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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微转移肿瘤细胞预测乳腺癌患者预后的 酝藻贼葬 分析
尹婧婧袁周礼鲲袁李鸿立袁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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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暂 目的院系统性评价骨髓中微转移肿瘤细胞渊凿蚤泽泽藻皂蚤灶葬贼蚤灶早 贼怎皂燥则 糟藻造造袁阅栽悦冤在乳腺癌患者预后预测中的作用遥 方法院检

索 酝藻凿造蚤灶藻尧耘皂遭葬泽藻尧中国数字化期刊全文数据库渊悦晕运陨冤尧万方数据库及维普全文网袁收集 阅栽悦 预测乳腺癌患者预后的研究袁以
无进展生存期渊责则燥早则藻泽泽蚤燥灶鄄枣则藻藻 泽怎则增蚤增葬造袁孕云杂冤和总生存期渊燥增藻则葬造造 泽怎则增蚤增葬造袁韵杂冤为观察终点袁采用 砸藻增蚤藻憎 酝葬灶葬早藻则 缘援员援源 进行 酝藻贼葬

分析遥 结果院员源 篇英文文献包含 源 园怨员 例乳腺癌患者纳入荟萃分析遥 结果提示 阅栽悦 阳性组较阴性组在 孕云杂咱匀砸越员援愿猿渊怨缘豫悦陨院

员援缘员耀圆援圆圆冤袁灶 越 员圆袁陨圆 越 苑缘豫暂和 韵杂咱匀砸越员援缘怨渊怨缘豫悦陨院员援猿怨耀员援愿猿冤袁灶 越 员圆袁陨圆 越 缘愿豫暂上均有统计学差异渊孕 约 园援园园园 园员冤遥 根据检测
时间不同进行亚组分析袁结果提示术前尧术中和术后组 阅栽悦 阳性的乳腺癌患者比 阅栽悦 阴性者预后差曰根据检测方法不同进行

亚组分析袁用免疫细胞化学渊蚤皂皂怎灶燥糟赠贼燥糟澡藻皂蚤泽贼则赠袁陨悦悦冤或逆转录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渊则藻增藻则泽藻 贼则葬灶泽糟则蚤责贼葬灶泽藻 择怎葬灶贼蚤贼葬贼蚤增藻 责燥造赠皂藻则葬泽藻
糟澡葬蚤灶 则藻葬糟贼蚤燥灶袁砸栽鄄择孕悦砸冤方法检测 阅栽悦 阳性与其阴性者相比袁预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园园 园员冤遥 结论院术前尧术中和术
后 阅栽悦 阳性的乳腺癌患者较 阅栽悦 阴性者预后差遥

咱关键词暂 微转移肿瘤细胞曰 乳腺癌曰 预后曰 无进展生存期曰 总生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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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 酝藻贼葬鄄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燥枣 凿蚤泽泽藻皂蚤灶葬贼蚤灶早 贼怎皂燥则 糟藻造造泽 蚤灶 遭燥灶藻 皂葬则则燥憎 责则藻凿蚤糟贼蚤灶早 责则燥早灶燥泽蚤泽 燥枣 责葬鄄
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遭则藻葬泽贼 糟葬灶糟藻则
再陨晕 允蚤灶早鄄躁蚤灶早袁在匀韵哉 蕴蚤鄄噪怎灶袁蕴陨 匀燥灶早鄄造蚤袁月粤 再蚤

