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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脑胶质瘤患者术后生存影响因素分析
李海燕

吕明

【摘要】

陈兴栋常建永

目的探讨影响脑胶质瘤患者术后生存的因素。方法分析２０００一２００６年在山东大学

齐鲁医院行手术治疗的５２２例脑胶质瘤患者的临床资料，随访１２—７２个月，选择可能影响预后的因素
进行生存分析。分析方法采用Ｋａｐｌａｎ．Ｍｃｉｅｒ法（Ｋ．Ｍ法）、对数秩检验（Ｌｏｇ．ｍｎｌ【法）及ｃｏｘ比例风险回
归模型。结果对数秩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在ａ＝０．０５水平上，年龄、性别、手术切除程度、病理级别因

素与患者的生存率有关；单因素ｃｏｘ回归分析上述４个因素也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巩值分别
为０．８ｌｌ、１．５５３、１．６３４和１．４２９；多因素ｃｏｘ模型显示年龄、病理分级、手术切除程度是影响患者生存的

主要因素。随着肿瘤病理诊断分级恶性程度的增加月曰值增加（Ⅱ、Ⅲ、Ⅳ级而艉值分别为２．３４９、３．８２６、
５．０６２）。只有手术大部切除进入模型，月Ｒ值为１．４５９；其余因素对生存率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患病年龄、手术切除程度、病理分级及术后放疗、化疗均可能影响患者的预后。

【关键词】脑胶质瘤；生存率；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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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胶质瘤是由神经外胚叶演化而来的胶质细胞
（如星形胶质细胞、少枝胶质细胞、室管膜细胞等）发

神经外科２０００一２００６年收治的５２２例患者进行随
访，以期对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有所帮助。

生的肿瘤，是颅内肿瘤中最常见的一种。据统计，我
国胶质瘤的发病率占颅内肿瘤的３５．２６％～６０．９６％

对象与方法

（平均４４．６９％）ｎｊ。其治疗目前仍以手术治疗为主。

１．研究对象：研究对象来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为改善患者的预后，多主张术后给患者辅以放疗、化

神经外科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间行开颅肿瘤切除术的脑

疗等辅助措施。但至今何种辅助措施应为首选，哪

胶质瘤病例，入选标准：术前经ＣＴ或ＭⅪ等影像学

些个体因素可影响患者的预后仍结论不一。为探讨

诊断，术后病理确认的脑胶质瘤患者，所有病例均由

影响胶质瘤患者生存的因素，对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神经外科专家组统一阅片诊断，共选人５５９例；排除
标准：在随访期间，由于更换电话失去联系、中途退

ＤｏＩ：ｌＯ．３７６０佃ｍｊ矗蚰．０２５４一“５０．２００９．０５．０２３
作者单位：２５００１２济南，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外科（李海燕、吕明、

出等原因造成失访者，死亡原因无法确定者。随访

常建永），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教研室（陈兴栋）

截止时间为２００８年２月，病例的随访时间为１２。７２

通信作者：吕明，Ｅｍａｉｌ．１ｕ．ｍｉｎ９５２８＠ｇｍａｉｌ．啪

个月，平均随访时间为４３．５个月。５５９例中失访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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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失访率为６．６％。最后纳入分析的研究对象共
结

５２２例。

果

２．随访与观察指标：本研究采用生存期为随访

１．一般情况：５２２例随访病例中，男性２９９例，女

指标，生存期定义为从手术到死亡的时间，死亡是指

性２２３例，男女之比１．３４：ｌ；年龄为５。８２岁，平均年

由脑胶质瘤呈浸润性生长而引起的一系列临床综合

龄３９．５７岁±１５．７２岁。１年生存率为８１．８０％，３年生

征所致，其他或未知原因引起的死亡视为截尾数

存率为６３．２２％，５年生存率为４３．４９％。调查因素具

据。随访结束时仍未发生死亡也定义为截尾数

体情况见表１。

据。死亡的判定依据为研究对象病历记录和死亡
通知书，不能取得者，由研究对象家属提供详细死
亡原因。

表１
研究因素
年龄（岁）

在研究对象的住院病历中查阅可疑影响因素，
测量时间为人院时间，包括年龄、性别、职业、学

性别

历、肿瘤部位（大脑额、颞、顶、枕叶、鞍区、小脑蚓
部等）、病理级别（按Ｋｅｍｏｈａｎ分类法把脑胶质细

肿瘤部位

胞瘤分为Ｉ～Ⅳ级）、术前癫痫发作、手术切除程

方式。随访内容主要有：术后症状是否缓解，术后
有无并发症，术后生活能否自理，术后１个月、３个
月、１年、３年、５年的生存质量（通过家属的简单口
述快速计算出当时的ＫＰｓ评分），术后化疗、放疗
情况，术后症状缓解时间，是否为复发，复发时间，

