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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类抗原199、癌胚抗原和甲胎蛋白联合检测诊断卵巢癌的价值
郑凤英 1，靳国荣 2，刘亚非 2，代玉洁 2

(1.北京市通州区新华医院妇产科，北京 101100；
2.北京市通州区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北京 101100)

【摘要】 目的 探讨糖类抗原 199 (CA199)、癌胚抗原(CEA)和甲胎蛋白(AFP)联合检测诊断卵巢癌的价值。

方法 选择2015年1月至2017年1月于北京市通州区新华医院就诊的120例卵巢肿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组)，其

中卵巢恶性肿瘤62例(包括 I期18例、Ⅱ期15例、Ⅲ期17例、Ⅳ期12例)；卵巢良性肿瘤58例；选取同期60例体检健康

者作为对照组。比较研究组入院时和对照组入院第2天的CA199、CEA、AFP水平，并探讨其联合检测诊断卵巢癌的敏

感性、特异性、准确性、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结果 研究组入院时CA199、CEA和AFP水平分别为(203.82±

15.43) mmol/L、(90.52±5.01) mmol/L、(123.68±9.12) mmol/L，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入院第二天的(75.82±8.21) mmol/L、

(36.52±3.43) mmol/L、(63.68±2.12 m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卵巢癌 I 期、Ⅱ期、Ⅲ期和Ⅳ期组患者的

CA199、CEA、AFP水平明显高于卵巢良性肿瘤组，且CA199、CEA、AFP水平随着疾病严重程度的加重而呈升高趋

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检测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均高于CA199、CEA、

AFP单项检测，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CAl99、CEA、AFP可作为卵巢癌的诊断标记物，三者联合

检测可提高卵巢癌的诊断效果。

【关键词】 卵巢癌；糖类抗原199；癌胚抗原；甲胎蛋白

【中图分类号】 R737.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350（2018）01—0074—03

Clinical value of carbohydrate antigen 199,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and alpha fetoprotein in the diagnosis of
ovarian cancer. ZHENG Feng-ying 1, JIN Guo-rong 2, LIU Ya-fei 2, DAI Yu-jie 2. 1.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Xinhua Hospital of Beijing Tongzhou District, Beijing 101100, CHINA; 2. Tongzhou District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Beijing 1011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value of carbohydrate antigen 199 (CA199), carcinoembryonic anti-

gen (CEA) and alpha fetoprotein (AFP) in the diagnosis of ovarian cancer. Methods A total of 12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ovarian tumor in Xinhua Hospital of Beijing Tongzhou District from January 2015 to January 2017 were enrolled as

the study group, including 62 cases of ovarian malignant tumors (18 cases of stage Ⅰ, 15 cases of stage Ⅱ, 17 cases of

stage Ⅲ, 12 cases of stage Ⅳ), 58 cases of benign ovarian tumors. Another 60 healthy individuals were chosen to be the

control group. The CA199, CEA and AFP levels of the study group on the second day after admission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ccurac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combined detection for ovarian cancer were also discussed. Results The CA199, CEA and AFP levels on the

second day after admission were respectively (203.82±15.43) mmol/L, (90.52±5.01) mmol/L, (123.68±9.12) mmol/L,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75.82±8.21) mmol/L, (36.52±3.43) mmol/L, (63.68± 2.12) mmol/L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A199, CEA and AFP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ovarian cancer of stage Ⅰ, stage Ⅱ, stage Ⅲ and stage Ⅳ were sig-

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benign ovarian tumor group, and CA199, CEA, AFP levels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severity of the disease (P<0.05).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ccurac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combined detectio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single detection with CA199, CEA, AFP (P<0.05).

