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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临床及常规病理特征的列线图模型
预测早期宫颈癌Ki-67表达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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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基于临床及常规病理特征构建列线图模型预测早期宫颈癌 Ki-67 表达状态。 方法 回顾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经手术切除的早期宫颈癌患者 151 例（Ki-67 低表
达 46 例，高表达 105 例），收集基本临床资料、血清肿瘤标志物及常规病理学特征。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
分析筛选 Ki-67 表达独立风险因素，并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及 ROC 曲线分析评估预测效能。结果 肿瘤长径、
血清 CA125 水平、病理分化及脉管侵犯与 Ki-67 表达状态相关（P < 0.05）。肿瘤长径、病理分化、脉管侵犯是
独立预测因子，联合构建列线图模型预测 Ki-67 表达状态的曲线下面积（AUC）为 0.900，敏感度、特异度、阳
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91.4%、82.6%、88.9% 和 80.9%。 结论 基于临床及常规病理特征的列线图模
型为预测早期宫颈癌 Ki-67 表达提供一种量化、可视化的辅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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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omogram model for predicting Ki-67 expression status in early
cervical cancer based on clinical and routine pathological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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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the nomogram model for predicting the Ki-67 expression status
in early cervical cancer based on clinical and routine pathological feature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151
patients with early cervical cancer (46 cases with low Ki-67 expression and 105 cases with high expression of Ki67) was conducted who underwent surgical resection in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form January 2014 to December 2019. The basic clinical data, serum tumor markers and routine pathological features
were collected.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related to Ki-67 were screened b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The
nomogram prediction model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prediction efficiency was evaluated by using ROC curve analysis.
Results Tumor length, serum CA125 level, path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and vascular invasion were correlated with
high expression of Ki-67 (P < 0.05). Tumor length, path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and vascular invasion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and the three factors were used to construct a nomogram model, which showed good predictive efficacy
(AUC=0.900).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for predicting the
Ki-67 high expression status were 91.4%, 82.6%, 88.9% and 80.9%,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nomogram
model based on clinical and routine pathological features provides a auxiliary method to accurately predict the Ki-67
expression status in early cervical cancer.
[Key words] Cervical cancer; Immunohistochemistry; Ki-67; Risk prediction; Nomogram

宫 颈 癌 发 病 率 位 居 女 性 恶 性 肿 瘤 第 四 位，严

（FIGO Ⅰ~ⅡA）首选治疗方案 [2]。早期宫颈癌术后

重威胁广大妇女的生命与健康 [1]。国际妇产科联

仍存在局部复发或转移风险，Ki-67 表达状态与复发

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Gynecology and

风险密切相关 [3-5]。目前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仍然是评

Obstetrics，FIGO）分期指出手术切除是早期宫颈癌

估 Ki-67 表达的金标准，但其存在取材及可客观性不

▲

足等缺陷 [6]。本研究构建一种新型列线图模型，为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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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宫颈癌 Ki-67 表达预测提供可行方法。

SCC 为 1.5 μg/L），结果以阴性和阳性表示；常规病

1 资料与方法

理学指标包括病理类型、病理分化程度、脉管侵犯及

1.1 一般资料

宫旁组织浸润。

回顾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广州医

1.3 统计学方法

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妇科病区收治的宫颈癌初诊患
者，根据纳入标准最终共 151 例患者纳入本研究，

采用 SPSS 16.0 及 R 语言（Version 3.3.1）统计学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xx±s）

低表达组（阳性细胞 <50%）和高表达组（阳性细胞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
采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以 P < 0.05 为

≥ 50%）[7]，其 中 Ki-67 低 表 达 组 46 例，高 表 达 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获得

105 例。纳入标准：①组织病理确诊为宫颈癌的患

Ki-67 表达的独立风险因素，并绘制列线图模型，采

者，年龄 >18 岁；② FIGO 分期为Ⅰ B~Ⅱ A 期，行根

用校准曲线评价该模型的拟合度，列线图模型构建

治性子宫切除；③术后大体标本行常规 HE 染色及

和校准采用 R 语言“rms”软件包。ROC 曲线分析评

Ki-67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本研究经广州医科大学

价模型效能，包括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e，

附属第三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AUC）、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

1.2 宫颈癌Ki-67表达的风险因素

2 结果

以细胞核内呈现棕黄色颗粒为 Ki-67 阳性，定义为

临床风险因素包括年龄、FIGO 分期、肿瘤长径；
血 清 肿 瘤 标 志 物 包 括 糖 类 抗 原 125（carbohydrate

2.1 Ki-67低表达组与高表达组临床及常规病理特征
比较

antigen 125，CA125）、癌 胚 抗 原（carcinoembryonic

两 组 的 FIGO 分 期、肿 瘤 长 径、血 清 CA125/

antigen，CEA）、宫 颈 癌 相 关 抗 原（TA4）及 鳞 状 细

CEA/TA4、病理分化及脉管侵犯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胞 癌 相 关 抗 原（squamous cancinoma-associated

学意义（P < 0.05）；两组的年龄、血清 SCC、病理类

antigen，SCC），依 据 肿 瘤 标 志 物 正 常 参 考 阈 值

型、宫旁浸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CA125 为 35 U/ml、CEA 为 4 μg/L、TA4 为 5 μg/L、

表1
项目

见表 1。

Ki-67低表达组与高表达组临床及常规病理特征比较 [ n（%）]

