和最高分组

（１７分）患者在３、５、１０年内肝细胞癌发生率分别为０

和２３．６％、０和４７．４％以及０和８１．６％。在我国启东

地区肝癌高发区，以性别、年龄、ＨＢｅＡｇ状态和 ＨＢＶ

ＤＮＡ水平４个参数构建了ＡＧＥＤ模型（共１２分）
［３７］，

其高危组（≥１０分）２０年内发生肝细胞癌的风险是低

危组（≤４分）的２０．３倍。尤其重要的是，低危组发生

肝细胞癌的风险与无 ＨＢＶ感染的普通人群已经基本

一致，这提示对于低危组的 ＨＢＶ感染者，并无必要和

高危组一样接受相同的肝细胞癌监测方案。

表２　多伦多肝细胞癌风险指数模型参数与赋值

变量 分值（分）

性别

　女 ０

　男 ８０

年龄（岁）

　＜４５ ０

　４５～６０ ５０

　＞６０ １００

肝硬化病因

　自身免疫性肝病 ０

　获ＳＶＲ的丙型肝炎 ０

　其他原因肝病 ３６

　脂肪性肝炎 ５４

　丙型肝炎 ９７

　乙型肝炎 ９７

血小板计数（Ｌ－１）

　＞２００×１０９ ０

　（１４０～２００）×１０９ ２０

　（８０～１３９）×１０９ ７０

　＜８０×１０９ ８９

　　注：ＳＶＲ．持续病毒学应答。

　　基于欧洲９个前瞻性队列１８１５例慢性乙型肝炎

患者、口服ＥＴＶ或ＴＤＦ抗病毒治疗５年结果，构建

了包括年龄、性别和血小板计数３个参数、总计２５分

的ＰＡＧＥＢ模型（表４），用于评估抗病毒治疗后 ＨＢＶ

感染患者发生肝细胞癌的危险度［７１］。ＰＡＧＥＢ评分

为低危（０～９分）、中危（１０～１７分）和高危（１８～

２５分）３组患者，在发现队列和验证队列人群中，肝细

胞癌的５年累积发生率在评分为低危者均为０，评分

为中危者为３％～４％，评分为高危者为１６％～１７％。

韩国队列验证了ＰＡＧＥＢ模型在亚洲人群中同样有

效，５年肝细胞癌预测力的 ＡＵＣ为０．７７
［７２］。最近，

ＰＡＧＥＢ研究团队又构建了用于抗病毒治疗５年后，

重新评估肝细胞癌发病风险的ＳＡＧＥＢ模型
［７３］，包括

抗病毒５年后的年龄和ＬＳＭ２个参数，共计１５分。

·８８· 中华预防医学会肝胆胰疾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等　原发性肝癌的分层筛查与监测指南（２０２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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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ＧＥＢ评分为低危（≤５分）、中危（６～１０分）和高危

（≥１１分）３组的患者，１２年肝细胞癌累积发生率分别

为０、４％和１３．８％。总之，即使在抗病毒治疗的慢性

ＨＢＶ感染者中，５年肝细胞癌累积发病率总体上仍有

５．７％～８．４％，尤其是归为高危组的患者，但值得指出

的是，低危组患者５年
［７２］和１２年

［７３］肝细胞癌阴性预

测率高达９７．５％～１００％，提示这些患者可免于每年

２次的常规肝癌监测。

表３　ＲＥＡＣＨＢ模型参数与赋值

变量 分值（分）

性别

　女 ０

　男 ２

年龄（岁）

　３０～３４ ０

　３５～３９ １

　４０～４４ ２

　４５～４９ ３

　５０～５４ ４

　５５～５９ ５

　≥６０ ６

ＨＢｅＡｇ状态

　阴性 ０

　阳性 ２

ＨＢＶＤＮＡ（ｃｏｐｉｅｓ／ｍＬ）

　＜９９９９ ０

　１００００～９９９９９ ３

　１０００００～９９９９９９ ５

　≥１０６ ４

ＡＬＴ（Ｕ／Ｌ）

　＜１５ ０

　１５～４４ ０

　≥４５ ２

　　注：ＨＢｅＡｇ．乙型肝炎Ｅ抗原；ＨＢＶＤＮＡ．乙肝病毒的脱氧核糖核

酸；ＡＬＴ．丙氨酸转氨酶。

表４　ＰＡＧＥＢ模型参数与赋值

变量 分值（分）

性别

　女 ０

　男 ６

年龄（岁）

　１６～２９ ０

　３０～３９ ２

　４０～４９ ４

　５０～５９ ６

　６０～６９ ８

　≥７０ １０

血小板计数（／ｍｍ３）

　≥２００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１９９９９９ ６

　＜１０００００ ９

　　总之，男性、年龄＞４０岁、一级亲属肝癌家族史、

糖尿病等因素都会增加ＨＢＶ感染者发生肝细胞癌的

风险。此外，抗病毒治疗失败或耐药，如ｒｔＡ１８１Ｔ、

ｒｔＬ８０Ｉ、ｒｔＮ２３６Ｔ 突变或存在低病毒血症（ｌｏｗｌｅｖｅｌ

ｖｉｒｅｍｉａ，ＬＬＶ）等，也会增加肝细胞癌的发生风险
［７４］。

５．３　其他人员肝细胞癌风险分层

５．３．１　ＨＣＶ感染者中肝细胞癌风险分层　在未经治

疗的 ＨＣＶ 感染者中，血清 ＨＣＶ ＲＮＡ、ＡＬＴ 以及

ＨＣＶ基因型１ｂ是肝细胞癌的独立预测因子
［３０，７５］。

在 ＨＣＶ感染治疗患者中，年龄和肝纤维化程度是肝

细胞癌发生的主要因素。ＰｅｇＩＦＮ或ＤＡＡ治疗后获

得ＳＶＲ慢性 ＨＣＶ感染患者，肝细胞癌风险虽可明显

下降，但并不能彻底消除，尤其是肝硬化患者［５１，７６］。

因此，前期已被纳入肝细胞癌监测的患者，目前并无停

止监测的参考指标，应按原计划继续进行肝细胞癌

监测。

５．３．２　ＮＡＦＬＤ和酒精肝病患者肝细胞癌风险分层

　对于 ＮＡＦＬＤ，尤其是非肝硬化阶段的 ＮＡＦＬＤ患

者肝细胞癌筛查与监测，各国重视程度均低于 ＨＢＶ

或 ＨＣＶ感染者。这主要因为ＮＡＦＬＤ在普通人群中

的患病率较高［７７］，而 ＮＡＦＬＤ和 ＮＡＳＨ 罹患肝细胞

癌的风险度又比 ＨＢＶ 或 ＨＣＶ 感染者低，对所有

ＮＡＦＬＤ人群开展筛查不具成本效益。因此，在

ＮＡＦＬＤ中对肝细胞癌的危险度分层显得尤为重要。

一项涉及欧洲４国１３６７０３例 ＮＡＦＬＤ／ＮＡＳＨ 患者

多中心前瞻性队列显示，用于评估肝纤维化程度的

Ｆｉｂ４指数（年龄×ＡＳＴ／血小板计数 槡× ＡＬＴ），可对

ＮＡＦＬＤ／ＮＡＳＨ患者中发生肝细胞癌的风险度进行

分层。与Ｆｉｂ４＜１．３（无明显纤维化）患者相比，Ｆｉｂ４

为１．３０～２．６７（中度肝纤维化）和Ｆｉｂ４＞２．６７（重度

肝纤维化／肝硬化）患者发生肝细胞癌的 犎犚 分别为

３．７４和２５．２
［５５］。因此，在这些患者中要重视筛查肝

纤维化和肝硬化，目前尚缺乏ＬＳＭ 等无创纤维化指

标对酒精性肝病患者进展为肝细胞癌的分层证据。

５．３．３　肝癌家族史人群　在 ＨＢＶ或 ＨＣＶ感染人群

中，一级亲属伴肝癌家族史显著增加肝细胞癌发生风

险［３６，５０，７８］。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对２２４７２名居民随访

总计３６２２６８人／年，共发生３７４例肝细胞癌，在 ＨＢ

ｓＡｇ阳性患者中，肝癌家族史增加肝细胞癌风险２．５４

倍［３６］。对我国江苏地区总计２０１１例肝癌和７９３３例

非肝癌对照分析显示，ＨＢＶ阴性但伴肝癌家族史的肝

细胞癌风险增加的犗犚 为２．７６（９５％犆犐为１．８８～

４．０５），但在 ＨＢＶ阳性、伴一级肝癌家族史的人群中，

肝细胞癌风险的犗犚 为４１．３４（９５％犆犐为２３．６９～

７２．１２）
［７８］。因此，一级亲属伴肝癌家族史，使 ＨＢＶ感

染者［３６，７８］或 ＨＣＶ感染者
［５０］在各阶段患肝细胞癌风

险显著增加，需引起特别注意。

尽管 ＨＢＶ或 ＨＣＶ感染是肝细胞癌的主要病因，

但由非病毒因素导致的肝细胞癌比例逐年上升。近

·９８·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２１年１月第２８卷第２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２１，Ｖｏｌ．２８　Ｎ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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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国学者应用全球１１个前瞻性队列（狀＝１７３７４）

