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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腺肌病原代内膜间质细胞培养及功能学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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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离提纯培养子宫腺肌病渊粤酝冤内膜间质细胞渊耘杂糟冤袁检测其细胞功能的差异袁为进一步的细胞及分
子水平研究奠定基础遥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份在本院治疗的正常子宫内膜和子宫腺肌病手

术病例袁在严格无菌条件下袁收集临床确诊的 AM 患者在位子宫内膜组织 12 例尧异位子宫内膜组织 41 例及正常
对照内膜组织 13 例袁分别分离培养 ESc袁并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法对分离提纯培养的细胞进行鉴定遥分别检测三种

细胞的增殖尧迁移尧侵袭和凋亡等细胞功能遥 结果 正常人 ESc 13 例袁AM 患者在位 12 例尧异位 ESc 原代分离

41 例均成功袁成功率为 100.00豫遥 与正常在位 ESc 相比袁在位尧异位 ESc 在普通光镜下袁形态观察无明显差异袁但
是细胞功能方面袁在位 ESc 生长曲线显示增殖率明显升高曰异位 ESc 的迁移尧侵袭率水平升高袁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渊孕约园援园员冤袁三种细胞凋亡无明显差异遥 结论 采用间质细胞原代培养方法可以成功培养 AM ESc袁并保持较高
的细胞培养成功率遥 在位 ESc 增殖率最高袁异位 ESc 的迁移尧侵袭率水平升高袁细胞凋亡均无明显差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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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solate, purify and culture endometrial stromal cells (ESc) of adenomyosis (AM), and to detect
the difference of cell function, so as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at the cellular and molecular levels. Meth鄄

ods The normal endometrial and adenomyosis surgical case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3 to December

2016 were selected. Under strict aseptic conditions,12 cases of eutopic endometrial tissues,41 cases of ectopic endome鄄
trial tissues and 13 cases of normal control endometrial tissues of clinically diagnosed patients with AM were collected.
ESc were isolated and cultured, and the isolated and purified cells were identifi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The pro鄄

liferation, migration, invasion and apoptosis of the three types of cells were detected. Results 13 cases of normal human
ESc, 12 cases of patients with eutopic AM and 41 cases of ectopic ESc were successfully isolated, with a success rate
of 100.00%. Compared with normal eutopic ESc, the morphology of eutopic and ectopic ESc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鄄

ferent under ordinary optical microscope, but the proliferation rate of eutopic ESc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erms of
cell function.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rates of ectopic ESc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0.01),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three types of apoptosis. Conclusion AM ESc can be successfully cultured by using

the primary culture method of mesenchymal cells, and a high success rate of cell culture can be maintained. The prolif鄄
eration rate of eutopic ESc is the highest,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rate of ectopic ESc increases, and there is no sig鄄
nificant difference in apopt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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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腺肌病渊Adenomyosis袁AM冤是子宫内膜中的

求的妇女遥 近年来袁AM 发病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袁且

腺体和间质细胞侵入子宫肌层袁并在其中弥漫或局限

发病年龄年轻化袁临床对该病的重视程度也日益增加遥

性生长的一种良性疾病袁多发于育龄期女性袁经产妇
多见袁可能与剖宫产尧人工流产等宫腔操作手术量的

增加有关遥 AM 的主要临床表现为经期延长尧淋漓不

AM 的发病机制涉及面很广袁也尚未完全明朗袁现广

泛认为其发生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和控制[1]遥 目前常见
和研究较多的方向主要为子宫基底内膜缺陷尧局部免

尽尧经量增多尧进行性加重的痛经和生育能力降低袁从

疫因素尧血管生成能力尧生长因子的作用尧细胞凋亡功

而大大降低了这类女性的生活质量袁特别是有生育要

能的改变和甾体激素水平的变化[2-5]等遥AM 虽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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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良性疾病袁但却具有恶性肿瘤的生长特点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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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出袁与正常子宫内膜细胞相比袁AM异位内膜细
胞的增殖能力较强袁而细胞凋亡减弱袁这种细胞增殖
能力与凋亡水平的失衡可能就是这种疾病的发病机

