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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血清可溶性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原员渊泽燥造怎遭造藻 枣皂泽鄄造蚤噪藻 贼赠则燥泽蚤灶藻 噪蚤灶葬泽藻鄄员袁泽云造贼鄄员冤尧胎盘生长因子渊责造葬糟藻灶贼葬造

早则燥憎贼澡 枣葬糟贼燥则袁孕蕴郧云冤 水平及比值变化与轻度子痫前期发病关系遥 方法院 检索万方尧悦晕运陨尧孕怎遭酝藻凿尧耘皂遭葬泽藻 和 悦燥糟澡则葬灶藻 收集
员怨怨源要圆园员远 年国内外公开发表的关于血清 泽云造贼鄄员尧孕蕴郧云 水平及比值变化与轻度子痫前期关系的中英文病例对照研究袁 剔除不
符合标准的文献袁对纳入的文章采用 砸藻增蚤藻憎 酝葬灶葬早藻则 缘援猿 软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遥 结果院共纳入文献 员苑 篇袁其中中文文献 员源

篇袁英文文献 猿 篇遥 血清 泽云造贼鄄员 表达水平与轻度子痫前期的关系的异质性检验 陨 圆 越 怨远豫袁孕 约 园援园园园 园员袁存在明显的异质性袁合并
效应 杂酝阅越源援愿怨渊怨缘豫悦陨院猿援远园耀远援员苑冤袁孕 约 园援园园园 园员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血清 孕蕴郧云 表达水平与轻度子痫前期的关系的异质性检

验 陨 圆 越 怨猿豫袁孕 约 园援园园园 园员袁存在明显的异质性袁合并效应 杂酝阅越原圆援猿圆渊怨缘豫悦陨院原圆援怨员耀原员援苑圆冤袁孕 约 园援园园园 园员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轻度子痫前期组和正常对照组血清 泽云造贼鄄员 辕 孕蕴郧云 比值异质性检验 陨 圆 越 怨愿豫袁孕 约 园援园园园 园员袁 合并效应 杂酝阅越员援怨缘 渊怨缘豫悦陨院园援缘园耀

猿援源园冤袁孕 约 园援园园园 园员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结论院孕蕴郧云 与轻度子痫前期的发病具有密切关系袁血清 泽云造贼鄄员 的表达水平与轻度子痫

前期有关袁泽云造贼鄄员 以及 泽云造贼鄄员 辕 孕蕴郧云 比值可以作为辅助诊断轻度子痫前期的有效指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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酝藻贼葬鄄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燥枣 贼澡藻 则藻造葬贼蚤燥灶泽澡蚤责 遭藻贼憎藻藻灶 贼澡藻 泽藻则怎皂 造藻增藻造泽 燥枣 泽云造贼鄄员袁 孕蕴郧云 葬灶凿 贼澡藻蚤则 则葬贼蚤燥
枣燥则 凿蚤葬早灶燥泽蚤泽 燥枣 皂蚤造凿 责则藻藻糟造葬皂责泽蚤葬 蚤灶 责则藻早灶葬灶贼 憎燥皂藻灶
匀燥灶早 再蚤灶员袁酝藻灶早 匀葬燥圆袁载怎 允怎灶猿袁在澡葬灶早 匀藻灶早扎澡燥灶早员袁孕葬灶 悦澡藻灶造蚤灶早源袁悦澡藻灶 允蚤葬曾蚤灶早猿袁载怎 再葬燥猿袁蕴增 载蚤葬灶早猿

渊员匀藻葬造贼澡 酝葬灶葬早藻皂藻灶贼 悦藻灶贼藻则袁晕燥则贼澡藻则灶 允蚤葬灶早泽怎 孕则燥增蚤灶糟藻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袁再 葬灶早扎澡燥怎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袁再 葬灶早扎澡燥怎 圆圆缘园园员曰 圆晕燥灶鄄

糟燥凿蚤灶早 砸晕粤 悦藻灶贼藻则袁酝藻凿蚤糟葬造 悦燥造造藻早藻 燥枣 再 葬灶早扎澡燥怎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袁再 葬灶早扎澡燥怎 圆圆缘园园员曰猿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晕藻怎则燥造燥早赠袁

