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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肝功能Child-Pugh分级对肝癌肝移植受者
预后的影响
林国桢 代天星 刘荣强 邓铭彬 汪国营 易述红 李华 杨扬 陈规划

【摘要】
方法

目的

探讨不同 Child-Pugh 分级对肝细胞癌（肝癌）肝移植受者术后肝癌复发和生存的影响。

回顾性分析 125 例接受肝移植的肝癌受者临床资料，用 Kaplan-Meier 方法计算肝癌肝移植受者术后 3 年的

无瘤生存率（DFS）和总生存率（OS）。采用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可能影响肝癌肝移植受者术后复发及生
存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为 25.6 个月，3 年总的 DFS 和 OS 分别为 68.4% 和 65.7%。Child-Pugh

A、B 级 肝 癌 患 者（113 例） 的 3 年 DFS 和 OS 分 别 是 68.6% 和 66.2%，Child-Pugh C 级 肝 癌 患 者（12 例） 的
3 年 DFS 和 OS 分别是 66.7% 和 65.6%，两者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 P>0.05）。Cox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血
管侵犯（P=0.001）和肿瘤数目 >3 个（P=0.025）是影响肝癌肝移植受者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甲胎蛋白（AFP）>
400 μg/L（P=0.035）、血管侵犯（P=0.031）和肿瘤数目 >3 个（P=0.008）是影响肝癌患者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Child-Pugh C 级与 A、B 级肝癌患者肝移植术后预后无显著性差异，AFP、血管侵犯和肿瘤数目是影响肝

癌患者肝移植术后预后的重要因素，肝移植可作为 Child-Pugh C 级肝癌患者的有效治疗手段。
【关键词】

肝细胞癌；肝移植；Child-Pugh 分级；肝功能；预后分析；无瘤生存率；肿瘤复发；甲胎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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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ifferent liver function Child-Pugh classification on clinical progno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recipients after l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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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he different Child-Pugh classification on the recurrence and
survival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recipient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Methods Clinical data of 125 HCC
recipients undergoing liver transplantation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3-year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and
overall survival (OS) rates were calculated by Kaplan-Meier survival curv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probably
affecting the recurrence and survival of HCC recipient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were identified by using Cox' s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The median follow-up time was 25.6 months. The 3-year DFS and OS
rates were 68.4% and 65.7% for all patients. The 3-year DFS and OS rates in 113 patients with Child-Pugh class A/B
HCC were 68.6% and 66.2%, whereas 66.7% and 65.6% for 12 patients with Child-Pugh class C HCC with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ll P>0.05). Cox's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model demonstrated that vascular invasion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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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number of tumors>3 (P=0.025) we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the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of HCC in
recipients undergoing liver transplantation. Alpha fetoprotein (AFP)>400μg/L (P=0.035), vascular invasion (P=0.031)
and number of tumors>3 (P=0.008) we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affecting the survival of HCC patients. Conclusions
The postoperative prognosis doe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 between Child-Pugh class C and A/B HCC patient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AFP, vascular invasion and number of tumors are the risk factors affecting the clinical prognosis of HCC
patient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Liver transplantation is an efﬁcacious treatment for HCC patients with Child-Pugh class C.
【Key word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Liver transplantation; Child-Pugh classiﬁcation; Liver function;
Prognostic analysis; Disease-free survival; Recurrence of tumor; Alpha fetoprotein

肝细胞癌（肝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2018 年发布的全球癌症流行病学报告显示，肝癌每
年新发病例约 84 万，每年死亡病例约 78 万，发病

