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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临床研究·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Ｂｕｃｋｌｅｙ—Ｊａｍｅｓ模型
生存分析
徐添赵洪瑜严煜王苏容朱湘竹
【摘要】

目的

探讨影响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生存时间的因素并建立生存时间预测模

型。方法分析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初治的１８４例晚期ｑＨ，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资
料，采用Ｂｕｃｋｌｅｙ．Ｊａｍｅｓ生存分析（Ｂ．Ｊ）模型对可能影响预后的因素进行筛选，运用ｌｏｇ－ｒａｎｋ检验对

患者的实际生存时间与预测时间进行比较。结果Ｂ．Ｊ模型闪素筛选结果显示，ＫＰＳ评分、临床分
期、治疗方式以及治疗前血红蛋白水平是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生存时间的主要影响因素，回归
方程为ＩｎＭＯＮＴＨ＝０．０１０８ ＫＰＳ评分＋０．０２３８血红蛋白＋０．４６１４ｍｂ期＋０．８０２７Ⅲａ期＋０．３８６９（放
疗＋化疗）＋０．５０７（放疗＋手术）＋０．６０８２（化疗＋手术）－－２．０９８。所建立的生存时间预测模型与
实际生存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５７５＞０．０５）。结论ＫＰＳ评分、ｌ临床分期、治疗方式
以及治疗前血红蛋白水平均可能影响患者的预后，所建立的生存时间预测模型具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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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是世界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我

年死于肺癌的人数将接近１００万。非小细胞肺癌

国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一直呈明显上升趋势，已

（ＮＳＣＬＣ）约占肺癌的８０％，确诊时７０％为晚期（Ⅲ、

在所有恶性肿瘤中居首位。预计到２０２５年，我国每

Ⅳ）病变ｎ］。目前，运用Ｃｏｘ风险比例回归模型探讨
晚期ＮＳＣＬＣ预后影响因素的研究已较普遍，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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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２２６００１南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教研
室（徐添、朱湘竹）；南通大学附属医院肿瘤放疗科（赵洪瑜），胸外科

究结果尚不统一且往往忽视了该模型“比例风险”
假定的验证。本研究利用Ｂｕｃｋｌｅｙ．Ｊａｍｅｓ（Ｂ—Ｊ）模型
对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进行生存分析，进而为该病预

（严煜）；南通大学护理学院（王苏容）

后的判断、治疗方案的选择以及生存时间的预测提

通信作者：朱湘竹，Ｅｍａｉｌ：ｚｈｘｚｈ＠ｎｔｕ．ｅｄｕ．ｃｎ

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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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㈨。
对象与方法
结

果

１．研究对象：来自南通大学附属医院肿瘤放疗
科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初治的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人选标

