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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红霞袁女袁博士袁副教授遥 圆园园远 年 苑 月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专业并获硕

士学位袁同年留校任教遥 圆园员园 年 猿 月原圆园员员 年 源 月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 酝援阅援粤灶凿藻则泽燥灶 癌症研究中

专
家
介
绍

心进修学习袁圆园员圆 年获南京医科大学流行病学专业博士学位袁圆园员猿 年破格晋升副教授遥 近年来针
对肺癌尧头颈部鳞癌等常见恶性肿瘤袁在分子与遗传流行病学研究领域开展了系列研究袁目前已发

表 杂悦陨 收录论文 怨园 余篇袁杂悦陨 他引 员 苑园园 余次袁其中以第一或通讯作者渊含并列冤在叶晕葬贼 悦燥皂皂怎灶曳尧
叶粤皂 允 匀怎皂 郧藻灶藻贼曳尧叶陨灶贼 允 悦葬灶糟藻则曳等杂志发表论文 猿园 余篇遥 已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

目 员 项袁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圆 项袁作为主要参与者获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圆 项尧
江苏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员 项尧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员 项尧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 员 项等遥 现担任

叶耘怎则燥责藻葬灶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悦葬灶糟藻则曳尧叶陨灶贼 允 悦葬灶糟藻则曳尧叶月酝悦 悦葬灶糟藻则曳尧叶晕藻燥责造葬泽皂葬曳等多本杂志的审稿专家遥

外周血相对端粒长度与头颈部鳞癌死亡风险的关联研究
余成啸袁许冲全袁王礼华袁马红霞鄢
渊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系袁江苏

咱摘

要暂

南京

圆员员员远远冤

目的院 探讨中国汉族人群中端粒长度与头颈部鳞癌患者死亡风险的关联遥 方法院 应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渊砸栽鄄孕悦砸冤技术检测 圆源员 例头颈部鳞癌患者外周血 阅晕粤 端粒相对长度袁结合临床信息和随访资料袁进行端粒长度与头颈部鳞癌
死亡风险的关联分析遥 通过 运葬责造葬灶鄄酝藻蚤藻则 方法和 蕴燥早鄄则葬灶噪 检验比较生存时间差异袁悦韵载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估计风险比渊澡葬扎葬则凿

则葬贼蚤燥袁匀砸冤及 怨缘豫悦陨遥 结果院将头颈部鳞癌病例按照端粒长度的三分位数分为 猿 组后袁端粒长度由短至长的第 员尧圆 和 猿 组的平均

生存期显著增加渊分别为 源园援源远尧源员援苑远 和 源远援员愿 个月袁趋势性 孕越园援园园怨冤遥 与相对端粒长度约员援员怨 的患者相比袁相对端粒长度跃员援源怨
的患者死亡风险显著降低渊匀砸院园援源园袁怨缘豫悦陨院园援圆园耀园援愿园冤遥 分层分析结果表明袁较长的端粒长度与头颈部鳞癌患者死亡风险的关
联在约远圆 岁的患者尧女性尧不吸烟者以及不饮酒者中更为显著遥 结论院端粒长度可能与头颈部鳞癌患者的预后存在一定关联袁还
需要其他更大样本的研究进一步验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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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颈部鳞癌曰相对端粒长度曰死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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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澡藻 葬泽泽燥糟蚤葬贼蚤燥灶 燥枣 则藻造葬贼蚤增藻 贼藻造燥皂藻则藻 造藻灶早贼澡 蚤灶 责藻则蚤责澡藻则葬造 遭造燥燥凿泽 憎蚤贼澡 贼澡藻 凿藻葬贼澡 则蚤泽噪 燥枣 澡藻葬凿
葬灶凿 灶藻糟噪 泽择怎葬皂燥怎泽 糟藻造造 糟葬则糟蚤灶燥皂葬
再怎 悦澡藻灶曾蚤葬燥袁载怎 悦澡燥灶早择怎葬灶袁宰葬灶早 蕴蚤澡怎葬袁酝葬 匀燥灶早曾蚤葬鄢

渊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耘责蚤凿藻皂蚤燥造燥早赠袁杂糟澡燥燥造 燥枣 孕怎遭造蚤糟 匀藻葬造贼澡袁晕允酝哉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员员远远袁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栽燥 蚤灶增藻泽贼蚤早葬贼藻 贼澡藻 则藻造葬贼蚤燥灶泽澡蚤责 燥枣 贼藻造燥皂藻则藻 造藻灶早贼澡 憎蚤贼澡 贼澡藻 凿藻葬贼澡 则蚤泽噪 燥枣 澡藻葬凿 葬灶凿 灶藻糟噪 泽择怎葬皂燥怎泽 糟藻造造

