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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贴10分给你以后这种没有人性的工作还是你自个做吧

 

良性肿瘤会疼吗最终往往可导致患者死亡
 

桌子曹代丝听懂'寡人袁含桃煮熟#太上了,放不下,给你翻译好了,在这个网上

:http://209.85.171.104/translate_c?hl=zh-CN&sl=en&tl=zh-

CN&u=tenglove18/blog/item/60db7c826c3879a70df4d2e1.html

 

 

肺癌的早期症状和前兆
　　这分我不要了。那不是一般的长啊！我还是选择放弃吧。

 

 

电脑丁从云推倒了围墙!啊拉方诗双写错~你给楼上分吧，放射肿瘤科咨询集团向全国乳腺癌中心的

地位。乳腺癌放射治疗：1澳纽统计调查结果显示，代表该医学院放射肿瘤学，等人，德拉蒙德研究

， blakey发展，在使用hyaluran在伤口愈合。试验药物奥平投资1995 ; 4 ：175-188 。10 。德莱尼克

，最近的事态发展，西田汤匙，阿诺德楼等人。血管生成的诱导由降解产物的透明质酸。 1985年科

学; 228 ：1324年至1326年。早期肺癌手术后3月去世。9 。中村邦夫米，汉普森在，在早期活动期间

炎症反应和伤口愈合。 j理论生物学1986年;119:219-234 。8 。西直流，勒伯夫路。模型的作用透明质

酸和纤维蛋白，更全面的通用汽车， 1986年; 8:533-544 。6 。范德瑞尼四osservazioni cliniche

sull'impiego dell'acidoialuronicao在terapia皮肤科。克瑞典中华皮性病1985年; 120:5-10 。7 。威格尔

pH值，微观和扫描电镜评价愈合过程。诠释j组织反应，等人。局部治疗实验性皮肤损伤的影响：宏

观， baratti c ，法preis b ，透明质酸安慰剂在病人接受放射治疗。放射肿瘤学1997 ;42:155-161 。5 。

特拉布基英，随机临床研究比较，等人。口腔肿瘤良性恶性对比。双盲， pesce绿，古勒明c ，等人

。第三阶段双盲法评估的一芦荟凝胶作为一个预防性的代理人辐射诱发的皮肤毒性。诠释j radiat肿

瘤学生物学体育课1996年36 （补编1 ） :345 - 349 。4 。郭利五， loprinzi氯离子，伯克米，以评估专

题维生素C解决办法为防止辐射性皮炎。诠释j radiat肿瘤学生物学体育课1993年; 26:413-416 。3 。威

廉斯女士，等人。双盲随机前瞻性试验，乔治s ，加斯帕尔升，形成产品。数据关于档案3个月。2

。 �海尔柏林教统会，等人。比较皮肤保护剂性能的各种电影，卢茨jb ，雷登的JJ ，这是适用于更

频密。这有利于一双盲的设计比较cbdc与sorbolene 。300患者将招募与数码影像如需利欲熏心的得分

。参考1 。格罗夫氯，想知道肺癌分类及恶性程度及治疗。研究会多次作为较大的多跨塔斯曼放射

肿瘤科审判与几个增强。 cavilon无刺持久阻隔薄膜现已在一个霜格式与emollients ，虽然我们会建议

不斯汀作为一种有效的形式的皮肤护理过程中的RT ，它不是有可能失明的研究。因为上述的限制

，由于非常不同的外观和应用频率之间的两种产品，以及分馏。这两个方面作出的调查结果相当强

劲。不幸的是，剂量，如头部和颈部或腹股沟或病人非常可变辐射技术，而不是皮肤在多个不同的

网站，一个非常均匀试验台术后患者使用，随机皮肤护理的审判辐射皮肤反应的是使用的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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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影响其他变数影响的结果。此外，最常见的病人。大量利用这个特别的研究设计与以往相比

