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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小细胞肺癌病人 PD鄄L1 表达与临床及影像学特征关系

方摇 园1,谢摇 军2,章俊强3,徐从景1

[摘要]目的:探讨非小细胞肺癌(non small鄄cell lung cancer,NSCLC)组织中程序性死亡配体鄄1(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鄄1,
PD鄄L1)的表达与病人临床特征及影像学特征的关系。 方法:回顾性分析进行 PD鄄L1 检测的 NSCLC 病人 187 例的临床特征及

胸部影像学特征。 根据病人 PD鄄L1 表达情况,将病人分为高表达组 40 例、低表达组 65 例和阴性组 82 例,其中高表达组和低

表达组作为阳性组。 比较各组病人 PD鄄L1 表达与临床特征及影像学特征的关系。 结果:3 组病人性别、年龄、吸烟史及病理类

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TNM 分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 高表达组病人胸部 CT 表现中分叶、气管支气管

侵犯、毛刺征、胸腔积液比例均较低表达组中多见(P < 0. 05 ~ P < 0. 01)。 阳性组肺纤维化、病灶贴近胸膜、胸膜牵拉征、胸膜

增厚、多发结节、毛刺征比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 P < 0. 01)。 结论:不同 PD鄄L1 表达的 NSCLC 病人 TNM 分期和

影像学特征中胸膜牵拉征、胸膜增厚、毛刺征、多发结节、纤维化、贴近胸膜表现均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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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PD鄄L1 expression and clinical and imaging features
in patients with non鄄small cell lung cancer
FANG Yuan1,XIE Jun2,ZHANG Jun鄄qiang3,XU Cong鄄jing1

(1. School of Medicine,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uainan Anhui 232001;2. Lung Cance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Center of Huainan Oriental Group Cancer Hospital,Huainan Anhui 232001;3.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Anhui Provincial Hospital,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ines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efei Anhui 23000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鄄1(PD鄄L1) expression in the tissues of
non鄄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 and clinical and chest imaging features. Methods:The clinical features and chest imaging features
of 187 NSCLC patients who received PD鄄L1 detection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expression of PD鄄L1,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high expression group(40 cases),low expression group(65 cases) and negative group (82 cases),and the high
expression group and low expression group were regarded as the positive grou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D鄄L1 expression and clinical
and imaging features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among three groups. Results: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gender,age,
smoking history and pathological type among three groups(P > 0. 05),but there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NM staging(P < 0. 01).
The chest CT findings showed that the who patients with lobulation,tracheobronchial invasion,burr sign and pleural effusion in high
expression group were more than those in low expression group(P < 0. 05 to P < 0. 01). The differences of the pulmonary fibrosis,
lesions close to the pleura,pleural pull sign,pleural thickening,multiple nodules and burr sign in the positive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o P < 0. 01). Conclusions:The TNM staging and imaging features of NSCLC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PD鄄L1
expressions show the differences in pleural traction sign,pleural thickening,burr sign,multiple nodules,fibrosis,and pleural proximal
manifestations.
[Key words] non鄄small cell lung cancer;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鄄1;computed tomography

摇 摇 肺癌可分为非小细胞肺癌(non鄄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和小细胞肺癌,其中 NSCLC 占 80%

~ 85% [1]。 近 年 程 序 性 死 亡 因 子 受 体鄄1
(programmed cell death鄄1, PD鄄1 ) 的 发 现 为 部 分

NSCLC 病人的治疗带来了曙光。 PD鄄1 有 2 个配体,
其中 PD鄄L1 作为其主要配体之一,是 B7 蛋白家族

成员之一[2]。 研究[3] 表明,大多数癌症病人使用

PD鄄1 / PD鄄L1 抑制剂治疗均会获益,且表达程度越

高,可能获益越大。 PD鄄L1 高表达 NSCLC 病人可单

独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低表达或不表达病

人则可能需要联合化疗。 但 PD鄄L1 的检测技术要

求较高,大部分医院仍不能开展,且部分病人拒绝或

878 J Bengbu Med Coll,July 2021,Vol. 46,No. 7



无法进行组织标本的取材;此外,检测费用昂贵,部
分病人没有能力检测等原因,均给 PD鄄L1 检测带来

了困难。 因此,探讨 PD鄄L1 表达水平与病人的临床

特点及影像学特点相关性显得尤为重要[4 - 5]。 本研

究回顾性分析行 PD鄄L1 检测的 NSCLC 病人 CT 表

现及临床特征,探讨 NSCLC 病人 PD鄄L1 表达与临床

及胸部影像学特征的关系,以期为 NSCLC 病人的临

床免疫治疗提供一定参考。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利用安徽省立医院病历系统,收集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就诊于安徽省