制之一[6-7]遥 本课题旨在研究在AM 患者在位尧异位子
宫内膜组织中提取尧分离出子宫内膜间质细胞渊En鄄

dometrial stromal cells袁ESc冤曰找出AM 异位 ESc 与正常

ESc 在细胞功能学上的差异袁以求从分子水平找到子
宫腺肌病的发病机制袁现报道如下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1.1.1 标本采集 选取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

属单纯囊肿袁畸胎瘤等冤的患者袁入选 13 例曰患者平均
年龄渊45.55依3.52冤岁袁取月经增殖期在位子宫内膜组

织遥 入选的所有患者均已排除了各类肿瘤尧内分泌疾
病尧结核尧近半年甾体类激素治疗等病史袁且未处于哺
乳期遥 所有标本采集申请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
通过袁并经患者知情同意遥

1.2.2 取材方法 新鲜的子宫内膜离体后袁无菌存放袁

迅速以冰盒转运袁组织经无菌 PBS 液冲洗干净后袁用
无菌组织剪剪碎后分两部分处理院淤分装至冻存管袁
经液氮预处理袁随后保存于-80益冰箱中曰于进行一下
步的分离 ESc遥

本院治疗的正常子宫内膜和手术后经病理证实的子

1.2.3 子宫内膜间质原代细胞分离培养 在取得新鲜

宫腺肌病患者在位内膜和异位内膜组织袁按照课题设

无菌要求袁立体后即刻放入冰盒转运至实验室渊此过

计的纳入标准入选遥

1.1.2 主要仪器 倒置显微镜渊Nikon 有限公司冤尧荧光

AM 在位尧异位及正常人子宫内膜组织时需严格遵循

程需在 30 min 之内完成冤遥在文献[8]中提供的 EMs 原

倒置显微镜渊日本 Olympus 公司冤尧二氧化碳培养箱

代细胞培养方法的基础上袁不断实践及改良袁摸索出

96 孔板渊Costar 公司冤尧Transwell 小室渊美国 BD 公司冤尧

体的子宫内膜组织放入超净台袁PBS 冲洗干净后用灭

渊美国 SHEL LAB 公司冤尧酶标仪渊美国 Bio-RAD 公司冤尧

800 台式低速离心机渊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冤尧低温
离心机 渊美国 Thermo Scientific 公司冤尧LT 电子天平

渊美国 Mettler 公司冤尧微量移液器渊德国 Eppendorf 公
司冤尧超低温箱渊-80益袁日本 Sanyo 公司冤尧液氮罐渊四
川亚西橡胶机器有限公司冤尧数显恒温水浴锅渊上海浦
光仪器厂冤尧SW-CJ-2FD 型超净化工作台渊苏州净化
设备有限公司冤尧立式高压蒸汽灭菌器渊上海博迅实业

AM ESc 原代分离的方法遥具体分离操作院淤将新鲜离

菌组织剪剪碎至大小为 0.5耀1.0 mm3 的组织碎片曰

于将组织碎片加入以 9颐1 的比例配置 DMEM/F-12 和
稀释的郁型胶原酶的混合培养液曰盂上述混合物混匀
后转移至 10 mL 离心管袁再置入恒温水浴锅渊37益袁2耀
3 h冤消化袁间隔 15耀20 min 混匀一次曰榆消化后的组

织悬液分别过 80 目和 300 目灭菌筛网渊注院过 80 目和
200 目筛网袁200 目筛网上的未滤过组织离心可获得

有限公司冤遥

原代腺上皮细胞袁因原 AM 代上皮细胞无法传代袁细胞

胰蛋白酶消化液尧RIPA 液渊Solarbio 公司冤尧胎牛血清

液离心渊1000 r/min尧6耀8 min冤2 次袁其间以 PBS 液吹

溶液渊Phosphate buffer saline袁PBS袁索莱宝公司冤尧青

培养液重悬袁移入培养瓶袁孵箱培养渊37益袁5% CO2袁3耀

1.1.3 主要试剂 DMEM/F-12 培养基渊Hyclone 公司冤尧
渊Fetal bovine serum袁FBS袁Hyclone 公司冤尧磷酸缓冲盐

霉素尧链霉素混合液渊Biopopped 公司冤尧SDS渊美国 Sigma
公司冤尧溴酚蓝渊美国 Sigma 公司冤尧Tris-base渊Tocris Bio鄄

science 公司冤尧DAB 显色试剂盒 渊中杉金桥公司冤尧波
形蛋白尧角蛋白尧山羊抗兔抗体渊中杉金桥公司冤尧BD
Pharmingen 556547Annexin V FITC APOPTOSIS De

