Ｖｏｌ． １１ Ｎｏ． ５
Ｓｅｐ． ２０２０

器官移植
Ｏｒｇａｎ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第 １１ 卷 第 ５ 期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综述·

肝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危险因素的研究进展
孟令展 刘振文 朱震宇

【摘要】

肝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是影响受者远期生存率的重要因素，其主要的危险因素包括免疫抑制以

及诸多受者因素，如年龄、性别、种族、原发病、术前肿瘤病史及癌前病变、致癌病毒感染以及吸烟和饮酒等。
肝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目前尚无标准化的监测方案，但对于高危受者，需要有计划地监测，以期能够早期诊断，
提高其生存率。本文就肝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发生率、预后及相关危险因素等进行综述，为提高肝移植术后受
者远期生存率提供参考。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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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 novo malignancy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affecting the long-term
survival of recipient. The main risk factors for de novo malignancy include immunosuppression and many factors of
recipients, such as age, gender, race, primary disease, preoperative tumor history and precancerous lesion, carcinogenic
virus infection, smoking and drinking, etc. Currently, there is no standardized monitoring scheme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but planned monitoring is required for high-risk recipients, thus to achieve early diagnosis and improve the survival rate.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incidence, prognosis and related risk factors of de novo malignancy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which provided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long-term survival rate of recipient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Key words】 Liver transplantation; De novo malignancy; Immunosuppression;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mTOR) inhibit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Virus infection; Precancerous lesion; Smoking-related malignancy

随着免疫抑制和外科技术的发展，因排斥反应和
技术并发症导致的移植物丢失明显减少，肝移植受者
的预后得到显著改善。但是由于受者需要终身服用免

肿瘤的发生率、预后及危险因素等进行综述，为提高
肝移植受者术后远期生存率提供参考。

管疾病、肾损伤和恶性肿瘤等不断增加，在长期存活

1 肝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的发生率和
预后

的受者中，肝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已成为影响受者

近期研究发现，相较于普通人群，肝移植术后受

疫抑制剂，与免疫抑制相关的并发症包括感染、心血

[1]

长期预后的重要因素 。本文就肝移植术后新发恶性

者新发恶性肿瘤的发生率增加 11 倍 [2]，不同移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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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的新发恶性肿瘤总体发生率为 2.3%~32.1%[1-6]，

比（7.9±1.9） ng/mL，P<0.0001）]。因此，在临床

其累积发生率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升高。最近一项针对

中与 CNI 相关的恶性肿瘤风险可能来自 CNI 的剂量

北欧肝移植注册表的分析发现，肝移植术后新发恶性

而不是所用 CNI 的类型，肝移植术后应尽快使 CNI

肿瘤的累积发生率在术后 10 年为 11％，术后 20 年

用量最小化，术后 30 d 建议维持 FK506 血药谷浓度

为 22％，并且几乎所有类型的恶性肿瘤发生风险均

（7~10 ng/mL）, 与传统的血药谷浓度（>10 ng/mL）

[6]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 ，但是这对受者的生存率并

相比，其排斥反应发生率相似，而肾功能不全发生率

没有改善，与普通人群相比，新发恶性肿瘤在肝移植

减半 [13]。与使用 CNI 维持免疫抑制相比，逐渐停用

术后受者中表现出更强的攻击性，其对治疗的反应较

CNI，转换为吗替麦考酚酯单药治疗可明显降低新发

低，从而导致受者预后较差。据报道，所有类型的

恶性肿瘤的发生率 [4]。

肝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患者在 1、5 和 10 年后的总

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体生存率分别为 75.1％、52.3％和 36.6％，尽管患者

rapamycin，mTOR）抑制剂抗肿瘤和免疫抑制特性

存活的可能性取决于具体的诊断，但其预后通常比没

的组合使肝细胞癌（肝癌）肝移植受者获益，已有

[7]

有接受移植的具有相同恶性肿瘤的患者差 。肝移植

研究报道，mTOR 抑制剂可减少肝癌的复发 [14]，但

术后最常见的新发恶性肿瘤为非黑素瘤皮肤癌（non-

目前尚无 mTOR 抑制剂预防肝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

melanoma skin cancer，NMSC）和移植后淋巴组织增

瘤的随机对照试验。Zhou 等 [2] 和 Bhat 等 [7] 研究移

生 性 疾 病（posttransplant lymphoproliferative disease，

植受者科学注册系统（Scientiﬁc Registry of Transplant

[5]

