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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参白扶正颗粒联合阿帕替尼治疗多线治疗失败的
转移性乳腺癌的疗效研究
罗悦琼 1，2，廖大忠 1*
【摘要】

目的

探讨参白扶正颗粒联合阿帕替尼治疗多线治疗失败的转移性乳腺癌的疗效及其对血管内皮细胞

生长因子受体 2（VEGFR2）和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

将 96 例多线治疗失败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

随机分为对照组（n=48）与试验组（n=48），对照组给予口服阿帕替尼治疗，试验组给予口服参白扶正颗粒联合阿帕

替尼治疗。比较两组临床疗效、中医证候积分、血清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I（IGF-I）、糖类抗原 153（CA153）、白介
素 8（IL-8）、VEGFR2、CD+4、CD+8、CD+4/CD+8、自然杀伤细胞（NK）、IgG、IgA、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及无进展生存期

（PFS）、总生存期（OS）。结果

试验组治疗有效率与肿瘤控制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

疗后，试验组中医证候积分低于治疗前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血清 IGF-I、CA153、
IL-8 及 VEGFR2 水平均低于治疗前，且试验组血清 IGF-I、CA153、IL-8 及 VEGFR2 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治疗后，试验组患者血清 CD+4、CD+4/CD+8、NK、IgG 及 IgA 水平高于对照组，CD+8 水平低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
PFS、OS 均长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参白扶正颗粒联合阿帕替尼治疗多线治疗失败的转移

性乳腺癌疗效确切，可有效降低 VEGFR2 水平，提高免疫功能，同时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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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Shenbai Fuzheng Granules combined with Apatinib in the treatment

of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with multi-line therapy failure and its effect on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VEGFR2）

and immune function.Methods A total of 96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who failed multi-line treatment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n=48）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n=48）．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oral Apatinib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oral Shenbai Fuzheng Granules combined with Apatinit.The clinical efficacy，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syndrome scores，levels of serum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s-1（IGF-I），CA153，interleukin8
（IL-8），VEGFR2，CD 4+，CD8+，CD4+/CD8+，natural killer cell（NK），IgG，IgA，adverse reactions，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 and overall survival（O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Results

The treatment efficiency and tumor

control rat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TCM syndrome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fter the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he treatment and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he treatment（P<0.05）．After treatment，the levels of serum IGF-I，CA153，IL-8 and VEGFR2 in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he treatment（all P<0.05），and these index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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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ll P<0.05）．After treatment，the experimental group demonstrated higher
levels of serum CD4+，CD4+/CD8+，NK，IgG，IgA and lower level of serum CD8+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The PFS and O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Shenbai Fuzheng Granules combined with Apatinib in the treatment of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with

multi-line treatment failure is effective，which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level of VEGFR2 and improve the immune function with
higher safety.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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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临床表现为乳腺肿
块、皮肤改变、乳头溢液及腋窝淋巴结肿大等，严重威
胁患者的生命健康［1］。内分泌治疗与化疗是早期乳腺
癌的主要治疗方式，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病死率，
但有部分患者易复发与转移。研究报道，转移性乳腺癌
患者的 5 年生存率仅为 26%［2］。相当一部分转移性乳
腺癌患者会出现对蒽环、紫杉类、氟尿嘧啶类、吉西他
滨等药物的耐药，治疗方案的选择较为有限。据报道，
采用阿帕替尼单药化疗具有一定的效果，但临床疗效差
异大［3-4］，这可能与患者以往化疗方案不同有密切关系。
本研究观察参白扶正颗粒联合阿帕替尼治疗多线治疗失
败的转移性乳腺癌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并就其可能的免
疫功能调节机制进行初步探讨，以期为临床治疗提供
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3 年 8 月—2014 年 12 月在西
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诊治的经多线治疗失败的女性
转移性乳腺癌患者 96 例，年龄 35~64 岁，平均（48.4±5.2）
岁；BMI 18~25 kg/m2，平均（21.6±2.1）kg/m2；转移部位：
骨转移 31 例，肺转移 37 例，淋巴结转移 28 例。转移
性乳腺癌的诊断标准参照《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
南与规范（2015 版）》［5］。纳入标准：（1）临床病
历资料完整，最终通过活检确定病理组织类型，同时发
生了远处转移；（2）可测量乳腺癌靶病灶数量≥ 1 个；
（3）应用 2~11 线化疗药物治疗失败（化疗药物包括蒽
环类、紫杉类、卡培他滨及吉西他滨等）。排除标准：（1）
合并严重的肝、肾、心脏等重要脏器功能障碍及其他恶
性肿瘤；（2）合并严重感染；（3）合并严重的糖尿病、
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系统性疾病；（4）合并精神疾病；（5）
依从性较差。本研究经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医学
伦理委员会批准，且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将 96 例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n=48）
与试验组（n=48），两组患者的年龄、BMI 及转移部位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1.2 治 疗 方 法 对 照 组 患 者 口 服 阿 帕 替 尼（ 江 苏 恒
瑞 医 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生 产，0.25 g/ 片， 生 产 批 号：
180413KB，国药准字：H20140103）治疗，0.85 g/ 次，