Conclusion CA199, CEA and AFP can serve as the diagnosis indicators of ovarian cancer. The joint detection of

CA199, CEA and AFP can increase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in patients with ovarian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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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癌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妇科肿瘤疾病，其具

有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严重影响女性患者的生活

质量和身体健康。由于卵巢位于盆腔深部，卵巢癌的

早期症状不明显，故卵巢癌的早期诊断比较困难，超

过75%的患者在就诊时已发展为卵巢癌晚期，如能及

早诊断卵巢癌，将有助于疾病的早期治疗以及明显改

善疾病预后 [1]。近年来，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和免

疫学等相关技术的迅速发展，对临床疾病的诊断具

有重要意义。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各类肿瘤标记

物在卵巢癌诊断的具有重要地位，这些肿瘤标记物对

卵巢癌疾病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2-3]。目前较多研究

血清肿瘤标记物糖类抗原 199 (carbohydrate antigen

199，CA199)、癌 胚 抗 原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甲胎蛋白(alpha fetoprotein，AFP)单一检测对于

卵巢癌的诊断价值，但关于三者联合检测在卵巢癌诊

断中的价值研究尚少[4-5]。本研究以近年来我院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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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卵巢肿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探讨CA199、CEA和

AFP联合检测诊断卵巢癌的价值，旨在为临床上肿瘤

标记物诊断卵巢癌提供实验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于北京市通州区新华医院就诊的 120 例卵巢肿瘤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符合《妇科肿瘤

学》中卵巢肿瘤的诊断标准 [6]；②均有下腹疼痛、下

腹包块、不规则子宫出血等临床症状。排除标准:

①合并心理疾病、精神疾病患者；②合并慢性感染

性疾病、心肺功能障碍、恶性肿瘤者或者其他重大

疾病患者。120 例患者中卵巢恶性肿瘤 62 例，年龄

19~53 岁，平均(41.8 ±3.5)岁；卵巢良性肿瘤 58 例，年

龄 18 ~53 岁，平均(40.8 ±3.5) 岁；同时选取同期的 60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年龄 19~53 岁，平均

(41.8 ±3.5)岁。卵巢恶性肿瘤按照国际妇产科协会

(FIGO)1985 年修订的分期标准对卵巢癌患者进行

分期，其中 I 期 18 例、Ⅱ期 15 例、Ⅲ期 17 例、Ⅳ期 12

例。各组受检者的年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所有患者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标本采集 抽取研究组入院第 2天和对照

组入院时的空腹静脉血 1.8 mL，并注入含有 0.2 mL

109 mmol/L枸橼酸钠试管中，以3 000 r/min进行离心，

一共离心10 min，取血浆成分用于检测各项指标。

1.3 观察指标与检测方法 观察指标包括

CA199、CEA、AFP。采用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仪(罗氏公司，Eleesys 2010)，采用罗氏原装配套试剂

盒，严格按照操作进行。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多组间

计量资料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

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均以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各组受检者CA199、CEA、AFP水平比较 卵

巢恶性肿瘤组患者 CA199、CEA、AFP 水平比对照组

明显升高，且高于卵巢良性肿瘤组，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1。

2.2 卵巢肿瘤患者的 CA199、CEA、AFP 水平

比较 与卵巢良性肿瘤组比较，Ⅰ期、Ⅱ期、Ⅲ期和

Ⅳ期组卵巢癌患者 CA199、CEA、AFP 水平明显升

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 CA199、

CEA、AFP 水平随着疾病严重程度的加重而呈升高

趋势，见表 2。

2.3 单项及联合检测诊断卵巢癌的价值 联合

检测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

测值均高于CA199、CEA、AFP单项检测，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1 各组受检者CA199、CEA、AFP水平比较(x-±s)

组别

卵巢良性肿瘤组

卵巢恶性肿瘤组

对照组

F值

P值

例数

58

62

60

CA199 (U/mL)

99.82±11.43

203.82±15.43ab

75.82±8.21

4.123

0.533

CEA (ng/mL)

46.52±3.43

90.52±5.01ab

36.52±3.43

5.023

0.632

AFP (ng/mL)

76.82±2.43

123.68±9.12ab

63.68±2.12

4.723

0.531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5；与卵巢良性肿瘤组比较，bP<0.05。

表2 各组受检者的CA199、CEA、AFP水平比较(x-±s)

组别

卵巢良性肿瘤组

卵巢恶性肿瘤组

Ⅰ期组

Ⅱ期组

Ⅲ期组

Ⅳ期组

F值

P值

例数

58

18

15

17

12

CA199 (U/mL)