Recipients，SRTR） 的 数 据 发 现，mTOR 抑 制 剂 与

最近研究发现，在平均随访 28 年后，实体器官恶性

CNI 相比并未降低肝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的风险。

肿瘤发生率（59％）超过了皮肤癌（26％）和 PTLD

尽管如此，当肝移植术后存在恶性肿瘤的危险因素，

（15％）。

甚至诊断出肿瘤时，仍然建议将 CNI 转化为 mTOR

PTLD），其次是实体器官恶性肿瘤。而 Rademacher 等

2 肝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的危险因素
2.1 免疫抑制剂

抑制剂，以改善总体生存期 [15]。
2.2 年龄、性别和种族
多数研究均表明年龄、性别与肝移植术后新发

免疫抑制是肝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发生的基
础，其机制包括减弱免疫监视，增加对感染的易感性，

恶 性 肿 瘤 相 关 [2, 4-7]。Herrero 等 [16] 发 现 肝 移 植 术 后
10 年内，年龄 >60 岁受者新发恶性肿瘤的发生率是

诱导胰岛素抵抗以及直接致癌作用 。钙调磷酸酶抑

年龄 <60 岁受者的 2 倍，而新发恶性肿瘤和心血管并

制剂（calcineurin inhibitor，CNI）是肝移植术后最主

发症是影响高龄受者肝移植术后长期存活的重要危险

要的免疫抑制剂，他克莫司（tacrolimus，FK506）和

因素。SRTR 的大样本数据则显示，肝移植术后新发

环孢素（ciclosporin，CsA）均能够以剂量依赖的方

恶性肿瘤的发生率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发生新发恶性

式激活原癌基因和恶性肿瘤发生途径，从而促进肿

肿瘤的风险高于女性，这种性别差异并不能由性别特

[8]

瘤细胞增殖和转移，并抑制其凋亡 。免疫抑制剂的

异性恶性肿瘤类型完全解释 [7]。法国的一项多中心研

选择是潜在的可改变的恶性肿瘤危险因素，据文献

究同样显示肝移植术后男性发生新发恶性肿瘤的风险

[9]

报道，FK506 与 CsA 的致癌风险不一致

[5, 10-11]

。Tjon

等 [10] 研究发现，CsA 治疗是肝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

更高 [17]。
目前认为肝移植术后皮肤癌风险存在种族差异，

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尤其是当引入给药后 2 h 血药浓

Tanaka 等 [18] 发现，年龄 >47 岁的男性白种人肝移植

度（C2）监测后，CsA 显著增加了患者恶性肿瘤的发

术后皮肤癌的风险最高。Bhat 等 [7] 研究 SRTR 的数

生风险，然而这些患者的排斥反应发生率明显降低，

据发现，与非洲裔、西班牙裔、亚裔相比，白种人的

提示 CsA-C2 方案导致免疫抑制状态更强。Carenco

肝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风险明显增高，主要是皮肤

[12]

通过回顾性研究发现，肝移植术后新发实体

癌风险，其次是实体器官恶性肿瘤风险，而血液系统

器 官 恶 性 肿 瘤 与 术 后 FK506 暴 露 平 均 血 药 浓 度 相

恶性肿瘤风险相似。亚洲地区中国和韩国报道的肝移

关，新发恶性肿瘤组患者的术后 1 年 FK506 平均血

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发生率明显低于欧美国家 [3,19]，

药浓度明显高于未发生肿瘤组 [（10.3±2.1） ng/mL

且以消化系统肿瘤为主，皮肤癌少见，提示肝移植术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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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新发恶性肿瘤的发生率存在种族差异。

有 13 例发生新发恶性肿瘤，其中 5 例与术前癌前病

2.3 受者的原发病

变有关，1 例溃疡性结肠炎在肝移植术后诊断为结肠

因不同适应证而进行肝移植的患者，其术后发

癌，1 例结肠息肉在肝移植术后诊断为结肠癌，1 例

生新发恶性肿瘤的风险也有所不同。在一项多中心

Barrett 食 管 炎 在 肝 移 植 术 后 诊 断 为 食 管 癌，1 例

研 究 中， 原 发 性 硬 化 性 胆 管 炎（primary sclerosing

Caroli 病在肝移植术后诊断为肝外胆管癌，1 例宫颈

cholangitis，PSC）患者肝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累

不典型增生在肝移植术后诊断为宫颈癌。Oezcelik

积发生率最高，其 1、5、10 年时非皮肤癌的发生率

等 [24] 报道，7 例肝移植术前内镜发现的 Barrett 食管炎，

分别为 5.5％、10.4％、21.9％，当 PSC 患者合并炎

术后平均 66 个月有 5 例发展为食管腺癌。

症性肠病时，术后结肠癌的风险增加 2.34 倍，发生

2.5 病毒感染

PTLD、 皮 肤 癌 和 实 体 器 官 恶 性 肿 瘤 的 风 险 亦 增
加

[20]