的数据，构建了由年龄、性别、血小板、白蛋白和胆红素

等５个参数组成的总分为１００分ａＭＡＰ模型，用于不

分病因的肝病患者肝细胞癌风险预测。归于低危组

（＜５０分）患者，３、５年肝细胞癌累积发生率仅为０和

０．８％，由于这些患者中肝细胞癌年发病率已＜０．２％，

认为可免于每６个月１次的肝细胞癌监测。而归于中

危组（５０～６０分）和高危组（６０～１００分）患者的３年肝

细胞癌累积发生率分别为１．５％和４．８％，５年肝细胞

癌累积发生率分别为８．１％和１９．９％。但该研究发现

低危组患者占４５％，高危组患者仅占１７．９％
［７９］。因

此，ａＭＡＰ模型对高危人群及非病毒性肝病患者进展

为肝细胞癌的辨识作用尚需要进一步评估。

总之，对肝癌风险人群实施分层管理，可能是提高

早期肝癌诊断率和成本效益最重要的策略。肝癌高危

人群的辨识与分层见表５。

表５　肝癌高危人群的辨识与分层

推荐意见
估计肝癌

年发生率（％）
辨识特征 肝癌危险度分层模型

推荐意见５ 肝癌低危人

群（＜１）
（１）免疫耐受期 ＨＢＶ感染者（Ａ１）；（２）抗病毒治疗获得ＳＶＲ的

ＨＢＶ或 ＨＣＶ相关慢性肝炎（Ａ１）；（３）ＡＬＴ、血小板正常非病毒
性肝病（Ｂ１）

ＨＢｓＡｇ阳性，ＲＥＡＣＨＢ评分≤５分（未抗
病毒治疗），或ＰＡＧＥＢ评分≤９分（Ｂ２）

推荐意见６ 肝癌中危人

群（１～３）
（１）年龄＜４０岁，未抗病毒治疗或抗病毒治疗后ＬＬＶ的 ＨＢＶ或

ＨＣＶ相关慢性肝炎（Ｂ１）；抗病毒治疗获得ＳＶＲ的ＨＢＶ或ＨＣＶ
相关肝硬化（Ｂ１）；（２）ＡＬＴ正常非病毒性肝硬化或 ＡＬＴ异常慢
性非病毒性肝炎（Ｃ２）

（１）ＨＢｓＡｇ阳性，ＲＥＡＣＨＢ评分６～１１分
（未抗病毒治疗）或ＰＡＧＥＢ评分１０～１７分
（Ｂ２）；（２）肝硬化患者 ＴＨＲＩ评分≤２４０分
（Ｂ２）

推荐意见７ 肝癌高危人群

（＞３且≤６）
（１）未抗病毒治疗或抗病毒治疗后ＬＬＶ的 ＨＢＶ或 ＨＣＶ相关肝
硬化（Ａ１）；（２）非病毒性肝硬化患者伴糖尿病或（和）一级亲属肝
癌家族史（Ｂ１）；（３）男性，年龄＞４０岁；女性，年龄＞５０岁；未抗病
毒治疗 ＨＢＶ／ＨＣＶ相关慢性肝炎（Ｂ１）

（１）ＨＢｓＡｇ阳性，ＲＥＡＣＨＢ评分≥１２分
（未抗病毒治疗）或 ＰＡＧＥＢ评分≥１８分
（Ｂ２）；（２）肝硬化患者 ＴＨＲＩ评分＞２４０分
（Ｂ２）

推荐意见８ 肝癌极高危

人群（＞６）
（１）腹部超声检查肝脏结节（１～２ｃｍ）或病理学为ＬＧＮＤ、ＨＧＮＤ
（Ａ１）；（２）ＨＢＶ或 ＨＣＶ相关肝硬化结节（＜１ｃｍ）（Ｂ１）；（３）未接
受抗病毒药物治疗、治疗后ＬＬＶ的 ＨＢＶ或 ＨＣＶ相关肝硬化伴
糖尿病或一级亲属有肝癌家族史等协同危险因素（Ｂ１）

－

　　注：ＳＶＲ．持续病毒学应答；ＨＢＶ．乙型肝炎病毒；ＨＣＶ．丙型肝炎病毒；ＡＬＴ．丙氨酸转氨酶；ＨＢｓＡｇ．乙型肝炎表面抗原；ＬＬＶ．低病毒血症；

ＴＨＲＩ．多伦多肝细胞癌风险指数；ＬＧＤＮ．低级别不典型增生结节；ＨＧＤＮ．高级别不典型增生结节；－为无数据。

６　筛查与监测工具

６．１　腹部犝犛

ＵＳ由于其操作简便、灵活、无创和价格低，被很

多国家的指南推荐作为肝癌的筛查方法［８０］。ＵＳ可较

灵敏地发现肝内占位性病变，准确区分囊性或实性病

变。直径＞２ｃｍ的肝脏肿瘤，根据病灶血供等特征，

ＵＳ有助于鉴别其良恶性。总体来讲，对于直径＜２ｃｍ、

２～３ｃｍ、４～５ｃｍ和＞５ｃｍ的肝癌，ＵＳ诊断的灵敏

度分别为３９％～６５％、７６％、８４％和９０％
［８１］。超声多

普勒不仅可以看到病变内的血液供应，还可以识别病

变与血管之间的关系。超声造影使肝脏占位内的血流

动力学变化可视化，并有助于鉴别诊断各种肝脏占位

性病变的性质，提高 ＵＳ诊断肝癌的灵敏度和特异

度［８２８３］。但是，ＵＳ容易受到检查者经验、手法和细致

程度的影响，也受患者肥胖的影响。不管早期肝癌

ＵＳ灵敏度低的原因是什么，ＵＳ仍是肝癌筛查与监测

最重要的工具。

６．２　多排螺旋犆犜、犕犚犐

多排螺旋ＣＴ和 ＭＲＩ是诊断肝癌及临床分期最

重要的工具，但设备价格高，难以在基层医院应用。动

脉期明显的异质性增强，门静脉期和（或）实质平衡期

显示出肿瘤增强程度降低，快速洗入和洗出的增强模

式是肝癌的ＣＴ影像特征
［７９］。ＭＲＩ组织分辨率高，采

用特异性对比剂钆塞酸二钠（ｇａｄｏｌｉｎｉｕｍｅｔｈｏｘｙ

ｂｅｎｚｙｌｄｉ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ｔｒｉａｍｉｎｅｐｅｎｔａ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ＧｄＥＯＢ

ＤＴＰＡ）增强扫描，可显著提高早期肝癌的诊断灵敏度

和特异度［８４］。肝硬化结节≤２ｃｍ，采用ＧｄＥＯＢＤＴ

ＰＡ增强 ＭＲＩ检查，其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９６．０％

和９６．６％；ＭＲＩ增强扫描对 ＨＧＤＮ 具有高灵敏度

（９４．７％）和特异度（９９．３％），可较准确鉴别早期肝细

胞癌和 ＨＧＤＮ
［８５］。有学者对４０７例肝硬化进行了前

瞻性监测（４～６个月１次）显示，在发现的４３例肝癌

患者中，增强 ＭＲＩ检出率为 ８６％，明显高于 ＵＳ

（２７．９％）；而假阳性的比例明显低于 ＵＳ（分别为

３．０％和５．６％）；７４．４％（３２／４３）的患者为早早期肝癌

（单个结节＜２ｃｍ）
［８６］。因此，与 ＵＳ相比，在极高肝

细胞癌危险的肝硬化患者中，ＧｄＥＯＢＤＴＰＡ 增强

ＭＲＩ监测，可提高早早期肝细胞癌的检出率
［８４］。但

是，直径≥２ｃｍ 肝癌，ＣＴ与 ＭＲＩ诊断的灵敏度相

似［８１］。增强 ＭＲＩ是否能取代 ＵＳ检查作为肝癌极高

危人群监测工具，还需要深入研究。

６．３　犃犉犘、犇犆犘、犃犉犘犔３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于中晚期肝细胞癌比例较多，

ＡＦＰ的灵敏度可达７２％～８７％。但随着医学影像学

的发展，早期肝癌诊断比例不断增加，ＡＦＰ诊断肝细

·０９· 中华预防医学会肝胆胰疾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等　原发性肝癌的分层筛查与监测指南（２０２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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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癌的价值也有所下降。ＡＦＰ水平与肿瘤大小有关，