渊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阅蚤早藻泽贼蚤增藻 韵灶糟燥造燥早赠袁悦葬灶糟藻则 陨灶泽贼蚤贼怎贼藻 葬灶凿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粤 枣枣蚤造蚤葬贼藻凿 贼燥 栽蚤葬灶躁蚤灶 酝藻凿蚤糟葬造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袁运藻赠
蕴葬遭燥则葬贼燥则赠 燥枣 悦葬灶糟藻则 孕则藻增藻灶贼蚤燥灶 葬灶凿 栽澡藻则葬责赠袁栽蚤葬灶躁蚤灶 猿园园园远园袁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栽燥 藻增葬造怎葬贼藻 贼澡藻 责则燥早灶燥泽贼蚤糟 则藻造藻增葬灶糟藻 燥枣 凿蚤泽泽藻皂蚤灶葬贼蚤灶早 贼怎皂燥则 糟藻造造泽 渊阅栽悦泽冤 凿藻贼藻糟贼蚤燥灶 蚤灶 贼澡藻 遭燥灶藻 皂葬则则燥憎 燥枣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遭则藻葬泽贼 糟葬灶糟藻则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栽澡藻 造蚤贼藻则葬贼怎则藻 憎葬泽 泽藻葬则糟澡藻凿 枣则燥皂 酝藻凿造蚤灶藻袁耘皂遭葬泽藻袁悦澡蚤灶葬 晕葬贼蚤燥灶葬造 运灶燥憎造藻凿早藻 陨灶枣则葬泽贼则怎糟贼怎则藻

渊悦晕运陨冤袁宰葬灶枣葬灶早 阅葬贼葬 葬灶凿 灾陨孕 蚤灶枣燥则皂葬贼蚤燥灶 凿葬贼葬遭葬泽藻援 砸藻增蚤藻憎 酝葬灶葬早藻则 缘援员援源 憎葬泽 怎泽藻凿 枣燥则 酝藻贼葬鄄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葬灶凿 皂葬蚤灶 燥怎贼糟燥皂藻 皂藻葬泽怎则藻泽
蚤灶糟造怎凿藻凿 责则燥早则藻泽泽蚤燥灶鄄枣则藻藻 泽怎则增蚤增葬造 渊孕云杂冤 葬灶凿 燥增藻则葬造造 泽怎则增蚤增葬造 渊韵杂冤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粤 贼燥贼葬造 燥枣 源 园怨员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枣则燥皂 员源 泽贼怎凿蚤藻泽 憎藻则藻 藻灶则燥造造藻凿援

酝藻贼葬鄄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葬泽泽燥糟蚤葬贼藻凿 贼澡藻 责则藻泽藻灶糟藻 燥枣 阅栽悦泽 憎蚤贼澡 遭燥贼澡 责燥燥则 孕云杂 咱匀砸越员援愿猿 渊怨缘豫悦陨院员援缘员耀圆援圆圆冤袁灶 越 员圆袁陨圆 越 苑缘豫暂葬灶凿 韵杂 咱匀砸越

员援缘怨 渊怨缘豫悦陨院员援猿怨耀员援愿猿冤袁灶 越 员圆袁陨圆 越 缘愿豫暂援 栽澡藻 泽怎遭早则燥怎责 葬灶葬造赠泽藻泽 燥灶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泽葬皂责造蚤灶早 贼蚤皂藻 泽澡燥憎藻凿 贼澡葬贼 贼澡藻 凿藻贼藻糟贼蚤燥灶 燥枣 阅栽悦泽

憎葬泽 葬 责燥贼藻灶贼蚤葬造 责则燥早灶燥泽贼蚤糟 枣葬糟贼燥则 遭藻枣燥则藻袁凿怎则蚤灶早 葬灶凿 葬枣贼藻则 燥责藻则葬贼蚤燥灶援 杂贼则葬贼蚤枣蚤糟葬贼蚤燥灶 遭赠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凿藻贼藻糟贼蚤燥灶 皂藻贼澡燥凿泽 葬造泽燥 泽澡燥憎藻凿 贼澡葬贼 贼澡藻则藻
憎藻则藻 泽贼葬贼蚤泽贼蚤糟葬造造赠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泽 蚤灶 孕云杂 葬灶凿 韵杂 遭藻贼憎藻藻灶 阅栽悦泽鄄责燥泽蚤贼蚤增藻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葬灶凿 阅栽悦泽鄄灶藻早葬贼蚤增藻 燥灶藻泽 遭燥贼澡 蚤灶 蚤陨悦悦渊蚤皂皂怎灶燥
糟赠贼燥糟澡藻皂蚤泽贼则赠冤 葬灶凿 砸栽鄄渊择冤孕悦砸 渊则藻增藻则泽藻 贼则葬灶泽糟则蚤责贼蚤燥灶葬灶泽藻 择怎葬灶贼蚤贼葬贼蚤增藻 责燥造赠皂藻则葬泽藻 糟澡葬蚤灶 则藻葬糟贼蚤燥灶冤 糟燥皂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渊孕 约 园援园园园 园员冤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栽澡藻 责则藻泽藻灶糟藻 燥枣 阅栽悦泽 遭藻枣燥则藻袁凿怎则蚤灶早 葬灶凿 葬枣贼藻则 燥责藻则葬贼蚤燥灶 蚤灶凿蚤糟葬贼藻泽 藻葬则造赠 则藻糟怎则则藻灶糟藻 葬灶凿 凿藻葬贼澡 蚤灶 遭则藻葬泽贼 糟葬灶糟藻则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援
咱Key words暂

