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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组别

ＬＰＦＰ 组( ｎ ＝ ２８)
ＰＦＮＡ 组( ｎ ＝ ２８)

术中失血量( ｍｌ)

切口长度( ｃｍ)

骨折愈合时间( 周)

５３.４±７.２

４６１.２±５８.９

９.５±２.６

１５.９±３.３

８８.３±１２.８
８７.９±１２.４

<０.０５

生理功能
生理职能
躯体疼痛
总体健康
活力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ＬＰＦＰ 组

ＰＦＮＡ 组

６１.３±８.９
４５.２±７.３

( ｎ ＝ ２８)

５７.３±８.３
５１.０±８.５
５１.４±６.３
５７.９±３.７
５６.４±８.９
６２.８±９.６

ＤＨＳ 组

Ｆ值

Ｐ值

７０.５±９.４

( ｎ ＝ ２８)
６０.５±９.５

３.８６７

<０.０５

６１.４±８.４

４６.２±７.３

３.５７３

<０.０５

( ｎ ＝ ２８)

７２.３±１３.３
７０.７±９.５

５１.６±８.１

６９.２±７.７

５１.１±６.１

５３.１±８.４

５７.８±３.６

７５.４±９.３

５５.４±８.３

７９.１±９.２

参

考

５７.４±８.４

６１.６±９.６

文

献

４.５１２
３.１０５
５.３６６
４.２６７
３.６８３
４.１７５

１６.４±３.７
１７.０±３.９
３.７５２

<０.０５

三组患者治疗后 ＳＦ￣３６ 量表评分比较( ｘ
±ｓꎬ分)

项目

[２]

５.７１３

<０.０５

Ｐ值

７１３.２±１１８.９
６９１.３±８７.６

３.６２２

Ｆ值

[１]

三组手术情况和术后康复情况比较

手术时间( ｍｉｎ)

ＤＨＳ 组( ｎ ＝ ２８)

表２

 ４２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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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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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下地负重时间( 周)

２２.１±４.２

１６.４±３.４
９.２±３.０

２１.６±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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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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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参数、ＣＲＦ、ＰＣＴ 在 １ ~ ６ 月支气管肺炎
患儿中的临床意义
刘燕

汪世平

樊瑞红

王瑞华

【 摘要】 目的 探讨血小板参数、ＣＲＦ、ＰＣＴ 在 １ ~ ６ 月上呼吸道感染和支气管肺炎中的变化趋势ꎬ进
而探讨血小板参数对 １ ~ ６ 月患儿的诊断作用ꎮ 方法 选取本院收治的 １５０ 例患儿ꎬ分为上呼吸道感染
组、支气管肺炎( 轻症) 组、支气管肺炎( 重症) 三组ꎬ每组 ５０ 例ꎮ 分别测三组患儿急性期及恢复期的血小
板参数、Ｃ 反应蛋白、降钙素原等数据的变化ꎬ对比探讨三组患儿间各项数据的差异ꎮ 结果 上呼吸道感
染组与轻症支气管肺炎组、轻症与重症支气管肺炎组间血小板参数( 血小板体积在上呼吸道感染中增大
不明显ꎬ在下呼吸道感染中增大明显ꎬＰ< ０.０５) ꎬ血小板计数在上呼吸道感染及轻症支气管肺炎组变化不
大ꎬ在重症支气管肺炎中明显增高ꎬ随病情恢复逐渐下降ꎮ ＣＲＰ、ＰＣＴ 在急性发病期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Ｐ<０.０５) ꎻ组内急性期与恢复期血小板参数( ＰＬＴ、ＭＰＶ、ＰＣＴ) 、ＣＲＰ、ＰＣ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ＰＤＷ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结论 血小板计数与下呼吸道感染呈正相关ꎬ恢复期逐渐降至正常ꎬ
血小板分布宽度值增大则提示下呼吸道感染加重ꎬ血小板分布宽度在上呼吸道感染中变化不大ꎬ在支气管
炎中改变无意义ꎬ血小板体积在上呼吸道感染中增大不明显ꎬ在下呼吸道感染中增大明显ꎮ 血小板与降钙
素对比ꎬ在上、下呼吸道感染中没有临床意义ꎬ提示血小板仅对感染部位有临床意义ꎬ在鉴别致病菌上无临
床意义ꎬＣＲＰ 及降钙素对感染菌的鉴别有意义ꎬ但与血小板参数改变不明显ꎬ可能与不同的感染菌对血小
板的产生没有意义有关ꎬ但损伤部位如肺部组织改变的轻重对血小板有意义ꎬ可能与该损伤部位能刺激血
小板的产生有关ꎮ
【 关键词】 血小板参数ꎻ Ｃ 反应蛋白ꎻ 降钙素原ꎻ 小儿支气管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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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肺炎是小儿时期的常见病和多发病ꎬ但 １ ~ ６ 月婴

