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国际消化病杂志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第３３卷　第５期　ＩｎｔＪＤｉｇＤｉｓ，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５，２０１３，Ｖｏｌ．３３，Ｎｏ．５

·述评·

肝纤维化非创伤性诊断评估及其临床应用

陆伦根

作者简介：　陆伦根，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

人民医院消化科主任。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学会肝病学会副主

任委员、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药审评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肝病学会脂肪肝

和酒精肝学组副组长。主编６部专著，参编２０余部专著，发表论文３００余篇，其中ＳＣＩ收

录论文４１篇，包括《Ｈｅｐａｔｏｌｏｇｙ》《ＣｅｌｌＲｅｓ》《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Ｈｅｐａｔｏｌ》《ＨｅｐａｔｏｌＲｅｓ》等杂

志，总影响因子１１４．６５２。申请专利３项。获国家科技进步成果奖二等奖１项，上海市科

技进步奖一等奖１项、三等奖２项，教育部科技成果奖二等奖２项，上海医学科技奖二等

奖１项，中华医学科技奖三等奖２项。任《ＪＤｉｇＤｉｓ》《ＷｏｒｌｄＪＨｅｐａｔｏｌ》《中华肝脏病杂

志》《中华消化杂志》《肝脏》《胃肠病学》《世界华人消化杂志》等２８种杂志副主编或编委。２００９年入选上海

市优秀学科带头人，２０１１年入选上海市卫生系统新百人培养计划。主持或完成国家科技部“８６３”、“９７３”、

“十一五”和“十二五”重大项目子课题６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３项，上海市科委等课题８项。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５３４Ｘ．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１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８０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消化科

