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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是当今威胁人类健康最主要的疾病之一。目前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ｘ盐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ｆ检验，以

对肿瘤的诊断主要靠影像学和细胞病理学技术，并且在患者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具有明显占位性病变和临床症状后才能确诊。而患者出现占

１．４标本采集

位病变时已非癌变初期，贻误了最佳治疗时期，因此，寻找对

ｍｉｎ，４０００ ｒ／ｍｉｎ）检测；若需保存更长时间，应置于一（２５±６）℃

癌症具有早期诊断作用的血清肿瘤标志物更具有临床价值。

冷冻保存，３７℃复融后立即检测，避免标本反复冻融。

最新研究发现了一种新的细胞增殖标记物一胸苷激酶１

１．５检测步骤

（ｔｈｖｍｉ（１ｉｎｅ ｋｉｎａｓｅ ｌ，ＴＫｌ），ＴＫｌ在全身脏器肿瘤的发生、发展

度。（１）实验准备：根据试剂盒说明书配制ｐＨ＝７．６的抗体稀

及其预后起重要作用。本文对ＴＫｌ和其他常见肿瘤标志物在

释液、洗液和封闭剂；（２）加待测样品、标准品：根据标本数量

恶性肿瘤和癌前病变患者中的检测进行研究，以评价ＴＫｌ在

选择膜板的大小，在Ａ１、Ａ２、Ａ３位置按顺序点上标准品１、标

肿瘤早期诊断巾的价值。报告如下。

准品２、标准品３，待测样品按顺序点在后面的孑Ｌ上，置于室

１资料与方法

温下２０—３０ｍｉｎ，晾干；（３）洗膜：在反应盒内加入稀释液振摇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至２叭０年４月我院住院

空腹静脉真空采血２ ｍｌ，尽快分离血清（１５

采用点印迹酶免疫化学发光法检测ＴＫｌ浓

洗膜２次，每次５ ｍｉｎ；（４）加入一抗：按１：１５００稀释一抗，加

的恶性肿瘤患者３７例（胃癌９例，肝癌７例，结直肠癌６例，

入反应盒，在２５℃条件下振摇，静置反应２ ｈ或置于冰箱４

乳腺癌８例，胰腺癌３例，肺癌４例），其中男１８例，女１９

℃条件下过夜；（５）洗涤：先用洗液快速漂洗２次后，再振摇洗

例，年龄４３—７１岁，平均年龄（５５＿３±３．６３）岁，均经病理组织细

涤３次，每次５ ｍｉｎ；（６）加入二抗：按ｌ：２００００稀释二抗后加

胞学确诊；癌前病变组３９例（乙肝１２例，胆囊息肉６例，子

入反应盒，室温条件下反应４０ ｍｉｎ；（７）洗涤；（８）加酶复合

宫颈重度糜烂伴不典型增生９例，乳腺囊性增生症５例，萎

物：按１：１０ ０００稀释链酶亲核索一酶复合物加入反应盒，室温

缩性胃炎伴黏膜不典型增生７例），其中男２０例，女１９例，

条件下精确反应１ ｈ；（９）洗涤；（１０）加入ＥＣＬ发光剂：加入发

年龄４１～６７岁，平均年龄（５４．６±４．０３）岁；对照组４５例，男２３

光剂过膜浸湿，精确反应１ ｍｉｎ，将膜片用吸水纸吸干，然后

例，女２２例，年龄４２～６８岁，平均年龄（５３．８±４．５６）岁，均尢任

放入塑料膜内挤干剩余的溶液；（１１）化学发光图像分析：将

何增生性疾病，无消化道溃疡、贫血，女性为非月经期。癌前

膜放人ＣＩＳ—Ｉ型化学发光成像分析系统内进行分析。ＴＫｌ测

病变组、恶性肿瘤组与对照组间年龄、性别经平行检验，差异

定值以２．０ ｐｍ０１／Ｔ。为标准阈值，＞２．０ ｐｍｏｌ／Ｌ为异常。

均无统计学意义（尸均＞０．０５），具有町比性。

２结果

ＴＫｌ检测采用深圳华瑞同康技术有限公

各组血清ＴＫｌ及ＣＥＡ、ＣＡｌ２—５、ＣＡｌ５—３、ＣＡｌ９—９检测

司生产的ＣＩＳ系列化学发光数字成像仪及ＴＫｌ诊断试剂。

结果比较见表１。癌前病变组与对照组相比，ＴＫｌ水平显著升

ＣＥＡ、ＣＡｌ２—５、ＣＡｌ５—３、ＣＡｌ９—９的检测采用贝克曼库尔特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火０．０１），血清ＣＥＡ、ＣＡｌ２—５、ＣＡｌ５—

１．２仪器与试剂

Ａｃｃｅｓｓ

３、ＣＡｌ９—９水平无明显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恶

２及其配套试剂。

１．３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统计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

性肿瘤组与对照组相比，所有指标均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

表１各组间ＴＫｌ及相关肿瘤标志物水平的比较（ｚ蜘）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６与对照组比较，尸＞Ｏ．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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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Ｊｐ均＜Ｏ．０１）。

人临床检测项目，用于癌症辅助化疗效果监测。２００８年起，我

３讨论

围上海、武汉、苏州等地医院也已开始相关检测，但大部分足

ＴＫ是使胸腺嘧啶核苷转化为单磷酸胸腺嘧啶的关键

对已经确诊的癌症患者的血清ＴＫｌ水平进行检测“２１５，用于

酶。这种磷酸化作用是胸腺嘧啶核背进入ＤＮＡ代澍的唯一

癌症患者的疗效监测。而本文是研究ＴＫｌ对恶性肿瘤的早期

途径。１。。因此，ＴＫ也被称为抢救酶。ＴＫ有两种同【酶：ＴＫｌ（细

诊断价值，目前国内尚未见相关报道。

胞质胸苷激酶）和ＴＫ２（线粒体胸舒激酶）。编码ＴＫｌ的基因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恶性肿瘤组血清肿瘤标志物（ＣＥＡ、