部分良性肝病、肝母细胞瘤和胃肠道恶性肿瘤患者血清

ＡＦＰ也会升高
［８７］。肿瘤直径＜２ｃｍ、２～５ｃｍ和＞５ｃｍ

的肝癌中，ＡＦＰ正常（＜２０ｎｇ／ｍＬ）的比例为５０％～

７０％、３０％～５０％和２０％～３０％
［８１］。总体上看，ＡＦＰ

诊断肝细胞癌的灵敏度为２５％～６５％，特异度为

８０％～９４％
［８１］。因此，２０１０年 ＡＡＳＬＤ、２０１８年ＥＡ

ＳＬ已不再将ＡＦＰ作为肝细胞癌诊断的必备指标。但

是，ＡＦＰ与 ＵＳ联合检查，可提高肝细胞癌诊断的灵

敏度。由３２项研究组成的荟萃分析（１３３６７例）表明，

单独 ＵＳ发现肝细胞癌的灵敏度低于 ＵＳ联合 ＡＦＰ

（犚犚为０．８８，９５％犆犐为０．８３～０．９３）
［１６］。一项对

１４８７例ＨＢＶ感染者的研究显示，仅用ＡＦＰ监测，就

能发现早期肝细胞癌，并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在超声

设备或检测经验有限地区，ＡＦＰ作为肝细胞癌监测的

工具仍有意义［８８］。同时，在抗病毒治疗时代，ＡＦＰ可

提高 ＨＢＶ相关肝细胞癌发生的早期预警，如果抗病

毒治疗未能使患者的ＡＦＰ水平下降，则应警惕肝细胞

癌风险［８９］。因此，ＵＳ联合ＡＦＰ可提高早期肝细胞癌

的灵敏度，特别是非病毒性肝炎相关的肝硬化患者［９０］。

ＤＣＰ也称维生素Ｋ缺乏症或拮抗剂Ⅱ诱导的蛋

白质（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ｖｉｔａｍｉｎＫａｂｓｅｎｃｅｏｒａｎｔａｇ

ｏｎｉｓｔⅡ，ＰＩＶＫＡⅡ），１９８４年首次报道在肝细胞癌患

者血清中升高。包括３１个研究的荟萃分析显示，临界

值为４０ｍＡＵ／ｍＬ时，ＰＩＶＫＡⅡ诊断肝细胞癌诊断

灵敏度为６６％，特异度为８９％
［９１］。ＰＩＶＫＡⅡ在不同

肿瘤大小、不同人群以及不同病因中，诊断肝细胞癌的

能力 均 优 于 ＡＦＰ。我 国 多 中 心 研 究 也 显 示，

ＰＩＶＫＡⅡ在区分肝细胞癌与对照之间的正确率比

ＡＦＰ高６．２％～２０．７％
［９２］。ＰＩＶＫＡⅡ和 ＡＦＰ的形

成机制不相同，两者之间无相关性，在ＡＦＰ阴性的肝

细胞癌患者中，ＰＩＶＫＡⅡ诊断肝细胞癌的 ＡＵＣ为

０．８６。因此，ＡＦＰ与ＰＩＶＫＡⅡ联用，可提高对肝细

胞癌早期检出率。

ＡＦＰＬ３是ＡＦＰ的岩藻糖基化变异体，慢性肝炎

和肝硬化患者 ＡＦＰ主要成分为 ＡＦＰＬ１，肝癌患者

ＡＦＰ主要成分为 ＡＦＰＬ３。荟萃分析显示，ＡＦＰＬ３

诊断肝细胞癌的总体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４８．３％

（４５．９％～５０．７％）和９２．９％（９１．６％～９４．０％）
［９３］。

基于性别、年龄和 ＡＦＰ、ＡＦＰＬ３、ＤＣＰ３种血清标志

物构建的ＧＡＬＡＤ模型，诊断早期肝癌的敏感性与特

异性分别为８５．６％、９３．３％，区别肝癌与慢性肝病

ＡＵＣ大于０．９，且该模型不受病因及抗病毒治疗的

影响［９４９５］。

６．４　其他血清蛋白标志物

肝细胞癌蛋白标志物还包括：αＬ岩藻糖苷酶、血

清铁蛋白、骨桥蛋白、Ｇｌｙｐｉｃａｎ３、热休克蛋白９０α、高

尔基体蛋白７３、热激蛋白２７和Ｄｉｃｋｋｏｐｆ１等。由于这

些生物标志物在其他恶性肿瘤、肝硬化或慢性肝炎患

者中也会增高，限制了其作为肝癌标志物的应用

价值［９６］。

６．５　新的血清生物标志物

６．５．１　微小ＲＮＡ（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ｍｉＲＮＡ）　ｍｉＲＮＡ是

一种由２０～２５个核苷酸组成的非编码ＲＮＡ，在转录

后水平调控目的基因的表达。由外泌体包裹的 ｍｉＲ

ＮＡ在血循环中稳定性较高，具有血清学标志物的应

用前景。荟萃分析显示，诊断肝细胞癌的灵敏度和特

异度均＞８０％的单一 ｍｉＲＮＡ，包括 ｍｉＲ１３０ｂ、ｍｉＲ

１５０、ｍｉＲ１８２、ｍｉＲ２１５和ｍｉＲ９６。尤其重要的是，在

ＢＣＬＣ０期的早早期肝癌中，ｍｉＲＮＡ组合检测的诊断

灵敏度和特异度也可分别达到８６．１％和７６．８％
［９７］。

由７种ｍｉＲＮＡ（ｍｉＲ１２２、ｍｉＲ１９２、ｍｉＲ２１、ｍｉＲ２２３、

ｍｉＲ２６ａ、ｍｉＲ２７ａ和 ｍｉＲ８０１）组成的肝癌诊断试剂

盒，其 区 分 肝 癌 患 者 和 正 常 人 群 的 正 确 率 达

９４．１％
［９８］。ｍｉＲＮＡ作为一种新的标志物，存在的主

要问题是重复性欠佳，仍有待大样本、多中心临床验证

其应用价值。

６．５．２　液体活检　液体活检作为精准医学时代检测

的标志物，包括循环肿瘤细胞、循环肿瘤ＤＮＡ（ｃｉｒｃｕ

ｌａｔｉｎｇｔｕｍｏｒＤＮＡ，ｃｔＤＮＡ）、外泌体、肿瘤相关甲基

化、循环游离 ＤＮＡ（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ｃｅｌｌｆｒｅｅＤＮＡ，ｃｆＤ

ＮＡ）、长链非编码ＲＮＡ等
［９９１００］。ｃｔＤＮＡ相关基因的

改 变，例 如 ｐ１５、ｐ１６、ＡＰＣ、ＳＰＩＮＴ２、ＳＦＲＰ１、

ｐ１６ＩＮＫ４ａ、ＴＦＰＩ２、ＧＳＴＰ１和 ＲＡＳＳＦ１Ａ与肝细胞癌

发生和发展有关。研究显示，ｃｆＤＮＡ甲基化，在诊断

肝癌方面具有高灵敏度和特异度，且与肿瘤大小、肿瘤

分期和治疗应答等密切相关［１０１］。目前液体活检的成

本高，不适宜用于肝癌的筛查和监测。

总之，除ＡＦＰ外，包括ＡＦＰＬ３和ＰＩＶＫＡⅡ以及

其他血清蛋白标志物、液体活检在内所有新的标志物，

均需要经过ＥＤＲＮ提出的肿瘤标志物发现和验证的

５个临床阶段的充分评估
［１０２］，才能将其作为肝癌筛

查、监测或诊断的指标。

推荐意见９：腹部ＵＳ联合血清ＡＦＰ是肝癌监测

的一线工具（Ａ１）。

推荐意见１０：血清ＡＦＰ联合ＡＦＰＬ３及ＰＩＶＫＡⅡ

检测，可提高早期肝癌的检出率（Ｂ２）。

推荐意见１１：肝癌极高危险人群中，ＧｄＥＯＢＤＴ

ＰＡ增强ＭＲＩ可提高对肝硬化增生结节、ＬＧＮＤ和ＨＧ

ＮＤ的鉴别能力，显著提高早早期肝癌的检出率（Ｂ１）。

推荐意见１２：液体活检等新的肝癌血清标志物，

无论是单独还是联合，作为肝癌筛查与监测的血清指

标，仍缺乏临床充分评估与严格验证，不推荐用于常规

筛查与监测（Ｃ１）。

·１９·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２１年１月第２８卷第２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２１，Ｖｏｌ．２８　Ｎ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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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肝癌的监测

