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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标志物在不同检测系统间的应用现状及建议

牛爱军 ，杜鲁涛 ， ，靖旭 ，闫素真 ，王传新 ，（１．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检验医学中心，济南 ２５００３３；２． 山东省肿
瘤标志物检测工程实验室，济南 ２５０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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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化学发光免疫分析（ｃｈｅｍｉ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ｉｍｍｕｎｏａｓｓａｙ，ＣＬＩＡ）是目前国内肿瘤标志物检测的主流方法，但由于不同检测系
统在针对抗原位点、抗体来源、包被方式以及发光原理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肿瘤标志物在不同系统间的检测结果不尽相同。
如何正确评价哪一种品牌设备更具有优势，目前尚缺乏统一判断标准，单纯将国产设备检测结果数值与进口品牌进行比对并
不科学，也不客观。该文就目前主要进口设备及国产设备检测肿瘤标志物的现状及在不同检测系统间的方法学比对建议作
一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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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ｃｈｅｍｉ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ｉｍｍｕ
ｎｏａｓｓａｙ，ＣＬＩＡ ）是目前国内肿瘤标志物 （ｔｕｍｏｒ
其中进口设备占
ｍａｒｋｅｒ，ＴＭ）检测的主流方法 ［ ］，
据了国内实验室的主要份额，但国产设备近年来的
市场占有率正逐步提高。不同检测系统在针对抗
原位点、抗体来源、包被方式以及发光原理等方面
存在差异，导致肿瘤标志物在不同系统间的检测结
果不尽相同。本文就目前主要进口设备及国产设
备检测肿瘤标志物的现状及不同检测系统间的方
法学比对建议作一简要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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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设备检测肿瘤标志物现状