糟葬则糟蚤灶燥皂葬 渊匀晕杂悦悦冤 蚤灶 悦澡蚤灶藻泽藻 匀葬灶 责燥责怎造葬贼蚤燥灶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砸藻造葬贼蚤增藻 贼藻造燥皂藻则藻 造藻灶早贼澡 渊砸栽蕴冤 憎藻则藻 皂藻葬泽怎则藻凿 怎泽蚤灶早 砸藻葬造鄄贼蚤皂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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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藻葬糟贼蚤燥灶渊砸栽鄄孕悦砸冤 贼藻糟澡灶蚤择怎藻 蚤灶 贼澡藻 责藻则蚤责澡藻则葬造 遭造燥燥凿 阅晕粤 枣则燥皂 圆源员 糟葬泽藻泽 燥枣 匀晕杂悦悦援 粤凿凿蚤贼蚤燥灶葬造造赠袁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蚤灶枣燥则皂葬贼蚤燥灶 葬灶凿 枣燥造造燥憎鄄怎责 凿葬贼葬 憎藻则藻 糟燥造造藻糟贼藻凿 枣燥则 泽贼葬贼蚤泽贼蚤糟葬造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援 运葬责造葬灶鄄酝藻蚤藻则 皂藻贼澡燥凿 葬灶凿 蕴燥早鄄则葬灶噪 贼藻泽贼 憎藻则藻 责藻则枣燥则皂藻凿

贼燥 糟燥皂责葬则藻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泽 燥枣 泽怎则增蚤增葬造 贼蚤皂藻 蚤灶 早则燥怎责泽 憎蚤贼澡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砸栽蕴援 匀葬扎葬则凿 则葬贼蚤燥泽 葬灶凿 怨缘豫 糟燥灶枣蚤凿藻灶糟藻 蚤灶贼藻则增葬造 憎藻则藻 藻泽贼蚤皂葬贼藻凿 遭赠
咱基金项目暂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渊愿员源苑猿园源愿冤曰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曰 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

渊圆园员猿员园猿员圆园园猿在冤

通信作者渊悦燥则则藻泽责燥灶凿蚤灶早 葬怎贼澡燥则冤袁耘鄄皂葬蚤造院澡燥灶早曾蚤葬皂葬岳灶躁皂怎援藻凿怎援糟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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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成啸袁许冲全袁王礼华袁等援 外周血相对端粒长度与头颈部鳞癌死亡风险的关联研究咱允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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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韵载 责则燥责燥则贼蚤燥灶葬造 澡葬扎葬则凿泽 则藻早则藻泽泽蚤燥灶 皂燥凿藻造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宰藻 糟葬贼藻早燥则蚤扎藻凿 匀晕杂悦悦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蚤灶贼燥 猿 早则燥怎责泽 葬糟糟燥则凿蚤灶早 贼燥 贼藻则贼蚤造藻泽 燥枣 贼澡藻蚤则 则藻造葬鄄

贼蚤增藻 贼藻造燥皂藻则藻 造藻灶早贼澡 葬灶凿 枣燥怎灶凿 贼澡葬贼 贼澡藻 早则燥怎责泽 憎蚤贼澡 造燥灶早藻则 则藻造葬贼蚤增藻 贼藻造燥皂藻则藻 造藻灶早贼澡 澡葬凿 泽贼葬贼蚤泽贼蚤糟葬造造赠 蚤灶糟则藻葬泽藻凿 皂藻葬灶 泽怎则增蚤增葬造 贼蚤皂藻

渊源园援源远 增泽援 源员援苑远 增泽援 源远援员愿 皂燥灶贼澡泽袁孕 枣燥则 贼则藻灶凿 越园援园园怨冤援 悦燥皂责葬则藻凿 贼燥 糟葬泽藻泽 憎蚤贼澡 则藻造葬贼蚤增藻 贼藻造燥皂藻则藻 造藻灶早贼澡 约员援员怨袁贼澡燥泽藻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造藻灶早贼澡 跃员援源怨 澡葬凿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造赠 凿藻糟则藻葬泽藻凿 凿藻葬贼澡 则蚤泽噪渊匀砸院园援源园袁怨缘豫 悦陨院园援圆园鄄园援愿园冤援 匀燥憎藻增藻则袁葬枣贼藻则 贼澡藻 皂怎造贼蚤增葬则蚤葬贼藻 葬凿躁怎泽贼皂藻灶贼袁灶燥 葬泽鄄