晕燥则贼澡藻则灶 允蚤葬灶早泽怎 孕则燥增蚤灶糟藻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袁再 葬灶早扎澡燥怎 圆圆缘园园员曰源云葬糟怎造贼赠 燥枣 蕴蚤枣藻 杂糟蚤藻灶糟藻 葬灶凿 栽藻糟澡灶燥造燥早赠袁运怎灶皂蚤灶早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燥枣 杂糟蚤藻灶糟藻 葬灶凿 栽藻糟澡灶燥造燥早赠袁运怎灶皂蚤灶早 远缘园园园园袁悦澡蚤灶葬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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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藻贼憎藻藻灶 贼澡藻 泽藻则怎皂 造藻增藻造泽 燥枣 泽云造贼鄄员袁孕蕴郧云 葬灶凿 贼澡藻蚤则 则葬贼蚤燥 蚤灶 皂蚤造凿 责则藻藻糟造葬皂责泽蚤葬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宰藻 泽藻葬则糟澡藻凿 宰葬灶枣葬灶早袁悦晕运陨袁孕怎遭酝藻凿袁耘皂遭葬泽藻 葬灶凿 悦燥糟澡则葬灶袁葬灶凿 责怎遭造蚤泽澡藻凿 凿燥皂藻泽贼蚤糟 葬灶凿 枣燥则藻蚤早灶 糟燥灶贼则燥造造藻凿 泽贼怎凿蚤藻泽 葬遭燥怎贼
贼澡藻 则藻造葬贼蚤燥灶泽澡蚤责 遭藻贼憎藻藻灶 贼澡藻 泽藻则怎皂 造藻增藻造泽 燥枣 泽云造贼鄄员袁孕蕴郧云 葬灶凿 贼澡藻蚤则 则葬贼蚤燥 蚤灶 皂蚤造凿 责则藻藻糟造葬皂责泽蚤葬 枣则燥皂 员怨怨源 贼燥 圆园员源援 栽澡藻灶袁憎藻 藻曾糟造怎凿藻凿

灶燥灶鄄糟燥皂责造蚤葬灶贼 凿燥糟怎皂藻灶贼泽袁葬灶凿 泽贼葬贼蚤泽贼蚤糟葬造造赠 葬灶葬造赠扎藻凿 贼澡藻 则藻泽怎造贼泽 燥枣 蚤灶糟造怎凿藻凿 泽贼怎凿蚤藻泽 怎泽蚤灶早 砸藻增蚤藻憎 酝葬灶葬早藻则 缘援猿 泽燥枣贼憎葬则藻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粤

贼燥贼葬造 燥枣 员苑 泽贼怎凿蚤藻泽 憎藻则藻 蚤灶糟造怎凿藻凿 蚤灶 贼澡蚤泽 泽贼怎凿赠袁蚤灶糟造怎凿蚤灶早 员源 悦澡蚤灶藻泽藻 泽贼怎凿蚤藻泽 葬灶凿 猿 耘灶早造蚤泽澡 泽贼怎凿蚤藻泽援 匀藻贼藻则燥早藻灶藻蚤贼赠 贼藻泽贼 葬遭燥怎贼 贼澡藻 泽藻则怎皂

造藻增藻造泽 燥枣 泽云造贼鄄员 藻曾责则藻泽泽蚤燥灶 葬灶凿 贼澡藻 则藻造葬贼蚤燥灶泽澡蚤责 遭藻贼憎藻藻灶 皂蚤造凿 责则藻藻糟造葬皂责泽蚤葬 憎葬泽 陨圆 越怨远豫 袁孕约 园援园园园 园员袁葬灶凿 贼澡藻 澡藻贼藻则燥早藻灶藻蚤贼赠 憎葬泽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援 栽澡藻 糟燥皂遭蚤灶藻凿 藻枣枣藻糟贼 燥枣 杂酝阅 越源援愿怨 渊怨缘豫 悦陨院猿援远园 耀远援员苑冤袁孕 约 园援园园园 园员袁贼澡藻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 憎葬泽 泽贼葬贼蚤泽贼蚤糟葬造造赠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援