位于１７号染色体ｑ２１～２２的位点上，编码ＴＫ２的基因位于

ＣＡｌ２—５、ＣＡｌ５—３、ＣＡｌ９—９）水平和血清ＴＫｌ水平较对照组均

１６号染色体ｆ：２｝。ＴＫｌ足细胞周期依赖性标志物，高水平的

显著升高，恶性肿瘤患者体内的肿瘤已经发生明显的生长增

ＴＫｌ主要存在于胎儿组织和成人的增殖细胞质中。胎儿发育

殖，而传统的肿瘤标志物检测的是体内有无肿瘤的存在。在

以后，ＴＫｌ水平逐渐降低。正常成人细胞中，ＴＫｌ含量极低，

肿瘤的发生和增殖过程中，会有大量的肿瘤细胞生成，所以

当机体出现大量增殖细胞时，ＴＫｌ的水平迅速升高。一旦发

存恶性肿瘤患者中可检测出传统的血清肿瘤标志物和血清

生癌变，伴随着肿瘤细胞的急剧增殖，ＴＫｌ的活性和含量都

ＴＫｌ水平均明显增高；而在癌前病变组，血清肿瘤标志物

将升高，可超过正常水平的２～１００倍；３。。

（ＣＥＡ、ＣＡｌ２—５、ＣＡｌ５—３、ＣＡｌ９—９）水平均无明显变化，血清

ＴＫｌ与细胞分裂密切相关…，在细胞分裂Ｇ１期含量比较

ＴＫｌ水平已经显著增高。癌前病变患者体内并未有肿瘤的生

低，在Ｇ１晚期开始升高，在ＤＮＡ合成期开始急剧升高，至Ｓ

长，只有大量的异常细胞增殖，而ＴＫｌ是细胞增殖标记物，主

期和Ｇ２期达到最高＝５。，编码ＴＫｌ的ｍＲＮＡ及其表达的蛋白

要存在于增殖的细胞胞质中，当体内细胞大量增殖时就会释

质也就成为细胞增牛的标志物；从Ｇ２晚期开始细胞中的

放大最的ＴＫｌ进人血清中，所以癌前病变组检测血清ＴＫｌ时

ＴＫｌ急剧降解，直至降低到Ｇ１前期最低水平。ＴＫｌ这种依赖

其水平已经显著增高，而传统的血清肿瘤标志物未发生明显

细胞分裂后期促进复合物／循环体（ＡＰＣ／Ｃ）介导的泛素一蛋

变化，并且癌前病变患者尚未有明显的临床症状。癌前病变

白酶体降解途径，对于维持细胞核内ｄＮＴＰ库的动态平衡具

患者若治疗不及时可以发展为恶性肿瘤，因此可以认为该指

有重要意义。，ｄＮＴＰ的失衡，特别是高水平的ｄＮＴＰ会极大地

标对恶性肿瘤的甲Ｌ期诊断更具临床价值，呵提示临床医生对

增加ＤＮＡ复制错误的几率，因此，正常细胞增殖后ＴＫｌ不会

患者进行早期干预、早期治疗，延缓病情的发展，改善患者生

或极少释放至血液中，血清中ＴＫｌ值会极低。而对于肿瘤患

活质量。

者，处于Ｓ期、Ｇ２期的细胞比例高，原来依赖于ＡＰＣ／Ｃ介导

目前已知的ＴＫｌ检测方法有蛋白质印迹法、放射性同位

的泛素一蛋白酶体降解途径等在内的一系列细胞周期凋控机

素标记法、免疫组织化学法等。７’８１，但各有其缺陷，有的有放射

制被打乱，使得肿瘤细胞内产生大量的ＴＫｌ并释放到血液

。降污染，有的敏感性较差，有的需要有大型设备等，不适于存

中。，恶性肿瘤是一种细胞异常增殖性疾病，正常细胞生长一

临床实验室常规操作。本文研究采用点印迹酶免疫化学发光

日失控，将导致细胞恶性增殖，ＤＮＡ合成速度急剧升高。由于

法检测肿瘤患者血清ＴＫｌ水平，该方法具有较高的敏感性、

ＴＫｌ的含黾与ＤＮＡ的合成呈ＪＦ相关，所以肿瘤恶性程度越

特异性和准确性，并随着仪器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更适

高，ＴＫｌ的含量也相应升高。故临床卜．可通过检测ＴＫｌ的含

于临床实验率推广应用。、

量进行肿瘤的早期筛查、早期诊断，并可用于肿瘤患者的疗
效观察。

通过该项研究，可以更好的为临床早期诊断恶十牛肿瘤提
供准确的诊断依据，对恶性肿瘤的早期诊断有较为重要的意

传统的肿瘤标志物是指在肿瘤发生和增殖过程中，由肿

义，且可以提高医院埘恶性肿瘤的诊断水平，改善癌症患者

瘤细胞合成、分泌的，或足由机体刈‘肿瘤反应而异常产牛和

的生存质量，减少政府与患者家庭的负担，造福桑梓，有较好

或升高的，能反映肿瘤存在和生长的一类物质，它包括蛋白

的社会效益。

质、激素、酶（同工酶）、多胺及癌基冈产物等，一般不适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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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探讨。此外，本文研究样本例数较少，存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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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性，加大样本量将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Ｍ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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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肿瘤微环境中的功能作用，也为肿瘤的生物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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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治疗提供更广阔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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