凿蚤泽泽藻皂蚤灶葬贼蚤灶早 贼怎皂燥则 糟藻造造泽曰遭则藻葬泽贼 糟葬灶糟藻则曰责则燥早灶燥泽蚤泽曰责则燥早则藻泽泽蚤燥灶鄄枣则藻藻 泽怎则增蚤增葬造曰燥增藻则葬造造 泽怎则增蚤增葬造

咱Acta Univ Med Nanjing袁 20员圆袁 猿圆渊缘冤: 苑圆远鄄苑猿圆暂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袁在我国

尤其是大中城市的发病率逐年上升 遥 随着乳腺癌
咱员暂

诊断和治疗的不断进步袁乳腺癌的生存率有了很大
的提高袁 但远处转移仍然是乳腺癌的主要致死原

因遥 腋淋巴结阴性的乳腺癌患者中约 猿园豫会发生远
处转移 袁而腋淋巴结阳性者约 源园豫无进展生存期
咱圆暂

渊责则燥早则藻泽泽蚤燥灶鄄枣则藻藻 泽怎则增蚤增葬造袁孕云杂冤在 员园 年以上 咱猿暂袁提示

淋巴结的转移情况并不能准确预测远处转移的发
生风险袁临床需要高敏感性和特异性的标志物用于
预测乳腺癌患者的复发和转移遥 微转移肿瘤细胞
渊凿蚤泽泽藻皂蚤灶葬贼蚤灶早 贼怎皂燥则 糟藻造造袁阅栽悦冤 是存在于肿瘤患者

骨髓中的肿瘤细胞袁 在淋巴结阴性的恶性肿瘤患
者中检出率为 猿园豫耀源园豫 咱源暂袁 是肿瘤复发和转移的

来源 咱缘暂袁可以预测肿瘤患者的复发和生存袁指导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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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婧婧等院骨髓微转移肿瘤细胞预测乳腺癌患者预后的 酝藻贼葬 分析

原 苑圆苑 原

治疗遥 月则葬怎灶 等咱远暂的 酝藻贼葬 分析表明用免疫细胞化学

究袁对上述 远 条内容做出是尧否或不清楚的判断遥 若

的乳腺癌患者预后不良袁但术后检测 阅栽悦 是否与乳

究袁否则归为高度偏倚研究遥

渊蚤皂皂怎灶燥糟赠贼燥糟澡藻皂蚤泽贼则赠袁陨悦悦冤的方法术前检测出 阅栽悦

上述 远 条标准评价均为是袁则该研究属低度偏倚研

腺癌患者的预后相关仍有待证实遥 为此袁本研究收

员援圆援缘 亚组分析尧敏感性分析和发表偏倚

分析遥

分析遥 通过排除异质性较大的研究和排除高度偏倚

员

研究等方法对结果进行敏感性分析遥 用漏斗图分析

集国内外杂志公开发表的相关研究数据进行 酝藻贼葬
材料和方法

员援员

根据取材时间及 阅栽悦 检测方法不同进行亚组

法来描述发表偏倚遥

文献收集

计算机检索 酝藻凿造蚤灶藻 渊员怨远缘 年 员 月耀圆园员员 年 怨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使用 砸藻增蚤藻憎 酝葬灶葬早藻则 缘援员援源 渊栽澡藻 悦燥糟澡则葬灶藻 悦燥造鄄