数量无法达到功能学检测的要求袁故未赘述冤曰虞过滤
匀曰 愚离心完毕后组织加入含 10% FBS DMEM/F-12

4 h冤曰舆24 h 内即可观察到细胞贴壁袁更换培养液得
到 ESc袁一般原代培养 ESc 5耀7 d 可长满遥

1.2.4 子宫内膜间质细胞性质鉴定 通过免疫组织化

学方法检测 ESc 中波形蛋白尧角蛋白的表达袁具体步
骤为院淤培养院将细胞接种至六孔板培养袁划分为三

tection KIT 玉渊美国 BD 公司冤尧结晶紫尧BD Matrigel渊美

组院波形蛋白组尧角蛋白组尧空白对照组袁细胞生长至

1.2 实验方法

下避光处理 30 min曰 盂封闭院3% H2O2 封闭内源性过

国 BD 公司冤遥

80%时进行操作曰 于固定院4%多聚甲醛固定袁4益条件

1.2.1 入选及分组标准 本研究选择的子宫腺肌病组

氧化物酶袁室温下静置 10 min 后 PBS 轻柔清洗曰榆孵

为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江西省妇幼保健院

育抗体院一抗院在三个组分别加入波形蛋白稀释液渊1颐70冤尧

行手术治疗袁术后病理诊断为子宫腺肌病患者袁入选

角蛋白稀释液渊1颐100冤尧PBS袁量以铺满细胞为宜袁孵箱

位子宫内膜组织 12 例及子宫腺肌病病灶组织 41 例遥

孵育 30 min曰虞显色院DAB 显色10 min曰愚苏木素复染

41 例曰患者平均年龄渊40.75依2.95冤岁袁取月经增殖期在

孵育 1 h曰二抗院PBS 冲洗后袁加山羊抗兔渊1颐500冤孵箱

正常对照组为同期的卵巢良性肿瘤渊经病理检查证实

0.5 min袁自来水返蓝后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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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细胞功能检测

1.2.5.1 CCK8 法检测细胞增殖功能 备制单细胞悬

液袁细胞计数后袁将细胞密度调整为 1伊10 个/mL 接种
4

于 96 孔板内袁每种细胞接种 5 个复孔袁并设置一调零

达 100.00豫遥 在普通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可见 ESc 贴壁
生长袁形态呈长梭形袁细胞核圆形袁基本居中遥