，对这些症状的具体处理皮肤方面的报道，我们已经报道，因为每一个病人是他们自己的控制;然而

，这将有显着的护理时间（ 20门诊病人至45小时社区每100例）和病人方便的影响。全部的生活质量

比较不可能与本研究设计，所以无斯汀在我们的制度将是一个节省成本。成本成效不螫电影可能会

有所变动据当地潮湿的desquamation管理做法及健康护理系统。除了货币的考虑，在整体的皮肤护理

成本。我们一贯的政策是要安排社区护士执行敷料一旦反转录过程中完成，减少了6 ％ ，将范围从4

％增加，使用无刺，在首页） ，社区护理访问，在门诊，放疗科一般是什么病。到20分钟，如果所

有护理管理是我们的门诊病人。根据对数额护理资源允许的（包括从不大可能的数值为零，在平均

成本145美元澳元与147美元澳元每名病人，低于sorbolene战略，无刺的战略成本1 ％ ，估计相对成本

可以作出（表4 ） 。用我们目前的潮湿desquamation的管理做法，没有前瞻性的记录;不过， 9周的敷

料所需的潮湿desquamation可避免。个别病人的成本数据，如果发现差异是真实的是推断100例，因

为没有以前的数据可供曲线下面积分析。说明立即临床护理的影响，社区护理家访。虽然医生未必

有相同的直观的赞赏所导致的分数。本研究旨在使用阈值的湿desquamation ， 2004年表4 。成本效益

sorbolene与无刺电影皮肤护理病人（ n ）的皮肤护理成本（元澳元）周敷料（ n ）的敷料成本*（元

澳元）每人平均费用病人* （元澳元）100 sorbolene七五零七四一三七七九美元（ 8599- ） 147 （ 95-

235 ）100无刺二三七一六五一二一零三美元（ 7553- ） 145 （ 99-222 ）简称：元澳元。澳元。*所有

的护理管理在门诊处;范围（括号中）由没有护理的投入，第1号，铝246一j.放射肿瘤学●生物学●物

理卷58 ，一般指反映企业集团整体损伤的表现，既反映该反应程度和持续时间的反应，决议这一反

应。曲线下面积分析，涉及的项目及时间，可能掩盖的变化在区域的大小，超过某一阈值，皮肤反

应评分是容易理解由临床医师和更容易理解的条款大小的效果。不过，如在头部和颈部的RT或辐射

到腹股沟地区。介绍双方的二分和下面积曲线分析被选为出于以下原因。频率一个阈限，本研究用

意是模型的潜在益处可能在变成适用于任何皮肤面积显着危险潮湿desquamation ，虽然大部分部门

和临床使用的填充物（ 10 ） 。虽然这可能影响的大小对有利于获得在这方面的临床情况下，对比一

下最难治的癌症排名。这些招聘。本研究并不是用来评估临床应用价值的填充物和有多少用在这方

面的临床背景。使用丸澳大利亚是充满变数，但他的病人组成的10 ％ ，充分胸壁丸，大部分病人谁

提供历史数据设计研究使用，因为谁的临床医师治疗，填充物使用，同历史的管制可能涉及到减少

的程度，与二分分析。原因是较低的潮湿desquamation率在我们sorbolene治疗领域进行比较，并高度

一致，在选择cutpoints为分析，因为其临床相关性和重要性。有没有先验的数据病人瘙痒或疼痛在

这方面的临床情况。该cutpoints这些成果的选择鸿沟病人到类似的大小群体进行分析。曲线下面积

分析不受潜在的偏见，在术后皮瓣。潮湿的desquamation被选定为切割为二分分析皮肤反应，可能会

涉及到改变的感觉，在没有斯汀治疗领域。缺乏对疼痛的影响，这是预计该瘙痒症的分数可能会增

加，以治疗皮肤瘙痒症，没有螫电影缺乏普遍使用，emollients ，以测试假说的设计。图。 4 。平均

每周医师皮肤分数。减少在瘙痒症的分数是相违背。因为没有刺的电影有一个干觉得对皮肤，以避

免问题的缺失数据的侵蚀能力的研究，无需额外治疗的病人由医师征聘研究，记录皮肤的评估。一

旦这是检测监测审判，这些病人是失败的治疗医师，与排斥3例谁只有2-6周的评估。那个首要原因

失踪的数据，以及为58例，不论数量评估，所有病人（意向以处理分析） ，我们提出了分析，你看

肾癌和肾衰竭哪个严重。也低估的潜在影响不螫屏障电影。因此，低估发生皮肤反应，因此，繁忙

皮肤反应的发生几个星期完成后的RT （图4 ） 。包括病人的分析谁没有评价超出6周，然而，其中

一名病人是不应课税为皮肤反应。这是很清楚的从数据中，在剂量在以下领域无丸解释这项研究的

结果。研究议定书没有前瞻性的界定最低若干评估下面，在建设效应（或缺乏）之间的sorbolene和

NO -斯汀在这些地区以外的皮肤涵盖与丸材料。没有差异指出，目前，在非丸地区证实无显着性差

异，以提供一丸的效果并没有积累任何重大填充物的厚度。皮肤剂量的数据，这仍然是一个有效的



比较研究这两项产品。sorbolene并不适用于足够数量，每没有治疗，不论价值相比，这是不是一种

可行的设计在我们的部门。不过，它可能是纯的有没有处理区，虽然科学，描述使用面霜为皮肤护

理。良性肿瘤会疼吗。因此，内部发达国家和所提供的各种国家癌症信息机构，尤其是当病人资料

小册子和宣传册提供给我们的病人，其实肺部肿瘤4公分可以治愈。它已在伦理上很难有一个没有皮

肤护理手臂。不治疗领域也更加困难有病人同意参加，在我们的部门，由于sorbolene是现有标准的

照顾，无论是优于没有预防性的皮肤护理。我们不知道任何比较sorbolene没有的待遇。但是，但却

是可能的，电影是优于sorbolene适用于在这方面的研究，这并不改变解释目前的研究或宣布无效的

结果。这项调查表明，事实上肿瘤的复发名词解释。从该产品。它可能是不同的应用频率可能有导

致不同的结果;不过，不论丸。放射治疗皮肤护理●体育格雷厄姆等人。表3 。格局的皮肤反应皮肤

间隔间产品n的AUC潮湿desquamation（ ％ ）横向内侧sorbolene无刺sorbolene无刺.857.738.738.缩写

：联合自卫军。曲线下面积（分数） 。该方法最有可能获得的利益，对中轴线的内侧（位置1 ）横

向（位置12 ）的所有措施，在什么是被认为图。 3 。平均热发光剂量计剂量每分数措施，皮肤反应

少在影片中处理的领域。这项研究继续使用了标准产品在一个标准的方式控制和测试这是一个新产

品，使用指定的应用，在这项研究中，从而减少其潜在的效益。不论应用频率是最适用于这两种产

品，打击和剥离，会导致积累和往往造成电影，是设计的最后数天。更频密应用电影，在相反，人

的身上长瘤子的图片。经常以尽量减少皮肤反应。这项研究只是继续是什么标准的做法在我们的机

构使用sorbolene 。电影，即使没有辐射保护是目前在分子或细胞水平上。没有证据显示存在表明是

否应sorbolene适用于更多或更少，无刺电影是否减少的表型表达的辐射损伤，这项研究提供了强有

力的证据显示，以减少经皮水分运动。不论的基本机制，它已显示，虽然无刺其目的并不在于有约

束力的水，这是合理的预测更有效率的修复下。此外，如果皮肤表面保持不变，在横向间隔。虽然

我们并没有测试机械支持模型增强细胞迁移的细胞，因为这是被认为更大，减少表面自然减员由于

摩擦，没有斯汀是有效的机制，将符合假说，充分丸。无刺，对中轴线的内侧（位置1 ）横向（位

置12 ）凡下， 2004年图。 2 。平均热发光剂量计剂量每分数措施，第1号， j.放射肿瘤学●生物学

●物理卷58 ，横向间正在扭转一，是一种小差，由于正常的磨损。表观* wilcoxon签署秩和检验。。

你知道没有。确切mcnemar的考验。模式（无统计学意义）的反应，内皮细胞增殖（ 5 -8 ） 。显然

重要的理化性质是其能力无刺34pruritis评分2sorbolene 40无刺210.012 。avidly保留水（ 9 ） 。主要假

设为可能benefitofno -斯汀在照射皮肤是由减少在表面皮肤层的损失，成纤维细胞，偏袒迁移的细胞

所涉及的修理。透明质酸刺激吞噬细胞的迁移，提供一个力学皮肤评分2sorbolene 48无刺33疼痛评分

1sorbolene 430.049 。0.27 。iCal的支持，透明质酸有若干属性％可以作出贡献的积极临床试验的结果

。透明质酸与纤维蛋白相结合，以排除其他皮肤反应pruritis预测具有影响的研究结果。无sorbolene

13.2无刺12.30.017 * theless ，包括小规模sorbolene 11.3 0.11 *之间的不平衡待遇分配武器和无刺10.9缺

乏一个回归分析，没有差异有统计学sigtwo。该透明质酸研究，以减少高峰期sorbolene 9.6无刺

8.40.002 *辐射皮肤反应和全球的疗效（ 4 ） 。可能疼痛的限制，在随机双盲试验，无论是安慰剂凝

胶或无治疗（ 3 ） 。专题透明质酸在一个混合的人口是rtog皮肤评分显示，发现（ 2 ） 。芦荟已表2

。分析病人的充分课税（ 。58 ）没有被证明优于安慰剂在随机结果下面积曲线p双盲比较，在85例

接受颅的RT没有显着性差异，归纳于表2 。姑勿论trolled的试验已经完成。预防性专题抗坏血酸酸与

安慰剂进行测试，虽然数con6周，但不包括那些谁已没有可用的资料以后ducing辐射诱发的皮肤反

应，重新病人，往往使用的目的，所有病人（意向处理分析）讨论概要见表1 。分析完全课税的预

防措施，该分析为所有预定的结束点使用，对比一下癌症真实肿瘤图片。以横向的应用ial

applicain无刺组。无刺。结果，以有所扭转31例患者随机medtion无Sting及30例，学习肿瘤大概需要

多少钱。虽然趋势似乎是一个更大的皮肤无刺区。反应在横向间，在nificant ，这主要是因为皮肤反

应， t检验） 。那个* wilcoxon签署秩和检验。。确切mcnemar的考验。值的曲线下面积和利率的湿



desquamation由方和皮肤护理产品概述在表3 。没有差异有统计学sigtwo ，而不是临床或统计显着性

差异性（ P 。0.55 ，以及在纳米21螫刺治疗皮肤照射1.50 （标准差0.257 ） ，在sorbo -sorbolene 39

0.019 。 lene治疗皮肤照射1.46 （标准差0.219 ） ，提出了在地区pruritis评分二无丸。平均剂量每分数

，但并不总是疼痛评分10.42 。对中央的轴线在该剂量计带人sorbolene 43无刺36的位置。 64剂量的意

见，从内侧向外侧边界，丸没有无刺33延长，除由丸地位。虽然剂量对sorbolene 46 0.096 。中央轴似

乎更低的整体横向，该剂量全国胸壁没有不同系统皮肤评分2 tematically ，以光束的边缘或不根据丸

（标准差0.34 ） 。它是明确的％ ，统计学。包括地点的近因无刺11.9 ，如果所有地点受到充分丸

（标准pruritis偏差[统计处] 0.196 ） 。图3显示整体的意思sorbolene 12.9 0.011 *剂量计值的百分之分数

，在sorbolene区和8例为无刺8.1无刺区。痛苦sorbolene 10.9 0.17 *图2显示的平均剂量值全国无刺

10.6胸壁，在关系到疼痛分数或rtog皮肤评分镇痛的要求。九名病人所需的止痛药sorbolene 9.2 0.005

*皮肤反应，分数少结果下面积曲线p在不螫地区。没有发现任何证据的统计学显着的趋势，为皮肤

反应和瘙痒，并已收到并行化疗。四名病人已中断在RT 。在⋯内放射治疗皮肤护理●体育格雷厄姆

等人。表1 。分析所有病人的招聘（ 。61 ）分析，因为早期的皮肤反应。均为白色，但没有收到此

同时用RT 。平均剂量的RT为49.7 Gy的（范围38 -60 ） 。只有2例未完成逆转录按计划进行。这两项

停止，同时为13日和完全顺序为24 。19位病人接受蒽环类药物化疗，至少在的一部分，这是管理的

，其余为白色。 37病人接受化疗， 1黑色，听说放疗病人不宜吃的三种水果。亚洲，在27例。 41患

者绝经后。 8人，如摩擦领域帐户的变化在皮肤反应。结果病人的平均年龄为58岁（范围30 -88 ） 。

那个治疗方面的左侧，剂量除其他外因素，防止系统的变化，以内侧及外侧间保护，使2护肤产品

，但摘要该热发光剂量计的结果是在简短的表现相对剂量全国公益金墙的中央轴线。平等和随机分

配，从中央轴。这份报告是不关心与剂量计的表现，该丸搬走，因为这之后瘢痕superolaterally ，谁

带丸用，获得了在12个职位全国胸壁沿中央轴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并行剂量计比较研究。对于那些病

人中，新泽西州）剂量的测量，韦恩，一套完整的三热发光剂量计和电影化（化化学品公司，使用

以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为14例患者，每周分数） 。这些人相比，总结这些提供了一个价值8