病理级别

例数

研究闪素

生活自理

分组

例数

＜４０

２３９

≥４０

２８３

能

５０６

男

２９９

术前癫痫发作无

２４９

女

２２３

有

２７３

大脑

３８３

是否有并发症无

４６７

小脑

４６

有

椎管

１０

术后癫痫发作无

３１７

有

２０２

无

２１７

有

３０５

无

３５２

有

１７０

其他

度、术中出血、术中输血、手术时间、是否有并发

症、术后癫痫发作、术后放疗、术后化疗、费用支付

５２２例脑胶质瘤患者一般情况

分组

８３

Ｉ

１５９

Ⅱ

１８７

Ⅲ

３０

Ⅳ

１４６

术后化疗

术后放疗

不能

１６

５５

１２

费用支付方式自费

１５９

医保

７４

大部切除３４２

合作医疗

９８

部分或活检

公费

４１

手术切除程度全切

次全切

９

３０９

复发后是否手术治疗，现在是否存活，死亡时间及
死亡原因。

２．单冈素分析：对５２２例脑胶质瘤患者的年龄、

３．相关定义：①手术切除程度：根据肉眼所见及

性别、职业、学历、肿瘤部位（大脑额、颞、顶、枕叶、鞍

手术前后ＣＴ或ＭＲＪ等影像资料对比，将肿瘤切除

区、小脑蚓部等）、病理级别、术前癫痫发作、手术切

程度分为全部切除、次全切除、大部切除及部分切除

除程度、术中出血、术中输血、手术时间、是否有并发

四类；②病理类型：按Ｋｅｍｏｈａｎ分类法把脑胶质细

症、术后癫痫发作、术后放疗、术后化疗、费用支付方

胞瘤分为Ｉ～Ⅳ级，Ｉ。Ⅱ级为低分化细胞瘤，Ⅲ～

式等因素用乘积极限法计算生存率，并用对数秩检

Ⅳ级为高分化细胞瘤，恶性程度比较高；③放疗指

验做组间比较，在０【＝０．０５水平上发现患者的年龄、

标：本资料中１７０例患者均为术后３～４周行Ｃ０６０射

性别、病理分级及手术切除程度与患者的生存率有

线外照射，靶区剂量为３０—６０ Ｇｙ，分次照射５次／

关（表２、３）。

周，１．５—２．０ Ｇｙ／次。

３．多元比例风险模型Ｃｏｘ回归分析：年龄以４０

４．统计学分析：将查阅病历资料及电话随访所

岁为界限，＜４０岁规定为０，≥４０岁规定为１，转化为

得到的信息填入调查表，进行信息赋值，利用

分类变量。病例诊断分级和肿瘤切除程度分别转化

３．０软件建立数据库做统计分析。连续性

为４个哑变量（０，１），放入模型进行分析。逐步回归

变量比较用两样本ｚ检验，其他两组构成比的比较

法（ａ＝０．１０）筛选变量，最后进入模型的变量有病理

用）Ｃ ２检验。单因素分析应用乘积极限法

诊断分级和切除程度（表４）。

ＥｐｉＤａｔａ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法）计算生存率，并采用对数秩检验
（Ｌｏｇ—ｒａＩｌｌ【法），以存活时间为非独立变量，分析１７

讨

论

项因素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并进行单因素的ｃｏｘ回

脑胶质瘤是最常见的颅内恶性肿瘤，因此探讨

归分析。多因素分析采用Ｃｏｘ比例风险回归模型

其治疗方法和效果，正确评估影响预后的因素，对临

进行预后影响因素的判断。所有统计过程均由

床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ＳＡＳ

９．１软件进行。

许多研究均提示，年龄对脑胶质瘤的预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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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各研究因素与脑胶质瘤患者术后生存时间的关系

·５０９·

胞瘤生长迅速，病程短，进展快，预后差，生存期短；
Ｉ～Ⅱ级生长缓慢，病程较长，症状相对较轻，预后
较好，生存期长。本研究的结果均显示患者的生存
期随肿瘤的分级增高而递减，这与大多数的报道一
致。而且计算两组ｌ、３和５年的生存率分别为：
１００．０％删．７９．２％、８５．５％佻．３６．８％和５６．３％傩．

３．２％，可以看到同样的规律。但ｓｈｉｎｏｈａｍ等’４１报道
了Ⅱ、Ⅲ级脑胶质瘤患者的生存期无明显差异，这表
明单纯应用病理分级来判断患者的预后仍有一定的
局限性。