立医院 NSCLC 病人共 187 例。 纳入标准:有完整的

病理标本且确诊为 NSCLC;预计生存期 > 3 个月;在
我院病理科行 PD鄄L1 检测,且行 PD鄄L1 检测前 1 个

月内进行过胸部 CT 扫描。 排除标准:病理为小细

胞肺癌;影像学资料缺失;全身病变明显或合并其他

肿瘤。 根据病人 PD鄄L1 表达的情况,将病人分为高

表达组 40 例、低表达组 65 例和阴性组 82 例,其中

高表达组和低表达组作为阳性组。
1. 2摇 PD鄄L1 检测摇 187 例病人中,74 病人标本来源

于外科手术,44 例来源于气管镜活检,58 例来源于

肺穿刺标本,另有 8 例来源于淋巴结穿刺,3 例来源

于胸水包埋沉渣标本,还有 1 例为外院白片。 PD鄄
L1 检 测 方 法 采 用 免 疫 组 织 化 学

(immunohistochemistry,IHC)22C3 pharmDx 法。
1. 2. 1摇 仪器与试剂摇 采用 Dako Autostainer Link 48
全自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系统。 主要试剂:一抗为

单克隆小鼠抗 PD鄄L1 克隆 22C3,小鼠 linker,显色试

剂为改良的碘氧化法活化辣根过氧化物酶(HRP)、
二氨基联苯胺(DAB) + 底物缓冲液、DAB + 显色

剂、DAB 增强剂。
1. 2. 2摇 检测方法摇 所有组织标本用 10%中性甲醛

固定,固定时间为 6 ~ 24 h,将固定后的标本用石蜡

包埋,最后再将组织或细胞块连续切片为 3 滋m 厚

度的标本。 进行染色,包括脱蜡、水化、抗原修复过

程。 将切片好的标本于 60 益烤片 1 h,使用无水乙

醇及二甲苯脱蜡,随后用预热的低 pH 抗原修复液

在 97 益下孵育 30 min,将含有切片的切片架置于

Autostainer Link 48 仪器,选择 IHC 22C3 pharmDx 方

案,进行自动染色。 采用 EnVision FLEX 两步免疫

组织化学染色技术进行染色。 首先 Bloking 室温

(25 益)孵育 5 min,一抗继续在 25 益下孵育 0. 5 h,
随后使用 EnVision FLEX 联合小鼠 linker 在 25 益下

孵育 0. 5 h,再使用 EnVision FLEX / HRP 相同温度

下孵育 0. 5 h。 采用 DAB 显色室温下孵育 10 min,
并使用 DAB 增强剂室温下再次孵育 5 min 进行显

色增强,最后使用 EnVision FLEX 苏木素复染。 染

色完成的切片经乙醇、二甲苯脱水透明后,使用中性

树胶封固。 制好的切片置于 20 ~ 25 益避光储存。
1. 2. 3摇 结果判读摇 使用 IHC 22C3 pharmDx 法对肿

瘤组织进行染色,染色强度评分标准参照 Dako 公司

提供的标准检测试剂盒的判读标准进行判读,可分

为 4 个等级:0,阴性;1 + ,弱强度;2 + ,中等强度;3
+ ,高强度。 逸1 +均计入染色结果。

标本的 PD鄄L1 表达水平采用肿瘤比例评分

(tumor proportion score,TPS)法判定,由 2 位及以上

病理医生,在对病人任何既往临床资料和病理结果

均不知情的情况下对检测结果进行评估。 使用 TPS
评价 PD鄄L1 的表达程度,即染色阳性的肿瘤细胞数

占总活肿瘤细胞数的比例。 进行评估时应引起重视

的是:TPS 染色阳性细胞应只包括可见的肿瘤细胞

部分或完整的细胞膜染色,不包括染色的细胞质及

免疫细胞。 因此,需要有经验的病理科医生进行评

估。 选取 1%及 50%两个截断值对 TPS 染色程度进

行分类。 (1) TPS < 1% :PD鄄L1 表达阴性,即表达

PD鄄L1 呈现局部或全部细胞膜染色(逸1 + )的肿瘤

细胞数占所有肿瘤细胞数的比例 < 1% ;(2) TPS
1% ~ <50% :PD鄄L1 低表达,即呈现局部或全部细

胞膜染色(逸1 + )的肿瘤细胞数占所有肿瘤细胞数

的比例 1% ~ < 50% ;(3) TPS逸50% :PD鄄L1 高表

达,即呈现局部或全部细胞膜染色(逸1 + )的肿瘤

细胞数占所有肿瘤细胞数的比例逸50% (见图 1)。
1. 3 摇 胸 部 CT 检 查 方 法 摇 采 用 GE Discovery