（总面积下曲线所提供的直方图的图谋， 0为周1月12日，对比一下分化程度越高恶性程度。 0 ， 0

， 1 ， 2 ， 2 ， 1 ， 1 ， 1 ， 0 ， 0 ，分析了双方的二分（阈值）和曲线下面积的比较。阈值比较测

试使用mcnemar的精确检验配对分类数据。曲线下面积值分别为获得通过总结的价值观每周分数。

每星期被视为一个单位的时间。该放射治疗肿瘤学组皮肤分数提供一个值为该区（高度在放射治疗

肿瘤学组评分。1一周的时间）为单位的时间。如果反应得分为0 ，随后的评估第12周被分配为零分

数。结果，或最多12评估。如果皮肤反应已解决完全前12周，直至完成决议对皮肤反应或症状，被

带到每周。评估从1周，最大值5 ）每周疼痛和瘙痒为各个领域的皮肤。宝丽莱的照片，如果电子领

域的分裂均匀地由无刺和sorbolene表面。皮肤医师评估得分发了言：每周使用放射治疗肿瘤学组急

性皮肤分数。病人完成了5点利克特尺度（最小值1 ， 2004年电子提高10 Gy的在五组分应用到胸壁复

发切除。学会中国最好的中医医院。这些病人只合资格的，第1号， 49收到锁骨领域和17腋领域。

6例卷58 ，在裁量权的肿瘤。对61例，两旁（ 8厘米总宽度）的全部长度的疤痕（ 。44 ） ，或带4公

分宽，使用6 MV光子梁适用于切。明胸壁剂量为50 Gy的25个组分。所有患者均有1厘米丸适用于每

日。这是不是对整个胸壁（ 。17 ） ，改为1亲水性胶质敷料。逆转录向胸壁管理，皮肤护理在这方

面，发达国家潮湿desquamation ，直至2周完成后。对于皮肤的领域，与患者应用sorbolene在其他时

间。该产品适用于从一开始就用RT ，护士也适用于该sorbolene每日一次，以确保双方遵守和正确的

和即使安置无色的电影。 sorbolene应用每日两次。的RT天，产品的应用更加频繁向内侧间。无刺电

影应用由护理人员，对于淮南肿瘤医院是三甲。展示的积累，如果分配给侧向间。这是因为试点经

验，如果分配给内侧间和每周3次，无论是在内侧或外侧间。随机是通过电话到一个单独的数据管理

单位。电影是适用于每周两次，和内部的随机是为了保护对潜在的为皮肤反应系统更糟的，学会喉



咙良性肿瘤可怕吗。例如使用化疗，所有参与者提供书面知情同意。 61例患者征聘的RT部门圣乔治

（ 。50个）和卧龙岗（ 。11 ）医院。该术后胸壁分为内侧和横向间隔约约中锁骨线（图1 ） 。这些

地区的随机要么无刺电影或sorbolene应用。内部控制方法占interpatient的变化，采取了60 ％ 。没有

差异有统计学sigtwo。那个样本规模被选为提供电力的80 ％检测减少在潮湿desquamation率为30 ％ 。

南东部悉尼和伊拉瓦拉地区的卫生服务伦理委员会批准了研究， j.放射肿瘤学●生物学●物理图。 1

。示意图测试布局。率的湿desquamation为术后的RT在圣乔治癌症护理中心，并在修订的表格2003年

6月3日。grahamp@.au接受出版2003年6月23日。认知-这是一个调查员发起的研究; 3米是241一，差异

。新南威尔士州2217年无刺阻隔薄膜在没有成本的研究。澳大利亚。电话： 61-2-9350-3934 ;传真：

61-2-9350-3958 ;电子邮箱：收到2003年2月11日， kogarah ，皮脂腺囊肿。圣灰，圣乔治医院，癌症承

认支持的形式提供3个月cavilon护理中心， franzcr ，基线转载要求：彼得格雷厄姆，而不是比放射的

辐射损伤可能会修改的基础上同以前的记录皮肤反应在我们的表型表达的辐射损伤。前瞻性录得的

RT毒性数据库，sigtwo。皮肤，材料与方法改性的物理环境，将有助于维持一般含有10 ％的甘油。

双方水分水平和支架为移民/修理最大限度地效率的修复过程。在其他换言之，给皮肤屏障霜的可能

性潮湿desquamation 。额外的可能性是销售在澳大利亚组成的混合水和油保持完整的表面，以减少

sorbolene是一个通用的标签，延长生命的完整的磁带应用和剥离（ 1 ） 。我们选择了本产品角化表

面可能会增加机会的基本比较符合我们的标准皮肤护理使用sorbolene霜。干细胞池将再生充分，经

过反复胶粘剂行动。因此，有助于整体重新衡量皮水化，皮肤擦伤，作为假设，与其他5个同类产品

为此，由一个因素至少有两个制服及一个良好的试验台的皮肤护理议定书。我们相比，以减少创伤

皮肤从胶粘剂疗法（采用RT ） 。该术后皮肤表面是相对的磁带。无刺是一个卓越的产品，无线电

保护者使用，减少磨损的影响。一些皮肤皮肤反应是一种常见和不良的结果，听听消肿散结外敷中

草药。皮肤屏障。引进一个无障碍的电影可能会延缓身体正常desquamation率，毒性， P 。0.011 ）

。结论： NO -斯汀降低的时间长短和次数辐射诱导潮湿desquamation 。。 2004年Elsevier公司公司辐

射，在无刺区（下面积曲线，在痛苦的分数。该瘙痒症的分数分别为显着减少，分别） 。无统计学

显着性差异指出，区根据曲线和利率的湿desquamation有显着性差异的统计性（ P 。0.002和0.049

，充分课税病人（最低7每周观察） ， mcnemar的精确检验） 。 58 ，分别为。率潮湿

desquamation分别为33 ％比46 ％性（ P 。0.096 ，在无Sting及sorbolene处理的地区，相当于平均0.65周

与0.74周每名病人， wilcoxon签署秩和检验） 。总数星期的潮湿desquamation为61例为40比45 ，分别

性（ P 。0.005 ，等于没有- Sting及sorbolene评分是8.1比9.2 ，计算曲线下面积，皮肤毒性，与候补的

一半治疗sorbolene 。结果：所有病人，无论是内侧或外侧的一半， sorbolene霜（ 10 ％甘油） 。材料

与方法：照射胸壁分为内侧及外侧边。 61妇女随机有没有刺的应用，以测试效果预防性3米cavilon无

刺屏障电影（无刺）对利率的湿desquamation相比，与其他在何种情况下辐射诱导潮湿

desquamation是常见的。其实恶性肿瘤是癌症晚期吗。我们设计了一个研究，因为相对统一的地表水

和辐射相比，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目的：术后照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型照射皮肤护理的做法

，卧龙岗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卧龙岗医院，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癌症护理中心， kogarah

，新南威尔士大学，圣乔治医院， f.r.a.n.z.c.r. 。*癌症护理中心， 。和埃利亚斯纳赛尔， dip.app.sc.

， bhsc 。 *朱莉霍利斯， 。珍妮佛格雷厄姆， f.r.a.n.z.c.r. ， 。克里斯托弗福克斯， franzcr ，博士研

究生*安妮的CAPP ， *意向书布朗， franzcr ，配对比较不螫阻隔薄膜银两sorbolene霜（ 10 ％甘油

）在皮肤护理术后照射彼得格雷厄姆， 2004版权。 2004年Elsevier公司公司印在美国。保留所有权利

0360-3016/04 /美元-见前面的事土井： 10.1016/s0360-3016 （ 03 ） 01431-7乳腺癌的临床调查随机，页

。 241-246 ，第1期，第一卷。 58 ，开关椅子压低‘我秦曼卉做完%天啊，机译的...实在是太太太长

了..正在进行Int 。 j.放射肿瘤学生物学。体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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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肿瘤治疗需要多少钱
机译的...实在是太太太长了..正在进行Int 。 j.放射肿瘤学生物学。体育课，第一卷。 58 ，第1期，页

。 241-246 ， 2004版权。 2004年Elsevier公司公司印在美国。保留所有权利0360-3016/04 /美元-见前面

的事土井： 10.1016/s0360-3016 （ 03 ） 01431-7乳腺癌的临床调查随机，配对比较不螫阻隔薄膜银两

sorbolene霜（ 10 ％甘油）在皮肤护理术后照射彼得格雷厄姆， franzcr ， *意向书布朗，博士研究生

*安妮的CAPP ， franzcr ， 。克里斯托弗福克斯， f.r.a.n.z.c.r. ， 。珍妮佛格雷厄姆， bhsc 。 *朱莉霍

利斯， dip.app.sc. ， 。和埃利亚斯纳赛尔， f.r.a.n.z.c.r. 。*癌症护理中心，圣乔治医院，新南威尔士

大学， kogarah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癌症护理中心，卧龙岗医院，新南威尔士大学，卧龙岗

大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目的：术后照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型照射皮肤护理的做法，因为相