组间血小板参数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ꎻ轻症支气管

展为重症肺炎而威胁生命ꎮ 要降低支气管肺炎患儿的死亡率

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另外ꎬ上呼吸道感染组 Ａ 组

儿支气管肺炎临床表现、肺部体征不典型ꎬ常因治疗不及时发
及婴幼儿哮喘的发生率ꎬ关键在于早期发现和及时、正确治
疗ꎮ 现常用的判断婴儿感染的辅助检查有血小板参数、ＣＲＰ、
降钙素原 [１] ꎮ 本次研究针对上述三种指标对患者支气管肺

炎的诊断意义做了相关研究ꎬ按照感染部位和症状不同进行
分组研究ꎬ旨在探讨一种能够帮助临床患儿诊断的理论依据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本次研究选取本院 ２０１５ 年 ７—１２ 月间收治

的上呼吸道感染患儿 ５０ 例ꎬ轻症支气管患儿 ５０ 例ꎬ重症支气

管患儿 ５０ 例ꎬ共计 １５０ 例ꎮ 按上文顺序分为 Ａ、Ｂ、Ｃ 三组ꎬ三
组患儿间性别、年龄、病程等均无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 ꎮ

肺炎组( Ｂ 组) 与重症支气管肺炎组( Ｃ 组) 患儿间血小板参
与轻症支气管肺炎组( Ｂ 组) 组间 Ｃ 反应蛋白、降钙素原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ꎻ轻症支气管肺炎组( Ｂ 组) 与重症
支气管肺炎组( Ｃ 组) 间 Ｃ 反应蛋白、降钙素参数差异统计学
意义( Ｐ<０.０５) ꎮ

急性期 与 恢 复 期 患 儿 血 小 板 参 数 ( ＰＬＴ、 ＭＰＶ、 ＰＤＷ、

ＰＣＴ) 、血浆 ＰＣＴ 及全血 ＣＲＰ 等数据对比以重症支气管肺炎

组患儿数据为例进行探讨ꎬ结果如表 ２ 所示ꎮ 经计算后可知ꎬ
急性期与恢复期间各项数据对比均具有统计学差异( 注:Ａ 组
与 Ｂ 组 Ｐ 值计算后可得出与 Ｃ 组相同结论) ꎮ
讨论

根据近年来我国医学调查报告显示ꎬ小儿支气管

２.诊断标准:根据 ＷＨＯ 推荐ꎬ依据全国小儿肺炎诊断协

肺炎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ꎬ发病率上升的基本原因可以

状:咳嗽、气急ꎮ 体征:呼吸频率增快ꎬ<２ 月ꎬ>５０ 次 / 分ꎻ>２ ~

造成呼吸道疾病发病率上升的一个外部环境因素ꎬ１ ~ ６ 月儿

作组制定的诊断标准筛选患儿ꎮ ( １) 轻度肺炎诊断标准:症
１２ 月ꎬ>４０ ~ ５０ 次 / 分ꎬ有喘鸣ꎮ 体征两项具有一项即可诊断ꎻ
(２) 重度肺炎诊断标准:症状:频繁咳嗽ꎬ哺乳或饮食减少ꎮ
体征:呼吸频率增快ꎬ < ２ 月ꎬ > ６０ 次 / 分ꎻ > ２ ~ １２ 月ꎬ > ５０ 次 /
分ꎮ 有胸廓凹陷和鼻扇ꎬ口唇或舌部有发绀ꎮ

３.方法:三组患儿入院后进行血小板参数[ ＰＬＴ( 血小板

计数) 、ＭＰＶ ( 平均血小板体积) 、 ＰＤＷ ( 血 小 板 体 积 分 布 宽

度) 、ＰＣＴ( 血小板压积) ] 、ＣＲＰ( Ｃ 反应蛋白) 、降钙素原检测ꎬ
并拍胸片ꎮ 恢复期( 约 １ 周后) 复查血小板参数( ＰＬＴ、ＭＰＶ、
ＰＤＷ、ＰＣＴ) 、ＣＲＰ、降钙素原及胸片ꎮ 比较各组血小板参数、
ＣＲＰ 及降钙素原的变化ꎬ研究血小板参数对细菌或病毒感染