2.2 AM 子宫内膜间质原代细胞波形蛋白鉴定
分离的每株细胞均进行细胞鉴定袁分别用波形蛋

孔 袁 只 加 100 滋L 培 养 基 袁 周 围 用 PBS 填 充 袁 共 接

白抗体尧角蛋白抗体尧空白对照液体对 ESc 进行鉴定袁

24尧48尧72 h 取出一块 96 孔板袁观察细胞贴壁情况袁每

体组AM 细胞的胞质呈棕黄色改变渊封三图 1a冤袁角蛋

种4 块 96 孔板袁孵箱孵育渊37益袁5% CO2冤曰分别于 12尧

孔加入 CCK8 溶液 10 滋L 后孵育 4 h曰酶标仪检测以

上各孔吸光率袁即 OD 值渊波长院450 nm冤遥 共选择正
常尧在位尧异位细胞各 10 例进行重复试验遥

1.2.5.2 Transwell 法检测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迁

移功能的检测使用 Transwell chambers袁将细胞消化后
用无血清的 DMEM 培养基重悬袁细胞悬液进行细胞

计数遥每个迁移试验小室的下部以含 20豫胎牛血清的
500 滋L DMEM 填充袁每个小室的上部接种约 1伊105 个

细胞遥 孵箱孵育 22 h 后袁用 100豫甲醇固定渊室温袁10耀
30 min冤袁0.5豫结晶紫染 15耀30 min袁在显微镜下观察

Transwell 膜底部的细胞数量袁每个小室随机选择 9 个
视野袁取平均值进行统计遥 侵袭功能也是通过这种方

式进行袁不同的是 Transwell 上室底部以 Matrigel 覆盖袁
余步骤相同遥 共选择正常尧在位尧异位细胞各 10 例进行
重复试验遥

1.2.5.3 Annexin V-PI 双染色法检测细胞凋亡 取 105
个细胞袁离心渊1000 r/min袁5 min冤袁每管加入 100 滋L

DAB 显色遥 细胞鉴定结果渊封三图 1冤显示院波形蛋白抗

白抗体组渊封三图 1b冤和空白对照组渊封三图 1c冤的AM
细胞胞质不显色遥

2.3 AM 异位 ESCs 和正常对照 ESCs 细胞功能学的差异

2.3.1 细胞增殖检测 CCK8 法以细胞生长时间及对应

的 OD 值做细胞生长曲线袁在各组细胞试验中袁除 1次
出现细胞污染袁其余组别均试验成功袁先取其中一次

结果显示渊表 1袁封三图 2冤袁在位 ESc 组跃异位 ESc 组跃
正常对照遥 将获取的各组细胞在五个不同时间点的
OD 值袁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袁进行组内比较后在进行

多重比较袁探讨其统计学意义袁结果显示袁三组细胞在

5 个时间点两两比较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2~6遥

表 2 各组细胞增殖 12 h 的差异分析渊x依s冤
OD 值

F值

P值

0.392依0.029

26.157

0.001

组别
正常对照组

0.226依0.012

异位 ESc 组

0.331依0.077

在位 ESc 组

P值

0.000淤
0.038于
0.004盂

注院正常对照组与在位 ESc 组比较袁 P=0.000曰在位 Esc 组和异位ESc
淤

Binding Buffer袁重悬袁按分组分别加入以下试剂院淤空

组比较袁于P=0.038曰正常对照组与异位ESc 组比较袁盂P=0.004

V-FITC曰盂对照 b院加入 5 滋L PI曰榆样本管院加入 5 滋L

组别

白对照院无染料加入曰于对照 a院加入 5 滋L Annexin

Annexin V-FITC 和 5 滋L PI遥 室温下避光孵育 15 min袁
分别加入 400 滋L 的 Binding Buffer袁吹打混匀后在 1 h
内上机袁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率遥 共选择正常尧在
位尧异位细胞各 10 例进行重复试验遥

表 3 各组细胞增殖 24 h 的差异分析渊x依s冤
OD 值

F值

P值

0.340依0.014

779.231

0.000

正常对照组

0.012依0.002

异位 ESc 组

0.310依0.014

在位 ESc 组

P值

0.000淤
0.015于
0.000盂

注院正常对照组与在位 ESc 组比较袁 P=0.000曰在位 Esc 组和异位
淤

ESc 组袁于P=0.015曰正常和异位组比较袁盂P=0.000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1.0 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遥 采用方差

分析后多重比较来分析各类间质细胞数量袁计量资料

用均数依标准差渊x依s冤表示袁采用 F 检验袁检验水准 琢=
0.05袁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表 4 各组细胞增殖 36 h 差异分析渊x依s冤
OD 值

F值

P值

0.834依0.042

334.169

0.000

组别
正常对照组

0.213依0.015

异位 ESc 组

0.494依0.008

在位 ESc 组

P值

0.000淤
0.000于
0.000盂

注院淤正常对照组与在位 ESc 组比较袁于在位 Esc 组和异位 ESc 组比较袁

正常对照组与异位 ESc 组比较袁P=0.000

盂

2 结果
2.1 AM 子宫内膜间质原代细胞分离培养
收集培养的三组组织均分离培养成功袁成功率可

2.3.2 细胞迁移检测 10 组细胞的 Transwell 重复试验
结果一致袁均显示间质细胞的迁移能力院子宫腺肌

表 1 三组细胞生长时间及对应的 OD 值比较渊x依s冤
组别

12 h

24 h

36 h

48 h

72 h

正常对照组

0.226依0.012

0.012依0.002

0.213依0.015

0.194依0.011

0.315依0.011

异位 ESc 组

0.331依0.077

0.31依0.014

0.494依0.008

0.861依0.015

2.154依0.017

在位 ESc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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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92依0.029