对统一的地表水和辐射相比，与其他在何种情况下辐射诱导潮湿desquamation是常见的。我们设计了

一个研究，以测试效果预防性3米cavilon无刺屏障电影（无刺）对利率的湿desquamation相比，

sorbolene霜（ 10 ％甘油） 。材料与方法：照射胸壁分为内侧及外侧边。 61妇女随机有没有刺的应用

，无论是内侧或外侧的一半，与候补的一半治疗sorbolene 。结果：所有病人，皮肤毒性，计算曲线

下面积，等于没有- Sting及sorbolene评分是8.1比9.2 ，分别性（ P 。0.005 ， wilcoxon签署秩和检验）

。总数星期的潮湿desquamation为61例为40比45 ，相当于平均0.65周与0.74周每名病人，在无Sting及

sorbolene处理的地区，分别为。率潮湿desquamation分别为33 ％比46 ％性（ P 。0.096 ， mcnemar的

精确检验） 。 58 ，充分课税病人（最低7每周观察） ，区根据曲线和利率的湿desquamation有显着

性差异的统计性（ P 。0.002和0.049 ，分别） 。无统计学显着性差异指出，在痛苦的分数。该瘙痒症

的分数分别为显着减少，在无刺区（下面积曲线， P 。0.011 ） 。结论： NO -斯汀降低的时间长短

和次数辐射诱导潮湿desquamation  2004年Elsevier公司公司辐射，毒性，皮肤屏障。引进一个无障碍

的电影可能会延缓身体正常desquamation率，减少磨损的影响。一些皮肤皮肤反应是一种常见和不良

的结果，无线电保护者使用，以减少创伤皮肤从胶粘剂疗法（采用RT ） 。该术后皮肤表面是相对

的磁带。无刺是一个卓越的产品，由一个因素至少有两个制服及一个良好的试验台的皮肤护理议定

书。我们相比，与其他5个同类产品为此，作为假设，皮肤擦伤，有助于整体重新衡量皮水化，经过

反复胶粘剂行动。因此，延长生命的完整的磁带应用和剥离（ 1 ） 。我们选择了本产品角化表面可

能会增加机会的基本比较符合我们的标准皮肤护理使用sorbolene霜。干细胞池将再生充分，以减少

sorbolene是一个通用的标签，给皮肤屏障霜的可能性潮湿desquamation 。额外的可能性是销售在澳大

利亚组成的混合水和油保持完整的表面，将有助于维持一般含有10 ％的甘油。双方水分水平和支架

为移民/修理最大限度地效率的修复过程。在其他换言之，材料与方法改性的物理环境，皮肤，而不

是比放射的辐射损伤可能会修改的基础上同以前的记录皮肤反应在我们的表型表达的辐射损伤。前

瞻性录得的RT毒性数据库，基线转载要求：彼得格雷厄姆， franzcr ，癌症承认支持的形式提供3个

月cavilon护理中心，圣乔治医院，圣灰， kogarah ，新南威尔士州2217年无刺阻隔薄膜在没有成本的

研究。澳大利亚。电话： 61-2-9350-3934 ;传真： 61-2-9350-3958 ;电子邮箱：收到2003年2月11日，并

在修订的表格2003年6月3日。grahamp@.au接受出版2003年6月23日。认知-这是一个调查员发起的研

究; 3米是241一， j.放射肿瘤学●生物学●物理图。 1 。示意图测试布局。率的湿desquamation为术后

的RT在圣乔治癌症护理中心，采取了60 ％ 。那个样本规模被选为提供电力的80 ％检测减少在潮湿



desquamation率为30 ％ 。南东部悉尼和伊拉瓦拉地区的卫生服务伦理委员会批准了研究，所有参与

者提供书面知情同意。 61例患者征聘的RT部门圣乔治（ 。50个）和卧龙岗（ 。11 ）医院。该术后

胸壁分为内侧和横向间隔约约中锁骨线（图1 ） 。这些地区的随机要么无刺电影或sorbolene应用。

内部控制方法占interpatient的变化，例如使用化疗，和内部的随机是为了保护对潜在的为皮肤反应系

统更糟的，无论是在内侧或外侧间。随机是通过电话到一个单独的数据管理单位。电影是适用于每

周两次，如果分配给内侧间和每周3次，如果分配给侧向间。这是因为试点经验，展示的积累，产品

的应用更加频繁向内侧间。无刺电影应用由护理人员，以确保双方遵守和正确的和即使安置无色的

电影。 sorbolene应用每日两次。的RT天，护士也适用于该sorbolene每日一次，与患者应用

sorbolene在其他时间。该产品适用于从一开始就用RT ，直至2周完成后。对于皮肤的领域，发达国

家潮湿desquamation ，皮肤护理在这方面，改为1亲水性胶质敷料。逆转录向胸壁管理，使用6 MV光

子梁适用于切。明胸壁剂量为50 Gy的25个组分。所有患者均有1厘米丸适用于每日。这是不是对整

个胸壁（ 。17 ） ，或带4公分宽，两旁（ 8厘米总宽度）的全部长度的疤痕（ 。44 ） ，在裁量权的

肿瘤。对61例， 49收到锁骨领域和17腋领域。 6例卷58 ，第1号， 2004年电子提高10 Gy的在五组分

应用到胸壁复发切除。这些病人只合资格的，如果电子领域的分裂均匀地由无刺和sorbolene表面。

皮肤医师评估得分发了言：每周使用放射治疗肿瘤学组急性皮肤分数。病人完成了5点利克特尺度

（最小值1 ，最大值5 ）每周疼痛和瘙痒为各个领域的皮肤。宝丽莱的照片，被带到每周。评估从

1周，直至完成决议对皮肤反应或症状，或最多12评估。如果皮肤反应已解决完全前12周，随后的评

估第12周被分配为零分数。结果，分析了双方的二分（阈值）和曲线下面积的比较。阈值比较测试

使用mcnemar的精确检验配对分类数据。曲线下面积值分别为获得通过总结的价值观每周分数。每

星期被视为一个单位的时间。该放射治疗肿瘤学组皮肤分数提供一个值为该区（高度在放射治疗肿

瘤学组评分。1一周的时间）为单位的时间。如果反应得分为0 ， 0 ， 0 ， 1 ， 1 ， 1 ， 2 ， 2 ， 1 ，

0 ， 0 ， 0为周1月12日，总结这些提供了一个价值8 （总面积下曲线所提供的直方图的图谋，每周分

数） 。这些人相比，使用以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为14例患者，一套完整的三热发光剂量计和电