在有肝癌风险的人群中，终生监测有助于肝癌的早

诊早治，降低其病死率。对４７项研究（包括１５１５８例肝

硬化患者）的荟萃分析显示，监测可显著提高早期肝癌

诊断率（犗犚为２．０８，９５％犆犐为１．８０～２．３７）和肝癌根

治率（犗犚为２．２４，９５％犆犐为１．９９～２．５２），与肝癌患

者总生存率有关（犗犚 为１．９０，９５％犆犐 为１．６７～

２．１７），监测组患者的３年累积生存率为５０．８％，而在

非监测组患者仅为２７．９％
［１０３］。另一项由１７８２０名

ＨＢＶ感染者队列显示，ＡＦＰ联合 ＵＳ监测６个月

１次，监测组肝癌患者１、２年生存率分别为８８．１％和

７７．５％，而非监测组肝癌患者的１年生存率为０
［１０４］。

因此，科学的确定监测目标人群及分层监测方案，是提

高肝癌患者整体生存率及成本效益最关键的环节。

７．１　目标人群

关于肝癌监测的目标人群，认为以下几个条件是

必要的：（１）监测目标人群肝细胞癌的发生危险足够

高。不同病因的肝病患者进展为肝癌的危险有差别；

在抗病毒治疗时代，不同临床阶段ＨＢＶ或ＨＣＶ感染

发生肝癌的危险差别也很大。不论是否存在肝硬化，

ＨＢＶ感染者进展为肝癌的年危险度＞１．５％，或肝癌

发生率＞０．２％，才适合监测。（２）监测目标人群的肝

细胞癌诊断率高于由症状、体征或偶然影像学检查的

早期肝细胞癌诊断率。（３）监测目标人群中，肝癌治疗

后的长期生存率要比未监测人群高［１０５１０６］。一项

８９００例慢性病毒性肝病患者（ＨＢＶ感染１５％，ＨＣＶ

感染８０％，混合感染５％）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显示，每

６个月１次 ＵＳ联合 ＡＦＰ监测肝癌，随访中位数

１０年，８．６％的患者进展为肝细胞癌，其中４７．３％的肝

硬化患者进展为肝细胞癌［１０７］。无肝硬化的慢性ＨＢＶ

或ＨＣＶ感染者中，肝癌年发生率低，特别是有效抗病

毒治疗后肝细胞癌发生风险降低达７０％
［１０７］，达不到

需要监测肝癌的阈值。但是，在 ＨＢＶ相关肝硬化患

者中，抗病毒治疗后肝细胞癌年发生率仍高达１．５％

～２．５％
［７６，１０８］。Ｓｉｎｇａｌ等

［１０９］前瞻性分析了４４６例

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Ａ／Ｂ级肝硬化患者，ＵＳ联合 ＡＦＰ监测

６个月１次，中位随访３．５年，在这些肝硬化患者中，

肝癌年发生率为２．８％，３、５年累积发生率分别为

５．７％和９．１％，其中早期肝癌占７３．２％。另一项多中

心研究显示，慢性乙型肝炎患者ＥＴＶ 或 ＴＤＦ治疗

后，前５年和第２个５年期间，无／肝硬化患者的肝细

胞癌年发生率分别为０．４９％和０．４７％，但在有肝硬化

患者中，肝细胞癌年发生率则为３．２２％和１．５７％。结

果表明，接受抗病毒治疗的 ＨＢＶ相关肝硬化患者，肝

细胞癌的发生率仍高于监测的阈值。而抗病毒治疗

后，获得ＳＶＲ的 ＨＢＶ非肝硬化患者，似乎没有监测

肝癌的必要［１１０］。因此，肝硬化是必须监测肝癌的高

危人群。但迄今尚无针对肝硬化患者的多中心、大样

本、随机对照的肝癌分层监测的研究。

值得指出的是，失代偿期肝硬化（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Ｂ或

Ｃ级）发生肝细胞癌的风险更大
［１１１］。但是，由于这些

患者存在肝功能衰竭或难控制的并发症，不能接受肝

癌根治性治疗，因此，ＡＡＳＬＤ指南推荐，除非这类患

者有条件进行肝移植，从成本效益角度考虑，没有必要

进行肝癌的监测。不过，随着肝癌综合治疗技术的提

高，如果早诊早治能使患者延长３个月以上的寿命，在

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中监测肝癌还是必要的。对于失

代偿期 ＨＢＶ相关肝硬化患者来说，经有效抗病毒治

疗后，可以出现肝硬化逆转或“再代偿”，动态监测肝

癌，对于降低肝病整体病死率仍很重要［４６，１０８］。在等待

肝移植的患者中也有必要进行监测，因为肝癌可能会

改变患者的优先等候级别和预后。

７．２　监测间隔

全球各指南推荐肝癌监测间隔不一致。新版的

ＡＡＳＬＤ、ＥＡＳＬ、ＬＩＲＡＤＳ、ＮＣＣＮ、ＡＰＡＳＬ指南以及

２０１９年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推

荐，肝癌高危人群间隔６个月监测１次。日本肝病学

会将肝癌高危人群进行了分层，对于极高危人群间隔

３～４个月监测１次，低危人群间隔６个月１次。有学

者比较了慢性肝炎合并血小板减少患者，间隔４个月

和１２个月监测１次，结果显示，３年累积肝细胞癌发

生率在两组间无显著差异。但是，间隔４个月监测

１次的患者中，早早期肝癌及接受根治性治疗的患者

最多［１１２］。也有学者回顾性研究分析了５２８２３例临床

诊断为肝细胞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诊断前间隔６、１２、

２４、３６个月监测１次 ＵＳ，监测和未经监测组人员中，

可接受根治性治疗分别占２４．３％（９５％犆犐为２３．７％～

２４．９％）、２６．９％ （９５％犆犐 为 ２５．７％ ～２８．２％）、

２２．９％（９５％犆犐为２１．８％～２４．１％）、２１．３％（９５％犆犐

为１９．９％～２２．８％）和１８．３％（９５％犆犐为１７．８％～

１８．８％），总体来看，间隔６个月１次监测肝癌，可接受

根治性治疗的患者比例仍很低［１１３］。在失代偿期ＨＢＶ

相关肝硬化患者中，间隔３个月１次ＵＳ联合ＡＦＰ监

测肝癌，在发生肝癌的患者中，ＢＣＬＣＡ期占６６．７％；

而间隔６个月监测组，ＢＣＬＣＡ期占１５．４％，两组可根

治性治疗的患者分别占７６．２％和３６．５％
［１１４］。一项多

中心随机对照研究发现，在１２７８例肝硬化患者中间

隔３和６个月监测肝细胞癌，共１２３例患者进展为肝

细胞癌；监测间隔缩短至３个月，两组患者在早期肝癌

（直径＜３ｃｍ）诊断率（７９％和７０％）以及局灶性结节

发现率（２０．４％和１３．２％）中无差异，但是，３个月监测

组，＜１ｃｍ结节的比例为４１％，显著高于６个月１次

监测组（２８％）
［１１５］。因此，缩短监测间隔，非恶性病变

·２９· 中华预防医学会肝胆胰疾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等　原发性肝癌的分层筛查与监测指南（２０２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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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率较高，也可能增加了不必要的回访。基于社区

与医院 ＨＢＶ或ＨＣＶ感染队列，肝硬化３～６个月监

测１次，慢性肝炎６～１２个月监测１次，均可延长肝癌

患者的长期生存率［１１６］。在肝癌高发地区，５０岁以上

普通人群，间隔２年１次ＵＳ监测比二步筛查法（第一

步筛查高危人群，第二步监测肝癌）有更好的成本

效益［１１７］。

因此，科学地对肝癌高危人群进行分层管理，采取

分层的监测间隔和监测工具可能具有更高的成本效益

（图１）。

　　注：ＨＢＶ．乙型肝炎病毒；ＨＣＶ．丙型肝炎病毒；ＵＳ．超声检查；ＡＦＰ．甲胎蛋白。

图１　肝癌高危人群的分层筛查与监测路线

７．３　依从性

有研究显示，中晚期肝癌最主要原因是患者没有

接受肝癌筛查和监测、未接受肝癌危险因素的干预或

未识别潜在的肝硬化［１１８１１９］。总的来看，在临床实践

中仅有５２％的患者有较好的依从性，能够遵循指南或

专家意见进行肝癌筛查与监测。有学者分析了多中心

１０２０例肝硬化患者肝癌监测的依从性，大部分患者

如果常规检查正常或无症状，无需进行监测。７３．１％

的患者接受了１次以上的监测；其中，１年２次监测者

占３７．７％，且与肝病专科医师有关（犗犚 为３０．１，

９５％犆犐为１７．５～５１．８），５０％患者报告了监测的困难，

包 括 费 用 （２８．９％）、时 间 （２４．１％）和 交 通

（１７．８％）
［１２０］。同样，对慢性丙型肝炎患者长期治疗

的队列也显示，在发生晚期肝癌患者中，１３％的患者无

筛查，１７％的患者无随访，７０％的患者无监测
［１２１］。因

此，肝癌早期诊断取决于对肝癌高危患者的全病程管

理、规范的监测。

７．４　召回

召回是肝癌监测过程中，提高早期诊断率最重要

的策略。对ＵＳ检出≤１ｃｍ结节患者，可在３～６个月

内重复ＵＳ检查。ＵＳ发现１～２ｃｍ结节患者，采用

ＧｄＥＯＢＤＴＰＡ增强 ＭＲＩ检查，可提高早期肝癌与

ＨＧＮＤ的鉴别能力
［８４］。对于不确定的病变，仍需要

进行诊断性肝活检。

７．５　成本效益

在肝癌高危人群中，ＵＳ联合ＡＦＰ监测具有较好

的成本效益［１２２］。尽管在肝癌低危患者（年发生率＜

１％）６个月１次 ＵＳ和（或）ＡＦＰ监测，可发现早期肝

癌，但成本效益显著高于肝癌高危患者（年发生率＞

３％）
［１２３］。因此，对肝癌高危人群进行分层管理，采取

分层的监测方案是必要的［１２４］。但其成本效益尚需基

于随机对照或大样本队列研究进行评价。

推荐意见１３：肝癌低危人群，１年或以上１次常规

监测（Ｃ２）；肝癌中危人群，１年１次（Ｃ１）；肝癌高危人

群，６个月１次常规监测（Ａ１）；肝癌极高危人群，３个

月１次常规监测，６～１２个月增强 ＣＴ或 ＭＲＩ检查

１次，以提高早期肝癌诊断率（Ｂ１）。

推荐意见１４：失代偿肝硬化患者肝癌风险更高，在

这些患者中监测肝癌，也可延长生存时间及提高肝移植

优先等候级别和预后，降低肝硬化总体病死率（Ｃ２）。

·３９·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２１年１月第２８卷第２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２１，Ｖｏｌ．２８　Ｎ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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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意见１５：肝癌筛查与监测仍存在一定程度的障

碍，在慢性肝病进展为肝癌的全病程管理中，科普教育、

微信或电话访视均可提高筛查与监测的依从性（Ｃ１）。

推荐意见１６：只有在足够肝癌发生危险度、足够

样本量的目标监测人群中，实施肝癌的分层监测方案，

才可能显示其成本效益（Ｃ１）。

８　肝癌根治术后的监测

肝癌切除术、肝移植和局部消融治疗（射频消融、

微波消融、冷冻消融和高强度超声聚焦消融等）是目前

指南推荐的肝癌根治方法，是肝癌患者获得长期生存

最重要的手段［５１０］。但遗憾的是，患者术后５年肝癌

复发转移率高达４０％～７０％
［１２５］。肝癌根治术后的监

测是早期发现其复发转移最重要的措施。

８．１　监测间隔

研究显示，肝癌根治术后最早复发可在术后２个

月，大部分患者术后１～２年复发或转移
［１２６］。肝癌复

发转移的危险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术前存在微小的

播散病灶或者是多中心的肝癌发生、肝癌致病因素未

根除、ＨＢＶ 突变、患者心理及肝功能状态等
［１２７１２８］。

一旦早期发现肝癌复发，可以选择再次手术切除、局部

消融等，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提高生活质量。根治

性治疗后肝癌监测间隔及适宜的监测工具尚无统一的

意见，也缺乏高质量的临床证据。

８．２　肝癌复发转移的防治

肝癌复发转移的防治仍是临床未解决的难题。高

ＨＢＶＤＮＡ载量及肝脏炎性可导致肝细胞坏死及残

余肝细胞再生，导致较高的 ＨＢＶ 相关肝癌的复发

率［１２５］。有研究显示，ＴＤＦ可显著降低 ＨＢＶ相关肝

癌患者术后５年肿瘤复发、肝移植以及死亡的风

险［１２９］。因此，国内外指南也推荐，ＮＡｓ可用于防治

ＨＢＶ相关肝癌患者术后复发转移。尽管抑制血管生

成的分子靶向药物预防根治术后肝癌复发的证据不

足，但是对不符合手术切除适应证的进展期肝癌或肝

癌复发，仍可以选择索拉菲尼、仑伐替尼、安罗替尼等

小分子靶向药物，或选择联合治疗方案（如免疫检查点

抑制剂联合小分子靶向药物、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

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等，可延长患者的总体生存时

间［１３０１３１］。详细药物方案可参考２０１９年卫健委发布

的《原发性肝癌诊疗方案》。

推荐意见１７：肝癌根治性治疗后的患者，２年内可

参考肝癌极高危人群监测，３个月常规监测，采用增强

ＣＴ或ＭＲＩ检查可发现肝癌早期复发转移（Ｃ１）；超过

２年，可参考肝癌高危人群监测，６个月常规监测（Ｃ１）。

推荐意见１８：有效抗病毒治疗可降低ＨＢＶ相关肝

癌的复发与转移（Ｂ１），ＥＴＶ、ＴＤＦ和ＴＡＦ作为慢性乙

型肝炎的一线抗病毒药物，可防治ＨＢＶ相关肝癌的复

发与转移（Ｂ１）。

推荐意见１９：小分子抗血管生成等靶向药物单药

或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用于不可手术切除肝癌的

治疗（Ａ１）以及根治性治疗术后肝癌复发与转移的预

防（Ｃ２）。

９　尚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１）肝癌前疾病及癌前病变的演变规律：在肝硬

化、肝硬化再生结节、ＬＧＮＤ、ＨＧＮＤ、早早癌、早期癌、

进展期肝癌的进展过程中，缺乏特异性的早期肝癌及

临床分期的生物标志物。需要进一步研究基于人工智

能的影像学大数据标志物，鉴别肝硬化再生结节与

ＨＧＮＤ及早期肝癌的临床价值。

（２）肝癌不同危险人群的监测间隔与适宜监测工

具：研发肝癌高危人群的简便分层辨识模型，如自我监

测ＡＰＰ。肝癌监测间隔仍需要随机对照或大样本队

列研究，特别是肝癌根治术后患者的监测间隔与监测

工具，尚无高质量的临床证据。

（３）在肝癌高危及极高危人群中，需要开展肝癌监

测的卫生经济学评价，以验证在这些目标人群中，肝癌

监测的公共卫生策略及长期的成本效益。

（４）无论是医务人员还是患者，依从性仍是肝癌监

测的主要障碍。

执笔专家

丁惠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消化中心

屠　红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癌基因与相关基因国家重点实验室

曲春枫　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

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分子肿瘤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免疫室