99.82±11.43

129.82±11.43a

159.32±13.41ab

203.82±15.43abc

259.85±16.26abdc

4.423

0.553

CEA (ng/mL)

46.52±3.43

56.52±3.43a

61.52±4.12ab

90.52±5.01abc

116.52±6.43abdc

5.023

0.632

AFP (ng/mL)

76.82±2.43

86.82±2.43a

93.72±7.33ab

123.68±9.12abc

153.68±11.12abdc

4.723

0.531

注：与卵巢良性肿瘤组比较，aP<0.05；与Ⅰ期组比较，bP<0.05；与Ⅱ期组比较，cP<0.05；与Ⅲ期组比较，dP<0.05。

3 讨 论

卵巢癌在临床上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

妇科肿瘤中发病率仅次于子宫体癌和宫颈癌高居第3

位，而死亡率在妇科肿瘤疾病中高居首位[7]。由于卵

巢癌的早期诊断比较困难，超过75%的患者在就诊时

已发展为卵巢癌晚期，如能及早诊断将有助于疾病的

早期治疗，从而有效地改善疾病预后。近年来，分子

表3 单项及联合检测诊断卵巢癌的价值(%)

指标

CA199

CEA

AFP

联合检测(串联)

敏感性

73

72

70

92a

特异性

82

85

81

93a

准确性

71

73

72

94a

阳性预测值

91

90

91

95a

阴性预测值

71

70

71

92a

注：与各单项检测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比

较，a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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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等相关技术的迅速发展，对临床疾病的诊断具

有重要意义。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各类肿瘤标记

物在卵巢癌诊断的具有重要地位，这些肿瘤标记物对

卵巢癌疾病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8]。

CAl99是一种卵巢癌相关抗原，是目前卵巢癌诊

断疾病、评估疗效、预测预后较理想的标记物之一，

CAl99在卵巢癌患者中高表达，对其检测具有较高的

灵敏性。有研究表明，CAl99浓度水平与肿瘤的复发

转移、临床分期呈正相关[9]。CEA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中期时在临床上得到了应用，其主要作为卵巢癌的标

记物，是目前卵巢癌诊断疾病、评估疗效、预测预后较

理想的标记物之一。CEA 在卵巢癌患者中高表达。

有研究表明，CEA浓度水平与肿瘤的复发转移、临床

分期呈正相关[10]。AFP是胚胎期由胎儿肝合成，在卵

巢生殖细胞中高表达，其主要作为卵巢癌的标记物，

是目前卵巢癌诊断疾病、评估疗效、预测预后较理想

的标记物之一[11]。

此次研究结果发现卵巢恶性肿瘤组患者CA199、

CEA、AFP 水平高于对照组以及卵巢良性肿瘤组，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了卵巢恶性肿瘤

患者体内高表达CA199、CEA、AFP，其原因可能是卵

巢肿瘤细胞生长过程中分泌大量的 CA19-9、AFP 以

及CEA到血液中，而卵巢良性肿瘤以及正常人体内未

出现癌变的卵巢细胞，相关基因不会过表达此类细胞

因子，因此其血清中含量较肿瘤细胞低[12]。此外实验

还发现卵巢良性肿瘤组的CA199、CEA、AFP要高于 I

期、Ⅱ期、Ⅲ期和Ⅳ期组卵巢癌患者，且其水平随着疾

病严重程度的加重而呈升高趋势，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这提示血清CA199、CEA、AFP指标可

作为参考来判断卵巢癌分期，其原因可能是随着患者

疾病水平加重，细胞过度增生，导致相关基因表达增

加，相应细胞因子分泌增加[13]。最后实验分析CA199、

CEA、AFP单项和联合检测的诊断价值发现，CA199、

CEA、AFP 联合检测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阳性

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均高于单项检测，说明联合检测

可提高卵巢癌患者的检测正确率，其原因可能是任何

肿瘤标记物单一检测对于卵巢癌的诊断都具有其局

限性，而联合检测对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阳性预

测值、阴性预测值提高具有明显的效果[14]。

综上所述，Al99、CEA、AFP可作为卵巢癌的诊断

标记物，三者联合检测可提高卵巢癌的诊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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