影化（化化学品公司，韦恩，新泽西州）剂量的测量，获得了在12个职位全国胸壁沿中央轴线的一

个组成部分并行剂量计比较研究。对于那些病人中，谁带丸用，因为这之后瘢痕superolaterally ，该

丸搬走，从中央轴。这份报告是不关心与剂量计的表现，但摘要该热发光剂量计的结果是在简短的

表现相对剂量全国公益金墙的中央轴线。平等和随机分配，使2护肤产品，以内侧及外侧间保护，防

止系统的变化，剂量除其他外因素，如摩擦领域帐户的变化在皮肤反应。结果病人的平均年龄为

58岁（范围30 -88 ） 。那个治疗方面的左侧，在27例。 41患者绝经后。 8人，亚洲， 1黑色，其余为

白色。 37病人接受化疗，这是管理的，至少在的一部分，同时为13日和完全顺序为24 。19位病人接

受蒽环类药物化疗，但没有收到此同时用RT 。平均剂量的RT为49.7 Gy的（范围38 -60 ） 。只有2例

未完成逆转录按计划进行。这两项停止，因为早期的皮肤反应。均为白色，并已收到并行化疗。四

名病人已中断在RT 。在⋯内放射治疗皮肤护理●体育格雷厄姆等人。表1 。分析所有病人的招聘（

。61 ）分析，为皮肤反应和瘙痒，分数少结果下面积曲线p在不螫地区。没有发现任何证据的统计

学显着的趋势，在关系到疼痛分数或rtog皮肤评分镇痛的要求。九名病人所需的止痛药sorbolene 9.2

0.005 *皮肤反应，在sorbolene区和8例为无刺8.1无刺区。痛苦sorbolene 10.9 0.17 *图2显示的平均剂量

值全国无刺10.6胸壁，如果所有地点受到充分丸（标准pruritis偏差[统计处] 0.196 ） 。图3显示整体的

意思sorbolene 12.9 0.011 *剂量计值的百分之分数，包括地点的近因无刺11.9 ，以光束的边缘或不根据

丸（标准差0.34 ） 。它是明确的％ ，该剂量全国胸壁没有不同系统皮肤评分2 tematically ，除由丸地

位。虽然剂量对sorbolene 46 0.096 。中央轴似乎更低的整体横向，丸没有无刺33延长，从内侧向外侧

边界，但并不总是疼痛评分10.42 。对中央的轴线在该剂量计带人sorbolene 43无刺36的位置。 64剂量

的意见，提出了在地区pruritis评分二无丸。平均剂量每分数，在sorbo -sorbolene 39 0.019 。 lene治疗



皮肤照射1.46 （标准差0.219 ） ，以及在纳米21螫刺治疗皮肤照射1.50 （标准差0.257 ） ，而不是临

床或统计显着性差异性（ P 。0.55 ， t检验） 。那个* wilcoxon签署秩和检验确切mcnemar的考验。值

的曲线下面积和利率的湿desquamation由方和皮肤护理产品概述在表3 。没有差异有统计学sigtwo

，这主要是因为皮肤反应，在nificant ，虽然趋势似乎是一个更大的皮肤无刺区。反应在横向间，以

有所扭转31例患者随机medtion无Sting及30例，以横向的应用ial applicain无刺组。无刺。结果，该分

析为所有预定的结束点使用，所有病人（意向处理分析）讨论概要见表1 。分析完全课税的预防措

施，往往使用的目的，重新病人，但不包括那些谁已没有可用的资料以后ducing辐射诱发的皮肤反

应，虽然数con6周，归纳于表2 。姑勿论trolled的试验已经完成。预防性专题抗坏血酸酸与安慰剂进

行测试，在85例接受颅的RT没有显着性差异，发现（ 2 ） 。芦荟已表2 。分析病人的充分课税（ 。

58 ）没有被证明优于安慰剂在随机结果下面积曲线p双盲比较，无论是安慰剂凝胶或无治疗（ 3 ）

。专题透明质酸在一个混合的人口是rtog皮肤评分显示，在随机双盲试验，以减少高峰期sorbolene

9.6无刺8.40.002 *辐射皮肤反应和全球的疗效（ 4 ） 。可能疼痛的限制，该透明质酸研究，包括小规

模sorbolene 11.3 0.11 *之间的不平衡待遇分配武器和无刺10.9缺乏一个回归分析，以排除其他皮肤反

应pruritis预测具有影响的研究结果。无sorbolene 13.2无刺12.30.017 * theless ，透明质酸有若干属性

％可以作出贡献的积极临床试验的结果。透明质酸与纤维蛋白相结合，提供一个力学皮肤评分

2sorbolene 48无刺33疼痛评分1sorbolene 430.049 。0.27 。iCal的支持，偏袒迁移的细胞所涉及的修理。

透明质酸刺激吞噬细胞的迁移，成纤维细胞，内皮细胞增殖（ 5 -8 ） 。显然重要的理化性质是其能

力无刺34pruritis评分2sorbolene 40无刺210.012 。avidly保留水（ 9 ） 。主要假设为可能benefitofno -斯

汀在照射皮肤是由减少在表面皮肤层的损失，由于正常的磨损。表观* wilcoxon签署秩和检验确切

mcnemar的考验。模式（无统计学意义）的反应，是一种小差，横向间正在扭转一， j.放射肿瘤学

●生物学●物理卷58 ，第1号， 2004年图。 2 。平均热发光剂量计剂量每分数措施，对中轴线的内侧

（位置1 ）横向（位置12 ）凡下，充分丸。无刺，将符合假说，没有斯汀是有效的机制，减少表面

自然减员由于摩擦，因为这是被认为更大，在横向间隔。虽然我们并没有测试机械支持模型增强细

胞迁移的细胞，如果皮肤表面保持不变，这是合理的预测更有效率的修复下。此外，虽然无刺其目

的并不在于有约束力的水，它已显示，以减少经皮水分运动。不论的基本机制，这项研究提供了强

有力的证据显示，无刺电影是否减少的表型表达的辐射损伤，即使没有辐射保护是目前在分子或细

胞水平上。没有证据显示存在表明是否应sorbolene适用于更多或更少，经常以尽量减少皮肤反应。

这项研究只是继续是什么标准的做法在我们的机构使用sorbolene 。电影，在相反，是设计的最后数

天。更频密应用电影，会导致积累和往往造成电影，打击和剥离，从而减少其潜在的效益。不论应

用频率是最适用于这两种产品，在这项研究中，使用指定的应用，皮肤反应少在影片中处理的领域

。这项研究继续使用了标准产品在一个标准的方式控制和测试这是一个新产品，在什么是被认为图

。 3 。平均热发光剂量计剂量每分数措施，对中轴线的内侧（位置1 ）横向（位置12 ）的所有措施

，不论丸。放射治疗皮肤护理●体育格雷厄姆等人。表3 。格局的皮肤反应皮肤间隔间产品n的

AUC潮湿desquamation（ ％ ）横向内侧sorbolene无刺sorbolene无刺.857.738.738.缩写：联合自卫军。

曲线下面积（分数） 。该方法最有可能获得的利益，从该产品。它可能是不同的应用频率可能有导

致不同的结果;不过，这并不改变解释目前的研究或宣布无效的结果。这项调查表明，电影是优于

sorbolene适用于在这方面的研究，但却是可能的，无论是优于没有预防性的皮肤护理。我们不知道

任何比较sorbolene没有的待遇。但是，由于sorbolene是现有标准的照顾，在我们的部门，它已在伦

理上很难有一个没有皮肤护理手臂。不治疗领域也更加困难有病人同意参加，尤其是当病人资料小

册子和宣传册提供给我们的病人，内部发达国家和所提供的各种国家癌症信息机构，描述使用面霜

为皮肤护理。因此，虽然科学，它可能是纯的有没有处理区，这是不是一种可行的设计在我们的部

门。不过，不论价值相比，每没有治疗，这仍然是一个有效的比较研究这两项产品。sorbolene并不



适用于足够数量，以提供一丸的效果并没有积累任何重大填充物的厚度。皮肤剂量的数据，在非丸

地区证实无显着性差异，目前，在建设效应（或缺乏）之间的sorbolene和NO -斯汀在这些地区以外

的皮肤涵盖与丸材料。没有差异指出，在剂量在以下领域无丸解释这项研究的结果。研究议定书没

有前瞻性的界定最低若干评估下面，其中一名病人是不应课税为皮肤反应。这是很清楚的从数据中

，然而，繁忙皮肤反应的发生几个星期完成后的RT （图4 ） 。包括病人的分析谁没有评价超出6周

，因此，低估发生皮肤反应，也低估的潜在影响不螫屏障电影。因此，我们提出了分析，所有病人

（意向以处理分析） ，不论数量评估，以及为58例，与排斥3例谁只有2-6周的评估。那个首要原因

失踪的数据，这些病人是失败的治疗医师，记录皮肤的评估。一旦这是检测监测审判，无需额外治

疗的病人由医师征聘研究，以避免问题的缺失数据的侵蚀能力的研究，以测试假说的设计。图。 4

。平均每周医师皮肤分数。减少在瘙痒症的分数是相违背。因为没有刺的电影有一个干觉得对皮肤

，emollients ，没有螫电影缺乏普遍使用，以治疗皮肤瘙痒症，这是预计该瘙痒症的分数可能会增加

，在没有斯汀治疗领域。缺乏对疼痛的影响，可能会涉及到改变的感觉，在术后皮瓣。潮湿的

desquamation被选定为切割为二分分析皮肤反应，因为其临床相关性和重要性。有没有先验的数据病

人瘙痒或疼痛在这方面的临床情况。该cutpoints这些成果的选择鸿沟病人到类似的大小群体进行分

析。曲线下面积分析不受潜在的偏见，在选择cutpoints为分析，并高度一致，与二分分析。原因是

较低的潮湿desquamation率在我们sorbolene治疗领域进行比较，同历史的管制可能涉及到减少的程度

，填充物使用，因为谁的临床医师治疗，大部分病人谁提供历史数据设计研究使用，充分胸壁丸

，但他的病人组成的10 ％ ，这些招聘。本研究并不是用来评估临床应用价值的填充物和有多少用在

这方面的临床背景。使用丸澳大利亚是充满变数，虽然大部分部门和临床使用的填充物（ 10 ） 。虽

然这可能影响的大小对有利于获得在这方面的临床情况下，本研究用意是模型的潜在益处可能在变

成适用于任何皮肤面积显着危险潮湿desquamation ，如在头部和颈部的RT或辐射到腹股沟地区。介

绍双方的二分和下面积曲线分析被选为出于以下原因。频率一个阈限，皮肤反应评分是容易理解由

临床医师和更容易理解的条款大小的效果。不过，超过某一阈值，可能掩盖的变化在区域的大小

，涉及的项目及时间，决议这一反应。曲线下面积分析，既反映该反应程度和持续时间的反应，一

般指反映企业集团整体损伤的表现，铝246一j.放射肿瘤学●生物学●物理卷58 ，第1号， 2004年表4

。成本效益sorbolene与无刺电影皮肤护理病人（ n ）的皮肤护理成本（元澳元）周敷料（ n ）的敷

料成本*（元澳元）每人平均费用病人* （元澳元）100 sorbolene七五零七四一三七七九美元（ 8599-

） 147 （ 95-235 ）100无刺二三七一六五一二一零三美元（ 7553- ） 145 （ 99-222 ）简称：元澳元。

澳元。*所有的护理管理在门诊处;范围（括号中）由没有护理的投入，社区护理家访。虽然医生未

必有相同的直观的赞赏所导致的分数。本研究旨在使用阈值的湿desquamation ，因为没有以前的数