匀藻贼藻则燥早藻灶藻蚤贼赠 贼藻泽贼 葬遭燥怎贼 贼澡藻 泽藻则怎皂 造藻增藻造泽 燥枣 孕蕴郧云 藻曾责则藻泽泽蚤燥灶 葬灶凿 贼澡藻 则藻造葬贼蚤燥灶泽澡蚤责 遭藻贼憎藻藻灶 皂蚤造凿 责则藻藻糟造葬皂责泽蚤葬 憎葬泽 陨圆越怨猿豫袁孕 约 园援园园园 园员袁
贼澡藻 澡藻贼藻则燥早藻灶藻蚤贼赠 憎葬泽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援 栽澡藻 糟燥皂遭蚤灶藻凿 藻枣枣藻糟贼 燥枣 杂酝阅越原圆援猿圆渊怨缘豫悦陨院原圆援怨员耀原员援苑圆冤袁孕 约 园援园园园 园员袁贼澡藻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 憎葬泽 泽贼葬贼蚤泽鄄
咱基金项目暂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渊愿员源苑员圆员缘袁愿员圆苑员圆员员冤曰江苏省社会发展重点病种规范化诊疗项目渊月耘圆园员缘远远缘冤曰江苏省自然

科学基金渊月运圆园员缘员缘怨圆冤曰江苏省野猿猿猿冶高层次人才渊圆园员猿鄄芋鄄园园苑苑冤曰江苏省野六大人才高峰冶渊圆园员圆鄄憎泽鄄园园圆冤曰扬州市绿扬金凤领军
人才渊赠扎造赠躁枣躁澡圆园员猿悦载园缘远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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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藻怎则燥躁怎灶岳员圆远援糟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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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袁等援血清 泽云造贼鄄员尧孕蕴郧云 水平及比值变化预测孕妇轻度子痫前期发病的

酝藻贼葬 分析咱允暂援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自然科学版冤袁圆园员远袁猿远渊员园冤院员圆苑园原员圆苑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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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蚤糟葬造造赠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援 匀藻贼藻则燥早藻灶藻蚤贼赠 贼藻泽贼 葬遭燥怎贼 贼澡藻 泽藻则怎皂 造藻增藻造泽 燥枣 泽云造贼鄄员 辕 孕蕴郧云 则葬贼蚤燥 藻曾责则藻泽泽蚤燥灶 葬灶凿 贼澡藻 则藻造葬贼蚤燥灶泽澡蚤责 遭藻贼憎藻藻灶 责则藻藻糟造葬皂责鄄

泽蚤葬 憎葬泽 陨圆越怨愿豫袁孕 约 园援园园园 园员袁贼澡藻 澡藻贼藻则燥早藻灶藻蚤贼赠 憎葬泽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袁贼澡藻 糟燥皂遭蚤灶藻凿 藻枣枣藻糟贼 燥枣 杂酝阅越员援怨缘渊怨缘豫悦陨院园援缘园耀猿援源园冤袁孕 约 园援园园园 园员袁
贼澡藻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 憎葬泽 泽贼葬贼蚤泽贼蚤糟葬造造赠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孕蕴郧云 蚤泽 澡蚤早澡造赠 糟燥则则藻造葬贼藻凿 憎蚤贼澡 贼澡藻 燥糟糟怎则则藻灶糟藻 葬灶凿 凿藻增藻造燥责皂藻灶贼 燥枣 皂蚤造凿
责则藻藻糟造葬皂责泽蚤葬曰贼澡藻 泽藻则怎皂 造藻增藻造泽 燥枣 泽云造贼鄄员 藻曾责则藻泽泽蚤燥灶 葬泽泽燥糟蚤葬贼藻凿 憎蚤贼澡 皂蚤造凿 责则藻藻糟造葬皂责泽蚤葬曰泽云造贼鄄员 葬灶凿 泽云造贼鄄员 辕 孕蕴郧云 则葬贼蚤燥 糟葬灶 遭藻 怎泽藻凿 葬泽 葬灶
藻枣枣藻糟贼蚤增藻 蚤灶凿藻曾 枣燥则 凿蚤葬早灶燥泽蚤泽 燥枣 皂蚤造凿 责则藻藻糟造葬皂责泽蚤葬援