月冤尧耘皂遭葬泽藻渊员怨缘园 年 员 月耀圆园员员 年 怨 月冤尧中国数字

造葬遭燥则葬贼蚤燥灶袁圆园员员冤软件中的方差倒数法估计合并 匀砸

月冤尧万方数据库渊员怨愿苑 年 员 月耀圆园员员 年 怨 月冤及维

统计学差异遥 各试验结果间的统计学异质性采用 匝

化期刊全文数据库渊悦晕运陨冤渊员怨苑怨 年 员 月耀圆园员员 年 怨
普全文网渊员怨愿怨 年 员 月耀圆园员员 年 怨 月冤遥 英文检索词

为 野凿蚤泽泽藻皂蚤灶葬贼蚤灶早 贼怎皂燥则 糟藻造造袁遭则藻葬泽贼 糟葬灶糟藻则冶袁 相 应 的
中文检索词为野微转移肿瘤细胞袁乳腺癌冶遥
员援圆

员援圆援员

及 怨缘豫悦陨遥 对合并 匀砸 值进行 扎 检验袁孕 约 园援园缘 为有
检验袁孕 跃 园援园缘 为异质性不显著袁 选用固定效应模

型袁孕臆园援园缘 为异质性显著袁 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袁随
机效应模型将给出比固定效应模型更宽的可信区
间遥

方法
文献纳入标准
研究对象为乳腺癌患者袁哉陨悦悦 肿瘤分期不限遥

圆

结 果

观察终点为 孕云杂 和 辕 或总生存期 渊燥增藻则葬造造 泽怎则增蚤增葬造袁

圆援员

的数目逸员 个袁 比较 阅栽悦 阳性 渊垣冤 组与 阅栽悦 阴性

纳入以及排除标准逐一筛选袁共 员源 篇 咱愿原圆员暂英文文献

员援圆援圆

国尧法国尧荷兰尧日本尧瑞典尧希腊和英国共 怨 个国家袁

韵杂冤袁阅栽悦 阳性定义为每 员 伊 员园 个有核细胞中 阅栽悦
远

渊原冤组患者的预后差异遥
文献排除标准

病例总数低于 圆园 例者遥 风险比 渊澡葬扎葬则凿 则葬贼蚤燥袁

匀砸冤和 怨缘豫可信区间渊糟燥灶枣蚤凿藻灶糟藻 蚤灶贼藻则增葬造袁悦陨冤不 能
从原文中直接提取且无足够的信息计算者遥 有病例
重复或交叉的文献袁若随访时间不同袁则取最新文
献曰若取材时间不同袁则优先纳入术后的研究结果遥
员援圆援猿

资料提取

对纳入文献逐一摘录如下信息院 淤第一作者尧

发表年份曰 于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院 病例总数尧年
龄尧哉陨悦悦 肿瘤分期尧阅栽悦垣患者数目及比例曰 盂实验

文献基本特征

共检索到英文文献 怨源远 篇尧中文文献 愿怨 篇袁按

纳入 酝藻贼葬 分析遥 纳入研究分别来自比利时尧朝鲜尧德
发表于 员怨怨愿耀圆园员员 年袁样本量 猿源耀苑猿猿袁共计 源 园怨员 例
乳腺癌患者遥 愿 个研究为术前取材袁圆 个研究为术中
取材袁猿 个研究为术后取材袁员 个研究同时在术前和
术后取材曰源 个研究采用了逆转录定量聚合酶链反

应 渊则藻增藻则泽藻 贼则葬灶泽糟则蚤责贼葬灶泽藻 择怎葬灶贼蚤贼葬贼蚤增藻 责燥造赠皂藻则葬泽藻
糟澡葬蚤灶 则藻葬糟贼蚤燥灶袁砸栽鄄择孕悦砸冤 的检测方法袁员园 个研究采

用 陨悦悦曰除 酝葬灶泽蚤 等 咱圆园暂 外 员猿 个研究的靶基因 辕 抗原
中包含细胞角蛋白曰中位随访时间均在 圆 年以上遥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估中 源 个研究