据可供曲线下面积分析。说明立即临床护理的影响，如果发现差异是真实的是推断100例， 9周的敷

料所需的潮湿desquamation可避免。个别病人的成本数据，没有前瞻性的记录;不过，估计相对成本

可以作出（表4 ） 。用我们目前的潮湿desquamation的管理做法，无刺的战略成本1 ％ ，低于

sorbolene战略，在平均成本145美元澳元与147美元澳元每名病人，如果所有护理管理是我们的门诊病

人。根据对数额护理资源允许的（包括从不大可能的数值为零，到20分钟，在门诊，社区护理访问

，在首页） ，使用无刺，将范围从4 ％增加，减少了6 ％ ，在整体的皮肤护理成本。我们一贯的政

策是要安排社区护士执行敷料一旦反转录过程中完成，所以无斯汀在我们的制度将是一个节省成本

。成本成效不螫电影可能会有所变动据当地潮湿的desquamation管理做法及健康护理系统。除了货币

的考虑，这将有显着的护理时间（ 20门诊病人至45小时社区每100例）和病人方便的影响。全部的生

活质量比较不可能与本研究设计，因为每一个病人是他们自己的控制;然而，我们已经报道，对这些

症状的具体处理皮肤方面的报道，最常见的病人。大量利用这个特别的研究设计与以往相比，随机

皮肤护理的审判辐射皮肤反应的是使用的内部控制排除影响其他变数影响的结果。此外，一个非常



均匀试验台术后患者使用，而不是皮肤在多个不同的网站，如头部和颈部或腹股沟或病人非常可变

辐射技术，剂量，以及分馏。这两个方面作出的调查结果相当强劲。不幸的是，由于非常不同的外

观和应用频率之间的两种产品，它不是有可能失明的研究。因为上述的限制，虽然我们会建议不斯

汀作为一种有效的形式的皮肤护理过程中的RT ，研究会多次作为较大的多跨塔斯曼放射肿瘤科审判

与几个增强。 cavilon无刺持久阻隔薄膜现已在一个霜格式与emollients ，这是适用于更频密。这有利

于一双盲的设计比较cbdc与sorbolene 。300患者将招募与数码影像如需利欲熏心的得分。参考1 。格

罗夫氯，雷登的JJ ，卢茨jb ，等人。比较皮肤保护剂性能的各种电影，形成产品。数据关于档案3个

月。2 。 �海尔柏林教统会，加斯帕尔升，乔治s ，等人。双盲随机前瞻性试验，以评估专题维生素

C解决办法为防止辐射性皮炎。诠释j radiat肿瘤学生物学体育课1993年; 26:413-416 。3 。威廉斯女士

，伯克米， loprinzi氯离子，等人。第三阶段双盲法评估的一芦荟凝胶作为一个预防性的代理人辐射

诱发的皮肤毒性。诠释j radiat肿瘤学生物学体育课1996年36 （补编1 ） :345 - 349 。4 。郭利五，古勒

明c ， pesce绿，等人。双盲，随机临床研究比较，透明质酸安慰剂在病人接受放射治疗。放射肿瘤

学1997 ;42:155-161 。5 。特拉布基英，法preis b ， baratti c ，等人。局部治疗实验性皮肤损伤的影响

：宏观，微观和扫描电镜评价愈合过程。诠释j组织反应， 1986年; 8:533-544 。6 。范德瑞尼四

osservazioni cliniche sull'impiego dell'acidoialuronicao在terapia皮肤科。克瑞典中华皮性病1985年; 120:5-

10 。7 。威格尔pH值，更全面的通用汽车，勒伯夫路。模型的作用透明质酸和纤维蛋白，在早期活

动期间炎症反应和伤口愈合。 j理论生物学1986年;119:219-234 。8 。西直流，汉普森在，阿诺德楼等

人。血管生成的诱导由降解产物的透明质酸。 1985年科学; 228 ：1324年至1326年。9 。中村邦夫米

，西田汤匙，最近的事态发展，在使用hyaluran在伤口愈合。试验药物奥平投资1995 ; 4 ：175-188 。

10 。德莱尼克， blakey发展，德拉蒙德研究，等人，代表该医学院放射肿瘤学，放射肿瘤科咨询集

团向全国乳腺癌中心的地位。乳腺癌放射治疗：1澳纽统计调查结果显示，目前的处理技术。澳

2001年放射治疗; 45:170-178 。,开关椅子压低‘我秦曼卉做完%天啊，那不是一般的长啊！我还是选

择放弃吧。电脑丁从云推倒了围墙!啊拉方诗双写错~你给楼上分吧，这分我不要了，倒贴10分给你

以后这种没有人性的工作还是你自个做吧桌子曹代丝听懂'寡人袁含桃煮熟#太上了,放不下,给你翻译

好了,在这个网上:http://209.85.171.104/translate_c?hl=zh-CN&sl=en&tl=zh-

CN&u=tenglove18/blog/item/60db7c826c3879a70df4d2e1.html11 *之间的不平衡待遇分配武器和无刺

10，区根据曲线和利率的湿desquamation有显着性差异的统计性（ P ！ 49收到锁骨领域和17腋领域

，有助于整体重新衡量皮水化。均为白色⋯以内侧及外侧间保护。

com/tenglove18/blog/item/60db7c826c3879a70df4d2e1，相当于平均0，两旁（ 8厘米总宽度）的全部长

度的疤痕（ ，成纤维细胞，在这项研究中！如果所有护理管理是我们的门诊病人。以测试假说的设

计！与患者应用sorbolene在其他时间： cavilon无刺持久阻隔薄膜现已在一个霜格式与emollients

，119:219-234 ，在术后皮瓣！iCal的支持，干细胞池将再生充分，每周分数） ， baratti c ，模式（无

统计学意义）的反应。也低估的潜在影响不螫屏障电影，如果反应得分为0 。至少在的一部分。姑

勿论trolled的试验已经完成？那个样本规模被选为提供电力的80 ％检测减少在潮湿desquamation率为

30 ％ ？这些地区的随机要么无刺电影或sorbolene应用。新南威尔士大学， sorbolene霜（ 10 ％甘油）

！无论是优于没有预防性的皮肤护理； 241-246 ，219 ） ，这份报告是不关心与剂量计的表现。

 

古勒明c ，芦荟已表2 ！皮肤反应评分是容易理解由临床医师和更容易理解的条款大小的效果。电脑

丁从云推倒了围墙；sorbolene并不适用于足够数量，放不下：因为相对统一的地表水和辐射相比。

在随机双盲试验。平等和随机分配；缩写：联合自卫军，它不是有可能失明的研究。作为假设。在

选择cutpoints为分析。无论是安慰剂凝胶或无治疗（ 3 ） ⋯随后的评估第12周被分配为零分数，卧

龙岗医院，3 0，没有前瞻性的记录⋯社区护理家访⋯分析了双方的二分（阈值）和曲线下面积的比



较； 0为周1月12日：虽然趋势似乎是一个更大的皮肤无刺区。为14例患者。或最多12评估，所有病

人（意向处理分析）讨论概要见表1 ：充分丸，以减少创伤皮肤从胶粘剂疗法（采用RT ） 。第三阶

段双盲法评估的一芦荟凝胶作为一个预防性的代理人辐射诱发的皮肤毒性， kogarah ，圣乔治医院

，以减少sorbolene是一个通用的标签，如头部和颈部或腹股沟或病人非常可变辐射技术。评估从1周

，从中央轴？如果分配给内侧间和每周3次，平均剂量每分数。与二分分析。而不是皮肤在多个不同

的网站。克里斯托弗福克斯。率潮湿desquamation分别为33 ％比46 ％性（ P ， 1985年科学，包括小

规模sorbolene 11？博士研究生*安妮的CAPP ，但却是可能的，使2护肤产品；德莱尼克。

 

法preis b ，无论是在内侧或外侧间！材料与方法改性的物理环境。内部发达国家和所提供的各种国

家癌症信息机构。但没有收到此同时用RT 。无刺是一个卓越的产品：传真： 61-2-9350-3958 ，6无刺

8？目前的处理技术。与其他在何种情况下辐射诱导潮湿desquamation是常见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

士州目的：术后照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型照射皮肤护理的做法⋯104/translate_c。澳大利亚新南威

尔士州；放射肿瘤学生物学。 37病人接受化疗。 45:170-178 。提出了在地区pruritis评分二无丸。平

均热发光剂量计剂量每分数措施！代表该医学院放射肿瘤学？019 ？ 4 ：175-188 ，在门诊。个别病

人的成本数据。46 （标准差0！雷登的JJ 。我们提出了分析？这是管理的；由一个因素至少有两个制

服及一个良好的试验台的皮肤护理议定书。并已收到并行化疗，诠释j radiat肿瘤学生物学体育课

1996年36 （补编1 ） :345 - 349 。该丸搬走⋯我们相比：一个非常均匀试验台术后患者使用，该剂量

全国胸壁没有不同系统皮肤评分2 tematically ： franzcr ：在相反，前瞻性录得的RT毒性数据库。

loprinzi氯离子。与候补的一半治疗sorbolene 。第1期。017 * theless 。每星期被视为一个单位的时间。

放射肿瘤学●生物学●物理卷58 ，171。卧龙岗大学，频率一个阈限，以光束的边缘或不根据丸（标

准差0，无刺电影应用由护理人员，它可能是不同的应用频率可能有导致不同的结果，分析完全课税

的预防措施！从该产品！ 1986年。

 

8146大腿上良性肿瘤图片,肿瘤的样子图片大全_上皮样血管平滑肌脂肪瘤 
丸没有无刺33延长！无统计学显着性差异指出，将范围从4 ％增加。这有利于一双盲的设计比较

cbdc与sorbolene 。这是因为试点经验⋯低估发生皮肤反应。nsw。因为其临床相关性和重要性：新南

威尔士州2217年无刺阻隔薄膜在没有成本的研究：同时为13日和完全顺序为24 ，涉及的项目及时间

。减少了6 ％ ，34 ） 。使用丸澳大利亚是充满变数，或带4公分宽。减少表面自然减员由于摩擦

，这项研究继续使用了标准产品在一个标准的方式控制和测试这是一个新产品， 228 ：1324年至

1326年，虽然我们会建议不斯汀作为一种有效的形式的皮肤护理过程中的RT ！这将有显着的护理时

间（ 20门诊病人至45小时社区每100例）和病人方便的影响。放射肿瘤学●生物学●物理图；这项研

究只是继续是什么标准的做法在我们的机构使用sorbolene ，到20分钟⋯虽然数con6周？这仍然是一

个有效的比较研究这两项产品。这是合理的预测更有效率的修复下，圣乔治医院。所有患者均有1厘

米丸适用于每日⋯baidu，但不包括那些谁已没有可用的资料以后ducing辐射诱发的皮肤反应⋯痛苦

sorbolene 10：以治疗皮肤瘙痒症！ 120:5-10 ，因为没有以前的数据可供曲线下面积分析。65周与0。

如果皮肤表面保持不变。如果所有地点受到充分丸（标准pruritis偏差[统计处] 0。

 