1 次 /d，28 d 为 1 个疗程。治疗期间注意观察患者的不
良反应。若出现 3 级以上的骨髓抑制反应、重度高血压
及手足综合征等可适当减少用量。若患者确实无法耐
受，则需停药。试验组患者口服参白扶正颗粒（西南医
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制剂室生产，10 g/ 包，生产批号：
20130210，国药准字：Z20093683）联合阿帕替尼治疗。
参白扶正颗粒服用方法：10 g/ 次，3 次 /d；阿帕替尼服
用方法与对照组相同，28 d 为 1 个疗程。
表 1 两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的基线资料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baseline data between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patients in two groups
年龄
例数 （x±s，
岁）
对照组
48 47.9±5.1
试验组
48 48.5±5.3
t（χ2）值
0.593
P值
0.555
组别

注：a 为 χ2 值

转移部位〔n（%）〕
BMI
（x±s，
骨
肺
淋巴结
kg/m2）
21.7±2.2 15（31.3）19（39.6）14（29.2）
21.3±2.1 16（33.2）18（37.5）14（29.2）
-0.830
0.059a
0.409
0.971

1.3 观察指标
1.3.1 疗效评价 根据国际抗癌联盟（UICC）制定的
乳腺癌化疗后疗效评价标准［6］评价疗效。
（1）完全缓解：
经治疗，乳腺目标病灶彻底消失，维持时间长达 1 个月
以上；（2）部分缓解：经治疗，乳腺目标病灶最大直
径之和缩小 50% 及以上，维持时间长达 1 个月以上；（3）
病情稳定：经治疗，乳腺目标病灶最大直径之和缩小不
足 50%，维持时间长达 1 个月以上，但无新的病灶出现；
（4）病情恶化：经治疗，乳腺目标病灶的最大直径之
和较治疗前增大或有新的病灶出现。治疗有效率 =（完
全缓解例数 + 部分缓解例数）/ 总例数 ×100%；肿瘤
控制率 =（完全缓解例数 + 部分缓解例数 + 病情稳定例
数）/ 总例数 ×100%。
［7］
1.3.2 症状评价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中对转移性乳腺癌患者治疗后出现最典型、频率最高的
中医症状实施评价，包括：口干、神疲乏力、潮热、胸
肋胀痛、自汗、失眠、乳房胀痛及心烦易怒 8 项症状。0 分：
无症状；1 分：轻度症状（轻微影响日常生活与睡眠）；
2 分：中度症状（一定程度影响日常生活与睡眠）；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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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症状（影响日常生活与睡眠，无法活动）。中医证
候积分为各项积分总和。
1.3.3 实验室指标 （1）分别于治疗前后抽取外周静
脉血标本 10 ml 置于无菌干燥管中，采用酶联免疫吸
附法检测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I
（IGF-I）、糖类抗原 153（CA153）、白介素 8（IL-8）
及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受体 2（VEGFR2）水平。（2）
分别于治疗前后抽取患者外周静脉血 3 ml 置于乙二胺
四乙酸二钾抗凝管中，充分混匀后采用流式细胞仪检
测外周血 CD+4、CD+8、CD+4/CD+8、自然杀伤细胞（NK）
水平；同时另抽取 3 ml 静脉血，4 ℃离心，离心半径
13.5 cm，3 500 r/min 离心 5 min，取上清液，采用免疫
散射比浊法检测 IgG、IgA 水平。
1.3.4 不良反应 比较两组贫血、血小板减少及心脏毒
性等不良反应［8］发生情况。
1.3.5 生存期 所有患者均进行随访，随访时间为 36
个月。将患者进入本研究组治疗首日起至疾病进展或
因任何 原 因导致死亡的时间间隔记为无进展 生存期
（PFS）；将患者进入本研究组治疗日开始计算直至因
任何原因导致的死亡日的时间间隔记为总生存期（OS）。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8.0 进行统计分析。符合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 ±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独立样本 t 检验，治疗前后组内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 检
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 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2.319，P=0.020）。试验组患
者治疗有效率为 37.5%，对照组患者为 18.8%，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2=4.174，P=0.041）。试验组患者肿瘤
控制率为 77.1%，对照组患者为 56.2%，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2=4.688，P=0.030，见表 2）。
2.2 两组患者中医证候积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中医证候积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后，两组患者中医证候积分均低于治疗前，且试验组低
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3 两 组 患 者 血 清 IGF-I、CA153、IL-8 及 VEGFR2
水 平 比 较 治 疗 前， 两 组 患 者 血 清 IGF-I、CA153、