曹广文　海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部流行病学教研室

庄　辉　北京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院病原生物学系

赵　平　中国癌症基金会学术部

徐小元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

杨永平　解放军总医院肝病医学部肝癌诊疗中心

卢实春　解放军总医院肝胆胰外科医学部

执笔专家对本文有同等贡献

讨论专家（按姓氏汉语拼音字母排序）

安纪红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感染科

蔡建强　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

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肝胆外科

蔡守旺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肝胆外科

陈国凤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肝硬化中心

陈红松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中心

陈京龙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肿瘤介入科

陈立刚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消化科

陈永鹏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感染中心

陈　煜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中心四科

·４９· 中华预防医学会肝胆胰疾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等　原发性肝癌的分层筛查与监测指南（２０２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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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钟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人工肝及疑难

肝病中心

邓国宏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

高沿航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

高艳景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消化科

高月求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肝病科

韩　涛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消化科

韩　英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科

何　清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肝病二科

胡瑾华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肝衰竭中心

黄　缘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肝胆胰中心

贾继东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

江应安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

姜小清　海军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外科

李　非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普外科

李　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消化中心

蔺淑梅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科

刘福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介入中心

刘景丰　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肝胆胰外科

陆伦根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科

陆　伟　天津市肿瘤医院消化科

罗新华　贵州省人民医院感染科

闾　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肿瘤内科

马　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

南月敏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西医结合肝病科

任万华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感染科

谭　林　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肝病二科

陶开山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胰脾外科

魏　来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肝胆胰中心

汪　静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感染科

王凤梅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消化科

王宏光　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

科学院肿瘤医院肝胆外科

王　磊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感染科

温志立　南昌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消化科

文天夫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肝脏外科

吴　彪　海南省人民医院感染科

肖　宁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谢　雯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中心

辛绍杰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肝衰竭中心

刑卉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中心

杨积明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肝病科

杨　丽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消化科

杨　玲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消化科

杨尹默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肝胆外科

易永祥　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中心

尤　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

余祖江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

张大志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感染科

张　国　广西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科

张红光　镇江市第三医院肝病科

张明香　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肝病科

张跃新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

赵　鸿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肝病中心

赵景民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病理科

周　俭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肿瘤外科

周永健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科

祖红梅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肝病一科

指导专家

庄　辉　北京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院病原生物学系

董家鸿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肝胆胰中心

贾继东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

段钟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人工肝及疑难

肝病中心

谢渭芬　海军军医大学长征医院消化内科

赵　平　中国癌症基金会学术部

蔡建强　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

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肝胆外科

南月敏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西医结合肝病科

魏　来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肝胆胰中心

秘　书

韩　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中心二科

高竹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消化中心

杜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癌基因与相关基因国家重点实验室

张雯雯　解放军总医院肝胆胰外科医学部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１］　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肝癌学组，

中国抗癌协会病理专业委员会，等．原发性肝癌规范化病理诊断指

南（２０１５版）［Ｊ］．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２０１５，（３）：２４１２４６．

［２］　ＡｌｌｅｍａｎｉＣ，ＭａｔｓｕｄａＴ，ＤｉＣａｒｌｏＶ，ｅｔ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ｏｆ

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ｃａｎｃｅｒ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２０００１４（ＣＯＮＣＯＲＤ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ｎ

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ｆｏｒ３７５１３０２５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ｗｉｔｈｏｎｅｏｆ１８

ｃａｎｃｅｒｓｆｒｏｍ３２２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ｒｅｇｉｓｔｒｉｅｓｉｎ７１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Ｊ］．

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１８，３９１（１０１２５）：１０２３１０７５．

［３］　ＴｓｉｌｉｍｉｇｒａｓＤＩ，ＢａｇａｎｔｅＦ，ＳａｈａｒａＫ，ｅｔａｌ．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ａｆｔｅｒｒｅｓｅｃ

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ｃｌｉｎｉｃｌｉｖｅｒＣａｎｃｅｒ（ＢＣＬＣ）Ｓｔａｇｅ０，Ａ，ａｎｄＢ

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ＢＣＬＣ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ＡｎｎＳｕｒｇ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９，２６（１１）：

３６９３３７００．

［４］　ＭａｒｒｅｒｏＪＡ，ＫｕｌｉｋＬＭ，ＳｉｒｌｉｎＣＢ，ｅｔ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ｓｔａｇｉｎｇ，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２０１８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ｂｙ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Ｌｉｖｅ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Ｊ］．

Ｈｅｐａ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６８（２）：７２３７５０．

［５］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Ｌｉｖｅｒ．ＥＡＳ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Ｊ］．

ＪＨｅｐａｔｏｌ，２０１８，６９（１）：１８２２３６．

［６］　ＫｏｒｅａｎＬｉｖｅｒＣａｎｃｅ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ｎｔｅｒ．２０１８

Ｋｏｒｅａｎｌｉｖｅｒｃａｎｃｅ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ｎｔｅｒＫｏｒｅａ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Ｊ］．Ｇｕｔ

·５９·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２１年１月第２８卷第２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２１，Ｖｏｌ．２８　Ｎｏ．２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Ｌｉｖｅｒ，２０１９，１３（３）：２２７２９９．

［７］　ＢｅｎｓｏｎＡＢ，Ｄ＇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ＭＩ，ＡｂｂｏｔｔＤＥ，ｅｔａｌ．ＮＣＣＮ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ｈｅｐａｔｏｂｉｌｉａｒｙｃａｎｃｅｒｓ，ｖｅｒｓｉｏｎ２．２０１９，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ｕｐｄａｔｅｓ

ｔｏｔｈｅＮＣＣＮ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Ｊ］．ＪＮａｔｌＣｏｍｐｒＣａｎｃＮｅｔｗ，２０１９，１７

（４）：３０２３１０．

［８］　ＶｏｇｅｌＡ，ＣｅｒｖａｎｔｅｓＡ，ＣｈａｕＩ，ｅｔａｌ．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ＥＳＭＯ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Ｊ］．Ａｎｎ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８，２９（Ｓｕｐｐｌ４）：ｉｖ２３８ｉｖ２５５．

［９］　ＯｍａｔａＭ，ＣｈｅｎｇＡＬ，ＫｏｋｕｄｏＮ，ｅｔａｌ．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ｏｎ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

２０１７ｕｐｄａｔｅ［Ｊ］．ＨｅｐａｔｏｌＩｎｔ，２０１７，１１（４）：３１７３７０．

［１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原发性肝癌诊疗

方案［Ｊ］．中华肝脏病杂志，２０２０，２８（２）：１１２１２８．

［１１］　ＫｕｄｏＭ，ＭａｔｓｕｉＯ，ＩｚｕｍｉＮ，ｅｔａｌ．ＪＳＨ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ｂａｓｅ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

ｍａ：２０１４ｕｐｄａｔｅｂｙｔｈｅｌｉｖｅｒｃａｎｃｅｒ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ｏｆＪａｐａｎ［Ｊ］．

Ｌｉｖｅｒ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４，３（３４）：４５８４６８．

［１２］　ＫｕｄｏＭ．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ｉｎＪａｐａｎａｓａ

ｗｏｒｌｄｌｅａ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Ｊ］．Ｌｉｖｅｒ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８，７（２）：１３４１４７．

［１３］　ＹａｍａｎＭＥ，ＧｕｄｅｌｏｇｌｕＡ，ＳｅｎｔｕｒｋＳ，ｅｔａｌ．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ｏｆ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ｐｉｎ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ｆ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Ⅱ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Ｊ］．

ＳｐｉｎｅＪ，２０１５，１５（４）：７７７７８１．

［１４］　ＫａｎｗａｌＦ，ＳｉｎｇａｌＡＧ．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ｆｏｒ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ｃｕｒｒｅｎｔｂｅｓ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９，１５７（１）：５４６４．

［１５］　ＴｚａｒｔｚｅｖａＫ，ＯｂｉＪ，ＲｉｃｈＮＥ，ｅｔａｌ．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ｎｄａｌ

ｐｈａｆｅｔ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ｆｏｒｅａｒｌ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８，１５４（６）：１７０６１７１８，ｅ１．

［１６］　ＡｔｉｑＯ，ＴｉｒｏＪ，ＹｏｐｐＡＣ，ｅｔａｌ．Ａｎ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ａｎｄｈａｒｍｓ

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Ｊ］．

Ｈｅｐａ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６５（４）：１１９６１２０５．

［１７］　ＰａｌｍｅｒＷＣ，ＰａｔｅｌＴ．Ａｒｅｃｏｍｍ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ｈｏ

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ｌｉｖｅｒｃａｎｃｅｒｓ？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ｉｎｔｒａｈｅｐａｔｉｃｃｈｏｌａｎｇｉ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Ｊ］．ＪＨｅｐａｔｏｌ，２０１２，５７（１）：

６９７６．

［１８］　ＷａｎｇＭ，ＷａｎｇＹ，ＦｅｎｇＸ，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ｖｉ

ｒｕｓａｎｄ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ｖｉｒｕｓｔｏｌｉｖｅｒ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Ｃｈｉｎａｎｏｒｔｈａｒｅａｓ：ｅｘ

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ｎｔｅｒ［Ｊ］．ＩｎｔＪ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２０１７，６５：１５２１．

［１９］　夏锋，张大志．肝细胞癌癌前病变的诊断和治疗多学科专家共识

（２０２０版）［Ｊ］．中华肝脏病杂志，２０２０，２８（１）：１４２０．

［２０］　ＮａｕｌｔＪＣ，ＭａｒｔｉｎＹ，ＣａｒｕｓｏＳ，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ｇｅｎｏｍ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ｒｏｍｅａｒｌｙｔｏ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Ｊ］．

Ｈｅｐａ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７１（１）：１６４１８２．

［２１］　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Ｍ，ＩｋｅｄａＫ，ＨｏｓａｋａＴ，ｅｔａｌ．Ｄｙｓｐｌａｓｔｉｃｎｏｄｕｌｅｓｆｒｅ