手术切除脑胶质瘤目前仍然是无可争议的最佳
治疗措施。本资料显示手术切除范围与患者生存期
的关系非常密切，次全切除、大部切除、部分切除的
死亡率分别是全部切除的２．９５４倍、６．４１５倍、６．７８１
倍（Ｐ＜０．０５）。吴志敏等ｐ１报道手术切除范围与生
存时间密切关，随着手术切除范围增加，患者术后生
存时间逐渐延长。而Ｐｅｎｙ等№１认为手术治疗方式对
研究因素

Ｐ值＾限值９５％ｃ，

幕上星形细胞瘤患者的预后无影响，杜谋选，袁军ｎ１
也认为手术切除程度与预后无关（Ｐ＞Ｏ．０５）。由于
肿瘤呈浸润性生长及其周围水肿等因素均会造成辨
认肿瘤边界的困难，ＣＴ与ＭＩｕ在显示胶质瘤的边界
时均有其局限性，手术切除程度也与医生的主观判

表４

ｃｏｘ回归分析影响患者术后生存期的因素

断相关，且这种判断往往是扩大的。本研究中，Ｃｏｘ

回归分析进入模型的只有大部切除，可能就是因为
上述因素引起。因此，对这个因素的探讨还需要进
一步研究。
术后化疗和放疗对胶质瘤患者生存质量影响的
报道意见不一。有学者认为术后放疗对延长低级别
脑胶质瘤患者生存期的作用值得怀疑，而其产生的
损害却可能是长期的强Ｊ。也有学者根据脑胶质瘤的
注：病例诊断Ｉ级和肿瘤切除程度的全切为对照未放人模型，

浸润性生长理论认为：即使手术残留ｌ％的组织，８周

艘值为与对照比较得出；所有因素变量均为标准化变量时。可得到

后肿瘤细胞即可恢复到原来的数目，因此无论其病

针对与每个个体的危险指数（ｐｆ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ｉｎｄｅ】【，ＰＩ）＝ｐ·咒＋ｐ出＋ｐ凼＋

理分化程度如何及手术是否全切，术后均应行放

Ｂ以

疗。Ｇｅｒｏｓａ等㈨报道对于Ⅱ级星形细胞瘤单纯放疗

非常明显，本组资料的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也

可使２０％一２５％患者生存时间延长。本研究的单因

均支持此结论：年龄越小，预后越好。年龄＜４０

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后放疗可提高患者的生存期。

岁、≥４０岁之间预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因此提示：脑胶质瘤手术切除后均应常规进行放疗、

Ｏ．００１）。对此，很多学者也有相同的论述口’３】。年龄

化疗。在实际的临床操作中，临床医师对放疗的种

越大预后相对越差，其中原因目前尚不完全明确，可

类、剂量、途径等意见颇不统一，这还需要大规模的

能与患者对手术的耐受性、对放疗和化疗的敏感性、

研究以确定统一的方案。

肿瘤分化程度以及术前患者机能状况有关。

扩大筛选变量范围，经多因素回归分析表明，费

大多数学者认为肿瘤的病理分级与预后密切相

用支付方式也是患者术后生存的影响因素。患者的

关。在本资料分析中，根据ＷＨ０新的胶质瘤分类

经济状况决定其后续治疗及营养支持是否及时充

分级标准将其分为Ｉ一Ⅳ级，其中Ⅲ～Ⅳ级胶质细

分，享有公费医疗、城市医疗保险、农村合作医疗与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５月第３０卷第５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ｙ２０哩！塑！：！里！堕！：！

·５１０·

自费患者的预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４８２）。
肿瘤部位与生存时间之间关系的报道较不一