Table 4

表 2 两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临床疗效比较〔n（%）〕
Table 2 Comparison of clinical efficacy between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patients in two groups
组别
对照组
试验组

例数 完全缓解 部分缓解
病情稳定
病情恶化
48
0
9（18.7） 18（37.5） 21（43.8）
48
0
18（37.5） 19（39.6） 11（22.9）

表 3 两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积分比较（x±s，分）
Table 3 Comparison of TCM syndrome scores of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patients i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组别
对照组
试验组
t值
P值

例数
48
48

治疗前
11.92±2.42
12.53±2.13
1.311
0.193

治疗后
9.23±1.85a
6.65±1.58a
-7.347
<0.001

注：与治疗前比较，aP<0.05

IL-8 及 VEGFR2 水 平 比 较， 差 异 均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血清 IGF-I、CA153、
IL-8 及 VEGFR2 水平均低于治疗前，且试验组患者血
清 IGF-I、CA15、IL-8 及 VEGFR2 水 平 低 于 对 照 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2.4 两组患者免疫功能相关指标比较 治疗前，两组
患者血清 CD+4、CD+8、CD+4/CD+8、NK、IgG 及 IgA 水平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试验组
患者血清 CD+4、CD+4/CD+8、NK 均高于治疗前，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血清 CD+8 低于治疗前，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后的 IgG、IgA 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的血清 CD+4、
CD+8、CD+4/CD+8、NK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IgG
及 IgA 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
疗后，两组患者血清 CD+4、CD+8、CD+4/CD+8、NK、IgG 及
IgA 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5）。
2.5 两 组 患 者 不 良 反 应 发 生 情 况 比 较 试 验 组 不
良 反 应 总 发 生 率 与 对 照 组 相 比，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χ2=0.169，P=0.681，见表 6）。
2.6 两组患者 PFS、OS 比较 试验组 PFS、OS 均长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7）。
3 讨论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国乳腺癌患病率呈逐
年上升趋势［9］，严重威胁患者健康。当乳腺癌发展至
一定阶段后，则会发生不同程度转移现象。转移性乳腺

表 4 两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治疗前后血清 IGF-I、CA153、IL-8 及 VEGFR2 水平比较（x±s）
Comparison of levels of serum IGF-I，CA153，IL-8 and VEGFR2 of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patients i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组别

例数

对照组
试验组
t值
P值

48
48

IGF-I（μg/L）
治疗前
治疗后
834.82±195.45 637.22±146.80a
836.72±215.36 444.12±137.38a
0.045
-6.654
0.964
<0.001

CA153（mg/L）
治疗前
治疗后
181.68±15.73 102.72±9.80a
182.18±15.28 84.62±9.75a
0.158
-9.071
0.875
<0.001

IL-8（μg/L）
治疗前
治疗后
0.95±0.43 0.62±0.44a
0.97±0.34 0.43±0.22a
0.253
-2.676
0.801
0.009

VEGFR2（μg/L）
治疗前
治疗后
79.28±16.82 56.35±12.35a
80.52±17.77 42.68±11.70a
0.351
5.567
0.726
<0.001

注：与治疗前比较，aP<0.05；IGF-I=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I，CA153= 糖类抗原 153，IL-8= 白介素 8，VEGFR2=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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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组别