CT750、light speed VCT、optima CT660、NeuViz 128 及

philips Brilliance 64 进行 CT 检查,扫描范围包括病

人胸廓入口至双侧肾上腺水平整个胸腔。 扫描条

件:管电压 120 kV,管电流自动配置,扫描层厚为

5 mm每层。 肺窗窗位为 1 500 Hu,窗宽 - 500 Hu;
纵膈窗窗位 300 HU,窗宽 35 Hu。

影像学评估由至少 2 名具有执业资格的影像学

医师进行审核,当意见不一致时由高年资医师再次

进行读片复核。 肺癌典型影像学特点较多,经查阅

资料[6]及反复筛选,最终选取了以下 11 个胸部 CT
形态特征进行定性评价,包括分叶、磨玻璃影、解剖

学分型、胸膜牵拉征、胸膜增厚、气管支气管侵犯、毛
刺、胸腔积液、多发结节、是否存在纤维化、贴近胸膜。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和 t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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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摇 结果

2. 1摇 3 组病人临床资料比较 摇 187 例 NSCLC 病人

中 PD鄄L1 阳性 105 例,阳性表达率 56. 1% 。 3 组病

人性别、年龄、吸烟史和病理类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 > 0. 05),3 组 TNM 分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临床资料在 3 组病人间比较[n;百分率(% )]

变量 n 高表达组 低表达组 阴性组 字2 P

性别

摇 男

摇 女

115
72

25(13. 4)
15(8. 0)

36(19. 3)
29(15. 5)

54(28. 9)
28(15. 0)

1. 70 > 0. 05

年龄 /岁
摇 60
摇 < 60

123
64

22(11. 8)
18(9. 6)

40(21. 4)
25(13. 4)

61(32. 7)
21(11. 2)

2. 05 > 0. 05

吸烟

摇 是

摇 否

57
130

13(7. 0)
27(14. 4)

16(7. 5)
49(26. 2)

28(15. 0)
54(28. 9)

1. 65 > 0. 05

病理类型

摇 腺癌

摇 鳞癌

147
40

30(16. 0)
10(5. 3)

51(27. 2)
14(7. 5)

66(35. 3)
16(8. 6)

0. 48 > 0. 05

TNM 分期 /期
摇 玉 65 7(3. 7) 32(17. 1) 26(14. 0)
摇 域
摇 芋

19
25

7(3. 7)
10(5. 3)

6(3. 2)
7(3. 7)

6(3. 2)
8(4. 3)

19. 24 < 0. 01

摇 郁 78 16(7. 5) 20(10. 6) 42(22. 4)

2. 2摇 高表达和低表达组病人影像学特征比较摇 高

表达组和低表达组病人胸部 CT 表现中磨玻璃影、
解剖学分型、胸膜牵拉征、胸膜增厚、多发结节、存在

纤维化、贴近胸膜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而高表达组分叶、气管支气管侵犯、毛刺征、
胸腔积液表现比例均较低表达组中多(P < 0. 05 ~
P < 0. 01)(见表 2)。 高表达组病人典型影像学表

现见图 2。
2. 3摇 阳性组和阴性组病人影像学特征比较摇 阳性

组和阴性组病人胸部 CT 表现中,肿瘤是否存在分

叶、磨玻璃影、解剖学分型、气管支气管侵犯、胸腔积

液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P > 0. 05);而阳性组多见

单发结节、有毛刺征,阴性组则多存在肺纤维化、病灶

贴近胸膜、胸膜牵拉征、胸膜增厚影像学表现,2 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 05 ~ P <0. 01)(见表 3)。