。Jiménez-Romero 等

[9]

研 究 则 发 现， 酒 精 性

在免疫抑制状态下，患者对病毒感染的抵抗力
降低，其中一些可能与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的发

肝硬化患者肝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的发生率为

生相关，如爱泼斯坦 - 巴尔病毒（Epstein-Barr virus，

2.6％ ~15.7％，显著高于其他病因肝病患者，主要是

EBV） 与 B 细 胞 淋 巴 瘤、PTLD 相 关， 人 乳 头 状 瘤

上呼吸道肿瘤、肺癌、皮肤癌、肾癌和膀胱癌的发生

病 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 与 宫 颈 癌、 皮

率升高。随着直接抗病毒药物的应用，从 2014 年开

肤癌相关，卡波西肉瘤相关疱疹病毒与卡波西肉瘤

始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患者行肝

相 关， 乙 型 肝 炎 病 毒（hepatitis B virus，HBV）、

移植的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

HCV 与肝癌相关等 [25]。一项意大利多中心研究显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NASH）迅速成为肝移

示，与普通人群相比，肝移植受者新发恶性肿瘤发

植主要适应证之一，而恶性肿瘤是非移植 NASH 患

生率增加 1.8 倍，在病毒相关的恶性肿瘤中，其标准

者的第 2 位死亡原因，对这部分患者应仔细监测

[21]

。

化发病率（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io，SIR）明显升

随着原发病疾病谱的改变，近期 SRTR 的数据显示肝

高，包括卡波西肉瘤（SIR=53.6）、非霍奇金淋巴瘤

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的发生率在 NASH 患者中最高，

（SIR=7.1）、宫颈癌（SIR=5.4）[26]。由于器官短缺，

10 年发生率为 16.3%，其次是酒精性肝病（alcoholic

移植中心对扩大标准移植物的使用增加。高龄供者，

[7]

liver disease，ALD）和 PSC 患者 。NASH 患者肝移

携带 HCV、HBV 的供者及酒精性肝病的供者，理论

植术后新发实体器官恶性肿瘤中，乳腺癌、结肠癌（非

上会导致肝移植术后新发肝癌的发生率升高，但临床

PSC 病因中）和胰腺癌的发生率最高，而在非移植人

上肝移植术后新发肝癌较为少见，其原因在于肝移植

群中 NASH 也是这 3 种特定肿瘤的危险因素

[21]

。

中心个案报道 [27]；另一方面肝移植术后新发肝癌的

2.4 术前肿瘤病史及癌前病变
多项研究表明，术前合并肝癌的患者肝移植术
后新发恶性肿瘤的风险增加

术后新发肝癌难以与受者肝癌复发区分，文献多以单

[2, 7, 22]

主要危险因素之一是受者原发病的复发，在此期间积

。最近一项韩国的

极抗病毒治疗或戒酒等措施可阻止肝硬化发展，而肝

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显示，与术前无肝癌组相比，术

硬化晚期的患者还未发展至肝癌就已行二次肝移植或

前肝癌组肝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发生率明显增加

死亡 [27]。

（P=0.006），术前肝癌病史是新发恶性肿瘤发生唯

2.6 吸烟和饮酒

一的重要危险因素

[22]

。Chatrath 等

[1]

研究还显示，在

吸烟和饮酒与肝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风险增加

肝移植术前有肝外恶性肿瘤病史的患者中，新发恶性

具有相关性 [20]。Mangus 等 [28] 研究吸烟与肝移植预后

肿瘤（非皮肤癌）的发生率也有所增加，肝外恶性

的关系发现，47% 的受者有吸烟史，与从未吸烟的移

肿瘤病史是肝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非皮肤癌）

植受者比较，既往吸烟和术后继续吸烟的受者术后新

的独立危险因素 [ 风险比（hazard ratio，HR）=2.5，

发恶性肿瘤风险较高（12% 比 16%、18%），且预后

P=0.005）]。

更差。Herrero 等 [29] 在一项回顾性研究中发现，在吸

术前合并癌前病变的患者，肝移植术后在免疫抑

烟的肝移植受者中，术后吸烟相关的恶性肿瘤 5 年、

制剂的作用下更容易出现新发恶性肿瘤。Menachem

10 年发生率分别为 5% 和 13%；而在不吸烟的肝移植

等

[23]