例数

对照组
试验组
t值
P值

48
48

表 5 两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治疗前后免疫功能相关指标比较（x±s）
Comparison of indexes about immune function of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patients i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CD+8（%）
CD+4/CD+8（%）
NK（%）
IgG（g/L）
CD+4（%）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34.82±5.45 37.22±6.80 31.68±5.73 30.72±5.80 1.37±0.52 1.39±0.56 15.38±3.53 15.72±3.74 6.45±0.87 5.28±0.66a
36.72±5.36 44.12±7.38a 32.18±5.28 24.62±4.75a 1.32±0.46 1.92±0.47a 15.26±3.34 20.23±4.72a 6.27±0.92 6.13±0.85
1.722
4.764
0.445
-5.637
-0.499
5.022
-0.171
5.189
-0.985
5.472
0.088
<0.001
0.657
<0.001
0.619
<0.001
0.865
<0.001
0.327
<0.001

注：与治疗前比较，aP<0.05；NK= 自然杀伤细胞

表 6 两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n（%）〕
Table 6 Comparison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patients in two groups
组别 例数
对照组 48
试验组 48

贫血
6（12.5）
8（16.7）

血小板减少
12（25.0）
14（29.1）

心脏毒性
8（16.7）
6（12.5）

总发生率
26（54.2）
28（58.3）

表 7 两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 PFS、OS 比较（x±s，月）
Table 7 Comparison of PFS and OS between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patients in two groups
组别
对照组
试验组
t值
P值

例数
48
48

PFS
5.21±1.25
7.32±1.35
7.946
<0.001

OS
23.58±2.25
28.63±2.57
10.243
<0.001

注：PFS= 无进展生存期，OS= 总生存期

癌是晚期乳腺癌治疗工作中的一个难题，但目前乳腺癌
发生肺转移、肝转移或其他转移时，经有效治疗后都有
较长的生存期，所以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切勿轻易放弃治
疗。通常乳腺癌的转移部位包括肺、骨骼、胸膜、肝、
脑及皮肤软组织等［10-11］。转移部位不同，其治疗方法
也不同。目前为止，化疗依然是治疗转移性乳腺癌的主
要手段。阿帕替尼属于一种小分子抗血管生成药物，主
要作用在 VEGFR2 上，于胞内起效，选择性地竞争胞
内 VEGFR2 上的三磷酸腺苷（ATP）结合位点，阻断下
游信号的转导，对肿瘤组织生成新血管具有明显抑制作
用［12］。本研究对照组患者给予口服阿帕替尼进行治疗，
结果显示治疗总有效率为 18.8%，提示采用阿帕替尼治
疗多线治疗失败的转移性乳腺癌具有一定的疗效，但仍
有许多患者无法有效地控制病情进展。
转移性乳腺癌在中医学内属“乳岩”“乳石痈”范
［13］
畴 。中医认为，本病病机为肝脾肾亏虚，致气虚血瘀，
瘀毒积聚，滞乳腺经络，随阴毒积累，免疫系统受损，
导致癌变，癌变久治不愈，故转移。脏腑失调、正气虚
损为发病根本，血瘀、气滞为发病诱因，正虚邪恋、痰
瘀互结为病机本质［14］。因此，当以活血化瘀、补肾养肝、
补中益气为主要治疗原则［15］。参白扶正颗粒的主要成
分有党参、白术、当归、黄芪、茯苓、女贞子及补骨脂
等。其中，党参、白术及茯苓具有健脾益气之功效，当
归具有补血活血之功效，黄芪具有补中益气之功效，女
贞子、补骨脂具有填精固本之功效［16］。诸药合用具有

IgA（g/L）
治疗前
治疗后
1.70±0.61 1.32±0.58a
1.72±0.56 1.70±0.60
0.167
3.155
0.868
0.002