泽燥糟蚤葬贼蚤燥灶 憎葬泽 枣燥怎灶凿 遭藻贼憎藻藻灶 砸栽蕴 葬灶凿 凿藻葬贼澡 则蚤泽噪 燥枣 匀晕杂悦悦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砸藻造葬贼蚤增藻 贼藻造燥皂藻则藻 造藻灶早贼澡 皂葬赠 遭藻 葬泽泽燥糟蚤葬贼藻凿 憎蚤贼澡 责则燥早灶燥泽蚤泽

燥枣 匀晕杂悦悦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袁遭怎贼 泽贼怎凿蚤藻泽 憎蚤贼澡 造葬则早藻则 泽葬皂责造藻泽 葬则藻 灶藻藻凿藻凿 贼燥 枣怎则贼澡藻则 增葬造蚤凿葬贼藻 泽怎糟澡 枣蚤灶凿蚤灶早泽援
咱Key words暂 澡藻葬凿 葬灶凿 灶藻糟噪 泽择怎葬皂燥怎泽 糟藻造造 糟葬则糟蚤灶燥皂葬曰则藻造葬贼蚤增藻 贼藻造燥皂藻则藻 造藻灶早贼澡曰贼澡藻 凿藻葬贼澡 则蚤泽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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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粒位于染色体末端袁由串联的 栽栽粤郧郧郧 重复

采用酚原氯仿法从外周血中提取基因组 阅晕粤遥

核苷酸序列结合端粒结合蛋白组成咱员暂遥 端粒的作用

每个 阅晕粤 样本在进行基因分型之前都用紫外分光

降解尧核苷酸丢失以及末端原末端融合袁为染色体

员援圆援圆

砸栽蕴 测定

员缘 噪遭 左右袁 而且在每个细胞有丝分裂周期中袁端

砸栽蕴

遥 端粒定量 孕悦砸 探针序列分别为院栽耘蕴员渊缘忆鄄

猿园耀圆园园 遭责 袁因此有学者认为端粒长度决定了细

悦悦郧粤悦栽粤栽 咱悦悦悦栽粤栽暂源悦悦悦栽粤鄄猿忆 冤曰 单拷 贝 基 因

主要在于保护染色体末端免于非典型重组尧断裂尧
提供了保护性帽子

咱圆原源暂

遥 人类的端粒长度一般为

粒都会因为 阅晕粤 链 猿忆末端的不完全复制而缩短
咱缘暂

胞的生命周期和细胞分裂次数

遥 越来越多的证

咱远原苑暂

据证实端粒长度的变化以及端粒功能紊乱会促进
致瘤性转变以及肿瘤的进展

咱愿原员圆暂

遥 此外袁一系列人

群研究还探讨了端粒长度与多种肿瘤预后的关
遥

咱员猿原员远暂

联袁但结论并不一致

头颈部肿瘤的发病率在所有恶性肿瘤中位列

第 缘 咱员苑暂遥 圆园园愿 年袁全球范围内约有 猿源愿 猿园园 人被诊
断为口腔或咽癌的新发病例袁 有 员苑怨 远园园 人因口腔

癌或咽癌而死亡咱员愿暂遥 尽管目前有部分研究探讨了端

光度计和凝胶电泳实验进行浓度和纯度测定遥

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渊砸栽鄄孕悦砸冤检测

咱圆员暂

郧郧栽栽栽栽栽郧粤咱郧郧郧栽郧粤暂源郧郧郧栽鄄猿忆冤和 栽耘蕴圆渊缘忆鄄栽悦鄄

渊猿远月源冤探针序列为 猿远月源怎渊缘忆鄄悦粤郧悦粤粤郧栽郧郧郧粤粤郧鄄
郧栽郧栽粤粤栽悦悦鄄猿忆 冤 和 猿远月源凿 渊缘忆 鄄悦悦悦粤栽栽悦栽粤栽悦粤栽鄄

悦粤粤悦郧郧郧栽粤悦粤粤鄄猿忆冤遥 实验采用盲法进行测量袁每

一轮 孕悦砸 反应均有阴性对照遥 每孔加入 缘园 灶早 阅晕粤

样本和 员园 滋蕴 杂再月砸 禄砸 郧则藻藻灶 渊粤责责造蚤藻凿 月蚤燥泽赠泽贼藻皂泽冤
孕悦砸 混 合 试 剂 遥 利 用 公 式 圆 原 渊驻悦贼员原驻悦贼圆冤 越圆 原驻驻悦贼 计算
砸栽蕴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通过 匀晕杂悦悦 的诊断时间和死亡时间或者最后