立危险因素，为肝癌患者手术方案的制定及预后的预
测提供参考。

率和死亡率位居全球癌症中的第 6 位和第 4 位，严

1 资料与方法

重威胁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和生命 [1]。为推动肝癌诊

1.1 一般资料

治工作的发展，全球各地制定了一系列关于肝癌诊

本研究收集 2012 年 5 月至 2017 年 2 月，在中山

治的专家共识与临床指南。目前，国际上广泛采用

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接受肝移植治疗的肝癌受者 125 例，

米兰（Milan）标准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niversity

其中男 119 例，女 6 例，中位年龄 50（43~58）岁。

of California at San Francisco，UCSF）标准作为肝癌

125 例 受 者 中，Child-Pugh A、B 级 113 例，Child-

患者的肝移植适应证。然而，对于 Child-Pugh C 级

Pugh C 级 12 例， 甲 胎 蛋 白（alpha fetoprotein，

肝癌患者是否推荐肝移植治疗仍有较大分歧。欧洲肝

AFP）>400 μg/L 40 例（32.0%）， 不 符 合 Milan 标

脏研究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准 56 例（44.8%）， 血 管 侵 犯 35 例（28.0%）， 肿

Liver，EASL）和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European

瘤数目 >3 个 22 例（17.6%），肿瘤直径 >4 cm 56 例

Organization fo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Cancer，

（44.8%）。纳入标准：（1）临床资料完整，包括一

EORTC）2012 年的肝癌临床指南认为肝移植是 Child-

般情况、Child-Pugh 分级、肿瘤病理诊断、血管侵犯等；

Pugh C 级并符合 Milan 标准的肝癌患者的首选治疗

（2）随访资料完整，包括患者肝癌复发情况和生存

方式，但在肝癌分期及肝癌治疗推荐线路图中却没有

情况；（3）接受肝移植治疗。排除标准：（1）合并

表明 [2-3]。美国肝病研究学会（American Association

其他恶性肿瘤；（2）不能按期随访或者不愿意参与

for the Study of Liver Diseases，AASLD）2018 年 肝

本研究；（3）死亡原因不明；（4）具有丙型病毒性

癌指南将 Child-Pugh C 级肝癌患者划入终末期肝病，

肝炎背景。本研究得到了医院评审委员会的批准，并

建议根据患者的收益和风险比权衡是否行肝移植治

签署患者知情同意书。

疗

[4]

。2011 年我国卫生部发布的原发性肝癌诊疗规

1.2 随

访

范指出，对于局限性肝癌合并肝硬化，肝功能失代

随 访 自 肝 移 植 治 疗 后 开 始 计 算， 随 访 截 止 至

偿（Child -Pugh C 级）且符合移植条件，应该首选

2018 年 6 月或患者死亡。随访方式为电话、短信、

肝移植术

[5]

。2017 年我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门诊复查、住院观察等多种形式相结合，随访频率为

会发布的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则推荐 Child-Pugh A、

每 3、6 个月随访 1 次，所有患者都获得完整随访。

B 级并符合 UCSF 标准的肝癌患者行肝移植治疗，而

1.3 研究内容

Child-Pugh C 级肝癌患者划分为终末期肝病，无肝移

收集患者的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等）和

。本研究对 2012 年 5 月至 2017 年 2 月

临床病理资料（包括肿瘤数目、肿瘤直径、血管侵犯

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接受肝移植治疗的 125 例肝

情况等）。研究肝癌肝移植受者术后的复发及生存情

癌受者的临床资料和中长期随访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

况， 统 计 无 瘤 生 存 率（disease-free survival，DFS）

探讨不同 Child-Pugh 分级对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及生

和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对肝癌患者的

存的影响，并探讨影响肝癌肝移植受者术后预后的独

Child-Pugh 分级、无瘤生存情况等各种临床资料进行

植治疗推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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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lan-Meier 生存分析和 Log-rank 检验单因素分析，

移植术后复发的因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并对可能影响肝癌复发的 AFP 水平、是否符合 Milan

表 1）。

标准、血管侵犯与否、肿瘤数目、肿瘤直径和 Child-

2.2 肝癌肝移植受者的生存情况

Pugh 分级的肝癌患者无瘤生存情况进行多因素 Cox

本研究中肝癌肝移植受者总的 3 年 OS 为 65.7%。

回归分析。DFS 是指自肝移植开始到首次肿瘤复发或

至 2018 年 6 月随访截止，共有 39 例受者死亡，死

转移的时间。OS 是指自肝移植开始到任何原因导致

亡受者中位存活时间为 17.6（13.5～26.7）个月。结

死亡或随访结束的时间。

果表明 Child-Pugh C 级和 A、B 级肝癌肝移植受者的

1.4 统计学方法

3 年 OS 分 别 为 65.6%、66.2%，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采用 SPSS 25.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根据受试