摇 表 2摇 胸部 CT 特征在高表达和低表达组病人间比较(n)

CT 表现 n 高表达组 低表达组 字2 P

分叶

摇 有

摇 无

47
58

24
16

23
42

6. 07 < 0. 05

磨玻璃影

摇 有

摇 无

21
84

5
35

16
49

2. 27 > 0. 05

解剖学分型

摇 中央型

摇 周围型

27
78

14
26

13
52

5. 38 > 0. 05

胸膜牵拉征

摇 有

摇 无

25
80

12
28

13
52

1. 37 > 0. 05

胸膜增厚

摇 有

摇 无

26
79

11
29

15
50

0. 26 > 0. 05

气管支气管侵犯

摇 有

摇 无

33
72

20
20

13
52

10. 34 < 0. 01

毛刺征

摇 有

摇 无

39
66

20
20

19
46

4. 58 < 0. 05

胸腔积液

摇 有

摇 无

14
91

10
30

4
61

7. 61 < 0. 01

多发结节

摇 有

摇 无

49
56

21
19

28
37

0. 88 > 0. 05

纤维化

摇 有

摇 无

13
92

6
34

7
58

0. 41 > 0. 05

贴近胸膜

摇 是

摇 否

21
84

10
30

11
54

1. 01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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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表 3摇 胸部 CT 特征在阳性组和阴性组病人间比较(n)

CT 表现 n 阳性组 阴性组 字2 P

分叶

摇 有

摇 无

73
114

47
58

26
56

3. 30 > 0. 05

磨玻璃影

摇 有

摇 无

29
158

21
84

8
74

3. 69 > 0. 05

解剖学分型

摇 中央

摇 周围

92
95

78
27

14
68

2. 01 > 0. 05

胸膜牵拉征

摇 有

摇 无

63
124

25
80

38
44

10. 46 < 0. 01

胸膜增厚

摇 有

摇 无

70
117

26
79

44
38

16. 42 < 0. 01

气管支气管侵犯

摇 有

摇 无

55
132

33
72

22
60

0. 47 > 0. 05

毛刺征

摇 有

摇 无

51
136

39
66

12
70

11. 76 < 0. 01

胸腔积液

摇 有

摇 无

28
159

14
91

14
68

0. 51 > 0. 05

多发结节

摇 有

摇 无

103
84

49
56

54
28

6. 85 < 0. 01

纤维化

摇 有

摇 无

35
152

13
92

22
60

6. 32 < 0. 05

贴近胸膜

摇 有

摇 无

59
128

21
84

38
44

14. 79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PD鄄1 属于免疫球蛋白超家族中一员,相关实验

表明,PD鄄1 可能参与了经典类型的程序性死亡[7]。
PD鄄L1 作为 PD鄄1 的主要配体之一,介导体内 PD鄄1 /
PD鄄L1 信号通路,肿瘤细胞可通过该途径产生获得

性免疫逃逸。 现有的免疫治疗,大部分都是通过阻

断 PD鄄1 / PD鄄L1 信号通路产生免疫反应,从而达到

抗肿瘤的目的。
肺癌病人 PD鄄L1 高表达意味着对淋巴细胞产

生负性调节作用,抑制机体免疫系统对肿瘤细胞的

杀伤效应,进而促进了肿瘤进展。 肺癌中 PD鄄L1 的

表达与病人预后相关,PD鄄L1 高表达病人往往预后

不佳。 近年来,PD鄄1 / PD鄄L1 抑制剂的出现给部分

NSCLC 病人带来了新的希望。 有研究[3] 表明,不论

肺癌病人 PD鄄L1 表达如何,使用 PD鄄L1 抑制剂治疗

均会获益,而表达程度越高,可能获益越大。 PD鄄L1
高表达的 NSCLC 病人可单独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

剂治疗,低表达或不表达病人则可能需要联合化疗。
既往研究中,PD鄄L1 表达阳性率在 0% ~ 82%

不等,且不同研究[8 - 9]中的 PD鄄L1 阳性率差异较大,
说明影响 PD鄄L1 表达的因素较多,且可能与多种因

素的相互作用及细胞的共表达有关。 本研究中,
PD鄄L1 检测阳性率为 56. 1% ,在这一范围内。 关于

PD鄄L1 与临床病理各因素之间的关系, KONISHI
等[10]通过对 52 例经手术切除的 NSCLC 标本中 PD鄄
L1 和 PD鄄L2 的表达进行了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结果