咱Key words暂 皂蚤造凿鄄责则藻藻糟造葬皂责泽蚤葬曰孕蕴郧云曰泽云造贼鄄员曰酝藻贼葬鄄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咱Acta Univ Med Nanjing袁20员远袁猿远渊员园冤院员圆苑园鄄员圆苑远暂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渊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增藻 凿蚤泽燥则凿藻则 糟燥皂鄄

现 月孕逸员源园 辕 怨园 皂皂匀早袁 尿蛋白逸园援猿 早 辕 圆源 澡 或随机

的特有的疾病症候群袁临床主要表现高血压尧水肿尧

子痫患者曰 虞内容涉及早发型 酝孕耘 和晚发型 酝孕耘

责造蚤糟葬贼蚤灶早 责则藻早灶葬灶糟赠袁匀阅悦孕冤袁是孕产妇在围生期发生
蛋白尿 猿 个主要症状袁可造成多器官功能损伤甚至
衰竭

遥 子痫前期渊责则藻鄄藻糟造葬皂责泽蚤葬袁孕耘冤是在 匀阅悦孕

咱员原圆暂

基础上出现了蛋白尿袁随着疾病的发展袁这些所出

尿蛋白阳性袁可伴有上腹不适 辕 头痛冶或确诊为轻度

患者和相同孕周的正常对照组患者的血清 泽云造贼鄄员尧
孕蕴郧云 表达水平及比值的数据相关文献遥

排除标准包括院淤文献数据不完整曰于以不同

现的严重并发症将会导致孕妇较高的病死率 遥 调

的形式重复发表的研究结果曰 盂非病例原对照研究

生的早晚也影响到疾病的发展及预后 遥 当妊娠 圆园

会议报告等文献曰虞研究对象为非单胎妊娠或有其

咱猿暂

查显示袁 全球每年大约有 远 万孕妇死于该病袁孕耘 发
咱源暂

周以后出现 月孕逸员源园 辕 怨园 皂皂匀早袁尿蛋白逸园援猿 早 辕 圆源 澡

或随机尿蛋白阳性曰 可伴有上腹不适 辕 头痛等为轻
度子痫前期渊皂蚤造凿 责则藻藻糟造葬皂责泽蚤葬袁酝孕耘冤咱缘暂遥 酝孕耘 的发
病机制尚不清楚袁尽管有多种学说袁但胎盘缺血及
氧化应激学说和血管内皮受损学说被广泛接受遥 研
究表明袁 可溶性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原员渊泽燥造怎遭造藻

枣皂泽鄄造蚤噪藻 贼赠则燥泽蚤灶藻 噪蚤灶葬泽藻鄄员袁泽云造贼鄄员冤 和 胎盘 生 长因 子

或研究方法不恰当曰榆未发表的文献尧摘要尧综述尧
他并发症遥
员援圆

员援圆援员

方法
检索策略

通 过检 索万 方 数据 库 尧悦晕运陨尧孕怎遭酝藻凿尧耘皂遭葬泽藻

和 悦燥糟澡则葬灶藻 收集 员怨怨源要圆园员远 年国内外公开发表的

关于血清中 泽云造贼鄄员尧孕蕴郧云 水平 及比值变化 与 酝孕耘
关系的中英文病例对照研究袁并追溯引文及引证文

渊责造葬糟藻灶贼葬造 早则燥憎贼澡 枣葬糟贼燥则袁孕蕴郧云冤在内的血管生成因子

献进行全面的文献搜索遥 中文检索词为野妊娠期高

为 泽云造贼鄄员 和 孕蕴郧云 可以作为 酝孕耘 的预测因子袁提示

长因子受体原员冶尧野胎盘生长因子冶曰 英文检索词为

之间的平衡与 酝孕耘 的发生发展有关

遥 有学者认

咱远原苑暂

血压疾病冶尧 野轻度子痫前期冶尧野可溶性血管内皮生

临床表现发生的时间 曰血清 泽云造贼鄄员 辕 孕蕴郧云 比值则可

野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增藻 凿蚤泽燥则凿藻则 糟燥皂责造蚤糟葬贼蚤灶早 责则藻早灶葬灶糟赠冶尧野澡赠鄄