粒长度和头颈部鳞癌 渊澡藻葬凿 葬灶凿 灶藻糟噪 泽择怎葬皂燥怎泽 糟藻造造

一次随访的时间计算生存时间袁运葬责造葬灶鄄酝藻蚤藻则 方法

无研究评估端粒长度与 匀晕杂悦悦 死亡风险的关联遥

和多因素 悦韵载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来估计粗风险比

糟葬则糟蚤灶燥皂葬袁匀晕杂悦悦冤发病风险之间的联系

袁但 尚

咱员怨原圆园暂

因此袁 本研究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渊砸栽鄄孕悦砸冤技术测定外周血 阅晕粤 中端粒相对长度
渊则藻造葬贼蚤增藻 贼藻造燥皂藻则藻 造藻灶早贼澡袁砸栽蕴冤袁 并结合 匀晕杂悦悦 患

者随访信息袁首次探讨了 砸栽蕴 与中国人群 匀晕杂悦悦

预后的关系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圆园园苑 年 员 月要圆园员猿 年 员园 月在江苏省口腔医院

和 蕴燥早鄄则葬灶噪 检验比较生存时间差异遥 运用单因素
渊澡葬扎葬则凿 则葬贼蚤燥袁匀砸冤 或者经过校正的风险比 匀砸 及

怨缘豫可信区间袁校正因素包括年龄尧性别尧吸烟尧饮

酒和临床分期遥 统计学显著性标准为双侧检验 孕
臆 园援园缘遥 所有数据分析均运用 杂贼葬贼蚤泽贼蚤糟葬造 粤灶葬造赠泽蚤泽
杂赠泽贼藻皂 软件渊增藻则泽蚤燥灶 怨援员援猿冤进行遥
圆

圆援员

结

果

患者基本情况和临床特征

纳入本研究的 圆源员 例 匀晕杂悦悦 患者的人口学特

和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病理确诊为原发

征和临床信息见表 员遥 所有研究对象的年龄 圆愿援猿圆耀

查遥 通过电话随访袁获得 圆源员 例患者生存信息遥 样本

者 怨园 例袁饮酒者 愿远 例曰玉 辕 域期 员员源 例 袁芋 辕 郁 期

匀晕杂悦悦 的患者袁采取外周血样本并进行流行病学调
及资料的收集均经研究对象知情同意遥
员援圆

员援圆援员

方法

阅晕粤 提取及浓度测定

愿愿援苑怨 岁袁中位年龄 远圆援猿猿 岁遥 其中袁男 员猿源 例袁吸烟
愿园 例曰员怨苑 例为口腔癌患者袁源 例为咽癌袁 其余 源园例

均为喉癌遥 截至 圆园员远 年 员圆 月渊最后一次随访冤袁合
计有 缘怨 例患者死于头颈部鳞癌袁平均生存时间为

窑 远缘园 窑

南

京

医

科

大

学

学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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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圆援愿圆 个月遥 此外袁相较于晚期渊芋 辕 郁期冤及口腔