显示 PD鄄L1 表达与临床病理变量和病人的术后生

存均没有明显关系;AZUMA 等[11] 评估了 164 例经

手术切除的 NSCLC 标本,发现在女性、从不吸烟者

和腺癌病人中,PD鄄L1 的表达明显更高。 国内有学

者也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陈丽娥等[12] 以 112 例

NSCLC 病人作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不吸烟、鳞癌

病人 PD鄄L1 阳性率更高,但与年龄、性别、TNM 分期

无关。 本研究根据 PD鄄L1 的表达水平对 NSCLC 病

人进行分类,发现不同 PD鄄L1 表达与病人的性别、
年龄、吸烟史、病理类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
TNM 分期存在明显差异,这可能体现了 PD鄄L1 的表

达与疾病的进展相关。 这些不一致的结果表明,
PD鄄L1 的表达可能因种族或居住情况而不同,并且

可能有必要分析各亚组之间的临床特征。
由于肿瘤细胞的异质性,各部位 PD鄄L1 表达均

有可能不同,且随着病情的发展及治疗方式的不同

存在动态变化[13]。 但是反复多次有创活检对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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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病人都是不可接受且不现实的,且难以全面评

估病人病情状态。 而且 PD鄄L1 表达检测技术复杂、
设备和检测人员要求高、价格昂贵,只有少数省级医

院才能开展,县市及医院普遍尚未开展,加之价格昂

贵,大部分 NSCLC 病人不能进行此项检测。 因此,
迫切需要一种非侵入性、全面、易反复实施的模式,
如 CT 技术。 有研究[14] 表明,影像学指标联合临床

特征、流行病学、临床症状所建立的诊断模型可作为

肺癌临床辅助诊断的一种优选方法。 影像学特征在

肺癌的诊断方面也有重要作用。 有学者[15] 在一项

回顾性的研究中分析了 394 例肺腺癌病人 PD鄄L1 的

表达与 CT 影像学之间的关系,其结果表明 PD鄄L1
表达不同,其影像学表现也有不同。 王宇等[16] 通过

对肺腺癌病人行高分辨 CT 检查发现,PD鄄L1 阳性病

人肿瘤较大、密度较高、界限清晰,且胸膜牵拉征、分
叶及毛刺征发生率高。 如果在 NSCLC 中建立了 CT
成像与 PD鄄L1 表达的关系,这可能有助于对 PD鄄L1
的表达进行动态评估。 但关于此类研究的文章却很

有限,也难成定论。
本研究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评估肺癌中各个影

像学特征的意义,分析了 20 余个肺癌相关影像学特

征,最终筛选出以下 11 个研究指标:即肿瘤是否存

在分叶、磨玻璃影、解剖学分型、胸膜牵拉征、胸膜增

厚、气管支气管侵犯、毛刺、胸腔积液、肺癌多发结

节、纤维化、病灶贴近胸膜。 这些指标均具有一定的

临床意义,如胸膜牵拉征是内脏胸膜侵犯的常见症

状[17],且与肿瘤的浸润程度有关,肺纤维化通常被

视为长期吸烟后果。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 187 例病人

PD鄄L1 表达水平与影像学特征之间的关系,发现

PD鄄L1 高表达组较低表达组 CT 表现更容易出现分

叶、支气管侵犯、胸腔积液、毛刺征;而 PD鄄L1 阳性

组和阴性组对比,阳性组多为单发结节、有毛刺征,
阴性组则多出现肺纤维化、病灶贴近胸膜、胸膜牵拉

征、胸膜增厚。 这与国内学者的研究稍有分歧,可能

与纳入病人的病理类型不同有关。 本研究中纳入了

一定比例的鳞癌病人,其对解剖学分型、气管支气管

侵犯及病灶是否贴近胸膜均会产生一定影响。
综上,本研究通过分析 PD鄄L1 表达差异与病人

肺部影像学表现的关联,以期通过临床特征对病人

PD鄄L1 的表达做出预测,为一些缺乏检测 PD鄄L1 的

NSCLC 病人的治疗选择提供参考。 但本研究为单

中心研究,且样本量较小,其结果需要得到更多的验

证,其机制需要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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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E2、AMH 水平对卵巢储备功能低下