概括为如下几点:其一ꎬ环境污染程度加剧ꎮ 环境污染问题是
童自身免疫系统及器官功能不健全ꎬ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
能力很差ꎬ极易出现诱发性支气管肺炎 [２￣３] ꎮ 其二ꎬ患儿监护
人素质低下ꎮ 我国目前很多儿童监护人对常规的防感染知
识、医疗知识、１ ~ ６ 月婴儿监护知识等都不甚了解ꎬ导致支气
管感染类疾病频发ꎮ 其三ꎬ抗生素滥用导致耐药性增加ꎮ 其

四ꎬ１ ~ ６ 月婴儿疾病表达能力缺失导致诊断及治疗的延误ꎮ
在当前小儿支气管肺炎发病率逐年升高并且发病过程中很容
易由于诊断问题和治疗延误问题导致病情加重ꎬ故此ꎬ通过入
院期间患儿血常规检测及其他血液相关参数研究能够有效的
克服这一问题ꎬ也是当前儿科医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方向ꎮ

的判断有无临床意义ꎻ分别对比三组患儿急性期及恢复期的

血小板来源于骨髓中的巨核细胞ꎬ新生的血小板体积较

血小板参数、ＣＲＰ 及降钙素原等数据的变化ꎬ结合临床症状、

大ꎬ成熟血小板则体积较小ꎬ新生的血小板与成熟的血小板相

体征ꎬ研究血小板参数的变化及其他参数对呼吸道感染的预

比较其活性更强ꎬ对炎症介质的敏感度较强ꎬ血小板活化因子

后有无临床意义ꎮ

参与气道的炎症反应ꎬ其可以降低气道黏液纤毛的清 除 能

析ꎬ计量资料使用均数±标准差( ｘ
±ｓ) 表述ꎬ采用单因素方差

肺炎患儿小气道阻塞程度的有效指标之一ꎬ１ ~ ６ 月婴儿在支

４.统计学方法:利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软件对数据结果进行分

分析ꎬ再进行两两比较ꎬ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ｔ 检验ꎻ以 Ｐ< 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急性期三组患儿血小板参数( ＰＬＴ、ＭＰＶ、ＰＤＷ、ＰＣＴ) 及 Ｃ

反应蛋白、降钙素原( ＰＣＴ) 对比结果如表 １ 所示ꎮ 经过计算
后可得上呼吸道感染组( Ａ 组) 和轻症支气管肺炎组( Ｂ 组)
表１

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患儿的炎症发展情况ꎬ这也与本次
研究数据表达一致ꎮ 另外ꎬ血小板参数检测属于廉价检测手
段之一ꎬ通过血小板参数的检测来作为临床诊断患儿肺部炎
症发展情况的辅助手段是一种能够减轻患儿家长经济负担的
检测手段ꎮ 通过本文研究ꎬ笔者发现血小板参数的临床检测

急性期三组患儿血常规参数对比情况( ｘ
±ｓ)

ＰＬＴ( ×１０ )
２７５.４０±４８.５５

１０.７１±１.４２

１０.９９±２.７７

０.２１±０.０３

５０

４６６.２２±５０.０５

１１.５７±１.２１

１２.２５±２.３５

０.２８±０.０５

例数

Ｂ组

５０

Ｃ组

气管肺炎发病过程中肺部会产生炎症ꎬ故此血小板参数的测

５０

组别
Ａ组

力 [４] ꎮ 在临床观察中发现血小板计数可以作为预测支气管

９

３２６.５８±５９.０５

ＭＰＶ( ｆｌ)

ＰＤＷ( ｆｌ)

１０.８３±１.２２

１１.５６±２.２１

注: ∗ Ａ、Ｂ 组间比较、Ｐ<０.０５ꎻ ∗∗ Ｂ、Ｃ 组间比较ꎬＰ<０.０５

表２

疾病分期
急性期
恢复期
Ｐ值

ＰＣＴ( ％)

ＣＲＰ( ｍｇ / ｍｌ)

０.２３±０.０６

３５±１３ ∗

１１±４

∗∗

８５±２１

∗∗

重症支气管肺炎组( Ｃ 组) 患儿急性期与恢复期血小板参数变化对比( ｘ
±ｓ)

例数
５０
５０

ＰＬＴ( ×１０ ９ )
４６６.２２±５０.０５

１１.５７±１.２１

１２.２５±２.３５

０.２５±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６６.２８±３９.２１

ＭＰＶ( ｆｌ)

８.０７±０.８８

ＰＤＷ( ｆｌ)

１０.１５±１.５８

ＰＣＴ( ｎｇ / ｍｌ)
０.０５８±０.０４９

０.５２２±０.３６５ ∗

１.０２２±０.４１５ ∗∗

ＰＣＴ( ％)

ＣＲＰ( ｍｇ / ｍｌ)

ＰＣＴ( ｎｇ / ｍｌ)

０.１７±０.３５

１８±７

０.１５８±０.０８９

８５±２１
<０.０５

１.０２２±０.４１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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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３４

