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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胆囊癌根治术后患者的PP-NLR、GPS评分及临床意义
徐海煜 1，刘军 2，葛鹏 2

西安市中心医院急诊外科 1、普外科 2，陕西 西安 710003

【摘要】 目的 分析腹腔镜胆囊癌根治术后患者的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PP-NLR)和格拉斯哥预后评分

(GPS)，并探讨其临床意义。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4年5月至2017年6月于西安市中心医院行腹腔镜胆囊癌根治

术的 126例胆囊癌患者的诊疗资料。据患者术前检测结果计算 PP-NLR、GPS评分，分别对其进行 PP-NLR分组

[PP-NLR0组(PP-NLR<5，92例)、PP-NLR1组(PP-NLR≥5，34例)]和GPS分组{GPS0组[C反应蛋白(CRP)≤10 mg/L

且白蛋白(ALB)≥35 g/L，38 例]、GPS1 组(CRP＞10 mg/L 且 ALB≥35 g/L/CRP≤10 mg/L 且 ALB＜35 g/L，61 例)、

GPS2组(CRP>10 mg/L且Alb<35 g/L，27例)}。比较以上各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和术后3年生存率，采用单因素分析

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并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评估 PP-NLR、GPS评分对患者预后的预测价

值。结果 不同PP-NLR分组患者的肿瘤大小、肿瘤分化、淋巴结转移、肿瘤TNM分期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不同GPS分组患者的淋巴结转移、肿瘤TNM分期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PP-NLR0组患者术

后3年生存率为80.43%，明显高于PP-NLR1组的58.8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GPS0组患者术后3年生存率

为84.21%，明显高于GPS1组的63.93%和GPS2组的37.04%，且GPS1组患者术后3年生存率明显高于GPS2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分化、淋巴结转移、肿瘤TNM分期、PP-NLR及GPS评分与

患者预后密切相关(P<0.05)；COX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TNM分期、PP-NLR、GPS评分是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

危险因素(P<0.05)。结论 PP-NLR、GPS评分对评估腹腔镜胆囊癌根治术后患者的预后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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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 (PP-NLR) and Glasgow prognostic score

(GPS) of patients after laparoscopic radical resection of gallbladder cancer, and to explore their clinical significance.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clinical data of 126 patients with gallbladder cancer who un-

derwent laparoscopic radical resection of gallbladder cancer in Xi'an Central Hospital from May 2014 to June 2017. Ac-

cording to the preoperative test results, the PP-NLR and GPS scores of the patients were calculated, then they were divided

into PP-NLR groups and GPS groups. The PP-NLR groups included PP-NLR0 group (PP-NLR<5, 92 cases), PP-NLR1

group (PP-NLR≥5, 34 cases), and GPS groups included GPS0 group [C-reactive protein (CRP) ≤10 mg/L and albumin

(ALB) ≥35 g/L, 38 cases], GPS1 group (CRP>10 mg/L and ALB≥35 g/L /CRP≤10 mg/L and ALB<35 g/L, 61 cases),

GPS2 group (CRP>10 mg/L and Alb<35 g/L, 27 cases).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3-year postoperative survival

rat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above groups, univariate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progno-

sis of the patients, and the Cox 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 was used for multi-factor 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PP-NLR and GPS scores on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Results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umor size, tumor differentiation,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tumor TNM staging among different PP-NLR groups

(P<0.05).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tumor TNM staging among pa-

tients with different GPS grouping (P<0.05). The 3-year postoperative survival rate was 80.43% in the PP-NLR0 group,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58.82% in the PP-NLR1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The 3-year postoperative survival rate of the GPS0 group was 84.21%,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GPS1 group (63.93%) and the GPS2 group (37.04%), and the 3-year postoperative survival rat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GPS1 group than in the GPS2 group (P<0.05). The results of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tumor dif-

ferentiation, lymph node metastasis, tumor TNM staging, PP-NLR and GPS score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gno-

sis of patients (P<0.05). Cox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tumor TNM staging, PP-NLR score, and GPS

score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P<0.05). Conclusion PP-NLR and GPS

scores have a certain clinical value in evaluating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after laparoscopic radical resection of gall-

bladder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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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囊癌发病率高且侵袭性极强，及早发现并进行
手术治疗是最为有效的预后恢复措施[1]。目前，临床
针对这一疾病的首选治疗方式为胆囊癌根治术，腹腔
镜技术的持续快速发展，使其被广泛应用于胆囊癌的
临床治疗当中，并逐渐成为业界主流[2]。化疗、手术及
靶向治疗胆囊癌颇有成效，但因肿瘤存在局部复发及
远处转移的可能性，使预后并不理想，长期生存率较
低。所以，寻找评估胆囊癌患者预后效果的关键指标
对提高治疗疗效、促进预后具有重要意义。中性粒细
胞-淋巴细胞比值(PP-NLR)是系统炎症反应的有效指
标，与诸如胃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肿瘤的预后密切
相关；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PS)是极为重要的预后评
分系统，其基础为机体炎性反应及营养状态，能够作
为评估恶性肿瘤患者预后的重要指标[3-4]。本研究旨
在分析腹腔镜胆囊癌根治术后患者的 PP-NLR、GPS