进口设备如罗氏公司 Ｃｏｂａｓ ｅ６０１、ｅ６０２、ｅ１７０，
雅培公司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 ｉ２０００，贝克曼库尔特公司
ＵｎｉＣｅｌ ＤＸＩ８００、Ａｃｃｅｓｓ 以及西门子公司 ＡＤＶＩＡ
Ｃｅｎｔａｕｒ ＸＰ 等进入国内实验室应用较早，得到较广
泛的认可和使用。２０１６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临床检
验中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
约 ８６％ 的
ＮＣＣＬ）对肿瘤标志物项目的能力验证中，
实验室使用进口设备，但只有约 １４％ 的实验室使用
国产品牌的免疫分析系统。其中，罗氏 Ｃｏｂａｓ ｅ６０１
电化学发光仪、贝克曼库尔特公司 ＵｎｉＣｅｌ ＤＸＩ８００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雅培公司 ＡＲＣＨＩ
ＴＥＣＴ ｉ２０００ 全自动免疫分析仪 ３ 种进口设备占
ＮＣＣＬ 能 力 验 证 中 肿 瘤 标 志 物 检 测 系 统 的
５８．５％ ［ ］。同一品牌的不同型号仪器间的检测结果
表现出较好的一致性［ ］。田卫花等［］参考美国临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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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ＬＳＩ ）ＥＰ９Ａ２ 文 件，在 罗 氏
ｅ４１１ 和 ｅ６０１ ２ 种检测系统上进行了 ７ 项肿瘤标志
物的比对分析，得到了 ２ 种系统检测结果的 ｒ 均大
于０．９５，检测数据分布范围合适，直线回归统计的
斜率和截距可靠的结论。但不同品牌系统间检测
结果的相关性方面表现并不一致。Ｐａｒｋ 等［］研究
了 ３９３ 份癌胚抗原（ＣＥＡ）浓度值在 ３ ～ １ ０００ ｎｇ ／ ｍＬ
之间的血清样本数据，并采用 Ｄｅｍｉｎｇ 回归、ｐａｓｓ
ｂａｂｌｏｋ 回归和 ＢｌａｎｄＡｌｔｍａｎ 分析等方式进行数据
处理，评 价 了 ＡＤＶＩＡ Ｃｅｎｔａｕｒ ＸＰ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
ｉ２０００ｓｒ、
Ｃｏｂａｓ ｅ１７０、ＵｎｉＣｅｌ ＤＸＩ８００ ４ 种检测系统
之间的数据相关性和差异，发现不同检测系统之间
的 ＣＥＡ 浓度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国外的一些早
期研究对几种进口检测系统（包括贝克曼库尔特公
司 Ａｃｃｅｓｓ ２，雅培公司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 ｉ２０００ 和 Ａｘ
罗氏公司 Ｅｌｅｃｓｙｓ ２０１０，西门子公司 ＩＭＭＵ
ＳＹＭ，
ＬＩＴＥ ２０００，强生公司 ＶＩＴＲＯＳ ＥＣｉ 等 ）的 ＣＡ１２５、
ＣＡ１５３、
ＣＡ１９９ 等项目做了整体评估 ［ ］，评估内
容包括检测限、稀释线性、不精密度、参考区间及相
关性。在产品的基本性能上，所有系统均显示出可
接受的分析性能，而在系统间的相关性上，除
ＣＡ１２５ 项目整体较为一致外，ＣＡ１５３ 和 ＣＡ１９９ 在
不同系统上表现出了量值偏差。
徐冬梅等［ ］针对 ＣＡ１９９ 项目进行了 ２ 种免
疫检测系统 （雅培公司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 ｉ２０００ 和罗氏
公司 Ｃｏｂａｓ ｅ６０１）之间的比对，其结果显示雅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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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 ｉ２０００ 和罗氏公司 Ｃｏｂａｓ ｅ６０１ ２ 种
检测系统相关方程的截距相差非常大，相关系数 ｒ
很小，而 ｒ 更小，检测血清 ＣＡ１９９ 所得值无一致
性，也无可比性，所得值也不能通过某个参数或某
个百分率来进行校正比对。宋超等［ ］分别收集
１２０ 份新鲜血清和室间质评样本，在雅培公司 ＡＲ
罗氏公司 Ｃｏｂａｓ ｅ１７０、贝克曼公司
ＣＨＩＴＥＣＴ ｉ２０００、
ＤＸＩ８００ 和西门子公司 Ｃｅｎｔａｕｒ ＸＰ 等 ４ 种进口设备
上对 ＣＡ１９９ 的检测结果进行比对分析，发现室间
质评样本与新鲜血清比对出现颠倒的结果。室间
质评样本均表现出检测系统组间较大的偏倚，斜率
ｂ 在１．３４０至 ４．６８３ 之间，相关系数 ｒ 较好；新鲜血
清比对中 ｒ 不理想，但斜率 ｂ 接近于 １。新鲜血清
比对中在推荐浓度 ２７ Ｕ ／ ｍＬ 时，检测系统两两之间
偏移 分 别 为 ＡｂｂｏｔｔＲｏｃｈｅ （－ ６． ４１％ ），Ｂｅｃｋｍａｎ
Ｒｏｃｈｅ （－ ５．０７％ ），ＳｉｅｍｅｎｓＲｏｃｈｅ （１３． １５％ ），Ｂｅｃｋ
ｍａｎＡｂｂｏｔｔ （２． ４６％ ），ＳｉｅｍｅｎｓＡｂｂｏｔｔ （２２． ５２％ ）和
ＳｉｅｍｅｎｓＢｅｃｋｍａｎ（３９．６６％ ）。部分检测系统间实测
９５％ 置信区间 （ＣＩ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研究结
果表明在 ＣＡ１９９ 高浓度时，检测系统间的结果差
异明显增大，风险较高，尚无法实现结果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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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发光设备检测肿瘤标志物现状