　　肝纤维化是一种代偿修复反应，呈慢性、渐进

性过程。各种病因引起的慢性肝脏疾病都存在有

肝纤维化，其中２５％～４０％最终进展为肝硬化甚至

肝癌。判断肝纤维化的程度对于预后评估、选择抗

纤维化治疗药物及其疗效考核具有重要的临床意

义。经皮肝穿刺活检仍然是诊断肝纤维化的“金标

准”，但因其存在有创性、取样误差及不同观察者间

的偏倚，特别是肝活检无法用于动态肝纤维化的观

察及抗病毒治疗评估，因此，血清标志物、影像学等

无创性肝纤维化诊断技术应运而生，这些非创伤性

诊断方法虽然离临床应用尚有一段距离，但随着研

究的不断深入以及新技术、新方法的开发和应用，

肝纤维化非创伤性诊断将成为可能。

１　肝纤维化的血清学诊断

血清学诊断可对肝纤维化进行早期诊断，还可

进行动态观察。血清生化指标用于判断肝纤维化

程度主要包括：直接肝纤维化标志物（如透明质酸

和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因子等）和间接肝纤维化标

志物（如ＦｉｂｒｏＴｅｓｔ和ＦｉｂｒｏＳｐｅｃｔ等预测模型）。其

中ＦｉｂｒｏＴｅｓｔ的应用得到广泛关注，Ｐｏｙｎａｒｄ等
［１］纳

入１２８９例丙型肝炎病毒（ＨＣＶ）感染患者评估

ＦｉｂｒｏＴｅｓｔ的检测效率，其中２５％经活检确诊为肝

硬化，结果显示在Ｆ２、Ｆ３期ＦｉｂｒｏＴｅｓｔ的受试者工

作特征曲线下面积（ＡＵＲＯＣ）为０．８８７，在Ｆ４期为

０．９０３。新 近 研 究 提 示，在 慢 性 肝 病 进 展 中

ＦｉｂｒｏＴｅｓｔ可估测纤维化的进展程度，及时识别风

险进而对疾病进行监测［２］。以上研究均来源于慢性

丙型肝炎（ＣＨＣ），而慢性乙型肝炎（ＣＨＢ）的研究相

对较少。研究显示在ＣＨＢ中，α２巨球蛋白、年龄、

ＧＧＴ和透明质酸形成的预测模型可使约４０％患者

不需要进行肝活检［３］。最新研究通过了解不同肝纤

维化阶段肝病患者的蛋白质组、糖组和基因表达特

征，可用于区分肝纤维化的不同阶段。Ｐｏｏｎ等
［４］在

ＣＨＢ肝纤维化患者血清中发现了独特的血清蛋白

质印迹，从而获得的人工神经网络纤维化指数能区

分不同程度的肝纤维化，可预测病理学Ｉｓｈａｋ评

分≥３的肝纤维化和肝硬化。Ｃａｌｌｅｗａｅｒｔ等
［５］应用

基于ＤＮＡ序列分析的临床糖组学技术，获得了一

系列肝病患者的血清蛋白 Ｎ糖苷，将其命名为

ＧｌｙｃｏＣｉｒｒｈｏＴｅｓｔ。ＧｌｙｃｏＣｉｒｒｈｏＴｅｓｔ可用于诊断肝

硬化，与ＦｉｂｒｏＴｅｓｔ联合时，预测代偿期肝硬化的特

异 性 达 １００％，灵 敏 性 达 ７５％。 微 小 ＲＮＡ

（ｍｉＲＮＡ）是近年发现的以序列特异性方式调控基

因表达的一种非编码蛋白质的单链小分子 ＲＮＡ，

ｍｉＲＮＡ对疾病的诊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差异

性表达可应用于疾病的诊断。Ｇｒａｍａｎｔｉｅｒｉ等
［６］比

较了肝硬化与肝癌组织 ｍｉＲＮＡ表达谱的差异，发

现有３５个差异表达的 ｍｉＲＮＡ，准确率高达９０％。

Ｍｕｒａｋａｍｉ等
［７］对９例慢性病毒性肝炎活检组织标

本进行ｍｉＲＮＡ表达谱分析，发现慢性肝炎肝组织

与肝硬化组织相比较，ｍｉＲ１８２、ｐｒｅｍｉＲ１９９ｂ、

ｍｉＲ２２４和 ｍｉＲ１５ｂ 表达水平上调，而 ｍｉＲ２８、

·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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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Ｒ３４２、ｍｉＲ１２６、ｍｉＲ１９９ａ、ｍｉＲ１４５ｂ、ｍｉＲ１４３、