ｑｕｅｎｔｌ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ｔｏ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ｃｈｒｏｎｉｃｖｉｒａｌ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ａｎｄ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Ｊ］．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６，１０６（３）：

６３６６４７．

［２２］　ＦａｔｅｅｎＷ，ＲｙｄｅｒＳＤ．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ｆｏｒ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ｐａｔｉｅｎｔ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Ｊ］．Ｊ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２０１７，４：７１７９．

［２３］　ＺｈｅｎｇＲ，ＱｕＣ，ＺｈａｎｇＳ，ｅｔａｌ．Ｌｉｖｅｒ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ｏｒ

ｔａｌｉｔ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ｔｒｅｎｄｓａｎ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ｏ２０３０［Ｊ］．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２０１８，３０（６）：５７１５７９．

［２４］　ＧｌｏｂａｌＢｕｒｄｅｎ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ａｎｃｅｒ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ＦｉｔｚｍａｕｒｉｃｅＣ，

ＡｂａｔｅＤ，ｅｔ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ｙｅａｒｓｏｆｌｉｆｅｌｏｓｔ，ｙｅａｒｓｌｉｖｅｄｗｉｔｈ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ｄｉｓａ

ｂｉｌｉｔｙ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ｌｉｆｅｙｅａｒｓｆｏｒ２９ｃａｎｃｅｒｇｒｏｕｐｓ，１９９０ｔｏ２０１７：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ｂｕｒｄｅｎ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Ｊ］．

ＪＡＭＡ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９，５（１２）：１７４９１７６８．

［２５］　中华预防医学会肿瘤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感染相关肿瘤防控

学组，中华预防医学会慢病预防与控制分会，中华预防医学会健

康传播分会．中国肝癌一级预防专家共识（２０１８）［Ｊ］．中华肿瘤

杂志，２０１８，４０（７）：５５０５５７．

［２６］　曾红梅，曹毛毛，郑荣寿，等．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中国肿瘤登记地区肝

癌发病年龄变化趋势分析 ［Ｊ］．中华预防医学杂志，２０１８，５２

（６）：５７３５７８．

［２７］　ＺｈｏｕＭ，ＷａｎｇＨ，ＺｅｎｇＸ，ｅｔａｌ．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ａｎｄ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１９９０２０１７：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ｂｕｒｄｅｎ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２０１７［Ｊ］．Ｌａｎｃｅｔ，

２０１９，３９４（１０２０４）：１１４５１１５８．

［２８］　ＦｏｒｎｅｒＡ，ＲｅｉｇＭ，ＢｒｕｉｘＪ，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Ｊ］．Ｌａｎ

ｃｅｔ，２０１８，３９１（１０１２７）：１３０１１３１４．

［２９］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慢性乙型肝

炎防治指南（２０１９年版）［Ｊ］．中华肝脏病杂志，２０１９，２７（１２）：

９３８９６１．

［３０］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丙型肝炎防

治指南（２０１９年版）［Ｊ］．中华肝脏病杂志，２０１９，２７（１２）：９６２

９７９．

［３１］　ＳｈａｒｍａＳＡ，ＫｏｗｇｉｅｒＭ，ＨａｎｓｅｎＢＥ，ｅｔａｌ．ＴｏｒｏｎｔｏＨＣＣｒｉｓｋ

ｉｎｄｅｘ：Ａ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ｄｓｃｏ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ｔｏｐｒｅｄｉｃｔ１０ｙｅａｒｒｉｓｋｏｆＨＣＣ

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Ｊ］．ＪＨｅｐａｔｏｌ，２０１８，６８（１）：９２９９．

［３２］　ＧａｎｎｅＣａｒｒｉéＮ，ＣｈａｆｆａｕｔＣ，ＢｏｕｒｃｉｅｒＶ，ｅｔａ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ｏｆｈｅｐａ

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

［Ｊ］．ＪＨｅｐａｔｏｌ，２０１８，６９（６）：１２７４１２８３．

［３３］　ＫｉｍＢＳ，ＳｅｏＹＳ，ＫｉｍＹＳ，ｅｔａｌ．Ｒｅｄｕｃｅｄｒｉｓｋ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ｂｙ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ａｓｕｂｃｉｒｒｈｏｔｉｃｌｉｖｅｒ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ｎｔｉ

ｖｉｒａｌａｇｅｎｔｓｉｎ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ｖｉｒｕ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ｆｉｂｒｏｓｉｓｏｒｃｉｒ

ｒｈｏｓｉｓ［Ｊ］．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Ｈｅｐａｔｏｌ，２０１８，３３（２）：５０３５１０．

［３４］　ｄｅＭａｒｔｅｌＣ，ＧｅｏｒｇｅｓＤ，ＢｒａｙＦ，ｅｔ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ｂｕｒｄｅｎｏｆｃａｎｃｅｒ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ａｂｌｅｔｏ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２０１８：ａ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ＬａｎｃｅｔＧｌｏｂ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２０，８（２）：ｅ１８０ｅ１９０．

［３５］　ＳｈｉＹ，ＷｕＹ，ＷｕＷ，ｅｔ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ｃｃｕｌｔ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Ｊ］．ＬｉｖｅｒＩｎｔ，２０１２，３２（２）：２３１２４０．

［３６］　ＬｏｏｍｂａＲ，ＬｉｕＪ，ＹａｎｇＨＩ，ｅｔａｌ．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ｆａｍｉｌ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ｄ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ｖｉｒｕ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ｒｉｓｋｆｏｒ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Ｊ］．ＣｌｉｎＧａｓｔｒｏｅｎ

ｔｅｒｏｌＨｅｐａｔｏｌ，２０１３，１１（１２）：１６３６１６４５，ｅ１３．

［３７］　ＦａｎＣ，ＬｉＭ，ＧａｎＹ，ｅｔａｌ．ＡｓｉｍｐｌｅＡＧＥＤｓｃｏｒｅｆｏｒｒｉｓｋｃｌａｓｓ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ｌｉｖｅｒｃａｎｃ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ＨＢｓＡｇ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ｈｏｒｔｓｉｎＱｉ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Ｊ］．Ｇｕｔ，２０１９，６８（５）：９４８９４９．

［３８］　ＹａｎｇＨＩ，ＹｕｅｎＭＦ，ＣｈａｎＨＬ，ｅｔａｌ．Ｒｉｓｋ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ｅｐａｔｏ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ｉ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ＲＥＡＣＨＢ）：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ｓｃｏｒｅ［Ｊ］．ＬａｎｃｅｔＯｎｃｏｌ，

２０１１，１２（６）：５６８５７４．

［３９］　ＴｓｅｎｇＴＣ，ＬｉｕＣＪ，ＨｓｕＣＹ，ｅｔａｌ．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ｏｆ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ｃｏｒ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ｎｔｉｇｅ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ｒｉｓｋ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ＨＢ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ｖｉｒａｌｌｏａｄ［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１５７（６）：１５１８１５２９，ｅ３．

·６９· 中华预防医学会肝胆胰疾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等　原发性肝癌的分层筛查与监测指南（２０２０版）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４０］　ＴｓｅｎｇＴＣ，ＬｉｕＣＪ，ＹａｎｇＨＣ，ｅｔａｌ．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

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ｔｉｇｅ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ｒｉｓｋ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ｉｎ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ｌｏｗＨＢＶｌｏａｄ［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１４２（５）：

１１４０１１４９，ｅ３．

［４１］　ＢａｕｄｉＩ，ＩｎｏｕｅＴ，ＴａｎａｋａＹ，ｅｔａｌ．Ｎｏｖｅｌ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ｏｆ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ａｎｄ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ＨＢｃｒＡｇ

ａｎｄＭ２ＢＰＧｉ［Ｊ］．ＩｎｔＪＭｏｌＳｃｉ，２０２０，２１（３）：９４９．

［４２］　ＬｉｕＳ，ＺｈａｎｇＨ，ＧｕＣ，ｅｔ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ｖｉ

ｒｕｓ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ｍｅｔａ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Ｎａｔｌ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ｓｔ，２００９，１０１（１５）：１０６６１０８２．

［４３］　ＹｉｎＪ，ＸｉｅＪ，ＬｉｕＳ，ｅｔ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ｖａｒｉｏｕｓｍｕｔａ

ｔｉｏｎｓｉｎｖｉｒａｌｃｏｒｅ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ｒａｎｇｉｎｇｏｆａ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ｃａｒｒｉｅｒｓｔａｔｅｔｏ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

ｎｏｍａ［Ｊ］．Ａｍ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２０１１，１０６：８１９２．

［４４］　ＢａｉＸ，ＺｈｕＹ，ＪｉｎＹ，ｅｔ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ｒⅡａｎｄｂａｓａｌｃｏｒｅ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ｏｆＨＢＶｉ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ａｔ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ｆｏｒ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Ｊ］．Ｃａｒｃｉｎｏ

ｇｅｎｅｓｉｓ，２０１１，３２（１）：６３６８．

［４５］　ＰａｐａｔｈｅｏｄｏｒｉｄｉｓＧＶ，ＬａｍｐｅｒｔｉｃｏＰ，ＭａｎｏｌａｋｏｐｏｕｌｏｓＳ，ｅｔａｌ．Ｉｎ

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ｉ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ｎｕｃｌｅｏｓ（ｔ）ｉｄ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Ｊ］．ＪＨｅｐ

ａｔｏｌ，２０１０，５３（２）：３４８３５６．

［４６］　ＹｉｐＴＣ，ＷｏｎｇＶＷ，ＣｈａｎＨＬ，ｅｔａｌ．Ｔｅｎｏｆｏｖｉｒ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ｌｏｗｅｒｒｉｓｋ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ｔｈａｎｅｎｔｅｃａｖｉｒ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ＨＢ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０，１５８（１）：２１５２２５，ｅ２１６．

［４７］　ＨａｎＹ，ＺｅｎｇＡ，ＬｉａｏＨ，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ｃｏｍｐａｒｉ

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ｅｎｏｆｏｖｉｒａｎｄｅｎｔｅｃａｖｉｒ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ｈｅｐ

ａｔｉｔｉｓＢａｎｄＨＢＶｒｅｌａｔｅｄ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Ｍｅ

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ＩｎｔＩｍｍｕ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１７，４２：１６８１７５．