病人 IVF鄄ET 妊娠失败风险的预测研究

王召朋,汤美玲,马摇 娟,周晓燕

[摘要]目的:探讨血清雌二醇(E2)、抗苗勒管激素(AMH)水平对卵巢储备功能低下(DOR)病人行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 IVF鄄
ET)术后妊娠结局的预测价值。 方法:收集 86 例诊断为 DOR 并且行 IVF鄄ET 术的病人临床资料,根据 IVF鄄ET 术后的妊娠结

局将病人分为未妊娠组(n = 40)和妊娠组(n = 46),分别对 2 组病人的临床资料进行单因素、多因素 logisitic 回归分析和 ROC
曲线分析。 结果:在未妊娠组中出现 FSH / LH逸1. 8、窦卵泡数目 < 5 个、获卵数 < 8 个、血清 AMH < 0. 6 ng / mL、血清 E2 <
34. 06 pg / mL的比例高于妊娠组(P < 0. 01);并且 FSH / LH逸1. 8、血清 AMH < 0. 6 ng / mL 和血清 E2 < 34. 06 pg / mL 是 DOR 病

人 IVF鄄ET 术后妊娠失败的独立危险因素(P < 0. 05 ~ P < 0. 01);同时血清 AMH 和 E2 联合预测 IVF鄄ET 术后妊娠失败的 ROC
曲线下面积均高于 AMH 和 E2 单项的曲线下面积(P < 0. 01),且血清 AMH 和 E2 单独预测 IVF鄄ET 妊娠失败时,2 个指标的截

断值分别为 0. 609 ng / mL、31. 63 pg / mL。 结论:血清 AMH 与 E2 水平可作为 DOR 病人 IVF鄄ET 术后妊娠失败的预测指标,且二

者联合对于预测 DOR 病人妊娠结局具有更好的评估价值。
[关键词] 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妊娠失败;雌二醇;抗苗勒管激素;卵巢储备功能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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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ve risk factors of serum E2 and AMH levels
for pregnancy failure in patients with diminished ovarian reserve undergoing IVF鄄ET

WANG Zhao鄄peng,TANG Mei鄄ling,MA Juan,ZHOU Xiao鄄yan
(Department of Reproductive Medicine,General Hospital of Wanbei Coal and Electricity Group,Suzhou Anhui 234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serum estradiol (E2) and anti鄄m俟llerian hormone (AMH) for pregnancy
failure risk in vitro fertilization鄄embryo transfer ( IVF鄄ET)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diminished ovarian reserve (DOR). Methods:A
total of 86 DOR patients with IVF鄄ET pregnancy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ccording to pregnancy outcomes,they were divided into
non鄄pregnancy group (n = 40) and pregnancy group (n = 46). The baseline data and pregnancy outcomes were comparel between two
groups.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logisi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ROC curve analysi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serum E2 and
AMH in predicting pregnancy failure risk. Results:In non鄄pregnancy group, the incidence of FSH / LH逸1. 8, the number of antral
follicle less than 5,the number of retrieved oocytes less than 8,serum AMH lower than 0. 6 ng / mL and serum E2 lower than 34. 06 pg /
mL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pregnancy group(P < 0. 01). And the factors such as FSH / LH 逸1. 8,serum AMH lower than 0. 6 ng / mL
and serum E2 lower than 34. 06 pg / mL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pregnancy failure in DOR patients (P < 0. 05 to P < 0. 01). In
the meanwhile,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of serum AMH combined with E2 in predicting IVF鄄ET pregnancy failur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with AMH and E2 alone (P < 0. 01). The cutoff values of serum AMH and E2 in predicting IVF鄄ET pregnancy failure
were 0. 609 ng / mL and 31. 63 pg / mL,respectively. Conclusions:For DOR patients,the levels of serum AMH and E2 can be used to
predict the risk of IVF鄄ET pregnancy failur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serum AMH and E2 has a better evaluation value in predicting the
pregnancy outcome of DOR patients.
[Key words] in vitro fertilization鄄embryo transfer;pregnancy failure;estradiol;anti鄄m俟llerian hormone;diminished ovarian reserve

摇 摇 卵巢功能储备低下(diminished ovarian reserve,
DOR)是指随着年龄增长,卵巢产生卵子数量减少

和卵泡质量下降,导致生育能力减退或者丧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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