0.34依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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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依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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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组细胞增殖 48 h 差异分析渊x依s冤
OD 值

F值

P值

1.128依0.094

216.195

0.000

组别
正常对照组

0.194依0.011

异位 ESc 组

0.861依0.015

在位 ESc 组

P值

0.000淤
0.001于
0.000盂

注院正常对照组与在位 ESc 组比较袁 P=0.000曰在位 Esc 组和异位 ESc
淤

组比较袁于P=0.001曰为正常和异位组比较袁盂P=0.000

表 6 各组细胞增殖 72 h 差异分析渊x依s冤
OD 值

F值

P值

2.993依0.132

946.031

0.000

组别
正常对照组

0.315依0.011

异位 ESc 组

2.154依0.017

在位 ESc 组

P值

0.000淤

图 2 各组细胞侵袭水平的比较

0.000于
0.000

盂

注院淤正常对照组与在位 ESc 组比较袁 于在位 Esc 组和异位 ESc 组比

较袁盂为正常和异位组比较袁P=0.000

表 8 各组细胞侵袭水平渊x依s袁个冤
组别
正常对照组

病异位 ESc 组跃子宫腺肌病在位 ESc 组跃正常对照组

渊封三图 3袁其中a 为正常对照组袁b 为子宫腺肌症在

位Esc 组袁c 为子宫腺肌病异位 ESc 组冤袁三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图 1袁表 7遥

在位 ESc 组
异位 ESc 组

平均细胞数

F值

P值

766.67依371.12

4.498

0.064

176.00依86.07

932.00依413.44

P值

0.067淤
0.556于
0.029盂

注院正常和在位组比较袁 P=0.067袁P跃0.05曰在位 Esc 组和异位 ESc 组
淤

比较袁于P=0.556袁P跃0.05曰为正常和异位组比较袁盂P=0.029

位 ESc 组跃正常对照组袁经统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
0.05冤遥 见封三图 4袁图 2袁表 8遥

2.3.4 细胞凋亡的检测 10 组细胞凋亡试验重复试验
结果一致袁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结果比较袁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渊图 3冤遥
3 讨论
子宫肌腺病是由于子宫内膜中的成分入侵子宫
肌层袁弥漫性或局限性生长而导致的遥 此病在育龄期
图 1 各组细胞迁移水平的比较

妇女较为常见袁保守治疗效果不佳且发病率逐年升高袁

表 7 各组细胞迁移水平渊x依s袁个冤
组别
正常对照组

在位 ESc 组
异位 ESc 组

平均细胞数

F值

P值

1286.67依801.58

7.779

0.022

446.67依310.05

4466.67依2112.66

P值

0.464淤
0.025于
0.010盂

注院正常对照组与在位 ESc 组比较袁 P=0.464袁P跃0.05曰在位 Esc 组和
淤

异位 ESc 组比较袁于P=0.025袁P约0.05曰正常对照组与异位 ESc 组比较袁
P=0.01袁P约0.05

盂

2.3.3 细胞侵袭检测 10 组细胞的 Transwell 重复试验

结果一致袁显示间质细胞的侵袭能力院异位 ESc 组跃在

正常对照组

图3

日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遥 既往研究认为 AM 在疾病发

生尧发展上与子宫内膜异位症渊Endometriosis袁EMs冤有
很多相似之处 [9]袁但是随着对这两种疾病研究的不断

深入袁研究发现 AM 与 EMs 除了发病部位外袁还有很
多的不同袁所以现在 AM 已经渐渐的与 EMs 区分开来袁

进行单独的研究遥 AM 的发病机制涉及因素较多袁研
究并不深入袁目前可查阅的国内外文献报道中主要涉

及以下因素院淤子宫内膜的侵入学说曰于甾体激素袁尤
其是雌激素的影响最为深入也研究的最多 [4袁10]曰盂细

在位 ESc 组
细胞凋亡试验重复试验

异位 ESc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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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功能的改变院如增殖和凋亡调控的失常曰榆整体和