活血化瘀、补中益气、填精固本之功效。本研究结果显示，
试验组治疗有效率与肿瘤控制率均高于对照组，治疗后
的中医证候积分低于治疗前与对照组，试验组 PFS、OS
均长于对照组，而两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无差异。提示
参白扶正颗粒联合阿帕替尼治疗多线治疗失败的转移性
乳腺癌疗效确切，可明显减轻临床症状，延长患者生存
时间，同时未增加不良反应。
研究发现，IGF-I 是具有多种生物能的调控因子。
IGF-I 及其受体水平的变化在乳腺癌的形成和发展中发
挥重要作用。乳腺癌患者的血清 IGF-I 可呈高表达状
态，可能通过促进癌细胞的有丝分裂过程，调节乳腺
上皮细胞的分化及有丝分裂的过程［17］。乳腺癌患者血
清 CA153 水平明显增高，作为一种较为灵敏的肿瘤标
志物，可用于乳腺癌治疗后效果评估及预后判断。IL-8
是趋化性细胞因子，可趋化中性粒细胞及嗜酸粒细胞的
迁移，刺激肿瘤细胞增殖、迁移，并可促进肿瘤新生血
管的形成，从而促进肿瘤的发生和转移。故乳腺癌患者
血清 IGF-I、CA153 及 IL-8 水平的变化可用于鉴别乳
腺良、恶性病变程度，并作为乳腺癌有无淋巴结转移及
预后判断的重要指标。VEGFR2 可通过对血管内皮细胞
通透性进行有效调节，从而促进细胞有丝分裂与新生血
管形成，以维持内皮细胞存活，而新生血管有助于肿瘤
生长，同时为肿瘤转移提供了通道［18］。VEGFR2 的表
达率越高，越容易发生转移，从而导致患者的生存期缩
短。因此，VEGFR2 可作为评价转移性乳腺癌发生转移
现象的重要标志［19］。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两组
患者血清 IGF-I、CA153、IL-8 及 VEGFR2 水平均明显
低于治疗前，且试验组患者血清 IGF-I、CA153、IL-8
及 VEGFR2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提示参白扶正颗粒
联合阿帕替尼治疗多线治疗失败的转移性乳腺癌可明显
降低患者的 IGF-I、CA153、IL-8 及 VEGFR2 水平，对
肿瘤细胞的转移起到有效抑制作用。
免疫功能失调是肿瘤发生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T 细胞亚群能反映机体免疫功能状态［20］。T 细胞亚群
主要包括 CD+4 辅助 / 诱导性 T 细胞和 CD+4 抑制性 / 细胞
毒性 T 细胞两种。其中，CD+4 细胞主要促进 B 细胞分泌
相应的抗体，参与机体 T 细胞的免疫应答反应，CD+4 细
胞具有细胞毒活性，主要参与细胞毒效应细胞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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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含量愈高，表明机体处于免疫抑制状态愈强，患者越
缺乏抵抗力。研究表明，肿瘤患者体内 CD+4、CD+8 细胞
含量降低，CD+4/CD+8 比值下降提示肿瘤患者的细胞免疫
功能受到抑制［21］。通常恶性肿瘤患者的 T 淋巴细胞亚
群水平较健康者更低，如果患者再施行手术或者化疗会
更加损伤患者免疫功能，对病情恢复不利［22］。NK 细
胞承载着天然免疫，在杀伤肿瘤细胞时不需要先与抗
原接触，便可直接杀灭［23］。被活化之后还可对 T 细胞
的免疫应答起到促进作用。IgG、IgA 均为体液免疫中
的关键因子，IgG 是唯一经胎盘转移的 Ig，母体 IgG 经
胎盘转移给胎儿为一种重要自然被动型免疫，而分泌
型 IgA 可通过消化道与呼吸道黏膜，为机体黏膜局部免
疫的主要因素［24］。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试验组
患者血清 CD+4、CD+4/CD+8、NK 水平均高于治疗前，血清
CD+8 低于治疗前，治疗前后的 IgG、IgA 无差异。对照
组 IgG、IgA 低于治疗前，治疗前后的血清 CD+4、CD+8、
CD+4/CD+8、NK 水平无差异。提示参白扶正颗粒联合阿帕
替尼治疗多线治疗失败的转移性乳腺癌可有效提高患者
免疫功能，对抑制肿瘤的转移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的局限性：（1）来自单中心，样本量小，
样本的代表性有限；（2）评价指标有限。在未来的调
查中，应考虑更多的影响因素，并需大样本、多中心的
调查进一步研究证实。
综上所述，参白扶正颗粒联合阿帕替尼治疗多线
治疗失败的转移性乳腺癌疗效确切，且不增加不良反
应，延长患者生存时间，其作用机制可能与降低患者
IGF-I、CA153、IL-8 及 VEGFR2 水平，提高患者免疫
功能存在一定关系。
作者贡献：罗悦琼负责课题实施、资料搜集、数据
统计及论文撰写；廖大忠负责课题设计、组织协调及
指导。
本文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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