ｍｉＲ３６８和ｍｉＲ３７２表达水平下调。这些新的诊断

方法需要更大规模的前瞻性临床研究来确定其临床

效果，目前因费用高昂而无法推广。近期有研究进一

步显示ＧＧＴ、凝血酶原时间和白蛋白所构成的Ｓ指

数也有很好的诊断价值［８］，其对不同 ＨＢｅＡｇ阳性和

阴性的ＣＨＢ患者有不同的诊断价值，其差异及其价

值有待进一步的研究［３，９］。糖组学研究显示糖蛋白

对肝纤维化的早期诊断价值不大，不建议在此方面再

进行研究［１０］。近年来蛋白质和多肽组学研究显示有

一定的应用价值，但验证研究工作还在进行中，期望

能找到更敏感和特异的标志物用于临床［１１］。

理想的肝纤维化血清学诊断指标应满足以下条

件［１２］：（１）对肝脏特异性高；（２）不受肝、肾和网状内

皮细胞廓清的影响；（３）能反映细胞外基质（ＥＣＭ）合

成和降解的动力学平衡；（４）有助于诊断临床显著性

肝纤维化并监视其进程和治疗反应；（５）易测定并具

有良好的重复性。但目前尚未发现能满足上述条件

的血清学指标，还有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２　肝纤维化的影像学诊断

肝纤维化的影像学诊断在目前临床上研究和

使用的主要包括瞬时弹性成像系统（ＦｉｂｒｏＳｃａｎ）、声

脉冲辐射力成像技术（ＡＲＦＩ）和磁共振弹性成像技

术（ＭＲＥ）等，其中ＦｉｂｒｏＳｃａｎ因其无创伤性、可重

复性、较高的准确性以及可应用于儿童，得到比较

深入的研究。Ｔｓｏｃｈａｔｚｉｓ等
［１３］就ＦｉｂｒｏＳｃａｎ在诊断

慢性肝病肝纤维化程度的准确性方面作了一个很

好的 ｍｅｔａ 分析。研究显示，在 ３０ 项研究中，

ＦｉｂｒｏＳｃａｎ对肝硬化（ＭｅｔａｖｉｒＦ４）诊断的敏感性为

０．８３（９５％犆犐：０．７９０．８６），特异性为０．８９（９５％

犆犐：０．８７０．９１），Ｃｕｔｏｆｆ值为１５±４．１ｋＰａ（９．０～

２６．５ｋＰａ）；２４项研究评估了Ｆ３的诊断准确性，敏

感性为０．８２（９５％犆犐：０．７８０．８６），特异性为０．８６

（９５％犆犐：０．８２０．８９），Ｃｕｔｏｆｆ值为１０．２±１．９ｋＰａ

（７．３～１５．４ｋＰａ）；３１项研究评估了Ｆ２的诊断准确

性，敏感性为０．７９（９５％犆犐：０．７４０．８２），特异性为

０．７８（９５％ 犆犐：０．７２０．８３），Ｃｕｔｏｆｆ值为７．３±

１．４ｋＰａ（４．０～１０．１ｋＰａ）；１０项研究评估了Ｆ１的

诊断准确性，敏感性为０．７８（９５％犆犐：０．７３０．８３），

特异性为０．８３（９５％犆犐：０．７２０．９０），Ｃｕｔｏｆｆ值为

６．５±１．１ｋＰａ（４．９～８．８ｋＰａ）。研究结果显示，

ＦｉｂｒｏＳｃａｎ可以用于诊断肝硬化（Ｆ４），阳性预测值可

达９０％，但对肝纤维化（Ｆ１～Ｆ３）诊断的准确性较差，

阳性预测值在７８％～８５％。研究也对引起肝纤维化

的不同病因进行了分析和评估，显示在ＣＨＢ和ＣＨＣ

患者中，ＦｉｂｒｏＳｃａｎ诊断的准确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而对于其他原因所致的肝纤维化尚待积累更多的资

料和数据。近期，国内同类产品ＦｉｂｒｏＴｏｕｃｈ也有应

用于临床，但需要进一步验证评估。

常规超声对肝纤维化的诊断不甚敏感，二维声

像图对肝纤维化和肝硬化无特异性表现，仅在肝硬

化合并门脉高压、脾肿大、腹水等继发改变时才能

作出诊断。有学者提出根据肝脏的灰阶声像图，通

过对肝脏纹理的定量分析来挖掘图像信息，将肝纤

维化分级。ＡＲＦＩ是近期推出的无创评估肝组织弹

性硬度的超声成像技术。成像时先确定需要进行

弹性检测的感兴趣区域，探头发射推力脉冲，组织

受力后产生纵向压缩和横向振动，收集这些细微变

化并演算出横向剪切波速度值，可间接反映该区域

组织的弹性程度。该方法也称为声触诊组织量化

技术（ＶＴＱ），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反映组织的弹性机

械信息，无创性地获得深部组织的弹性特征；结合

常规超声影像，检测特定区域肝组织的弹性硬度。

由于肝纤维化为肝内胶原纤维逐渐增多而导致肝

组织弹性增加的过程，因此ＡＲＦＩ技术可从横向弹

性参数上间接反映肝组织的弹性硬度，从而推测肝

纤维化的程度。近年来国内外研究显示该技术能

明显提高肝纤维化的诊断能力，有研究提示其判断

严重肝纤维化 （Ｆ≥３）的准确性 （ＡＵＲＯＣ）为

０．９１
［１４］。而该技术对早期肝纤维化的诊断尚有一

些难度，因在Ｆ１和Ｆ２之间其检测值有部分重叠，

区分其确切的纤维化分期有一定困难［１５］。此外，目

前验证的病例数尚少，进一步更大范围的检测和验

证正在进行中。

影像学检查还包括应用 ＭＲＥ技术或弥散加权

ＭＲＩ来诊断肝纤维化，发现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ＭＲＥ的基本原理是利用 ＭＲ技术检测体内组织在