２∞ｌ，２ｌ（２）：１１１一１１３．

ｍ．Ｓｕｒｖｉｖａｌ锄ｌｙｓｉｓ矗）ｒ

［３］１奢ｅｎｇ ＭＹ，Ｔｓ∞ｇ

致。有学者认为肿瘤生长部位与患者术后的生存时

Ｅｎｇｌ柚ｄ ａ血ｄ ｗ甜鼯．Ｊ

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Ｈａｈｎ等ｎ们在探讨６８例患者

３４８．

生存质量时，认为左侧大脑半球的原发性肿瘤发生

［４］ｓｈｉｎｏｈｍ

抑郁和记忆功能的下降要比右侧的严重得多，但也

ｐｍｇｎｏｓｔｉｃ勰∞ｓ锄ｅｎｔ

有学者认为肿瘤的生长部位与预后无关。本组资料

砸ｇＩｉｏｍ

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均未发现肿瘤生长部位与术后

ｇｌｉ衄ａ．Ｊｐｎ Ｊ Ｃｌｉｎ

的生存时间有关，其原因可能与手术医师的主观印

ｇｌｉ咄ｉｎ

Ｆ哪ｓ Ｍｃｄ Ａｓ∞ｃ，２００５，１０４（５）：３４ｌ一

Ｃ，Ｍｕ嗽ｉ
８ｈｏｗｃｄ

ａｄ＿ｕｎ

Ｙ，Ｍ咖ｙ锄Ｔ，ｃｔ

ａ１．Ｌｏｎｇ七皿

ｄｉ卿ｓｅｄ

９１ｉｏｍ舔：Ｇｍｄｃ

ｏｆ １８５

ｎｅｗｌｙ

ｃｏｍｐ啪ｂｌｃ

ｐｍ印ｏｓｉｓ

ｔ１１ａｔ ｏｆ

ｔ０

ＧｍｄｃⅡ

Ｏｎｃｏｌ，２００８，３８（１１）：７３０一７３３．

［５］吴志敏，袁先厚，吴涛，等．星形细胞１０４例术后生存期影响因
素分析．第四军医大学学报，２００４，６（３）：５３８—５４０．

象有关。

Ⅺｅｉｎ等…３在回顾性研究中发现１５６例低级别的

［６］ＰｅｎｙＡ，Ｊ盯ｋｉｎｓ

ＲＢ，Ｆａｕｏｎ ＪＦ，ｅｔ

胶质瘤患者，术前频发癫痫对术后生存质量的高低

８５

有重要的影响，然而本研究未发现术前及术后癫痫

Ｃ舡Ｉｏ盯．１９９９。８６：６７２—６８３．

发作对生存期的影响。
本研究还发现患者的性别、学历、职业、术中的
出血与输血量与患者的预后无明显的相关性，这与
其他学者的报道相一致。

本研究中，单因素和多因素的结果基本一致，只

ｓｉｎｌｉＩａｒｌｙ廿∞ｔｃｄ ｐａｔｉ伽岫、“ｔｌｌ蛆ａｐｌ船ｔｉｃ嬲仃ｏｃｙｔｉｃ ｔＩｌｍｏｒ．

［７］杜谋选。袁军．影响人脑胶质瘤的预后因素．中华神经医学杂
志。２∞５。４（２）：１４５—１４８．

［８］Ⅺｅｉｎｂｃ瑁Ｌ，Ｇｆｏｓｓ啪ｓＡ，Ｐｉ锄ｔａｄｏｓｉ ｓ，ｃｔ ａ１．１ｋ ｅ钕ｂ ｏｆ
∞ｑ啪ｔｉａｌｌ

ｃｈ锄ｏｔｌｌ啊ａｐｙ锄ｄ

Ｖｅｒｓ晒ｃ０邯蝴Ｔｃｎｔ

ｓｍｖｉＶａｌ蛆ｄ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乜谢ｔｌｌ

是在“性别”对预后影响的极限乘积法和Ｃｏｘ回归分

ａｓｔｆｏｃ蚋咖ａ．衄Ｊ

析给出了不一致的结果，这可能是在单因素分析时，

５３５—５４３．

由于多重因素带来的假阳性结果。通过多因素分析

ａ１．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ｌ∞ｌｏｇ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ａｄｉａｔ

［９］Ｇｅｒｏ鼢Ｍ，Ｎｉｃ０Ｉａｔｏ

ｎ州ｌｙ

ｏｎｃｏｌ Ｂｉｏｌ

Ａ，Ｆｏｆｏｎｉ Ｒ．Ｔｈｅ ｒｏｌｅ

础ｏｓｌｌｌ翟翻ｆｙ

越长，也即发病越轻，治疗越早，预后越好。所以在

ｔｕｍｏｒｓ．Ｃ咐Ｏ∞ｏｌ，２００３，１５（３）：１８８一１９６．

期治疗，以期达到更好的疗效，保证预后，延长生命。
总之，影响脑胶质瘤术后生存质量及生存期的
因素很多，且目前评价的方法也有多种，Ｒｅｃｈｅｔ等ｎ２］

ｄｉａｇ∞ｓｅｄ ｈｉｇｈ ｇｒａｄｅ

Ｐｈｙｓ，１９９９，４４（３）：

发现：脑胶质瘤的病理诊断分级越低，预后生存时间
脑胶质瘤的防治中，要做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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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独立的生活评分来评价。从本组随访的结果来

［１１］Ｋｌｅｉｎ Ｍ，Ｅｎｇｅｌｂｃｒｔｓ ＮＨ，ｖａｎ

看，年龄、手术切除程度、病理级别、术后放疗等因素

ｌｏｗ－ｇｒａｄｃ ｇｌｉｏＩｎ嬲：ｌｌｌｅ ｉＩｎｐａｃｔ

是影响脑胶质瘤生存的主要因素。因此，行肿瘤切

ｏｆ

除术时，应争取在显微镜或肉眼下做到全切，甚至在

［１２］Ｒ∞ｈ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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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响功能的前提下行脑叶切除，术后无论肿瘤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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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高低，应以放疗来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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