在一项回顾性研究中发现，175 例肝移植受者共

受者中，吸烟相关的恶性肿瘤（包括头颈癌、食管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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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泌尿系统恶性肿瘤）发生率几乎为 0。ALD 患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incidence comparison with the

者与其他病因肝病患者相比更容易吸烟，当患者同时

Korean cancer registry[J]. Transplant Proc, 2012,44(3):802-

饮酒和吸烟时，二者显示出协同作用，导致患者肝移
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的风险大大增加 [9]。

805. DOI:10.1016/j.transproceed.2012.01.027.
[4]

immunosuppression

3 小 结

mycophenolate

mofetil

in

liver transplantation[J]. Ann Transplant, 2017,22:141147. DOI:10.12659/aot.901556.

导致的，免疫抑制强度差异导致肝移植术后新发恶性
[5]

RADEMACHER S, SEEHOFER D, EURICH D, et
al. The 28-year incidence of de novo malignancies

免疫抑制的心、肺移植，肝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发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a single-center analysis of

生率较低，而使用 2 种或以上的免疫抑制剂可导致新

risk factors and mortality in 1616 patients[J]. Liver

发恶性肿瘤发生率升高 [30]。由于肿瘤生物学特性多样，
且术后需要较长时间的随访来确诊新发恶性肿瘤，目

to

monotherapy reduces risk of de novo malignancies after

目前认为肝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是由多种因素
肿瘤的风险不同。实体器官移植中，相较于需要更强

AGUIAR D, MARTÍNEZ-URBISTONDO D, D'AVOLA
D, et al. Conversion from calcineurin inhibitor-based

Transpl,2017,23(11):1404-1414. DOI:10.1002/lt.24795.
[6]

NORDIN A, ÅBERG F, PUKKALA E, et al. Decreasing

前尚无免疫抑制剂与肝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的前瞻

incidence of cancer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a Nordic

性研究。已有研究发现，随着免疫抑制减弱，肝移植

population-based study over 3 decades[J]. Am J

术后皮肤癌和非霍奇金淋巴瘤等新发恶性肿瘤发生率

Transplant, 2018,18(4):952-963. DOI:10.1111/ajt.14507.

逐渐降低 [6]，因此在避免严重排斥反应的前提下，肝

[7]

移植术后应尽量降低免疫抑制强度。由于 mTOR 抑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insights for future individualized

制剂具有抗增殖作用，对于某些需要更高强度免疫抑

cancer screening guidance[J]. Transplantation, 2019,103(1):

制的受者，添加 mTOR 抑制剂可能会减少新发恶性
肿瘤的发生，但需要进一步研究并进行足够长时间的

91-100. DOI:10.1097/TP.0000000000002113.
[8]

transplant recipient[J]. Transplantation, 2014,97(6):605-

除免疫抑制外，肝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的发生
前病变、病毒感染以及肝移植受者的原发病等有关，
因此肝移植术前应戒烟、戒酒，术前筛查应查明患者
有无癌前病变及病毒感染等。肝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
瘤确诊后，患者病情往往处于中晚期，且进展迅速、
预后差，因此对于合并高危因素（包括高龄，男性，

SHERSTON SN, CARROLL RP, HARDEN PN, et al.
Predictors of cancer risk in the long-term solid-organ

随访。
还可能与年龄、性别、种族、术前吸烟和饮酒史、癌

BHAT M, MARA K, DIERKHISING R, et al. Gender,
race and disease etiology predict de novo malignancy risk

611. DOI:10.1097/01.TP.0000436907.56425.5c.
[9]

JIMÉNEZ-ROMERO C, JUSTO-ALONSO I, CAMBRAMOLERO F, et al. Incidence, risk factors and outcome of
de novo tumors in liver transplant recipients focusing on
alcoholic cirrhosis[J]. World J Hepatol, 2015,7(7):942953. DOI:10.4254/wjh.v7.i7.942.

[10] TJON AS, SINT NICOLAAS J, KWEKKEBOOM J, et

诊断为 PSC、ALD、NASH，合并肝癌）的患者，术

al. Increased incidence of early de novo cancer in liver

后有必要密切筛查，以早期发现恶性肿瘤，尽可能提

graft recipients treated with cyclosporine: an association

高其远期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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