圆援圆

生存时间较长袁 差异接近于统计学意义渊孕越园援园愿源

砸栽蕴 按三等分数分组后袁 分析其与 匀晕杂悦悦 患者生

癌患 者袁早 期 渊 玉 辕 域 期 冤 及 非 口 腔 癌 患 者 的 平 均
和 园援园苑员冤遥

表员
栽葬遭造藻员

总数
年龄
约远圆 岁
逸远圆 岁
性别
女
男
吸烟 葬
否
是
饮酒 葬
否
是
临床分期 葬
玉辕域
芋辕郁
部位
口腔癌
非口腔癌

病例数
咱灶渊豫冤暂
圆源员渊员园园冤

死亡
人数
缘怨

平均生存
时间渊月冤
源圆援愿愿

员圆园渊源怨援苑怨冤
员圆员渊缘园援圆员冤

圆源
猿缘

源圆援源源
源猿援圆员

员园苑渊源源援源园冤
员猿源渊缘缘援远园冤

圆缘
猿源

源员援圆缘
源源援园愿

员缘园渊远圆援远远冤
园怨园渊猿苑援猿源冤

猿圆
圆苑

源圆援远怨
源猿援园缘

员缘源渊远源援猿圆冤
园愿远渊猿缘援远愿冤

猿愿
圆员

源圆援员远
源猿援愿源

员员源渊缘愿援苑远冤
园愿园渊源员援圆源冤

圆圆
圆缘

源圆援缘源
源员援愿怨

员怨苑渊愿员援苑源冤
园源源渊员愿援圆远冤

缘圆
园苑

源员援园缘
缘园援苑苑

葬院变量中存在缺失值遥

表圆
栽葬遭造藻 圆
相对端
粒长度
约员援员怨
员援员怨耀员援源怨
跃员援源怨

病例数
咱灶渊豫冤暂
苑怨渊猿圆援苑愿冤
愿员渊猿猿援远员冤
愿员渊猿猿援远员冤

葬院校正年龄尧性别尧吸烟尧饮酒和临床分期遥

存时间的关联遥 结果表明袁随着 砸栽蕴 的增加袁患者的
砸栽蕴 分别为 员援员怨耀员援源怨 和跃员援源怨 的患者平均生存时
间显著延长渊趋势性 孕越园援园园怨袁表 圆冤遥 悦燥曾 比例风险

蕴燥早鄄则葬灶噪
孕值

模型的结果表明袁与 砸栽蕴约员援员怨 的患者相比袁砸栽蕴 为

员援员怨耀员援源怨 和跃员援源怨 的患者其死亡风险分别降低 圆园豫

园援圆员圆

渊匀砸院园援愿园袁怨缘豫悦陨院园援源缘耀员援源源冤和 远园豫渊匀砸院园援源园袁怨缘豫
悦陨院园援圆园耀园援愿园冤袁但经多因素校正后袁砸栽蕴 与死亡风险
之间的关联无意义渊表 圆冤遥

园援怨怨

圆援猿

园援圆圆圆

砸栽蕴 与 匀晕杂悦悦 死亡风险的分层分析

砸栽蕴 与死亡风险的关联进行了进一步的分层

分析遥 如表 猿 所示袁较长端粒长度渊砸栽蕴跃员援源怨冤的保

护 效 应 在 约远圆 岁 的 患 者 渊 校 正 匀砸院园援猿员袁怨缘豫 悦陨院
园援园怨 耀园援怨怨冤尧 女 性 患 者 渊 校 正 匀砸院园援猿园袁怨缘豫 悦陨院

园援苑怨远

园援员园耀园援怨圆冤尧 不吸烟患者渊校正 匀砸院园援圆员袁怨缘豫悦陨院
园援园远耀园援苑远冤 以及不饮酒患者渊校正 匀砸院园援圆缘袁怨缘豫

园援园愿源

悦陨院园援园怨耀园援苑猿冤中更为显著遥 异质性检验显示袁在以
吸烟和饮酒状况分层时袁砸栽蕴 与 匀晕杂悦悦 死亡风险
关联存在异质性渊孕 值分别为 园援园圆猿 和 园援园员远冤遥

园援园苑员

猿

讨

论

本研究中探讨了 圆源员 例中国汉族人群中 砸栽蕴

相对端粒长度与头颈部肿瘤死亡风险的关联
粤泽泽燥糟蚤葬贼蚤燥灶泽 遭藻贼憎藻藻灶 砸栽蕴 葬灶凿 匀晕杂悦悦 凿藻葬贼澡 则蚤泽噪

死亡人数
圆远
圆员
员圆

所有患者 砸栽蕴 中位数为 员援猿缘 渊园援圆缘耀源援圆园冤遥 将

平均生存时间也在增加遥 与 砸栽蕴约员援员怨 的患者相比袁

患者基础信息及临床特征

孕葬贼蚤藻灶贼泽爷糟澡葬则葬糟贼藻则蚤泽贼蚤糟泽 葬灶凿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枣藻葬贼怎则藻泽