评分，并探讨其临床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4年 5月至 2017

年6月于西安市中心医院接受腹腔镜胆囊癌根治术的
126例胆囊癌患者的诊疗资料。其中男性 54例，女性
72例；年龄 38~79岁，平均(58.35±6.27)岁。据患者术
前检测结果计算 PP-NLR、GPS 评分，分别对其进行
PP-NLR分组[PP-NLR0组(PP-NLR<5，92例)、PP-NLR1

组(PP-NLR≥5，34例)]和GPS分组{GPS0组[C反应蛋白
(CRP) ≤10 mg/L 且白蛋白 (ALB) ≥35 g/L，38 例]、
GPS1组(CRP>10 mg/L且ALB≥35 g/L/CRP≤10 mg/L

且 ALB<35 g/L，61 例)、GPS2 组 (CRP>10 mg/L 且
Alb<35 g/L，27例)}。纳入标准：①术后病理证实为胆
囊癌；②术前血常规正常；③诊疗资料完整。排除标
准：①手术前接受过其他治疗；②随访资料不完整或
无；③发生严重并发症；④合并其他恶性肿瘤。

1.2 手术方法 ①术前进行常规准备，于仰卧位
状态下，以气管插管的方式为患者进行麻醉，成功后
于患者脐下部位作一切口建立CO2气腹，并使压力保
持在12 mmHg (1 mmHg=0.133 kPa)，使用10 mm套管
针并插入腹腔镜，于左、右两侧锁骨中线肋缘下做切
口，分别将 12 mm Trocar和 5 mm Trocar放置进去，并
于左右两侧锁骨中线脐水平做切口，将5 mm Trocar放
置进去以便探查；②首先为患者进行胆囊切除术，将
患者的病变胆囊切除取出后，对其行病理学检查，确
认是否为胆囊癌，若是即行根治术；③对患者肝十二
指肠韧带淋巴结进行清扫，并根据其实际需要实施肝
外胆道切除；④切除时需放置肝蒂阻断带并对切除范
围进行标记，随后常规电凝止血，完成后将切除取出
的肝组织送去检验；⑤使用酒精对放置Trocar的区域
进行浸泡，3 min为患者实施常规闭路，术后根据送检
所得结果为患者进行辅助性化疗。

1.3 观察指标与检测方法 (1)比较各组患者的
临床特征和术后 3年生存率，并分析影响患者预后的

相关因素。(2)对所有患者的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

(BMI)、淋巴结转移、肿瘤及病理情况等诊疗资料进行

整理。于术前清晨采集患者空腹肘静脉血 5 mL行血

常规检查，根据检查结果计算PP-NLR，PP-NLR=中性

粒细胞总数(109/L)/淋巴细胞总数(109/L)；并采用免疫

比浊法检测所有患者的血清CRP、ALB水平。(3)患者

预后恢复期间对其进行随访，包含血常规、生化、彩超

及CT检查等。术后1年内随访2~4次，之后每年随访

1~2次，末次随访时间为2020年9月。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单

因素分析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并采用Cox比例风险

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评估PP-NLR、GPS评分对患者

预后的预测价值，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PP-NLR分组患者的临床特征比较 不

同PP-NLR分组患者的肿瘤大小、肿瘤分化、淋巴结转

移、肿瘤 TNM 分期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05)，但年龄、性别、BMI及肿瘤数目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不同 GPS 分组患者的临床特征比较 不同

GPS分组患者的淋巴结转移、肿瘤TNM分期比较，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年龄、性别、BMI、肿瘤

数目及肿瘤分化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2。

表1 不同PP-NLR分组患者的临床特征比较[x-±s，例(%)]

因素

年龄(岁)

<60

≥60

性别

男

女

BMI (kg/m2)

肿瘤大小(cm)

<3

≥3

肿瘤数目

单发

多发

肿瘤分化

低分化

高-中分化

淋巴结转移

有

无

肿瘤TNM分期

Ⅰ~Ⅱ

Ⅲ~Ⅳ

PP-NLR0组(n=92)

67 (72.83)

25 (27.17)

40 (43.48)

52 (56.52)