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国产发光分析设
备的质量不断改进，其市场占有率逐步提升。２０１８
年国家卫健委临床检验中心对肿瘤标志物项目的
能力验证中，国产免疫分析系统已占到 １７．８％ ［ ］。
关于国产免疫分析系统与进口设备检测结果间的
比较，魏衍财等［ ］参照 ＣＬＳＩ ＥＰ０９Ａ３ 文件，以罗
氏公司 Ｃｏｂａｓ ｅ６０１ 电化学发光检测系统为参比，以
深圳新产业公司 ＭＡＧＬＵＭＩ ４０００ 和迈瑞公司 ＣＬ
对３
２０００ｉ ２ 种国产化学发光检测系统为实验系统，
种检测系统测定 ＣＡ７２４ 的结果一致性进行了评
价，得出结论：不同厂家使用的仪器、试剂中抗体针
对的被测物质抗原表位、底物不同，且无统一的溯
源标准，从而导致了 Ｃｏｂａｓ ｅ６０１ 电化学发光检测系
统与 ＭＡＧＬＵＭＩ ４０００ 检测系统测定 ＣＡ７２４ 时存在
较大的差异。但 Ｃｏｂａｓ ｅ６０１ 检测系统与 ＣＬ２０００ｉ
检测系统之间 ＣＡ７２４ 的检测结果具有可比性。于
丽莎等［ ］采用 ＣＬＳＩ ＥＰ９Ａ２ 方案对深圳新产业公
司 ＭＡＧＬＵＭＩ ４０００ ＰＬＵＳ 和罗氏公司 Ｃｏｂａｓ ｅ６０１ 系
统 ＡＦＰ 、ＣＥＡ 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和偏差评估分
析，结果表明，两检测系统检测 ＡＦＰ 和 ＣＥＡ 时，在
临界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可能导致阴、阳性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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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而在其他重要医学决定水平时，两检测系
统对 ＡＦＰ 和 ＣＥＡ 的检测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针对 ＡＦＰ 和 ＣＥＡ 在临界水平存在差异的问题，建
议首先对 ２ 种检测系统的生物参考区间分别进行
验证，必要时应重新建立参考区间。
石燕等［］参照美国 ＣＬＳＩ 文件要求，对深圳新
产业公司 ＭＡＧＬＵＭＩ ４０００、迈瑞公司 ＣＬ２０００ｉ、安
图公司 Ａ２０００、苏州长光华医公司 ＡＥ１８０ 等 ４ 种国
产 ＣＬＩＡ 设备配套的 ８ 项肿瘤标志物，包括 ＣＡ１２５、
ＣＡ５３、
ＣＡ１９９、铁蛋白、ＣＥＡ、ＡＦＰ 、ＴＰＳＡ、ＦＰＳＡ 的
分析检测性能进行了验证，并将 ８ 项肿瘤标志物分
项目与雅培公司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 ｉ２０００ｓｒ、贝克曼公司
ＤＸＩ８００ 以及罗氏公司 Ｃｏｂａｓ ｅ６０１ 进行了方法学比
对，结果显示，４ 种国产发光免疫设备只有分析测
量范围验证结果均符合要求，精密度验证有所差
异，部分项目尚不能达到实验室质量要求，在方法
学比对上，４ 种国产设备与进口设备 ８ 项肿瘤标志
物的测定结果均明显相关，但医学决定水平处的偏
移只有部分项目可接受，其中 ＴＰＳＡ 和 ＦＰＳＡ 项目
中，因为 ４ 种国产设备与进口设备校准品均可溯源
至 ＷＨＯ ＰＳＡ 第 １ 代国际参考物质（９６ ／ ６７０），其相
关系数 ｒ 均较高，且医学决定水平处的偏移可接受
率最高。
王恬恬等［ ］回顾分析了 ２０１５ 至 ２０１７ 年山东
省肿瘤标志物室间质量评价（ＥＱＡ）结果，发现国产
仪器检测系统组内的 ＣＶ 不够理想，多数项目平均
ＣＶ 高于进口仪器检测系统组。各项目各批号不同
仪器检测系统靶值差距不等，糖类抗原 （ＣＡ）系列
项目的靶值相比于其他肿瘤标志物差距更大。相
同检测系统肿瘤标志物测定结果具有可比性，大多
数项目在不同检测系统及方法间肿瘤标志物测定
结果无可比性。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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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标志物在不同检测系统间的方法学比对及