［４８］　ＲｅｎＨ，ＨｕａｎｇＹ．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ｅｇｙｌａ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ａｌｐｈａｂａｓｅｄ

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ｓ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

ｎｏｍ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Ｊ］．ＪＶｉ

ｒａｌＨｅｐａｔ，２０１９，２６（Ｓｕｐｐｌ１）：５３１．

［４９］　ＭａｕｃｏｒｔＢｏｕｌｃｈ，Ｄ，ｄｅＭａｒｔｅｌＣ，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ｈｉＳ，ｅｔａｌ．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ｌｉｖｅｒｃａｎｃｅｒ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ａｂｌｅｔｏ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ａｎｄＣｖｉ

ｒｕｓｅｓ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Ｊ］．ＩｎｔＪ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８，１４２（１２）：２４７１２４７７．

［５０］　ＴｕｒａｔｉＦ，ＥｄｅｆｏｎｔｉＶ，ＴａｌａｍｉｎｉＲ，ｅｔａｌ．Ｆａｍｉｌ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ｌｉｖｅｒ

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Ｊ］．Ｈｅｐａ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５５

（５）：１４１６１４２５．

［５１］　ＭａＬ，ＬｉｕＪ，ＷａｎｇＷ，ｅｔ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ａｃｔｉｎｇ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ｆｅｒ

ｏｎｂａｓｅｄ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ｎ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ｒｉｓｋｉｎｃｈｒｏｎｉｃ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ＦｕｔｕｒｅＯｎｃｏｌ，２０２０，１６（１１）：６７５６８６．

［５２］　ＨａｓｓａｎＭＭ，ＨｗａｎｇＬＹ，ＨａｔｔｅｎＣＪ，ｅｔａｌ．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ｈｅｐａ

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ｍｏｆａｌｃｏｈｏｌｗｉｔｈｖｉｒａｌ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ａｎｄ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Ｊ］．Ｈｅｐａ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３６（５）：１２０６１２１３．

［５３］　ＳｈｅｎＹ，ＲｉｓｃｈＨ，ＬｕＬ，ｅｔａｌ．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

ｍａ（ＨＣＣ）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ｃ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ｕｄｙ［Ｊ］．ＣａｎｃｅｒＣａｕｓｅ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２０，３１（４）：３２１３３２．

［５４］　ＨｅｃｋｌｅｙＧＡ，ＪａｒｌＪ，ＡｓａｍｏａｈＢＯ，ｅｔａｌ．Ｈｏｗ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ｌｉｖｅｒ

ｃａｎｃ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ｆｔｅｒａｌｃｏｈｏｌｃｅｓｓ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ＢＭＣ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１，１１：４４６．

［５５］　ＢｅｒｋａｎＫａｗｉｎｓｋａＡ，ＰｉｅｋａｒｓｋａＡ．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ｉｎｎｏｎ

ａｌｃｏｈｏｌｆａｔｔｙｌｉｖｅ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ｓ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Ｊ］．ＣｕｒｒＭｅｄＲｅｓＯｐｉｎ，２０２０，３６（２）：２３５２４３．

［５６］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Ｍ，ＬｏｏｍｉｓＡＫ，ｖａｎｄｅｒＬｅｉＪ，ｅｔａｌ．Ｒｉｓｋｓ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ｅ

ｄｉｃｔｏｒｓｏｆ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ａｎｄ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ｓｉｎａｄ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ＮＡＦＬＤ：ｒｅａｌｗｏｒｌｄｓｔｕｄｙｏｆ１８ｍｉｌｌｉ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

ｆｏｕ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ｈｏｒｔｓ［Ｊ］．ＢＭＣＭｅｄ，２０１９，１７（１）：９５．

［５７］　ＷａｎｇＺ，ＺｈａｏＸ，ＣｈｅｎＳ，ｅｔ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ｏｎａｌｃｏ

ｈｏｌｉｃｆａｔｔｙｌｉｖｅ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ｃａｎｃｅｒｓｉｎａｌａｒｇｅｃｏｈｏｒ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Ｊ］．

Ｃｌｉｎ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Ｈｅｐａｔｏｌ，２０２０，１１：Ｓ１５４２３５６５（２０）３０６４３１．

［５８］　ＹａｎｇＷＳ，ＶａＰ，ＢｒａｙＦ，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ｐｒ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ｏｎ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ｈｏｒ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１，

６（１２）：ｅ２７３２６．

［５９］　ＰａｎＸＦ，ＨｅＭ，ＹｕＣ，ｅｔａｌ．Ｔｙｐｅ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ａｎｄｒｉｓｋｏｆ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ａｍｏｎｇ０．５ｍｉｌｌｉ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ｕｌｔｓ［Ｊ］．Ａｍ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１８，１８７（７）：１３８０１３９１．

［６０］　ＲｏｓｓＲＫ，ＹｕａｎＪＭ，ＹｕＭＣ，ｅｔａｌ．Ｕｒｉｎａｒｙａｆｌａｔｏｘｉｎ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ｒｉｓｋ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Ｊ］．Ｌａｎｃｅｔ，１９９２，３３９

（８７９９）：９４３９４６．

［６１］　ＳｕｎＺ，ＣｈｅｎＴ，ＴｈｏｒｇｅｉｒｓｓｏｎＳＳ，ｅｔａｌ．Ｄｒａｍａｔｉｃ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ｖ

ｅｒ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ｙｏｕｎｇａｄｕｌｔｓ：２８ｙｅａｒ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ｏｆｅｔｉ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ｎｅｎｄｅｍｉｃａｒｅａ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ｅ

ｓｉｓ，２０１３，３４（８）：１８００１８０５．

［６２］　ＮｇＡＷＴ，ＰｏｏｎＳＬ，ＨｕａｎｇＭＮ，ｅｔａｌ．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ｃａｃｉ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ａｒｅｗｉｄｅｌｙ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ｉｎｌｉｖｅｒｃａｎｃｅｒｓ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Ａｓｉａ［Ｊ］．ＳｃｉＴｒａｎｓｌＭｅｄ，２０１７，９（４１２）：ｅａａｎ６４４６．

［６３］　ＣｈｅｎＣＪ，ＹａｎｇＹＨ，ＬｉｎＭＨ，ｅｔａｌ．Ｈｅｒｂ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ｃａｃｉｄ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ｉｎ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ｖｉｒｕ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Ｊ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８，１４３

（７）：１５７８１５８７．

［６４］　ＣｈｉａｎｇＣＪ，ＹａｎｇＹＷ，ＹｏｕＳＬ，ｅｔａｌ．Ｔｈｉｒｔｙｙｅａｒ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ｏｆ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ｉｎＴａｉｗａｎ［Ｊ］．

ＪＡＭＡ，２０１３，３１０（９）：９７４９７６．

［６５］　ＴｈｏｍａｓＤＬ．Ｇｌｏｂａｌ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Ｊ］．ＮＥｎｇｌ

ＪＭｅｄ，２０１９，３８０（２１）：２０４１２０５０．

［６６］　ＺｈａｎｇＨ，ＺｈｕＪ，ＸｉＬ，ｅｔａｌ．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ｏｒｏｎｔｏ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ｒｉｓｋｉｎｄｅｘｆ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ｃｏｈｏｒｔｓｔｕｄｙ［Ｊ］．ＷｏｒｌｄＪＳｕｒｇ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９，１７（１）：７５．

［６７］　ＤｙｓｏｎＪ，ＪａｑｕｅｓＢ，ＣｈａｔｔｏｐａｄｙｈａｙＤ，ｅｔａｌ．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ｎｃ

ｅｒ：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ｏｂｅｓｉｔｙ，ｔｙｐｅ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ａｎｄａ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ｔｅａｍ［Ｊ］．ＪＨｅｐａｔｏｌ，２０１４，６０（１）：１１０１１７．

［６８］　ＫｉｍＪＨ，ＳｉｎｎＤＨ，ＫａｎｇＷ，ｅｔａｌ．Ｌｏｗｌｅｖｅｌｖｉｒｅｍ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ｄｒｉｓｋ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ｅｎ

ｔｅｃａｖｉ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Ｊ］．Ｈｅｐａ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６６（２）：３３５３４３．

［６９］　ＷａｎｇＨＭ，ＨｕｎｇＣＨ，ＬｕＳＮ，ｅｔａｌ．Ｌｉｖｅｒ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ｓａ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ｔｏｆｉｂｒｏｔｉｃｓｔａｇｅｉｎ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

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ｃｈｒｏｎｉｃ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

ＬｉｖｅｒＩｎｔ，２０１３，３３（５）：７５６７６１．

［７０］　ＬｅｅＨＡ，ＬｅｅＨＷ，ＫｉｍＩＨ，ｅｔａｌ．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ｌｏｗｒｉｓｋｏｆｈｅｐａｔｏ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ｉｎｉｍｍｕｎｅｔｏｌｅｒａｎｔｐｈａｓｅ［Ｊ］．Ａｌｉｍｅｎｔ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Ｔｈｅｒ，２０２０，

５２（１）：１９６２０４．

［７１］　ＰａｐａｔｈｅｏｄｏｒｉｄｉｓＧ，ＤａｌｅｋｏｓＧ，ＳｙｐｓａＶ，ｅｔａｌ．ＰＡＧＥＢ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ｉｎＣａｕｃａｓｉａｎｓ

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ｏｎ５ｙｅａｒ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ＪＨｅｐａ

ｔｏｌ，２０１６，６４（４）：８００８０６．

［７２］　ＹｉｐＴＣ，ＷｏｎｇＧＬ，ＷｏｎｇＶＷ，ｅｔａｌ．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

ＰＡＧＥＢ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ｃｏｒｅｓｔｏｐｒｅｄｉｃｔ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Ｊ］．ＪＨｅｐａｔｏｌ，２０２０，

·７９·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２１年１月第２８卷第２期　　ＣＨＩ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ＴＲＥＡＴ，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２１，Ｖｏｌ．２８　Ｎｏ．２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７２（５）：８４７８５４．

［７３］　ＰａｐａｔｈｅｏｄｏｒｉｄｉｓＧＶ，ＳｙｐｓａＶ，ＤａｌｅｋｏｓＧＮ，ｅｔａｌ．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ｂｅｙｏｎｄｙｅａｒ５ｏｆｏｒ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ａｌａｒｇｅｃｏ

