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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１８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ｉｌｉａｒｙｂｏｄｙ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ＹＡＮＧＹａｌｉ，ＺＨＯＵＨｏｎｇ，ＺＨＡＯＮｉｓｈａｎ，ｅｔａｌ　１７２
!!!!!!!!!!!

ＲｏｌｅｏｆＳＵＭＯ４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１ｉｎｒｅｎａｌｔｕｂｕｌａｒ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ｍｅｎｓｙ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ｉ

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ｈｉｇｈｇｌｕｃｏｓｅ

　 ＧＵＣｕｎｙ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ｉｈａｎ，ＬＩＵＳｈｕｘｉａ，ｅｔａｌ　１７７
!!!!!!!!!!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ｖｅｎａｕｔｏ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ｉｎ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ＨＥＮＺｈｉ，ＷＡＮＧＹｕｈｏｎｇ，ＺＨＵＷｅｉｄｏｎｇ，ｅｔａｌ　１８２
!!!!!!!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ｎｃＲＮＡＣＯＬＣＡ１／ｍｉＲ４２３５ｐ／ＦＡＭ１７２Ａ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ａｘｉｓ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４３１ｃｅｌｌｓ

　 ＪＩＮＪｉｎｇ，ＰＩＸｉａｎｍｉｎｇ，ＹＵＸｉｎｊｉａｎ，ｅｔａｌ　１８６
!!!!!!!!!!!!!

·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