高效的 AM 原代细胞培养方法遥 其优点在于院淤本实

loproteinase袁MMPs冤的表达异常 曰愚腺苷酸依赖的蛋

胶原酶-胰蛋白酶-EDTA 与 PBS 的混合液作为消化

局部的免疫异常曰 虞基质金属蛋白酶 渊Matrix metal
[11]

白激酶渊Adenylate dependent protein kinase袁AMPK冤的
高表达 遥
[13]

子宫腺肌症因既往归类于子宫内膜异位症袁其单

独的细胞功能学研究可查阅的资料有限遥 近年来袁研
究 已 证 实 MMPs 在 AM 中 起 着 非 常 重 要 的 作 用 袁

MMPs 是细胞外基质降解和重建过程中最关键的一
组蛋白酶袁在它的作用下初期向子宫肌层侵润的细胞

是子宫内膜间质细胞袁继而是内膜腺细胞侵润遥 郭凤
羽等 发现袁不论是 mRNA 水平还是蛋白水平袁孕激
[12]

素受体的表达在腺肌症小鼠子宫中低于正常小鼠袁雌
激素受体和 MMP-2 的表达高于正常小鼠袁这些结果

与腺肌症形成中对雌激素敏感袁对孕激素耐受袁侵袭
性增加密切相关袁可能是腺肌症发病机制的分子基础遥

黄毓菲等 研究发现在 AM 的在位内膜中袁M2 型丙

验细胞传代消化采用 10院9 的比例配置 0援25豫的郁型
液混合液作为细胞消化液袁这个比例可以快速消化细

胞袁并且不损伤细胞传代后生长的能力袁提高了组织

消化后的细胞存活效率遥 于经分离提纯的原代 AM 间
质细胞科稳定传代 6耀10 代袁并且能保持较高分离培养

成功率袁为后期的实验提供实验基础遥 本课题研究发

现院淤AM 异位 ESc 的增殖能力远高于在位 Esc 和正

常人子宫内膜 ESc曰于AM 异位 ESc 的细胞迁移和侵袭
水平均高于 AM 在位和正常人子宫内膜的 ESc袁且具

有有统计学意义曰盂细胞凋亡水平未见明显差异袁后期
会再提高细胞数量袁严格控制实验点在细胞对数期范
围内再次进行验证遥 此一系列结果为后期从分子水平
上对 AM 相关发病机制的研究提供了前期的基础和
实验的平台遥

[14]

酮酸激酶渊M2 Pyruvate kinase袁PKM2冤的蛋白和 m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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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K8 反应各组细胞增殖情况
正常对照组
异位 ESc 组
在位 ESc 组

葬院波形蛋白

遭院角蛋白
图 1 ESc 鉴定结果渊100 倍镜下冤

糟院空白对照

12 h

渊见内文第 34 页冤

a院正常对照组

a院正常对照组

14 h
36 h
48 h
细胞生长时间渊h冤

72 h

图 2 三种细胞的生长曲线的比较渊见内文第 34 页冤

b院子宫腺肌症在位 ESc 组
c院子宫腺肌病异位 ESc 组
图 3 细胞迁移结果渊4 倍镜下冤渊见内文第 35 页冤

b院在位 ESc 组
c院异位 ESc 组
图 4 细胞侵袭结果渊4 倍镜下冤渊见内文第 35 页冤

图 5 右侧大脑中动脉闭塞取栓过程中的电生理监测图像渊见内文第 86 页冤
注院深绿色线院术中运动诱发电位完全消失袁术后患者左侧上肢运动诱发电位恢复曰浅绿色线院术中体感诱发电位可见较长时间波幅下降尧潜伏
期延长袁术后患者左侧肢体体感诱发电位恢复

渊例冤

图 6 具体关联网络图渊见内文第 152 页冤
注院粗线条表示强链接袁细线条表示弱链接

图 7 创伤患者发生的月份分布渊见内文第 160 页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