咱怨袁员缘原员远袁圆员暂

设计院取材时间尧阅栽悦 检测方法尧靶基因 辕 抗原尧随访

未使用多因素分析被评为高度偏倚袁 其余 员园 个研

无法直接从原文中提取到袁则根据 栽蚤藻则灶藻赠 等 提供

圆援圆

时间及观察终点曰 榆评价指标院 如果 匀砸 和 怨缘豫悦陨
咱苑暂

的方法提取相关统计学信息并计算遥 通过讨论解决
所有分歧遥
员援圆援源

偏倚风险评估

按照 悦燥糟澡则葬灶藻 评价手册 缘援员援园 的偏倚风险评估

标准对以下 远 条标准进行评估院淤患者纳入标准严
格明确曰 于危险因素及观察指标的衡量标准唯一曰
盂混杂因素控制良好曰榆随访数据完整曰虞研究结

果报道无选择性曰愚无其他偏倚来源遥 针对每个研

究被评为低度偏倚渊表 员冤遥
整体分析

各有 员圆 个研究报道了 孕云杂渊灶 越 猿 愿员缘冤和 韵杂渊灶 越

猿 怨怨愿冤 的数据袁 一致性检验分别为 孕 约 园援园园园 园员 和 孕 越
园援园园远袁 均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袁酝藻贼葬 分析结果提示

阅栽悦渊垣冤组与 阅栽悦渊原冤组在 孕云杂渊匀砸越员援愿猿袁怨缘豫 悦陨院
员援缘员耀圆援圆圆冤和 韵杂渊匀砸越员援缘怨袁怨缘豫悦陨院员援猿怨耀员援愿猿冤上均
有统计学差异渊孕 约 园援园园园 园员袁图 员冤袁提示 阅栽悦 阳性
预示乳腺癌患者预后不良遥
圆援猿

亚组分析

原苑圆愿原

南

京

医

科 大

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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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员 偏倚风险评估
栽葬遭造藻 员 砸蚤泽噪 燥枣 遭蚤葬泽 泽怎皂皂葬则赠
研究小组
月藻灶燥赠 陨匀袁圆园园远咱员员暂
月蚤凿葬则凿 云悦袁圆园园愿咱员园暂
阅葬泽噪葬造葬噪蚤 粤袁圆园园怨咱怨暂
郧藻遭葬怎藻则 郧袁圆园园员咱员愿暂
允葬灶灶蚤 宰袁圆园园缘咱员猿暂
允怎灶早 再杂袁圆园园猿咱员远暂
蕴葬灶凿赠泽 运袁员怨怨愿咱圆员暂
蕴藻蚤灶怎灶早 杂袁圆园园园咱员怨暂
酝葬灶泽蚤 允蕴袁员怨怨怨咱圆园暂
酝燥造造燥赠 栽允袁圆园员员咱愿暂
晕燥早蚤 匀袁圆园园猿咱员缘暂
孕蚤藻则早葬 允再袁圆园园源咱员源暂
杂糟澡蚤灶凿造遭藻糟噪 悦袁圆园园缘咱员圆暂
杂燥造燥皂葬赠藻则 耘云袁圆园园员咱员苑暂

云蚤早怎则藻 员

圆援猿援员

图员

患者纳入标准
严格明确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危险因素及观察指标
的衡量标准唯一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混杂因素
控制良好
垣
垣
原
垣
垣
原
原
垣
垣
垣
原
垣
垣
垣

随访数据
完整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研究结果报道
无选择性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无其他
偏倚来源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微转移肿瘤细胞渊阅栽悦冤预测乳腺癌患者无进展生存期渊孕云杂冤与总生存期渊韵杂冤的 酝藻贼葬 分析

酝藻贼葬鄄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燥枣 凿蚤泽泽藻皂蚤灶葬贼蚤灶早 贼怎皂燥则 糟藻造造 渊阅栽悦冤 责则藻凿蚤糟贼蚤灶早 责则燥早则藻泽泽蚤燥灶鄄枣则藻藻 泽怎则增蚤增葬造 渊孕云杂冤 葬灶凿 燥增藻则葬造造 泽怎则增蚤增葬造 渊韵杂冤 燥枣
遭则藻葬泽贼 糟葬灶糟藻则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样本采集时间不同