（P>0.05，图 1B）。其中 AFP>400 μg/L、血管侵犯

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

和肿瘤数目 >3 个是影响肝癌肝移植受者术后生存的独

曲线结果选取肿瘤数目 3 个、肿瘤直径 4 cm 作为最

立危险因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 P<0.05），

佳界限值计算；采用 Kaplan-Meier 方法进行生存分析；

而 Child-Pugh 分级不是影响肝癌肝移植受者术后生存

采用 Log-rank 检验对相关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采用

的相关因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 1）。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对可能的预后影响因素进行多

3 讨 论

因素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目前国际上对于肝癌肝移植的适应证仍有较多

2 结 果

争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肝癌诊治指南对 Child-Pugh

2.1 肝癌肝移植受者的复发情况

C 级肝癌患者是否推荐行肝移植治疗的意见大有不

肝 癌 肝 移 植 受 者 中 位 随 访 时 间 为 25.6 个 月，

同。 意 大 利 学 者 Sangiovanni 等 [7] 对 2012 年 EASL-

3 年 总 的 DFS 为 68.4%。 随 访 截 止 至 2018 年 6 月，

EORTC 指 南 的 肝 癌 治 疗 推 荐 线 路 图 的 解 读 认 为

共有 37 例受者复发或转移，总体复发率为 29.6%，

Child-Pugh C 级肝癌患者不论肿瘤大小直接划分为巴

复发受者中位复发时间为 8.1（5.6～11.6）个月。其

塞罗那 D 期，除了支持治疗外没有特定的治疗方法，

中 Child-Pugh C 级 和 A、B 级 肝 癌 患 者 的 3 年 DFS

预测平均存活约 3 个月。欧洲临床肿瘤学会（European

分别为 66.7%、68.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ESMO） 和 欧 洲 消 化

图 1A）。对 AFP 水平、是否符合 Milan 标准、血管

肿 瘤 学 会（European Society of Digestive Oncology，

侵犯与否、肿瘤数目和肿瘤直径等可能影响肝癌复

ESDO）2012 年肝癌临床实践指南的肝癌分期线路图

发的因素进行分析。血管侵犯和肿瘤数目 >3 个是影

将 Child-Pugh C 级肝癌划分为终末期，但文字补充

响肝癌患者肝移植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均为

说明指出肝功能 Child-Pugh C 级并符合 Milan 标准的

P<0.05），而 Child-Pugh 分级不是影响肝癌患者肝

肝癌患者不应该被排除在肝移植的候选之外，因此也

表 1 125 例肝癌肝移植受者临床病理特征与预后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and prognosis in 125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recipient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影响因素

3 年 DFS

3 年 OS

相对危险度

95% 置信区间

P值

相对危险度

95% 置信区间

P值

–

–

0.574

–

–

0.114

血管侵犯（有 / 否）

3.106

1.565~6.165

0.001

2.300

1.080~4.899

0.031

肿瘤数目（≤3 个 / >3 个）

Child-Pugh 分级（A、B 级 /C 级）

2.292

1.107~4.744

0.025

3.148

1.352~7.331

0.008

AFP（≤400 μg/L 或 >400 μg/L）

–

–

0.147

2.168

1.056~4.451

0.035

肿瘤直径（≤4 cm/>4 cm）

–

–

0.126

–

–

0.168

Milan 标准（是 / 否）

–

–

0.895

–

–

0.325

– 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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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图 1 肝功能 Child-Pugh 分级与肝癌肝移植受者 DFS 和 OS 的相关性
Figure 1 Correlation between Child-Pugh classification of liver function and DFS, OS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recipient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不属于终末期 [8]。总之，欧洲国家倾向于推荐 Child-