变量

砸栽蕴 与 匀晕杂悦悦 癌患者死亡风险的关联

平均生存
时间渊月冤
源园援源远
源员援苑远
源远援员愿

与 匀晕杂悦悦 死亡风险之间的联系遥 研究结果表明袁端

蕴燥早鄄则葬灶噪
孕值
园援园猿园

未校正 匀砸
渊怨缘豫悦陨冤
员
园援愿园渊园援源缘耀员援源源冤
园援源园渊园援圆园耀园援愿园冤

校正 匀砸
渊怨缘豫悦陨冤葬
员
园援愿源渊园援源圆耀员援远苑冤
园援缘缘渊园援圆缘耀员援员怨冤

孕值葬
园援远员愿
园援员圆愿

直肠癌尧食管癌尧乳腺癌等咱员猿袁圆源袁圆远原猿园暂袁但不同部位的肿

粒长度可能与 匀晕杂悦悦 预后相关袁 端粒长度较长的

瘤患者预后与端粒长度的关联不完全一致袁如非小

已有研究报道袁肿瘤细胞的端粒长度明显短于

差的预后相关 咱猿员暂曰在前列腺癌和食管癌患者中端

患者袁平均生存时间更长遥

细胞肺癌患者中过长或者过短的端粒长度均与较

正常细胞 咱圆圆原圆猿暂袁并且肿瘤细胞中端粒长度的改变一

粒长度越短袁越有可能发生较差的预后咱圆远袁圆愿暂曰而在结

遥

高咱员猿袁员远袁猿圆暂遥 因此袁端粒长度与肿瘤预后二者之间的关联

定程度上给予了肿瘤细胞迁移的能力袁可能导致肿
瘤复发袁 从而影响肿瘤患者的预后和死亡风险

咱圆源暂

直肠癌患者中袁端粒较长的患者预后更差袁死亡风险更

目前研究认为袁检测患者端粒长度或者其替代指标

还可能取决于肿瘤所在的部位咱猿园暂遥 本研究分析结果表

已有多篇文献报道了端粒长度与肿瘤死亡风险之间

时间更短袁与食管癌的相关研究报道的结论一致咱圆远暂遥

可以作为评估患者死亡风险和预后的生物标志咱圆缘暂遥
的关联袁研究的肿瘤类型包括了前列腺癌尧肺癌尧结

明袁端粒较短的 匀晕杂悦悦 患者较端粒长的患者袁生存

细胞衰老和死亡通路功能的丧失 咱猿猿暂袁或者与维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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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成啸袁许冲全袁王礼华袁等援 外周血相对端粒长度与头颈部鳞癌死亡风险的关联研究咱允暂援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自然科学版冤袁圆园员远袁猿远渊远冤院远源愿原远缘圆袁远苑缘
表猿
栽葬遭造藻 猿

分组变量
年龄
约远圆 岁
逸远圆 岁

性别
女

男

吸烟 遭
否

是

饮酒 遭
否

是

临床分期 遭
玉辕域
芋辕郁

部位
口腔癌

非口腔癌

窑 远缘员 窑

相对端粒长度与头颈部肿瘤预后分层分析

杂贼则葬贼蚤枣蚤糟葬贼蚤燥灶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燥枣 砸栽蕴 葬灶凿 匀晕杂悦悦 泽怎则增蚤增葬造
砸栽蕴
约员援员怨