病时间袁将妊娠 猿源 周之前发病的 酝孕耘 称为早发型曰

凿怎糟藻凿

咱愿暂

以作为辅助诊断 酝孕耘 的有效指标 遥 根据患者的发
咱怨暂

妊娠 猿源 周之后发病者为晚发型遥 本文收集 员怨怨源要
圆园员远 年国内外公开发表的关于血清 泽云造贼鄄员尧孕蕴郧云 水

平及比值变化与 酝孕耘 关系的中英文病例对照研究袁

剔除不符合标准的文献袁 采用 砸藻增蚤藻憎 酝葬灶葬早藻则 缘援猿

软件对纳入的文章结果进行定量分析袁希望为探索
酝孕耘 的发病机制提供线索袁 对 酝孕耘 的诊断及治疗
带来帮助遥
员
员援员

材料和方法
材料
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应该在数据提取前确定袁

纳入的标准包括院淤病例原对照研究袁样本量充分曰

于病例组和对照组纳入有相似的纳入标准曰盂各文
献的研究方法相似曰榆文中提到野妊娠 圆园 周以后出

责藻则贼藻灶泽蚤增藻 凿蚤泽燥则凿藻则泽 蚤灶 责则藻早灶葬灶糟赠冶尧 野责则藻早灶葬灶糟赠鄄蚤灶鄄
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燥灶冶尧 野早藻泽贼葬贼蚤燥灶葬造

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燥灶冶尧

野责造葬糟藻灶贼葬造 早则燥憎贼澡 枣葬糟贼燥则冶尧 野泽燥造怎遭造藻 枣皂泽鄄造蚤噪藻 贼赠则燥泽蚤灶藻

噪蚤灶葬泽藻鄄员冶尧野皂蚤造凿 责则藻藻糟造葬皂责泽蚤葬冶尧野藻糟造葬皂责泽蚤泽皂冶尧野孕耘冶尧
野泽云造贼鄄员冶尧野孕蕴郧云冶袁按不同的组合进行检索遥 结合手
工检索袁依照预先制定的纳入和排除标准袁尽量获
取目的文献的全文遥 为了避免遗漏相关文章袁同时
检索符合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作为补充遥
员援圆援圆

质量评价

采用 晕藻憎糟葬泽贼造藻鄄韵贼贼葬憎葬 质量评价标准渊贼澡藻 晕藻憎鄄

糟葬泽贼造藻鄄韵贼贼葬憎葬 泽糟葬造藻 枣燥则 葬泽泽藻泽泽蚤灶早 贼澡藻 择怎葬造蚤贼赠 燥枣 灶燥灶鄄

则葬灶凿燥皂蚤扎藻凿 泽贼怎凿蚤藻泽 蚤灶 皂藻贼葬鄄葬灶葬造赠泽蚤泽冤进行文献质量评

价遥 评价内容包括病例组和对照组的选择方法尧可
比性和接触暴露评估方法 猿 个方面曰猿 个方面又包

括若干个小项目袁 如病例的诊断和定义是否恰当尧
病例的代表性和对照性的定义等遥 评价结果用分值

窑员圆苑圆窑

南

京

医

科

大

学

表示袁员耀圆 分为低质量文献袁 大于 缘 分为高质量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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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检索到相关文献 源源缘 篇