某种外力作用下产生的质点位移，通过运动敏感梯

度的作用获取 ＭＲ相位图像，以此为基础通过对弹

性力学的逆求解，得出组织内各点的弹性系数的分

布图（即磁共振弹性图），以组织弹性力学参数作为

医学诊断的依据。除通用的磁共振成像设备外，

ＭＲＥ还需要一套能够对成像部位施加剪切波

（ｓｈａｒｅｗａｖｅ），即横波激励的机械装置。Ｈａｗａｒｔ

等［１６］在ＣＨＣ患者中检查 ＭＲＥ，结果显示Ｆ０～Ｆ１、

Ｆ２～Ｆ３和Ｆ４患者的平均ＭＲＥ弹性值分别是２．２４±

０．２３ｋＰａ、２．５６±０．２４ｋＰａ、４．６８±１．６１ｋＰａ。ＭＲＥ

诊断 ＣＳＦ 的灵敏性和特异性分别达到８６％和

８５％
［１７］。Ｌｅｗｉｎ等

［１８］应用弥散加权 ＭＲＩ评估ＣＨＣ

肝纤维化，通过测定水表观弥散系数（ＡＤＣ）来判断

肝纤维化的程度，结果显示肝 ＡＤＣ值在巨噬细胞

集落刺激因子（ＣＳＦ）为１．１０±０．１１，Ｆ０～Ｆ１为

１．３０±０．１２，健康人群为１．４４±０．０２，因此推论该

检查对肝纤维化有很好的临床诊断应用价值。但

·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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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该技术比较费时，需要横波激励的机械装置，铁

和铜负荷较高的患者不适用及高成本等问题，还需

要更大样本的临床验证，其目前的应用受到一定的

限制，但仍具有一定的前景。

３　联合检测在肝纤维化诊断中的应用

目前就肝纤维化诊断而言，大多数学者建议首

先对所有患者进行肝活检组织病理学分期，结合血

清标志物、ＦｉｂｒｏＳｃａｎ和影像学检查确立患者纤维

化分期的基础水平；然后每年复查血清学生物指

标，并进行 ＦｉｂｒｏＳｃａｎ检查；当血清生物指标或

ＦｉｂｒｏＳｃａｎ任何一项的纤维化分期出现增高，则必

须再行肝活检以确诊［１２，１９］。另一种诊断步骤是检

测所有肝病患者的血清生物指标，或进行ＦｉｂｒｏＳｃａｎ

或影像学检查，然后分３种不同的情况处理：（１）低风

险者排除明显纤维化，无需肝活检，随访或按需治疗；

（２）高风险者，提示肝纤维化Ｆ３～Ｆ４期，无需肝活检，

进一步影像学检查以排除肝细胞肝癌和静脉曲张；

（３）灰色区，若无法判断是否须治疗则行诊断性肝活

检。此外，也有推荐将结合血清生化指标和影像学作

为评估肝病的初步诊断，可显著减少肝活检。

ＦｉｂｒｏＳｃａｎ检查联合血清学指标可以增加肝纤维化诊

断的准确性，联合检测可使诊断价值明显提高［１２］。

肝纤维化的诊断涉及病原学、临床、生物化学、

影像学及组织病理学等各方面的评定，目前仅依靠

某种或某几类指标或方法诊断肝纤维化显然是不

够全面的，还不能满足现今的临床需要。尽管在此

领域已有不少的研究进展，但现有的资料表明，肝

纤维化非创伤性诊断方法或预测模型对组织学分

期诊断还未建立一个等价体系，尚不能完全取代肝

活检，而两种或两种以上非创伤性检测方法和模型

的联合应用将有助于提高肝纤维化及肝硬化的诊

断率，避免临床肝活检的需要。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可探索特异性强、能反映肝

纤维化不同程度的血清学指标，并建立简便易行和

准确率高的诊断及评估体系，从而使慢性肝病肝纤

维化的非创伤性诊断和评估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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