ｈｏｒｔｏｆｃａｕｃａｓｉａ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Ｊ］．ＪＨｅｐａ

ｔｏｌ，２０２０，７２（６）：１０８８１０９６．

［７４］　ＬｉＬ，ＬｉｕＷ，ＣｈｅｎＹＨ，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ｈｅｐ

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ｄ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Ｊ］．Ｗｏｒｌｄ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２０１３，１９（４５）：８３７３８３８１．

［７５］　ＲａｉｍｏｎｄｉＳ，ＢｒｕｎｏＳ，ＭｏｎｄｅｌｌｉＭＵ，ｅｔａｌ．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ｖｉｒｕｓｇｅｎ

ｏｔｙｐｅ１ｂａｓａ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ｆｏｒ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Ｈｅｐａｔｏｌ，２００９，５０（６）：１１４２１１５４．

［７６］　ＰｏｎｓＭ，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ＴａｊｅｓＳ，ＥｓｔｅｂａｎＪＩ，ｅｔａｌ．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ｐｒ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ｖ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ＣＶ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ｉｖｅ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ｆｔｅｒｏｒａｌ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ｓ

［Ｊ］．ＪＨｅｐａｔｏｌ，２０２０，７２（３）：４７２４８０．

［７７］　ＹｏｕｎｏｓｓｉＺＭ．Ｎｏｎ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ｆａｔｔｙｌｉｖｅ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ｇｌｏｂａｌ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ＪＨｅｐａｔｏｌ，２０１９，７０（３）：５３１５４４．

［７８］　ＬｉｕＸ，ＢａｅｃｋｅｒＡ，ＷｕＭ，ｅｔａｌ．Ｆａｍｉｌ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ｌｉｖｅｒｃａｎｃｅｒ

ｍａｙｍｏｄｉｆｙ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Ｂ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ｉｖｅｒ

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ＬｉｖｅｒＩｎｔ，２０１９，３９（８）：１４９０

１５０３．

［７９］　ＦａｎＲ，ＰａｐａｔｈｅｏｄｏｒｉｄｉｓＧ，ＳｕｎＪ，ｅｔａｌ．ａＭＡＰｒｉｓｋｓｃｏｒ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Ｊ］．ＪＨｅｐａｔｏｌ，２０２０，７３（６）：１３６８１３７８．

［８０］　ＥｒｋａｎＢ，ＭｅｉｅｒＪ，ＣｌａｒｋＴＪ，ｅｔａｌ．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ｃｒｉｔｅ

ｒｉａ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ｃｃｕｒａ

ｃｙｏｆｕｐｄａｔｅｄ ＬＩＲＡＤＳ ｗｉｔｈ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ｏｆ

ＯＰＴＮＵＮＯＳ，ＡＡＳＬＤ，ＮＣＣＮ，ＥＡＳＬＥＯＲＴＣ，ａｎｄ ＫＬＳＣＧ

ＮＣＣ［Ｊ］．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９，１４（１２）：ｅ０２２６２９１．

［８１］　ＨａｒｒｉｓＰＳ，ＨａｎｓｅｎＲＭ，ＧｒａｙＭＥ，ｅｔａｌ．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

ｍａ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ａ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ＷｏｒｌｄＪＧａｓ

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２０１９，２５（１３）：１５５０１５５９．

［８２］　ＫｕｄｏＭ，ＵｅｓｈｉｍａＫ，ＯｓａｋｉＹ，ｅｔａｌ．Ｂｍｏｄｅ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ｖｅｒｓｕｓ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ｆｏｒ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ｏｆ

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Ｊ］．Ｌｉｖｅｒ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９，８（４）：２７１２８０．

［８３］　ＺｈａｎｇＪ，ＹｕＹ，ＬｉＹ，ｅｔ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ｉｎ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ｉｔｈ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１９９８ｔｏ２０１６［Ｊ］．Ｏｎｃｏｔａｒｇｅｔ，２０１７，８（４３）：７５４１８

７５４２６．

［８４］　ＫｉｍＴＨ，ＹｏｏｎＪＨ，ＬｅｅＪＭ．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ｒｏｌｅ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ｂｉｌｉａｒｙｍａｇ

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ｍｅｄｉａ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ｆｏｒ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ｒｅｃｅｎｔｕｐｄａｔｅｓｉｎｍａｊｏｒ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Ｊ］．ＫｏｒｅａｎＪＲａｄｉｏｌ，２０１９，

２０（６）：８６３８７９．

［８５］　ＲｅｎｚｕｌｌｉＭ，ＢｉｓｅｌｌｉＭ，ＢｒｏｃｃｈｉＳ，ｅｔａｌ．Ｎｅｗｈａｌｌｍａｒｋ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

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ｅａｒｌｙ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ｄｈｉｇｈｇｒａｄｅｄｙｓｐｌａｓ

ｔｉｃｎｏｄｕｌｅｓｏｎＧｄＥＯＢＤＴＰＡＭＲＩ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ａｎｅｗ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Ｇｕｔ，２０１８，６７（９）：１６７４１６８２．

［８６］　ＫｉｍＳＹ，ＡｎＪ，ＬｉｍＹＳ，ｅｔａｌ．ＭＲＩｗｉｔｈｌｉｖ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ｆｏｒ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ａｔ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

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Ｊ］．ＪＡＭＡ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７，３（４）：４５６４６３．

［８７］　ＺｈａｎｇＸ，ＷａｎｇＴ，ＺｈａｎｇＫＨ，ｅｔａｌ．Ｓｉｍｐｌ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ｅｔｒｉｃｓｅｎ

ｈａｎｃｅＡＦＰｔｏ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ｃｉｒｒｈｏｔ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ｏｍｐｌｉ

ｃａｔｉｎｇ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ｔｖａｒｉｏｕｓＡＦＰＬｅｖｅｌｓ［Ｊ］．Ｆｒｏｎｔ

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９，９：１４７８．

［８８］　ＭｃＭａｈｏｎＢＪ，ＢｕｌｋｏｗＬ，ＨａｒｐｓｔｅｒＡ，ｅｔａｌ．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ｆｏｒｈｅｐａ

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ｉｎ Ａｌａｓｋａｎａｔｉｖｅｓ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ａ１６ｙｅａｒ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ｓｔｕｄｙ［Ｊ］．Ｈｅｐａｔ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０，３２（４Ｐｔ１）：８４２８４６．

［８９］　ＷｏｎｇＧＬ，ＣｈａｎＨＬ，ＴｓｅＹＫ，ｅｔａｌ．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ｌｐｈａｆｅｔｏ

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ｓａ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ｔｕｍｏｒｍａｒｋｅｒｆｏｒ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ｅｎｔｅｃａｖｉｒ［Ｊ］．

Ｈｅｐａ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５９（３）：９８６９９５．

［９０］　ＷｏｒｌａｎｄＴ，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Ｂ，ＤｅｌｍｅｎｉｃｏＬ，ｅｔａｌ．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

ｃｉｎｏｍａ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ｕｔｉｌｉｓｉｎｇｓｅｒｕｍａｌｐｈａｆｅｔ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ｉｓｍｏ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ａｎ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ａ

ｌｏｎ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ｎｏｎｖｉｒａｌ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Ｊ］．Ｊ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８，４９（４）：４７６４８０．

［９１］　ＸｉｎｇＨ，ＺｈｅｎｇＹＪ，ＨａｎＪ，ｅ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ｖｉｔａｍｉｎＫａｂ

ｓｅｎｃｅｏｒ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Ⅱｖｅｒｓｕｓａｌｐｈａｆｅｔ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

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Ｈｅｐａｔｏｂｉｌｉａｒｙ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ＤｉｓＩｎｔ，２０１８，１７（６）：４８７４９５．

［９２］　ＪｉＪ，ＷａｎｇＨ，ＬｉＹ，ｅｔ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ｓｇａｍｍａ

ｃａｒｂｏｘｙｐｒｏｔｈｒｏｍｂｉｎｖｅｒｓｕｓａｌｐｈａｆｅｔ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ｆｏｒ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ｖｉ

ｒｕ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ｒｅｓｔｕｄｙ［Ｊ］．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６，１１（４）：ｅ０１５３２２７．

［９３］　ＹｉＸ，ＹｕＳ，ＢａｏＹ．Ａｌｐｈａｆｅｔ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Ｌ３ｉｎ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

ｍａ：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ＣｌｉｎＣｈｉｍＡｃｔａ，２０１３，４２５：２１２２２０．

［９４］　ＢｅｓｔＪ，ＢｉｌｇｉＨ，ＨｅｉｄｅｒＤ，ｅｔａｌ．ＴｈｅＧＡＬＡＤｓｃｏｒ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ＦＰ，ＡＦＰＬ３，ａｎｄＤＣＰ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ｄｅｔｅ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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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ｃｖｉｒａｌ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ｓｔｕｄｙ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Ｊ］．Ａｍ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２０１３，１０８（３）：４１６４２４．

［１１３］　ＷｕＣＹ，ＨｓｕＹＣ，ＨｏＨＪ，ｅｔ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

ｐｈｙ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

ｍａ：ａ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ｃｏｈｏｒｔｓｔｕｄｙ［Ｊ］．Ｇｕｔ，２０１６，６５（４）：６９３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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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３０１１３０４．

［１１５］　ＴｒｉｎｃｈｅｔＪＣ，ＣｈａｆｆａｕｔＣ，ＢｏｕｒｃｉｅｒＶ，ｅｔ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ｉｎ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ａｒａｎｄｏｍ

ｉｚｅｄｔｒｉ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３ａｎｄ６ｍｏｎｔｈ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ｉｔｉｅｓ［Ｊ］．Ｈｅｐａｔｏｌｏ

ｇｙ，２０１１，５４（６）：１９８７１９９７．

［１１６］　ＫｅｅＫＭ，ＬｕＳ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ｓｆｏｒ

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ｉｎＴａｉｗａｎ［Ｊ］．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８１

（Ｓｕｐｐｌ１）：３６４０．

［１１７］　ＫｕｏＭＪ，ＣｈｅｎＨＨ，ＣｈｅｎＣＬ，ｅｔａｌ．Ｃｏｓ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ｃｏｍ

ｐａｒｉｎｇ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ｉｔｈｔｗｏｓｔａｇｅ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Ｊ］．Ｗｏｒｌｄ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２０１６，２２（１２）：３４６０３４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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