１．一般情况：１８４例随访病例中，男性１２５例，女

准：经组织学或细胞学确诊并进行全面分期检查（胸

性５９例，男女之比２．１２：ｌ；最大８７岁，最小３６岁，平

部ＣＴ，上腹部Ｂ超或ＣＴ，骨扫描等）的晚期ＮＳＣＬＣ

均年龄（６３．９±１１．２）岁。Ⅲ期患者１２６例，Ⅳ期患者

患者（Ⅲ或Ⅳ期）。共入组１８４例，随访截止时间为

５８例，Ⅲ、Ⅳ期患者比例为２．１７：ｌ。ｌ、３、５年的生存

２０１０年２月，无失访病例。

率分别为５３％、１２％、５％。

２．随访与观察指标：采用生存期为随访指标。

２．单因素分析：对１８４例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的年

生存期定义为从确诊为晚期ＮＳＣＬＣ到死亡的时

龄、性别、病理类型、ＫＰＳ评分、临床分期、治疗方式

间。死亡是指由于肺部恶性肿瘤生长与扩散而引起

以及ＨＢ、ＬＤＨ、Ｐ”、ＣＥＡ、ＣＡＩ一９９五种指标的治疗

的一系列临床综合征所致。其他未知原凶的死亡视

前水平进行ｌｏｇ—ｒａｎｋ检验，在ａ＝０．０５的水平上发现

为截尾数据，随访结束时未发生死亡的也定义为截

病理类型、ＫＰＳ评分、临床分期、治疗方式、治疗前

尾数据，死亡的判定以研究对象的病例记录和死亡

ＨＢ水平、ＣＡＩ一９９与患者生存时间有关（表１）。

通知书为依据，不能取得者，南研究对象的家属提供

表ｌ各研究【大Ｉ素与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生存时间的关系

详细死亡情况。
在研究对象的住院病历中查阅可疑影响因素，
包括年龄、性别、病理类型（鳞癌、腺痛、腺鳞癌）、
ＫＰＳ评分、临床分期（按国际ＴＮＭ分期法分为ｌｌＩａ
期、Ⅲｂ期、Ⅳ期）、治疗方式（单纯放疗，放疗＋化
疗、放疗＋手术、化疗＋手术）以及血红蛋白（ＨＢ）、
血清乳酸脱氢酶（ＬＤＨ）、血小板计数（ＰＬＴ）、癌胚抗
原（ＣＥＡ）、ＣＡＩ一９９五种指标的治疗前水平。
３．指标的量化：由于Ｂ．Ｊ模型为线性模型，为此
对所有指标进行量化处理。其中，年龄、ＫＰＳ评分、
ＨＢ、ＬＤＨ、ＰＬＴ、ＣＥＡ、ＣＡＩ一９９为计量指标，可以直接
进入模型。性别为二分类指标（用０，１表示，男性＝
１，女性＝０）。病理类型、临床分期、治疗方式为多分
类变量，需要进行哑变量处理后才可进入模型。
４．统计学分析：Ｂ．Ｊ模型为一种处理右删失数据
的线性模型，可以针对所有可能影响预后的因素进
行概括性分析与列线图分析，从而得到各因素的不
同水平对生存时间影响的差异。在列线图中，通过
每个因素的取值能够得到一个得分（ｐｏｉｎｔｓ），再将
得分相加得到一个总的得分（ｔｏｔａｌ ｐｏｉｎｔｓ），根据总得
分可预测其生存时间。由于生存时间一般不是正态
分布，常为正偏态分布，故对生存时间进行以ｅ为底

３．概括性分析与列线图分析：利用Ｒ软件的

的对数变换，经过Ｂ．Ｊ函数将全部可能的危险因素

ｓｕｍｍａｒｙ命令和ｎｏｍｏｇｒａｍ命令进行概括性分析和
列线图分析。概括性分析（表２）和列线图（图１）均

进行分析，筛选出对生存时问具有湿著性影响的因

显示ＫＰＳ评分、ＨＢ与生存时间成正比，年龄、ＬＤＨ、

素（Ｐ＜０．０５），建立对数生存时间与因素之间的线性

ＰＬＴ、ＣＥＡ、ＣＡＩ一９９与生存时间成反比，性别与生存

回归模型。将模型所预测的患者生存时间与其实际

时间的关系为：女性＞男性，病理类型与生存时间的

生存时间做ｌｏｇ．ｒａｎｋ检验，以证明模型的有效性。

关系为：鳞癌＞腺鳞癌＞腺癌，临床分期与生存时间

所有资料采用奥克兰大学统计学系Ｒｏｓｓ

Ｉｈａｋａ

的关系为：ｌｌＩａ期＞ｍｂ期＞Ⅳ期，治疗方式与生存

和Ｒｏｂｅｒｔ 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共同创立的免费统计软件Ｒ进

时间的关系为：化疗＋手术＞放疗＋手术＞放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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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各研究闪素对ＮＳＣＬＣ患者生存时问影响的概括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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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各研究因素对ＮＳＣＬＣ患者生存时间影响的列线图分析

化疗＞单纯放疗。同时，在列线图中，每个因素向

得分可以对其生存时间进行预测。

ｐｏｉｎｔｓ轴作垂线，产生一个交点，能够得到一个得分

４．Ｂ．Ｊ模型因素筛选：经过函数Ｂ．Ｊ将全部可能

（ｐｏｉｎｔｓ），再将得分相加得到一个总的得分，根据总

的危险因素纳入分析，拟合Ｂ．Ｊ模型（表３）。结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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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影响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生存时间的主要因素包括