Ki-67低表达组（n=46）

Ki-67高表达组（n=105）

47.5±9.8

49.2±9.1

年龄（岁， xx±s）
FIGO分期
ⅠB1

13（28.3）

33（31.4）

ⅠB2

17（37.0）

19（18.1）

ⅠB3

7（15.2）

6（5.7）

ⅡA1

5（10.9）

27（25.7）

ⅡA2

4（8.7）

20（19.0）

血清CA125
阳性

5（10.9）

44（41.9）

阴性

41（89.1）

61（58.1）

血清CEA
阳性

8（17.4）

5（4.8）

阴性

38（82.6）

100（95.2）

阳性

17（37.0）

18（17.1）

阴性

29（63.0）

87（82.9）

血清TA4

血清SCC

12

阳性

18（39.1）

38（36.2）

阴性

28（60.9）

67（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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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χ2值

P值

1.005

0.317

13.716

0.008

14.050

< 0.001

4.484

0.011

7.052

0.014

0.118

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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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项目

Ki-67低表达组（n=46）

Ki-67高表达组（n=105）

t/χ2值

P值

2.8±0.9

4.0±1.2

5.836

< 0.001

0.213

0.899

22.651

< 0.001

33.881

< 0.001

0.715

0.396

肿瘤长径（cm， xx±s）
病理类型
鳞癌

42（91.3）

98（93.3）

腺癌

3（6.5）

5（4.8）

其他

1（2.2）

2（1.9）

病理分化
低分化

5（10.9）

43（41.0）

中分化

19（41.3）

46（43.8）

高分化

22（47.8）

16（15.2）

脉管侵犯
有

7（15.2）

70（66.7）

无

39（84.8）

35（33.3）

宫旁浸润
有

6（13.0）

9（8.6）

无

40（87.0）

96（91.4）

2.2 肿瘤长径、血清CA125、病理分化及脉管侵犯预
测Ki-67高表达状态的效能

2.3 列线图预测模型构建及其效能评价
肿瘤长径（OR=7.33）、病理分化（OR=2.06）及脉

肿 瘤 长 径、血 清 CA125 水 平、病 理 分 化 和 脉

管侵犯（OR=2.65）是独立风险因素，联合绘制列线图

管 侵 犯 对 Ki-67 表 达 具 有 预 测 价 值（P < 0.05），

（图 1），具有良好拟合度（图 2A）及效能（图 2B）。构

其 中 肿 瘤 长 径 效 能 最 优，AUC 为 0.792（95%CI：

建方程：Y=-6.29+1.37× 肿瘤长径 +2.81× 病理分化

0.712~0.872），敏感度为 82.9%，特异度为 71.7%，阳
性预测值为 87.0%，阴性预测值为 64.7%。见表 2。

表2
参数

（1= 高分化、2= 中分化、3= 低分化）+2.65× 脉管侵
犯（1= 有脉管侵犯、0= 无脉管侵犯）。计算预测评分，

肿瘤长径、血清CA125、病理分化及脉管侵犯预测Ki-67高表达状态的效能

AUC（95%CI）

敏感度[%（n/N）]

特异度[%（n/N）]

阳性预测值

阴性预测值

肿瘤长径

0.792（0.712~0.872）

82.9（87/105）

71.7（33/46）

87.0（87/100）

64.7（33/51）

血清CA125

0.655（0.566~0.744）

41.9（44/105）

89.1（41/46）

89.8（44/49）

40.2（41/102）

病理分化

0.724（0.637~0.811）

84.8（89/105）

47.8（22/46）

78.8（89/113）

57.9（22/38）

脉管侵犯

0.757（0.676~0.839）

66.7（70/105）

84.8（39/46）

90.9（70/77）

52.7（39/74）

Ki-67 高表达组评分 [（7.31±3.03）分 ] 高于低表达
组（2.54±2.09）
[
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以评分 3.88 分为截断值，预测 Ki-67 高表达的 AUC
为 0.900（95%CI：0.845~0.951），敏感度、特异度、阳
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91.4%、82.6%、88.9%
和 80.9%。
3 讨论
Ki-67 是一种由 MKI-67 基因编码的细胞核相
关蛋白，反映肿瘤细胞的分裂和增殖活跃程度。研

图1

早期宫颈癌 Ki-67 高表达状态预测的列线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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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列线图模型的校准曲线；B：列线图模型预测早期宫颈癌 Ki-67 高表达 ROC 曲线
图2

列线图模型曲线

究表明 Ki-67 与宫颈癌生物学行为及患者预后密

效地预测 [19-20]。本研究的列线图模型能提高预测效

切相关 [8-11]。既往研究发现肿瘤大小可作为胃间质

能，AUC 值达 0.900，同时可兼顾敏感度和特异度，

瘤、乳腺癌 Ki-67 表达状态预测的独立因素

[12-13]

。

对于早期宫颈癌，肿瘤长径与盆腔淋巴结转移及术
后复发风险密切相关，预测淋巴转移、术后复发的
[14]

模型具有较优的拟合度和临床应用价值，能使患者
在临床中获益。
本研究尚存在不足：①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

准确度分别为 85.4%、84.0% 。本研究中，肿瘤长

可能存在一定的选择偏倚。②本研究构建的列线图

径预测 Ki-67 表达的效能最优，敏感度为 82.9%，特

模型效能及临床应用有待大样本、多中心研究进一

异度为 71.7%。研究发现

[15]

Ki-67 表达可量化预测

步验证。

宫颈鳞癌组织病理分级，敏感度为 90.18%，特异度

综上所述，基于临床特征和常规病理指标的列

为 68.33%。本研究中，病理分化预测 Ki-67 表达的

线图为宫颈癌 Ki-67 表达预测提供量化、可视化的

敏感度为 84.8%，与上述研究结果相似，但特异度较

辅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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