我国最新肝癌诊疗规范却将 Child-Pugh C 级肝癌患者

Pugh A 级肝癌患者行肝移植治疗。

划分为终末期不建议行肝移植治疗。总之，全球各地

AASLD 2011 年 及 2018 年 的 肝 癌 指 南 治 疗 推
荐 线 路 图 将 Child-Pugh C 级 肝 癌 直 接 划 分 为 终 末
期，无论是肝移植还是肝切除都不建议，只推荐对
[4, 9-10]

指南对肝功能 Child-Pugh C 级的肝癌患者是否应该行
肝移植治疗尚未达成共识。
本研究在此背景下进行回顾性分析，多因素 Cox

。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AFP>400 μg/L、血管侵犯和肿瘤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2009 年 和

数目 >3 个是影响肝癌肝移植受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

2017 年肝胆癌临床实践指南及美国联合器官共享网络

素。对于这些影响肝癌肝移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United Network for Organ Sharing，UNOS） 标 准 指

应该严格把控肝移植的指征以提高肝癌患者肝移植术

出符合肝移植适应证的肝癌患者不应该成为肝切除的

后 DFS 和生存质量。生存分析结果表明肝功能 Child-

候选者，而肝移植通常被认为是中重度肝硬化（肝功

Pugh C 级肝癌患者与 Child-Pugh A、B 级肝癌患者肝

能 Child-Pugh B、C 级）合并早期肝癌的首选治疗方

移植术后 3 年 DFS 和 OS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为

。由此可见，美国这两个最新的指南对 Child-

P>0.05），说明这 125 例在我院肝移植中心行肝移植

症支持治疗

法

[11-13]

Pugh C 级肝癌患者是否行肝移植存在不同的建议。
亚太肝脏研究学会（Asian Paciﬁc Association for

治疗的肝癌受者中，Child-Pugh C 级和 A、B 级肝癌
受者进行肝移植治疗的疗效无显著性差异。肝功能失

the Study of the Liver，APASL）2010 年和 2017 年肝

代偿期（Child-Pugh C 级）肝癌患者如不进行肝移植，

癌临床实践指南提出肝移植可作为 Child-Pugh C 级

则生存时间较短且生存质量较差，相反若能接受肝移

肝硬化并符合 Milan 标准肝癌患者的最佳治愈性治疗

植，则有较高几率获得长期生存。目前供肝短缺是造

。我国 2011 年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推荐肝

成世界各地指南对肝癌肝移植治疗推荐差异的主要原

功能失代偿期（Child-Pugh C 级）且符合移植条件的

因，虽然肝功能失代偿期（Child-Pugh C 级）肝癌患

，而我国 2017 年原发性

者全身状态较肝功能代偿期（Child-Pugh A、B 级）

肝癌诊疗规范临床分期及治疗线路图却将 Child-Pugh

患者更差，更容易出现术中出血等问题，但随着我国

C 级肝癌划分为Ⅳ期即终末期，只建议对症支持治

肝移植技术的进步和疗效的提高，失代偿期肝硬化肝

疗 而 不 建 议 肝 移 植， 对 Child-Pugh A、B 级 且 符 合

癌患者也可以取得与代偿期肝硬化肝癌患者相近的疗

方法

[14-15]

肝癌患者首选肝移植治疗

[5]

UCSF 标准的肝癌患者推荐行肝移植治疗

[6,16]

。综合

效。本研究统计发现 Child-Pugh C 级肝癌受者 3 年

来看，APASL 和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及中国台湾

DFS 和 OS 不比 Child-Pugh A、B 级肝癌受者差，差

等大部分亚洲国家及地区指南都推荐 Child-Pugh C 级

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 Child-Pugh C 级肝癌受者肝移

且符合 Milan 标准的肝癌患者行肝移植治疗

植后死亡和肝癌复发并无明显增加。因此，建议扩大

[17-20]

，而

·３１２·

器官移植

肝移植适应证，为肝功能 Child-Pugh C 级肝癌患者进
行肝移植治疗。目前肝癌诊疗规范尚未达成全球共识，
需要更多高质量的临床研究为进一步完善肝癌诊疗规

[11]

范提供依据，相信未来的肝癌诊疗规范会更加精确和
完善，使肝癌患者能接受更优化的治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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