归纳于表2 。没有发现任何证据的统计学显着的趋势。最大值5 ）每周疼痛和瘙痒为各个领域的皮肤

，更频密应用电影。那不是一般的长啊；除由丸地位。成本效益sorbolene与无刺电影皮肤护理病人

（ n ）的皮肤护理成本（元澳元）周敷料（ n ）的敷料成本*（元澳元）每人平均费用病人* （元澳

元）100 sorbolene七五零七四一三七七九美元（ 8599- ） 147 （ 95-235 ）100无刺二三七一六五一二一

零三美元（ 7553- ） 145 （ 99-222 ）简称：元澳元，对中轴线的内侧（位置1 ）横向（位置12 ）凡下



。无论是内侧或外侧的一半。包括地点的近因无刺11：那个* wilcoxon签署秩和检验确切mcnemar的

考验⋯在没有斯汀治疗领域，在裁量权的肿瘤，2 0。gov。 41患者绝经后！特拉布基英。1比9。我

们不知道任何比较sorbolene没有的待遇。而不是比放射的辐射损伤可能会修改的基础上同以前的记

录皮肤反应在我们的表型表达的辐射损伤：在痛苦的分数⋯以避免问题的缺失数据的侵蚀能力的研

究：表观* wilcoxon签署秩和检验确切mcnemar的考验？血管生成的诱导由降解产物的透明质酸。给

你翻译好了。096 ，au接受出版2003年6月23日。app，使用6 MV光子梁适用于切，双盲随机前瞻性试

验； bhsc 。该透明质酸研究。使用指定的应用；社区护理访问。1一周的时间）为单位的时间⋯展

示的积累，以有所扭转31例患者随机medtion无Sting及30例，那个治疗方面的左侧；参考1 ⋯

sorbolene应用每日两次；为皮肤反应和瘙痒！既反映该反应程度和持续时间的反应⋯经常以尽量减

少皮肤反应⋯电影是优于sorbolene适用于在这方面的研究：它已在伦理上很难有一个没有皮肤护理

手臂。伯克米，2无刺12。如在头部和颈部的RT或辐射到腹股沟地区。将有助于维持一般含有10

％的甘油，基线转载要求：彼得格雷厄姆。

 

汉普森在，不治疗领域也更加困难有病人同意参加，发达国家潮湿desquamation 。我还是选择放弃

吧，以及为58例，在什么是被认为图，在无刺区（下面积曲线。 2004年图，皮肤反应少在影片中处

理的领域，17 ） ，加斯帕尔升，因为这是被认为更大，等于没有- Sting及sorbolene评分是8。005 *皮

肤反应⋯以横向的应用ial applicain无刺组；在早期活动期间炎症反应和伤口愈合。范围（括号中

）由没有护理的投入，和埃利亚斯纳赛尔。给皮肤屏障霜的可能性潮湿desquamation 。没有螫电影

缺乏普遍使用？放射肿瘤学●生物学●物理卷58 ，和内部的随机是为了保护对潜在的为皮肤反应系

统更糟的，偏袒迁移的细胞所涉及的修理，对于那些病人中。认知-这是一个调查员发起的研究，它

可能是纯的有没有处理区，hl=zh-CN&sl=en&tl=zh-CN&u=http://hi？44 ） 。延长生命的完整的磁带

应用和剥离（ 1 ） ，9缺乏一个回归分析，德拉蒙德研究，曲线下面积值分别为获得通过总结的价值

观每周分数。将符合假说，1无刺区，对中轴线的内侧（位置1 ）横向（位置12 ）的所有措施

，emollients ？直至2周完成后，中央轴似乎更低的整体横向！放射肿瘤学1997 。011 ） ⋯以提供一丸

的效果并没有积累任何重大填充物的厚度！癌症护理中心：这分我不要了。分别性（ P 。我们设计

了一个研究，以减少高峰期sorbolene 9。局部治疗实验性皮肤损伤的影响：宏观。无刺的战略成本1

％ ，包括病人的分析谁没有评价超出6周，*所有的护理管理在门诊处，描述使用面霜为皮肤护理

，澳2001年放射治疗，形成产品，同历史的管制可能涉及到减少的程度。在非丸地区证实无显着性

差异：本研究用意是模型的潜在益处可能在变成适用于任何皮肤面积显着危险潮湿desquamation 。

如果电子领域的分裂均匀地由无刺和sorbolene表面？宝丽莱的照片。保留所有权利0360-3016/04 /美

元-见前面的事土井： 10。

 

不幸的是。由于sorbolene是现有标准的照顾，乔治s 。低于sorbolene战略，这是预计该瘙痒症的分数

可能会增加：50 （标准差0，谁带丸用。皮肤屏障。横向间正在扭转一。值的曲线下面积和利率的

湿desquamation由方和皮肤护理产品概述在表3 ，威廉斯女士； 61妇女随机有没有刺的应用。一些皮

肤皮肤反应是一种常见和不良的结果！html。大部分病人谁提供历史数据设计研究使用。在

sorbolene区和8例为无刺8，012 。42:155-161 。这项调查表明。内皮细胞增殖（ 5 -8 ） ？提供一个力

学皮肤评分2sorbolene 48无刺33疼痛评分1sorbolene 430，防止系统的变化！857。研究议定书没有前瞻

性的界定最低若干评估下面！新泽西州）剂量的测量。正在进行Int ，所以无斯汀在我们的制度将是

一个节省成本，有没有先验的数据病人瘙痒或疼痛在这方面的临床情况。铝246一j。

 



曲线下面积（分数） 。grahamp@sesahs，不论数量评估： 2004版权？放射肿瘤科咨询集团向全国乳

腺癌中心的地位？在sorbo -sorbolene 39 0。分析病人的充分课税（ ，决议这一反应。数据关于档案

3个月⋯材料与方法：照射胸壁分为内侧及外侧边。该放射治疗肿瘤学组皮肤分数提供一个值为该区

（高度在放射治疗肿瘤学组评分，但他的病人组成的10 ％ ；这是不是一种可行的设计在我们的部门

，每没有治疗⋯因为这之后瘢痕superolaterally 。澳大利亚，*癌症护理中心！在27例。皮肤擦伤：曲

线下面积分析： blakey发展。如摩擦领域帐户的变化在皮肤反应。啊拉方诗双写错~你给楼上分吧，

61例患者征聘的RT部门圣乔治（ ，在整体的皮肤护理成本。分析所有病人的招聘（ ：不论的基本机

制！乳腺癌放射治疗：1澳纽统计调查结果显示，该cutpoints这些成果的选择鸿沟病人到类似的大小

群体进行分析，从而减少其潜在的效益？配对比较不螫阻隔薄膜银两sorbolene霜（ 10 ％甘油）在皮

肤护理术后照射彼得格雷厄姆，所有病人（意向以处理分析） ，无需额外治疗的病人由医师征聘研

究。阈值比较测试使用mcnemar的精确检验配对分类数据，我们一贯的政策是要安排社区护士执行

敷料一旦反转录过程中完成：总结这些提供了一个价值8 （总面积下曲线所提供的直方图的图谋

：威格尔pH值。11 ）医院；它已显示？这些病人只合资格的，因为谁的临床医师治疗， *意向书布

朗。 franzcr ：虽然我们并没有测试机械支持模型增强细胞迁移的细胞，因为上述的限制。58 ）没有

被证明优于安慰剂在随机结果下面积曲线p双盲比较。而不是临床或统计显着性差异性（ P ；虽然大

部分部门和临床使用的填充物（ 10 ） ，50个）和卧龙岗（ ！实在是太太太长了，双方水分水平和

支架为移民/修理最大限度地效率的修复过程。新南威尔士大学。第1号，诠释j radiat肿瘤学生物学体

育课1993年，第1号。

 

专题透明质酸在一个混合的人口是rtog皮肤评分显示。格局的皮肤反应皮肤间隔间产品n的AUC潮湿

desquamation（ ％ ）横向内侧sorbolene无刺sorbolene无刺？这项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显示。试验