究袁最佳质量文献为 员园 分遥

员援圆援猿

学

排除综述或 酝藻贼葬 分析 圆怨源 篇

资料提取

由 圆 名研究员独立对纳入的文献进行资料提

取袁有争议的地方通过协商解决或询问第三方解决

对 员园远 篇文献摘要进行阅读

圆员 篇文献全文阅读

各组血清中 泽云造贼鄄员尧孕蕴郧云 表达水平及比值的均数和

标准差的数值袁 各组孕妇的平均年龄和平均孕周遥

由于研究对象合并其他疾病袁

其他提取的内容包括院作者和文章发表的时间尧酝孕耘

员苑 篇文献纳入研究

的诊断标准遥 对获取的有用数据进行适当转换袁利

图员

用表格的形式录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遥

云蚤早怎则藻 员

统计学方法

栽葬遭造藻 员

件袁对血清 泽云造贼鄄员尧孕蕴郧云 表达水平及比值变化与妊娠
献进行异质性检验袁 按 陨 圆 评估异质性大小袁陨 圆 约 圆缘豫
时研究间异质性较小袁 若 圆缘豫 臆 陨 圆 约 缘园豫则为中

度异质性袁当 陨 圆 逸 缘园豫提示存在实质性的异质性遥
若异质性不明显渊即 孕 跃 园援园缘袁陨 圆 约 缘园豫冤袁则可以采
用固定效应模型渊枣蚤曾藻凿 藻枣枣藻糟贼 皂燥凿藻造冤来分析曰若异质
性明显渊即 孕 约 园援园缘袁陨 圆 逸 缘园豫冤袁但临床判断有合

并意义袁仍然需要进行合并时袁则采用随机效应模

型渊则葬灶凿燥灶 藻枣枣藻糟贼 皂燥凿藻造冤进行合并曰若异质性较大不

宜进行 酝藻贼葬 分析时袁 则可以采用描述性系统评价尧
亚组分析或 酝藻贼葬 回归分析等方法探讨异质性来源遥
统计模型使用连续性数值变量模型袁效应量采用

标化标准差渊泽贼葬灶凿葬则凿蚤扎藻凿 皂藻葬灶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袁杂酝阅冤及其

怨缘豫悦陨袁对纳入的文献所提供的数据进行 酝藻贼葬 分析遥
酝藻贼葬 分析的结果采取森林图进行相对直观的展现遥

圆

圆援员

结

果

纳入文献基本情况

通过检 索万 方 数据 库 尧悦晕运陨尧孕怎遭酝藻凿尧耘皂遭葬泽藻

和 悦燥糟澡则葬灶藻袁对全文进行阅读后共搜集关于血清中
泽云造贼鄄员尧孕蕴郧云 表达水平及比值与 酝孕耘 关系的文献共

参考文献
韵怎赠葬灶早咱员园暂
粤早早葬则憎葬造咱员员暂
匀葬泽泽葬灶 酝云咱员圆暂
王 芳咱员猿暂
沈 晶咱员源暂
刘群香咱员缘暂
苑洪菲咱员远暂
朱丽丹咱员苑暂
张海芬咱员愿暂
曹士红咱员怨暂
范立叶咱圆园暂
黄凤凤咱圆员暂
钟继兴咱圆圆暂
姚念玲咱圆猿暂
杨丽萍咱圆源暂
李新菊咱圆缘暂
徐 郁咱圆远暂