应用建议

由于国内实验室检测设备的品牌和数量有限，
且多为分项目检测的局限性，另外国产发光免疫系
统检测肿瘤标志物的分析性能研究及与不同品牌
进口设备间结果比较的文献报道较少，且其研究结
果并不完全一致，目前尚缺乏大样本、多中心的系
统性评价研究。
肿瘤标志物的检测目前尚无参考测量程序，也
无国际公认的有证参考物质。因此，国内实验室评
价国产设备的检测结果可比性时，常把进口设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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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参比仪器，将国产设备的检测结果与之进行比
对。但由于各品牌检测系统间所采用的抗体针对
肿瘤标志物的抗原靶点不同，抗体来源不同，所采
用的校准品的溯源性不同以及仪器检测原理的差
异等，导致比对结果不尽一致。而且不同品牌进口
设备间比对的可比性亦较差或没有可比性［ ］。
如何正确评价哪一种品牌设备更具有优势，目前尚
缺乏统一判断标准。单纯将国产设备检测结果数
值与进口品牌进行比对并不科学，也不客观。建议
对常见的肿瘤标志物在不同检测系统间的检测情
况进行深入研究，通过绘制不同检测系统间肿瘤标
志物的 ＲＯＣ 曲线，确定各检测系统肿瘤标志物区
别恶性肿瘤与非恶性疾病的医学决定水平，以了解
不同检测系统在相关恶性肿瘤诊断方面的敏感性
和特异性的差异，同时对检测系统间的差异化样
本，通过追溯患者的相关诊断信息并结合临床资料
来确认结果的准确性。并进一步对各检测系统肿
瘤标志物在相应肿瘤患者中疗效监测及预后判断
中临床应用价值进行比较，全面评估后得出结论。
鉴于肿瘤标志物目前的检测现状，国内实验室
拥有多台发光免疫设备时，通常的做法是分项目检
测，避免出现不同检测设备检测同一肿瘤标志物的
情况。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及国家卫健委临
床检验中心联合发布的《肿瘤标志物的临床应用建
议》［ ］中亦指出：在肿瘤患者的长期监测中，患者
更换就诊医院或临床实验室，可能导致肿瘤标志物
的检测方法改变。使用不同方法、不同试剂检测同
一项肿瘤标志物时，其结果可能出现差异。由于目
前肿瘤标志物的国际标准化尚未完善，试剂采用不
同的抗体标记（抗体异质性）、不同的定标品、分析
仪器特性差异等均将导致检测结果的不可互换。
为此，同一例患者在治疗前后及随访中，应尽可能采
用同一种方法和试剂，实验室在更换检测方法和试
剂时，应做进一步的比对。在患者监测中，若更改肿
瘤标志物的检测方法，应重新设定患者的基线水平。
并注意生产商提供的产品抗体特异性以及交叉反应
的信息，避免相关分子检测中的交叉反应。
此外，实验室在将检测系统应用于临床前，应
参考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ＣＮＡＳ）２０１８ 年发布的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
准则在临床化学检验领域的应用说明 （ＣＮＡＳ
ＣＬ０２Ａ００３）５．５．１．２ 条款的要求 ［ ］，对检验程序进
行性能验证，验证结果满足实验室质量要求时方可
１８２１

２２

２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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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临床。
由于进口品牌发光设备价格昂贵，试剂垄断且
检测成本较高，目前国家、企业在国产化学发光方
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国产发光设备的质量也在
不断提升，有的品牌的检测性能已经达到甚至超过
某些进口品牌。有条件的实验室可对国产发光设备
在其临床诊断符合率以及在患者疗效监测、预后判
断方面应用价值进行全面评估并与进口设备进行比
较，取代以往单纯与进口设备进行结果比对的做法，
以进一步推动国产发光免疫产品的临床应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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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检验杂志》可直接使用缩略形式的常用词汇

对于以下医学检验工作者比较熟悉的常用词汇，本刊允许在论文撰写中直接使用其缩略语，可以不标注
中文。
磷酸盐缓冲液（ＰＢＳ）
核糖核酸（ＲＮＡ）
脱氧核糖核酸（ＤＮＡ）
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
免疫球蛋白 Ｇ（ＩｇＧ）
免疫球蛋白 Ａ（ＩｇＡ）
免疫球蛋白 Ｍ（ＩｇＭ）
免疫球蛋白 Ｄ（ＩｇＤ）
免疫球蛋白 Ｅ（ＩｇＥ）

白细胞介素（ＩＬ）
肿瘤坏死因子（ＴＮＦ）
干扰素（ＩＦＮ）
人类白细胞抗原（ＨＬＡ）
系统性红斑狼疮（ＳＬＥ）
类风湿关节炎（ＲＡ）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
甲型肝炎病毒（ＨＡＶ）
乙型肝炎病毒（ＨＢＶ）
丙型肝炎病毒（ＨＣＶ）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ＨＢｓＡｇ）
乙型肝炎 ｅ 抗原（ＨＢｅＡｇ）
抗 ＨＢｓＡｇ 抗体（抗 ＨＢｓ）
抗 ＨＢｅＡｇ 抗体（抗 ＨＢｅ）
抗 ＨＢｃＡｇ 抗体（抗 ＨＢｃ）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ＳＡＲＳ）
红细胞（ＲＢＣ）
白细胞（ＷＢＣ）
血红蛋白（Ｈ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