以 孕云杂 为观察终点的研究中袁 术前和术后检测

阅栽悦 的研究异质性检验 孕 值分别为 园援园园远 和 园援园园猿袁采

用随机效应模型袁术中检测 阅栽悦 的研究异质性检验 孕 越

园援猿猿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袁结果提示检测 阅栽悦 阳性者较

阴性者在 孕云杂 方面均有统计学差异遥 术前院匀砸越
员援愿愿袁怨缘豫悦陨院员援猿远耀圆援远员袁灶 越 圆 源苑远袁孕 越 园援园园园 员曰术中院匀砸越

员援源圆袁怨缘豫悦陨院员援圆园耀员援苑园袁灶 越 苑愿远袁孕 约 园援园园园 员曰 术后院匀砸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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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苑圆怨 原

猿援猿员袁怨缘豫悦陨院员援猿怨耀苑援愿愿袁灶 越 远猿苑袁孕 越 园援园园苑袁见图 圆粤耀悦遥

圆援猿援圆 检测方法不同

究只有 员 个袁术前和术后检测 阅栽悦 的研究异质性检验

陨悦悦 为检测方法的两个亚组异质性检验分别为 孕 越

定效应模型袁 结果提示检测 阅栽悦 阳性者较阴性者在

效应模型袁 结果提示 阅栽悦 阳性者与 阅栽悦 阴性者在

以 韵杂 为观察终点的研究中袁术中检测 阅栽悦 的研

孕 值分别为 园援园圆 和 园援园苑袁 分别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和固
韵杂 方面均有统计学差异遥术前院匀砸越员援苑员袁怨缘豫悦陨院员援源园耀
圆援园愿袁灶 越 圆 苑缘圆袁孕 约 园援园园园 园员曰 术后院匀砸越员援缘缘袁怨缘豫悦陨院
员援猿愿耀员援苑缘袁灶 越 远园猿袁孕 约 园援园园园 园员袁见图 圆阅耀耘遥

以 孕云杂 为观察终点的研究中袁 以 砸栽鄄择孕悦砸 和

园援缘员 和 孕 约 园援园园园 园员袁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

孕云杂 方面有统计学差异遥 砸栽鄄择孕悦砸院匀砸越圆援圆源袁怨缘豫悦陨院
员援猿圆耀猿援愿圆袁灶 越 圆缘愿袁孕 越 园援园园猿曰陨悦悦院匀砸越员援苑怨袁怨缘豫悦陨院
员援源缘耀圆援圆园袁灶 越 猿 缘缘苑袁孕 约 园援园园园 园员袁见图 猿粤耀月遥

粤

月

悦

阅

耘

图 圆 微转移肿瘤细胞渊阅栽悦冤预测乳腺癌患者无进展生存期渊孕云杂冤与总生存期渊韵杂冤不同取材时间 酝藻贼葬 亚组分析

云蚤早怎则藻 圆

杂怎遭早则燥怎责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遭赠 泽葬皂责造蚤灶早 贼蚤皂藻 燥枣 凿蚤泽泽藻皂蚤灶葬贼蚤灶早 贼怎皂燥则 糟藻造造 渊阅栽悦冤 责则藻凿蚤糟贼蚤灶早 责则燥早则藻泽泽蚤燥灶 枣则藻藻 泽怎则增蚤增葬造 渊孕云杂冤 葬灶凿
燥增藻则葬造造 泽怎则增蚤增葬造渊韵杂冤 燥枣 遭则藻葬泽贼 糟葬灶糟藻则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原苑猿园原

南

京

医

科 大

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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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韵杂 为观察终点的研究中袁 以 砸栽鄄择孕悦砸 和