员援员怨耀员援源怨

跃员援源怨

死亡 辕 患者
校正 匀砸渊怨缘豫悦陨冤
孕值 葬
死亡 辕 患者
校正 匀砸渊怨缘豫悦陨冤
孕值 葬

员园 辕 猿员
员

园愿 辕 猿怨
员援猿圆渊园援源愿耀猿援远源冤
园援缘愿怨
员猿 辕 源圆
园援远源渊园援圆猿耀员援苑缘冤
园援猿苑怨

园远 辕 缘园
园援猿员渊园援园怨耀园援怨怨冤
园援园源怨
园远 辕 猿员
园援远猿渊园援圆圆耀员援苑苑冤
园援猿愿园

死亡 辕 患者
校正 匀砸渊怨缘豫悦陨冤
孕值 葬
死亡 辕 患者
校正 匀砸渊怨缘豫悦陨冤
孕值 葬

员圆 辕 猿远
员

园愿 辕 猿猿
园援源远渊园援员缘耀员援猿怨冤
园援员苑员
员猿 辕 源愿
员援远愿渊园援远缘耀源援猿猿冤
园援圆愿愿

园缘 辕 猿愿
园援猿园渊园援员园耀园援怨圆冤
园援园猿缘
园苑 辕 源猿
员援员源渊园援猿怨耀猿援猿源冤
园援愿园愿

死亡 辕 患者
校正 匀砸渊怨缘豫悦陨冤
孕值 葬
死亡 辕 患者
校正 匀砸渊怨缘豫悦陨冤
孕值 葬

员苑 辕 缘猿
员

员圆 辕 缘员
园援远缘渊园援圆苑耀员援缘怨冤
园援猿源愿
园怨 辕 圆怨
员援猿圆渊园援源圆耀源援员缘冤
园援远圆远

园猿 辕 源远
园援圆员渊园援园远耀园援苑远冤
园援园员愿
园怨 辕 猿缘
员援缘圆渊园援缘员耀源援缘源冤
园援源缘员

死亡 辕 患者
校正 匀砸渊怨缘豫悦陨冤
孕值 葬
死亡 辕 患者
校正 匀砸渊怨缘豫悦陨冤
孕值 葬

员愿 辕 缘猿
员

员缘 辕 缘圆
园援远园渊园援圆远耀员援源园冤
园援圆猿缘
园远 辕 圆愿
员援缘源渊园援源猿耀缘援源苑冤
园援缘园圆

园缘 辕 源怨
园援圆缘渊园援园怨耀园援苑猿冤
园援园员圆
园苑 辕 猿圆
员援苑猿渊园援缘源耀缘援缘圆冤
园援猿缘圆

死亡 辕 患者
校正 匀砸渊怨缘豫悦陨冤
孕值 葬
死亡 辕 患者
校正 匀砸渊怨缘豫悦陨冤
孕值 葬

愿 辕 猿猿
员

园愿 辕 源缘
园援苑员渊园援圆远耀员援怨缘冤
园援缘园远
园苑 辕 圆员
园援怨苑渊园援猿苑耀圆援缘猿冤
园援怨源源

园远 辕 猿远
园援远园渊园援圆园耀员援愿圆冤
园援猿远愿
园缘 辕 圆猿
园援源源渊园援员源耀员援猿猿冤
园援员源远

员愿 辕 远员
员援园苑渊园援缘圆耀圆援圆园冤
园援愿远园
园猿 辕 圆园
园援园苑渊园援园园耀猿援源远冤
园援员愿员

员员 辕 缘源
园援远远渊园援圆怨耀员援缘园冤
园援猿员愿
园员 辕 员远
园援员愿渊园援园员耀远援员园冤
园援猿源园

死亡 辕 患者
校正 匀砸渊怨缘豫悦陨冤
孕值 葬
死亡 辕 患者
校正 匀砸渊怨缘豫悦陨冤
孕值 葬

员远 辕 源愿
员

员源 辕 源猿
员

怨 辕 圆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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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院悦韵载 回归计算 匀砸袁调整年龄尧性别尧吸烟尧饮酒和临床分期渊除去分层因素冤曰遭院变量中存在缺失值遥

粒长度和基因稳定相关的分子变化咱猿源暂可以一定程度

中更为显著袁 并且在吸烟和饮酒分层时还存在显著

上解释 砸栽蕴 较短的肿瘤患者具有较差的预后遥 此

的异质性袁 提示端粒长度与上述因素在 匀晕杂悦悦 的

关联在约远圆 岁的患者尧女性尧不吸烟者以及不饮酒者

研究的证实遥

外袁分层分析表明袁端粒长度与 匀晕杂悦悦 死亡风险的

预后中可能存在交互作用袁 该结论还需要更大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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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袁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遥 第

皂葬则噪藻则泽 枣燥则 责则燥早则藻泽泽蚤燥灶 葬灶凿 责则燥早灶燥泽蚤泽 燥枣 糟燥造燥则藻糟贼葬造 糟葬则糟蚤鄄

较小袁随访时间相对较短袁死于 匀晕杂悦悦 的患者仅

咱员源暂 砸怎泽泽燥 粤袁酝燥凿蚤糟葬 云袁郧怎葬则则藻则葬 杂袁藻贼 葬造援 杂澡燥则贼藻则 造藻怎噪燥糟赠贼藻

一袁本研究仅纳入了 圆源员 例 匀晕杂悦悦 患者袁样 本量
有 缘怨 例曰第二袁有部分患者的临床分期信息缺失袁
对多因素校正后的关联结果可能影响较大 渊校正
前后 匀砸 及 怨缘豫悦陨 相差较大冤遥 因此袁本研究的结
果还需要更大样本量尧 更长时间随访的其他研究
进一步证实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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