23.78±2.90

66 (71.74)

26 (28.26)

41 (44.57)

51 (55.43)

15 (16.30)

77 (83.70)

4 (4.35)

88 (95.65)

79 (85.87)

13 (14.13)

PP-NLR1组(n=34)

23 (67.65)

11 (32.35)

14 (41.18)

20 (58.82)

23.19±3.12

10 (29.41)

24 (70.59)

13 (38.24)

21 (61.76)

30 (88.24)

4 (11.76)

22 (64.71)

12 (35.29)

2 (5.88)

32 (94.12)

χ2/t值
0.326

0.054

0.725

18.582

0.406

55.946

55.225

69.180

P值

0.568

0.817

0.436

0.001

0.524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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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同 PP-NLR 分组患者术后 3 年生存率比

较 PP-NLR0组患者术后3年生存率为80.43% (74/92)，

明显高于 PP-NLR1 组的 58.82% (20/34)，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2=6.120，P<0.05)。

2.4 不同 GPS 分组患者术后 3 年生存情况比

较 GPS0组患者术后3年生存率明显高于GPS1组和

GPS2 组，且 GPS1 组患者术后 3 年生存率明显高于

GPS2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5 影响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 单因素分析结果

显示：肿瘤分化、淋巴结转移、肿瘤TNM分期、PP-NLR及

GPS评分与患者预后密切相关(P<0.05)。Cox多因素

分析结果显示：肿瘤TNM分期、PP-NLR、GPS评分是

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见表4。

表2 不同GPS分组患者的临床特征比较[x-±s，例(%)]
因素

年龄(岁)

<60

≥60

性别

男

女

BMI (kg/m2)

肿瘤大小(cm)

<3

≥3

肿瘤数目

单发

多发

肿瘤分化

低分化

高-中分化

淋巴结转移

有

无

肿瘤TNM分期

Ⅰ~Ⅱ

Ⅲ~Ⅳ

GPS0组(n=38)

23 (60.53)

18 (39.47)

16 (42.11)

22 (57.89)

23.59±3.12

29 (76.32)

9 (23.68)

31 (81.58)

7 (18.42)

13 (34.21)

25 (65.79)

10 (26.32)

28 (73.68)

31 (81.58)

7 (18.42)

GPS1组(n=61)

40 (65.57)

29 (34.43)

26 (42.62)

35 (57.38)

23.13±2.92

47 (77.05)

14 (22.95)

46 (75.41)

15 (24.59)

36 (59.02)

25 (40.98)

37 (60.66)

24 (39.34)

40 (65.57)

21 (34.43)

χ2/t值
1.024

0.227

1.716

1.118

1.525

2.431

6.328

9.034

P值

0.599

0.891

0.182

0.577

0.384

0.076

0.027

0.007

GPS2组(n=27)

16 (59.26)

11 (40.74)

12 (44.44)

15 (55.56)

22.82±3.04

21 (77.78)

6 (22.22)

17 (62.96)

10 (37.04)

19 (70.37)

8 (29.63)

22 (81.48)

5 (18.52)

8 (29.63)

19 (70.37)

表3 不同GPS分组患者术后3年生存情况比较[例(%)]

组别

GPS0组

GPS1组

GPS2组

χ2值

P值

例数

38

61

27

术后3年生存情况

32 (84.21)