的因素包括ＫＰＳ评分、临床分期、治疗方式以及治

ＫＰＳ评分、治疗前ＨＢ水平、临床分期以及治疗方

疗前ＨＢ水平（表４）。这一结果与Ｂ．Ｊ模型因素筛选

式，其结果符合ｌ临床实际。

完全一致。

表３拟合Ｂ．Ｊ回归模型的结果

表４
因素

ＫＰＳ评分

Ｃｏｘ比例风险模型多因素分析

卢

鼯降，ｎｚｄｆ值Ｐ值

一Ｏ．２５３

０．０２２

ｍｂ期

一０．４９９

０．１８８

Ｓａ期

一１．６７１

０．２０６

放疗＋化疗一１．００１

０．２０３

放疗＋手术一１．９３３

Ｏ．２６１

化疗＋手术一２．１３６

Ｏ．２４７

ＨＢ

０．０１８

ＲＲ值（９５％ｃ，）

０．００２

０．７７（０．７１１一Ｏ．７８７）

７．０１５

０．００８

０．６０７（０．４２０～Ｏ．８７８）

６５．５９１

Ｏ．０００

Ｏ．１８８（ｏ．１２６～０．２８２）

２４．４０５

０．０００

Ｏ．３６８（０．２４７～Ｏ．５４ｎ

５４．７２２

Ｏ．０００

Ｏ．１４５（０．０８７—０．２４１、

７４．７２６

０．０００

Ｏ．１

Ｏ．００３

Ｏ．７９９（０．７７１一Ｏ．８２８）

临床分期
Ⅳ期

治疗方式
放疗

一０．２２４

１５４．２５１

讨

ｉ８（０．０７３一Ｏ．１９２、

论

本研究利用Ｂ．Ｊ模型对ＮＳＣＬＣ预后影响因素
进行分析，结果显示ＫＰＳ评分、临床分期、治疗方式
５．Ｂ－Ｊ模型的建立与检验：根据Ｂ．Ｊ模型因素的

以及治疗前ＨＢ水平是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生存时间

筛选结果建立回归模型：ＩｎＭＯＮＴＨ＝０．０１０８ ＫＰＳ评

的独立影响因素，与国内外研究结果基本一致ｂ一】。

分＋０．０２３８

ＨＢ＋０．４６１４ ＩＵｂ期＋０．８０２７Ⅲａ期＋

Ｋ／＇Ｓ评分反映了患者生活的自理状况，它被纳入模

０．３８６９（放疗＋化疗）＋０．５０７（放疗＋手术）＋０．６０８２

型说明了ＫＰＳ评分较高的患者对治疗依从性较好，

（化疗＋手术）一２．０９８。根据该模型可以宜接对晚

提高了治疗的成效。临床分期与治疗方式两项因素

期ＮＳＣＬＣ患者的生存时间进行预测。同时将Ｂ．Ｊ

与患者的预后关联性较强，对于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而

模型对本次研究中的１８４例患者的预测生存时间与

言，ＩＩＩａ期和部分ＨＩｂ期患者未发生远隔转移，因此

其实际生存时间做ｌｏｇ．ｒａｎｋ检验，）Ｃ ２＝０．３，Ｐ＝
０．５７５＞Ｏ．０５。表明预测生存时间与实际生存时间之

主要采取化疗或放疗缩小病灶后再行手术的方法，

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并做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生存曲

Ⅲｂ期与Ⅳ期患者，则根据其身体状况，选择放化疗

线（图２），可见两条生存曲线比较靠近，证明该模型

相结合或姑息放疗的方法。ＨＢ浓度直接影响人体

有效。

血氧含量及肿瘤的供氧，同时氧也是最强的放射增

有效提高了其生存率；对于已经出现了远隔转移的

敏剂¨］，因此ＨＢ含量的高低与患者接受放疗的效果
和其生存率均存在密切联系。
根据筛选出的因素所建立的线性回归模型可直
接预测晚期ＮＳＣＬＣ患者的生存时间。通过ｌｏｇ．ｒａｎｋ
时序检验证明，该模型对本研究中所有患者生存时
间的预测与其实际生存时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具有良好的预测功能。从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生存曲线见
两条生存曲线比较靠近，只是到了晚期有些分歧，其
原理可能是因为Ｂ．Ｊ模型的参数估计采用的也是最
小二乘法，虽然通过引入伪随机变量，但它只是保证
图２

Ｂ—Ｊ预测生存时间与实际值的比较

６．多元比例风险模型Ｃｏｘ回归分析：利用Ｃｏｘ

变换后的对数生存时间与预测值之间残差平方和最
小，所以导致该结果出现【６Ｊ。

多元比例风险模型对可能影响预后的因素进行分

Ｂ．Ｊ模型是右删失数据的线性回归模型，其估计

析，逐步回归法筛选变量（ａ＝ｏ．１０），最终进入模型

方法是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一种扩展【１】。但需满足以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ｌＯ月第３ｌ卷第１０期Ｃｈ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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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１０

下条件：①自变量与因变量有线性关系；②方差齐

疗方式以及治疗前ＦＩＢ水平是影响晚期ＮＳＣＬＣ患

性；③每个自变量至少需要１０～１５个以上的阳性结

者生存时间的主要凶素，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局事件；④删失比例不超过６０％。其中线性与方差

应尽可能选择手术切除为主的治疗方式，同时设法

齐性主要是通过残差图进行检验哺１。本研究共纳入

增加ＨＢ浓度，提高放射治疗的疗效，从而有效提高

１８４例患者，随访截止时，尚有１２例存活，无失访病

患者的生存时间。

例，删失比例与样本量均达到了Ｂ．Ｊ模型的要求。
根据对数生存时间和各因素作出残差图（图３）可
见，散点嗣绕以“０”为中心的横轴上下波动，且波动
范围不超过“±３”，分布比较均匀，故资料满足了Ｂ．Ｊ

模型方差齐陛和线性的基本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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