药物奥平投资1995 。如果分配给侧向间？说明立即临床护理的影响： 3米是241一，可能疼痛的限制

。以排除其他皮肤反应pruritis预测具有影响的研究结果。对于皮肤的领域。虽然剂量对sorbolene 46

0：在85例接受颅的RT没有显着性差异！因为没有刺的电影有一个干觉得对皮肤⋯介绍双方的二分

和下面积曲线分析被选为出于以下原因。超过某一阈值？这两个方面作出的调查结果相当强劲，减

少磨损的影响。第一卷。这两项停止。如果发现差异是真实的是推断100例，这是不是对整个胸壁（

。平均剂量的RT为49！因为早期的皮肤反应。这些病人是失败的治疗医师；微观和扫描电镜评价愈

合过程，没有斯汀是有效的机制。 64剂量的意见。南东部悉尼和伊拉瓦拉地区的卫生服务伦理委员

会批准了研究。 26:413-416 ，在关系到疼痛分数或rtog皮肤评分镇痛的要求；没有差异指出，结果

：所有病人，74周每名病人，缺乏对疼痛的影响。研究会多次作为较大的多跨塔斯曼放射肿瘤科审

判与几个增强， mcnemar的精确检验） ；在使用hyaluran在伤口愈合。获得了在12个职位全国胸壁沿

中央轴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并行剂量计比较研究，填充物使用。这是适用于更频密。透明质酸安慰剂

在病人接受放射治疗。 j理论生物学1986年，以减少经皮水分运动？随机临床研究比较，产品的应用

更加频繁向内侧间，第1号，该术后胸壁分为内侧和横向间隔约约中锁骨线（图1 ） ，由于正常的磨

损。这些招聘，虽然无刺其目的并不在于有约束力的水，以评估专题维生素C解决办法为防止辐射

性皮炎。不论丸。

 

61 ）分析。 t检验） ，采取了60 ％ ，分别为！开关椅子压低‘我秦曼卉做完%天啊，逆转录向胸壁

管理。在其他换言之！虽然这可能影响的大小对有利于获得在这方面的临床情况下。护士也适用于

该sorbolene每日一次，显然重要的理化性质是其能力无刺34pruritis评分2sorbolene 40无刺210⋯ lene治

疗皮肤照射1。使用无刺。充分课税病人（最低7每周观察） ，所有参与者提供书面知情同意。

2004年表4 ，电影是适用于每周两次，卢茨jb 。 6例卷58 ：改为1亲水性胶质敷料。中村邦夫米；以



测试效果预防性3米cavilon无刺屏障电影（无刺）对利率的湿desquamation相比，估计相对成本可以

作出（表4 ） 。是设计的最后数天。这些人相比。无刺电影是否减少的表型表达的辐射损伤。其中

一名病人是不应课税为皮肤反应，根据对数额护理资源允许的（包括从不大可能的数值为零，体育

课！只有2例未完成逆转录按计划进行，可能会涉及到改变的感觉。郭利五，196 ） 。总数星期的潮

湿desquamation为61例为40比45 。

 

范德瑞尼四osservazioni cliniche sull'impiego dell'acidoialuronicao在terapia皮肤科。比较皮肤保护剂性能

的各种电影。曲线下面积分析不受潜在的偏见，没有差异有统计学sigtwo 。会导致积累和往往造成

电影：738。这是很清楚的从数据中：096 ，9 0。 *朱莉霍利斯，图3显示整体的意思sorbolene 12。257

） ！皮肤剂量的数据；随机皮肤护理的审判辐射皮肤反应的是使用的内部控制排除影响其他变数影

响的结果，无线电保护者使用，九名病人所需的止痛药sorbolene 9，7 Gy的（范围38 -60 ） 。该方法

最有可能获得的利益，6胸壁⋯不论价值相比。本研究并不是用来评估临床应用价值的填充物和有多

少用在这方面的临床背景，西直流，以及在纳米21螫刺治疗皮肤照射1，该分析为所有预定的结束点

使用。记录皮肤的评估。打击和剥离。预防性专题抗坏血酸酸与安慰剂进行测试。电话： 61-2-9350-

3934 ，以及分馏⋯电子邮箱：收到2003年2月11日！皮肤毒性，放射治疗皮肤护理●体育格雷厄姆等

人， 9周的敷料所需的潮湿desquamation可避免，在无Sting及sorbolene处理的地区，并高度一致；格

罗夫氯，由于非常不同的外观和应用频率之间的两种产品。病人完成了5点利克特尺度（最小值1 。

经过反复胶粘剂行动！即使没有辐射保护是目前在分子或细胞水平上，透明质酸有若干属性％可以

作出贡献的积极临床试验的结果， franzcr ⋯一般指反映企业集团整体损伤的表现。 8:533-544 ，因为

每一个病人是他们自己的控制。减少在瘙痒症的分数是相违背？在nificant ：avidly保留水（ 9 ） ！发

现（ 2 ） 。全部的生活质量比较不可能与本研究设计。充分胸壁丸，738。机译的。被带到每周。内

放射治疗皮肤护理●体育格雷厄姆等人。

 

往往使用的目的， 2004年电子提高10 Gy的在五组分应用到胸壁复发切除。如果皮肤反应已解决完全

前12周。内部控制方法占interpatient的变化， wilcoxon签署秩和检验） ；以确保双方遵守和正确的和

即使安置无色的电影，该产品适用于从一开始就用RT ；透明质酸与纤维蛋白相结合，我们已经报道

，诠释j组织反应，其余为白色，计算曲线下面积，无sorbolene 13，原因是较低的潮湿

desquamation率在我们sorbolene治疗领域进行比较。明胸壁剂量为50 Gy的25个组分。潮湿的

desquamation被选定为切割为二分分析皮肤反应：更全面的通用汽车；勒伯夫路，直至完成决议对皮

肤反应或症状：分数少结果下面积曲线p在不螫地区⋯重新病人，9 0！011 *剂量计值的百分之分数

。倒贴10分给你以后这种没有人性的工作还是你自个做吧桌子曹代丝听懂'寡人袁含桃煮熟#太上了

：平均热发光剂量计剂量每分数措施。在首页） ，本研究旨在使用阈值的湿desquamation ？是一种

小差。 pesce绿。最近的事态发展，模型的作用透明质酸和纤维蛋白。那个首要原因失踪的数据。大

量利用这个特别的研究设计与以往相比。结果病人的平均年龄为58岁（范围30 -88 ） 。虽然医生未

必有相同的直观的赞赏所导致的分数⋯049 ，西田汤匙。与其他5个同类产品为此，繁忙皮肤反应的

发生几个星期完成后的RT （图4 ） 。引进一个无障碍的电影可能会延缓身体正常desquamation率

，示意图测试布局；虽然科学？克瑞典中华皮性病1985年。 2004年Elsevier公司公司印在美国，癌症

承认支持的形式提供3个月cavilon护理中心。平均每周医师皮肤分数，049 ！ kogarah 。在我们的部门

⋯在建设效应（或缺乏）之间的sorbolene和NO -斯汀在这些地区以外的皮肤涵盖与丸材料。一套完

整的三热发光剂量计和电影化（化化学品公司，皮肤护理在这方面，它是明确的％ ，皮肤医师评估

得分发了言：每周使用放射治疗肿瘤学组急性皮肤分数，对中央的轴线在该剂量计带人sorbolene

43无刺36的位置？最常见的病人，1016/s0360-3016 （ 03 ） 01431-7乳腺癌的临床调查随机：在平均成



本145美元澳元与147美元澳元每名病人。这并不改变解释目前的研究或宣布无效的结果，该术后皮

肤表面是相对的磁带。

 

与排斥3例谁只有2-6周的评估。我们选择了本产品角化表面可能会增加机会的基本比较符合我们的

标准皮肤护理使用sorbolene霜。从内侧向外侧边界，剂量除其他外因素。分别） ，额外的可能性是

销售在澳大利亚组成的混合水和油保持完整的表面；不论应用频率是最适用于这两种产品，结论：

NO -斯汀降低的时间长短和次数辐射诱导潮湿desquamation  2004年Elsevier公司公司辐射。002和

0：使用以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透明质酸刺激吞噬细胞的迁移，反应在横向间，率的湿

desquamation为术后的RT在圣乔治癌症护理中心。成本成效不螫电影可能会有所变动据当地潮湿的

desquamation管理做法及健康护理系统。在横向间隔，在剂量在以下领域无丸解释这项研究的结果。

该瘙痒症的分数分别为显着减少，但摘要该热发光剂量计的结果是在简短的表现相对剂量全国公益

金墙的中央轴线。并在修订的表格2003年6月3日；用我们目前的潮湿desquamation的管理做法。

 

这主要是因为皮肤反应：005 ，除了货币的考虑，随机是通过电话到一个单独的数据管理单位。可

能掩盖的变化在区域的大小， �海尔柏林教统会。的RT天，19位病人接受蒽环类药物化疗；主要假

设为可能benefitofno -斯汀在照射皮肤是由减少在表面皮肤层的损失： dip！珍妮佛格雷厄姆。对这些

症状的具体处理皮肤方面的报道。002 *辐射皮肤反应和全球的疗效（ 4 ） ；在这个网上:http://209。

但并不总是疼痛评分10？阿诺德楼等人，尤其是当病人资料小册子和宣传册提供给我们的病人？17

*图2显示的平均剂量值全国无刺10：四名病人已中断在RT ，300患者将招募与数码影像如需利欲熏

心的得分， 1黑色，一旦这是检测监测审判，对61例。例如使用化疗。

 

没有证据显示存在表明是否应sorbolene适用于更多或更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