在上呼吸道感染与支气管肺炎间( 尤其是轻度支气管肺炎)
规律性不足ꎬ并不能作为临床上的鉴别手段ꎮ 笔者认为应当
是炎症损伤会造成人体血小板参数发生变化ꎬ但是血小板参
数与感染菌种无敏感性相关ꎮ
ＰＣＴ 是一种蛋白质ꎬ在人体受到细菌、真菌和寄生虫感染
或脏器发生病变时会在血浆中表达水平升高 [５] ꎮ 但是病毒
感染类疾病却不会导致 ＰＣＴ 表达水平的升高ꎻＣＲＰ 与 ＰＣＴ 类
似ꎬ也是人体一种炎症判断因子ꎬ但是对感染分类的判定灵敏
性不及 ＰＣＴꎬ基于此项理论能够在小儿出现呼吸道感染病症
时作为区分感染源的一项重要血液检测手段ꎮ 本次研究中发
现ꎬＰＣＴ 在患儿血浆中的表达情况也能反映出患儿病情的发
展情况ꎬ随着患儿的治疗工作开展ꎬ患儿血浆中 ＰＣＴ 含量会
逐步降低直至正常水平ꎮ ＣＲＰ 及降钙素对感染菌的鉴别有
意义ꎬ但与血小板参数改变不明显ꎬ可能与不同的感染菌对血
小板的产生没有意义ꎬ但损伤的部位如肺部组织改变的轻重
对血小板有意义ꎬ可能与该损伤部位能刺激血小板的产生有

关ꎮ 临床诊断过程中笔者建议增加炎性因子血液含量检测ꎬ
能够更加清晰的指导临床用药ꎬ虽然会增加检测费用ꎬ但是对
治疗效果和用药选择都有一定的益处ꎮ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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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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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杉醇诱导化疗在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
治疗中的效果观察
邵艳

刘桂荣

张建国

马兆明

【摘要】 目的 研究诱导化疗用于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治疗的疗效ꎮ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本院收治的 ８０ 例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ꎬ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ꎬ各 ４０ 例ꎬ对照组直
接实施同步放化疗治疗ꎬ观察组在同步放化疗前行 １ 个周期的诱导化疗治疗ꎬ比较两组近、远期疗效和毒
副反应ꎮ 结果 观察组总缓解率为 ７２.５％ꎬ较对照组的 ４５.０％ 高( Ｐ< ０.０５) 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ꎻ观察组 ３
年生存率为 ５７.５％ꎬ较对照组的 ３０.０％高( Ｐ<０.０５) 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ꎻ观察组毒副反应较对照组少ꎬ但差
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结论 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在同步放化疗前进行诱导化疗可加强肿瘤
病情的控制效果ꎬ提高临床疗效和患者生存率ꎬ且不会增加毒副反应ꎬ值得采用ꎮ
【 关键词】 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ꎻ 同步放化疗ꎻ 诱导化疗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Ｐａｃｌｉｔａｘｅｌ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ｌ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ｈａｏｙａｎꎬ ｅｔ
ａｌ.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Ｌｉａｎｙｕｎｇａｎｇ ２２２０２３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ｌ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Ｅｉｇｈｔ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ｃａｌｌ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ｗｅｒｅ ｅｎｒｏｌｌｅｄ ｆｒｏｍ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ｔｏ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ꎬ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ｈｅｍｏ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ꎬ ｂｕ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ｇｉｖｅｎ ｏｎｅ ｃｙｃｌｅｓ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ｃｈｅｍｏ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７２. ５０％ ｉ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ꎬ ａｎｄ
４５.００％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ꎬ Ｐ < ０. ０５. ３ ｙｅａｒ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５７.５０％ ｉ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３０.００％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Ｐ<０.０５) .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 Ｐ > ０. ０５)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ｃａｌｌ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ｂｅｆｏｒｅ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ｃａ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ꎬ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ｓｉ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ｗｏｒｔｈ 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ｏｃａｌｌ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ꎻ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ꎻ 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ｈｅｍｏ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在肺癌患者中ꎬ８０％左右为非小细胞肺癌ꎬ而在非小细胞
肺癌患者中ꎬ超过 ３０％ 的患者在确诊时已发展至局部晚期ꎬ
同步放化疗是目前公认的治疗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最佳
作者单位:２２２０２３ 江苏ꎬ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放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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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ꎬ但对于加诱导化疗后的效 果 仍 存 在 较 多 的 质 疑 [１￣２] ꎮ
本院在 ４０ 例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同步放化疗前加
诱导化疗ꎬ现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选取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期间本院收
治的 ８０ 例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ꎬ纳入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