排除 源 篇文献

资料提取流程图

云造燥憎 凿蚤葬早则葬皂 燥枣 凿葬贼葬 藻曾贼则葬糟贼蚤燥灶

表员

采用 悦燥糟澡则葬灶藻 协作网所提供的 砸藻增酝葬灶缘援猿 软

期高血压疾病关系进行 酝藻贼葬 分析遥 首先对纳入的文

重复发表 怨 篇

非对照研究 愿缘 篇

问题遥 主要提取的内容是病例组和对照组的人数袁

员援猿

排除不相关研究 猿远 篇

纳入研究的文献概况

杂贼怎凿蚤藻泽 蚤灶糟造怎凿藻凿 蚤灶 贼澡藻 则藻泽藻葬则糟澡
样本数
年龄渊岁冤
孕周渊周冤
酝孕耘 对照
缘园
愿猿
猿缘援苑 依 员援圆
园圆怨援缘 依 圆援远
员园愿
员员园
猿猿援员 依 圆援远
园圆缘援怨 依 猿援怨
圆缘园
愿猿
猿远援缘 依 员援愿
园圆远援园 依 怨援园
圆圆
员怨
猿苑援园 依 圆援苑
园圆愿援园 依 猿援圆
圆怨
圆猿
猿缘援园园 依 园援怨圆
猿园援远圆 依 猿援怨源
猿缘
圆园
原
原
猿愿
员远
猿苑援怨 依 圆援远
园圆苑援愿 依 源援圆
猿园
猿园
猿愿援源 依 圆援猿
园猿员援园 依 猿援猿
猿园
猿园
跃猿园
园 圆苑耀圆愿
源愿
圆圆
猿愿援圆缘 依 员援员员
圆苑援园园 依 远援源园
源园
员缘
猿苑援源缘 依 园援愿怨
圆苑援远猿 依 员援愿员
猿缘
源园
圆远援愿 依 园援缘
园圆愿援圆 依 圆援圆
圆园
员怨
猿愿援猿远 依 员援猿远
圆苑援圆圆 依 猿援缘园
源圆
源缘
猿员援怨远 依 员员援圆源 圆愿援愿圆 依 缘援员员
猿园
猿园
员源援圆 依 圆援愿
园圆苑援愿 依 圆援远
猿园
猿园
猿远援缘 依 员援源
园圆远援苑 依 源援猿
源园
圆愿
猿圆援缘 依 圆援怨
园猿员援圆 依 猿援怨

未采用社区对照遥 所纳入文献分值在 远耀愿 分袁属于
质量较高的文献遥
圆援猿

圆援猿援员

酝藻贼葬 分析结果

血清 泽云造贼鄄员 在 酝孕耘 表达情况

经筛选有 员员 篇文献符合入选标准袁 对 酝孕耘 孕

员园远 篇袁其中中文文献 愿缘 篇袁英文文献 圆员 篇遥 按照

妇的血清 泽云造贼鄄员 表达水平进行数据分析遥血清 泽云造贼鄄员

篇袁中文文献 员源 篇遥 文献筛选流程图见图 员袁纳入文

园援园园园 园员袁存在明显的异质性袁合并效应 杂酝阅越源援愿怨

纳入和排除标准袁 共纳入 员苑 篇袁 其中英文文献 猿
献的具体情况见表 员遥
圆援圆

纳入文献的方法学质量评估

对 孕耘 的定义和诊断正确袁 病例具有较好的代

表性袁研究对象无高血压病史遥 病例组和对照组具
有可比性袁均有可靠的病史记录袁但未采用盲法曰病
例组和对照组的调查方法和无应答率相同袁对照组

表达水平与 酝孕耘 的关系的异质性检验 陨 圆越怨远豫袁孕 约
渊怨缘豫悦陨院猿援远园耀远援员苑袁孕 约 园援园园园 园员冤袁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遥 亚组分析早发型 陨 圆越缘员豫袁孕越园援员猿 和晚发型 陨 圆越
怨苑豫袁孕 约 园援园园园 园员袁均存在明显的异质性袁所以用随

机效应模型袁酝藻贼葬 分析结果见图 圆遥 结果显示袁早发

型 酝孕耘 组和正常对照组血清 泽云造贼鄄员 的表达水平合

并效应 杂酝阅越源援愿怨 渊怨缘豫悦陨院源援员员耀缘援远远袁孕 约 园援园园园 园员冤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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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袁孟

浩袁徐

俊袁等援血清 泽云造贼鄄员尧孕蕴郧云 水平及比值变化预测孕妇轻度子痫前期发病的

酝藻贼葬 分析咱允暂援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自然科学版冤袁圆园员远袁猿远渊员园冤院员圆苑园原员圆苑远

窑员圆苑猿窑

有统计学差异遥 晚发型 酝孕耘 组和正常对照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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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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