39 (63.93)a

10 (37.04)ab

8.534

0.016

注：与GPS0组比较，aP<0.05；与GPS1组比较，bP<0.05。

3 讨论

胆囊癌发病率处于我国消化系统肿瘤发病第6位，

其恶性程度高且易发生浸润转移，患者预后恢复效果

不好，长期生存率不高[5]。临床为患者实施胆囊癌切

除术是保证其长期生存的重要前提。近些年，将腹腔

镜应用于胃癌、肝细胞癌等病症已成为业界主流治疗

方式，并逐渐应用于胆囊癌根除术治疗当中[6]。但手

术时间长，过程较为复杂，且患者预后效果不佳，复发

表4 影响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

因素

年龄

性别

BMI

肿瘤大小

肿瘤数目

肿瘤分化

淋巴结转移

肿瘤TNM分期

PP-NLR

GPS评分

HR

0.848

1.897

0.702

0.654

1.113

4.338

2.541

3.076

2.279

2.917

95%CI

0.389~1.906

0.778~4.745

0.284~1.763

0.183~1.809

0.414~2.971

1.219~14.311

1.078~6.045

0.824~11.145

0.913~7.509

1.614~8.376

P值

0.674

0.173

0.439

0.532

0.827

0.019

0.032

0.001

0.016

0.005

HR

-

-

-

-

-

-

-

9.419

4.052

4.273

95%CI

-

-

-

-

-

-

-

3.281~27.136

1.673~9.018

1.795~9.812

P值

-

-

-

-

-

-

-

0.000

0.002

0.001

单因素分析 多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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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甚至出现肿瘤再度严重恶化，对其生命健康造成
严重威胁。有研究表明，炎症、微环境、免疫、营养等
方面与患者是否患有肿瘤息息相关，且进一步证实机
体免疫炎症反应及营养状态与多种肿瘤的病发存在
密切联系，故成为影响患者预后的重要方面[7]。因此，
为充分了解患者腹腔镜胆囊癌根治术后的预后情况，
本研究对其术前PP-NLR、GPS评分进行评估。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126例于我院行腹腔镜胆囊癌
根治术患者的诊疗资料，发现PP-NLR0组患者术后3年
生存率高于PP-NLR1组；GPS0组患者术后3年生存率
高于GPS1组和GPS2组，且GPS1组患者术后3年生存
率明显高于GPS2组。分析术前PP-NLR、GPS评分评
估预测患者腹腔镜胆囊癌根治术后预后情况的价值，结
果发现术前PP-NLR、GPS评分适合作为患者预后不良
的独立危险因素予以参考，并且能对治疗方案制定及患
者术后护理方式的选择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有研究指出，患者病发癌症会引起其机体的炎症
反应，从而导致中性粒细胞增多、淋巴细胞减少，进而
导致促血管壁生长因子、抗凋亡因子的增多和抗肿瘤
活动的衰弱，致使恶性肿瘤快速发展[8-9]。PP-NLR能
够有效反映机体炎症反应，PP-NLR高表明患者体内
中性粒细胞的增多和(或)淋巴细胞的减少。其中，中
性粒细胞的增多能够促使可溶性因子及蛋白酶的大
量产生，从而加快肿瘤的生长，并且能够对效应 T 细
胞、NK细胞产生强烈的抑制作用，使其细胞功能无法
得到有效发挥，进一步加快了肿瘤的生长，并促使其
转移；淋巴细胞的减少表明人体免疫功能下降，对肿
瘤的监视抵抗作用下降，使肿瘤转移更为轻松 [10-11]。
因此，PP-NLR能够清晰反映系统性炎症反应与免疫
功能是否完备，PP-NLR与患者病情及预后呈负相关，
可以作为恶性肿瘤预后评判指标。本研究显示，患者
PP-NLR 的高低与其肿瘤大小、肿瘤分化、淋巴结转
移、肿瘤 TNM 分期有关，PP-NLR 高的患者肿瘤直径
更大、肿瘤分化更低、大多出现淋巴结转移、肿瘤TNM

分期更晚。对患者预后进行多因素分析后，得出
PP-NLR与患者预后情况相关，PP-NLR高的患者预后
较差，提示PP-NLR能够作为有效评估指标参与到恶
性肿瘤临床治疗当中，可以有效判断胆囊癌患者腹腔
镜胆囊癌根治术后的预后恢复情况。

随着对胆囊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现基于炎症
指标CRP及营养指标ALB的GPS评分是其极为有效
的评价指标。IL-6、IL-8 等炎性细胞因子能够激发
CRP的分泌，进而促进肿瘤生长与转移；ALB则能够
很好的反映患者的机体营养情况，被公认为肿瘤患者
的预后指标之一，将 CRP 和 ALB 结合的 GPS 评分能
够有效预测临床肿瘤患者的预后情况，CRP 升高与
ALB降低提示患者机体的肿瘤反应及机体营养情况
下降[12-14]。YAMADA等[15]研究表明，肿瘤位置、大小及
临近器官侵犯与患者术前GPS评分有一定关系，患者
GPS评分高表示其术后预后情况不佳。本研究显示，

患者GPS评分的高低与其淋巴结转移、肿瘤TNM分
期有关，GPS评分高的患者大多出现淋巴结转移，且
肿瘤 TNM 分期更晚。对患者预后进行多因素分析
后，得出 GPS 评分与患者术后预后有一定关系，GPS

评分高的患者预后较差，提示GPS评分能够影响患者
术后预后情况，对预后情况的预测、治疗方案的制定
及护理方法的选择具有一定临床价值。

综上所述，PP-NLR、GPS评分对评估腹腔镜胆囊
癌根治术后患者的预后情况有一定的临床价值，可作
为患者术后预后评估的重要指标，患者PP-NLR、GPS

评分高，表示其预后情况差，术后生存率较低。肿瘤
TNM分期、PP-NLR、GPS评分是影响患者术后预后情
况的独立危险因素，计算PP-NLR、GPS评分对及时采
取有效措施、促进患者预后有重要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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