组异质性检验 孕 值分别为 园援园苑 和 园援园怨袁 选用固定

园援愿愿 和 孕 越 园援园圆袁 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

偏倚研究后袁孕云杂 和 韵杂 方面的 酝藻贼葬 分析结果均

陨悦悦 为检测方法的两个亚组异质性检验分别为 孕 越
应模型袁结果提示 阅栽悦 阳性者与 阅栽悦 阴性者在 韵杂
方 面 有 统 计 学 差 异 院砸栽鄄择孕悦砸院匀砸 越猿援苑远袁怨缘豫 悦陨院

员援苑远耀愿援园猿袁灶 越 猿员猿袁孕 越 园援园园园 远曰陨悦悦院匀砸越员援缘猿袁怨缘豫
悦陨院员援猿缘耀员援苑源袁灶 越 猿 远愿缘袁孕 约 园援园园园 园员袁见图 猿悦耀阅遥
圆援源

敏感性分析

排除异质性较大的研究

咱员猿袁员愿原员怨暂

后袁孕云杂 和 韵杂

效应模型袁酝藻贼葬 分析结果均无显著改变遥排除高度

无明显变化遥 纳入研究中 猿 篇文献 咱愿袁员缘袁员苑暂以无远处

转移生存期渊凿蚤泽贼葬灶贼 皂藻贼葬泽贼葬泽蚤泽鄄枣则藻藻 泽怎则增蚤增葬造袁阅酝云杂冤
为 观察终点袁员 篇文献 咱愿暂 以乳腺癌特异性生存期

渊遭则藻葬泽贼 糟葬灶糟藻则 泽责藻糟蚤枣蚤糟 泽怎则增蚤增葬造袁月悦杂杂冤为观察终点袁
分别排除后 孕云杂 和 韵杂 组的 酝藻贼葬 分析结果亦无明
显变化遥

粤

月

悦

阅

图 猿 微转移肿瘤细胞渊阅栽悦冤预测乳腺癌患者无进展生存期渊孕云杂冤与总生存期渊韵杂冤不同取材方法 酝藻贼葬 亚组分析

云蚤早怎则藻 猿

杂怎遭早则燥怎责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遭赠 凿藻贼藻糟贼蚤燥灶 皂藻贼澡燥凿 燥枣 凿蚤泽泽藻皂蚤灶葬贼蚤灶早 贼怎皂燥则 糟藻造造 渊阅栽悦冤 责则藻凿蚤糟贼蚤灶早 责则燥早则藻泽泽蚤燥灶 枣则藻藻 泽怎则增蚤增葬造 渊孕云杂冤 葬灶凿
燥增藻则葬造造 泽怎则增蚤增葬造渊韵杂冤 燥枣 遭则藻葬泽贼 糟葬灶糟藻则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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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斗图分析

对提供 孕云杂 和 韵杂 数据的研究分别进行漏斗图

分析袁未见明显发表偏倚遥
猿

讨

论

原 苑猿员 原

为是敏感性最高的肿瘤相关标志物的检测方法袁同
时特异性引物的设计和选择也提高了 阅栽悦 检测的

特异性袁 但这种检测方法目前未能实现自动化袁也
不能提供 阅栽悦 的具体数目遥

综上所述袁本研究汇总目前 阅栽悦 用于乳腺癌患

我国女性乳腺癌发病率在近 猿园 年内增加了 员

者预后预测的研究并进行 酝藻贼葬 分析袁 结果提示术

遥 目前临床肿瘤治疗指南主要根据 栽晕酝

良袁敏感性分析和漏斗图分析结果提示该研究结果

倍袁成为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袁严重威胁女
性健康

咱圆圆暂

分期选择最佳治疗方案袁淋巴结的转移情况起了关
键性的作用袁但仍有部分淋巴结阴性的乳腺癌患者
出现过度治疗或未能发现潜在的复发或死亡高风
险袁 而检测骨髓中的 阅栽悦 可以更准确地判断乳腺

前尧术中和术后 阅栽悦 阳性均预示乳腺癌患者预后不

可信度高遥 阅栽悦 提供了早期诊断原位复发和远处转
移的新方法袁但骨髓穿刺术受技术因素影响较大且

可重复性差袁限制了 阅栽悦 作为肿瘤患者的预后标志
物应用于临床遥

癌患者是否存在远处转移袁指导临床治疗遥 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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