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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 

MiR-129-5p inhibits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in 
rectal adenocarcinoma cells through targeting E2F7 

 
Anquan Shang1,2,Weiwei Wang2,Cheng Zhou3,Wei Chen2,Zhengxin Cai2,Wenying Lu2 

1.Tongji Hospital，Tongji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The Sixth People's Hospital of Yancheng City 
3.Huasha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Fudan University 

 
Objective  Our study aimed to obser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R-129-5p and E2F7, and to 
explore how the two factors influence the viability of rectal adenocarcinoma (READ) cells. 
Methods Bioinformatic analysis was used to filter the high-expressed miRNA miR-129-5p and 
mRNA E2F7 in READ. Expression of miR-129-5p and E2F7 was measured using qRT-PCR. 
Dual-luciferase reporter gene assay determined whether miR-129-5p could target E2F7. CCK-8 
assay, flow cytometry, wound healing test and Transwell invasion assay were performed to 
assess proliferation, apoptosis, migration as well as invasion of READ cells, respectively. Tumor 
xenograft was conducted to test the effect of miR-129-5p/E2F7 on in vivo viability of READ cells. 
Results MiR-129-5p was notably low-expressed in READ, while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E2F7 
was higher. Dual-luciferase assay verified that miR-129-5p targeted E2F7. Besides, 
overexpression of miR-129-5p suppressed migration, invasion and proliferation and enhanced 
apoptosis of READ cells. In vivo experiments revealed that overexpression of miR-129-5p 
suppressed viability and metastasis of READ cells. 
Conclusions MiR-129-5p inhibited READ cells migration, invasion and proliferation through 
targeting E2F7. 
 
 

PO-02 

Metabolomics and Transcriptomics Identify Biomarkers 
 in Feces of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Based  

on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er (GC-MS)  
and TCGA Database 

 
Anquan Shang1,Weiwei Wang2,Wenying Lu2,Zhengxin Cai2,Cheng Zhou3 

1.Tongji Hospital，Tongji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The Sixth People's Hospital of Yancheng City 
3.Huasha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Fudan University 

 
Objective We focused on the fecal samples of both healthy people and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CRC), aiming to find biomarkers among differential metabolites and relevant differential 
genes. 
Methods Fecal specimens from 27 healthy volunteers and 27 patients with CRC were collected, 
and we employed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GC-MS) to separate and identify the 
metabolites from these specimens. Partial least squares discriminant analysis (PLS-DA) an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were used to find the biomarkers and metabolic 
pathways were analyzed by combining transcriptomic analysis. 
Results We generated metabolic profile and 152 metabolites were identified, 123 of which were 
differential based on T-test. By utilizing a PLS-DA model established, 44 metabolites were 
identified, including 14 metabolite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and 15 metabolites down-regulated. 
ROC of 44 metabolites indicated that enterolactone, isoleucyltryptophan, typtophylglycine and 
glycocholate could be potential biomarkers to diagnose early-phase CRC. Transcriptomic 
analysis was utilized to find 11 differential genes in tryptophan metabolic pathway, most of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catalyzation of redox r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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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Enterolactone, isoleucyltryptophan, tryptophylglycine and glycocholate were 
potential biomarkers of CRC by metabolite profiling and pathway of tryptophan metabolism was 
perturbed greatly. Thus, establishing metabolic profile can be a novel supplementary method for 
diagnosing CRC. 
 
 

PO-03 

Urinary Free Triiodothyronine Test for Monitoring Thyroid 
Dysfunction during Pregnancy 

 
jia cai,Man Zhang 

Beijing Shijitan Hospital， Capital Medicine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maternal thyroid dysfunction should be detected earlier and checked periodically 
during pregnancy. Sampling serum frequently is invasive and maybe related to poor compliance. 
This research aims to study whether the urine free triiodothyronine (uFT3) is associated with the 
serum free triiodothyronine (sFT3) and will provide an effective alternative for monitoring thyroid 
dysfunction during pregnancy. 
Methods The serum specimens of 19 subclinical hypothyroid and 8 subclinical hyperthyroid 
pregnancies were collected at 9-12, 14-17, 23-26 and 37-40 weeks of gestation, simultaneously 
along with random urine specimens. The median levels of sFT3 and uFT3 were compared among 
the four gestational stages abov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FT3 and uFT3 was analyzed during 
pregnancy.  
Results The differences of sFT3 and uFT3 among the four gestational stages had statistic 
significance (P < 0.05). There wa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FT3 and uFT3 in subclinical 

hypothyroid pregnancy, r = 0.54 (I² = 53.5%，95% CI：0.31 ~ 0.77), as well as subclinical 

hyperthyroid pregnancy, r = 0.94 (I² = 0%，95% CI：0.81 ~ 1.07). The level of uFT3 is correlated 

well with the sFT3 during subclinical hypothyroid (treated by levothyroxine sodium) and 
subclinical hyperthyroid pregnancy. 
Conclusions Comparing with the sFT3, the uFT3 might be a more convenient and secure 
marker for monitoring different thyroid function status during pregnancy. 
 
 

PO-04 

Nucleophosmin-1 (NPM1) knockdown promotes tumor 
growth, metastasis but decreases drug resistance in 

cisplatin-resistant bladder cancer cell line 

 
Chenshuo Luo,Man Zhang 

Beijing Shijitan Hospital， Capital Medicine University 

 
Objective It is important for research on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proteins of the bladder 
cancer, because of recurrence and injury of monitoring. In previous studies, we have found NPM1 
migh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bladder cancer. We systematically studied NPM1 to reveal its 
potential function in cisplatin-resistant bladder cancer cell line and nude mice models. 
Methods The NPM1 gene expression of T24 cells and T24/DDP cells was analyzed by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The protein was verified by Western blot. The cells was inhibited by lentivirus. 
The efficiency of lentivirus infection was observed under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and Western 
blot. The function of NPM1 was evaluated by CCK-8 assay, wound-healing assay, transwell 
invasion assay, flow cytometry, and nude mice models. 
Results NPM1 expression of T24/DDP cells was observed to be up-regulated compared with T24 
cells. Furthermore, the stable NPM1 knockdown cell line was established, resulting in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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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able result. Suppression of NPM1 increased cell mobility and the ability of matrigel invasion of 
T24/DDP cells in vitro and promoted tumorigenicity in nude mice models. The results confirmed 
NPM1 could act on tumor progression. NPM1 knockdown could improve the sensitivity of 
T24/DDP to cisplatin. NPM1 silencing sensitized T24/DDP cells to cisplatin-induced apoptosis 
and induced cell cycle arrest in S phase. 
Conclusions NPM1 in cisplatin-resistant bladder cancer cells has high expression level. NPM1 
expression can represent the difference of tumor growth of transitional cell carcinoma. There is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NPM1 expression and sensitivity of tumor to cisplatin. 
 
 

PO-05 

Verification of Transthyretin in Bladder Cancer Patients 
and Functional Research  

in Human Bladder Cancer Cell Line 

 
ting lei,Man Zhang 

beijing shijitan hospital 

 
Objective In our previous study, using 2-D electrophoresis combined with MALDI-TOF / TOF MS, 
we identified transthyretin (TTR) was down regulation in the urine of bladder cancer patients 
compared to normal controls. The aim of this work was to verify the expression of transthyretin 
and research the function of transthyretin in Pumc-91 human bladder cancer cell line. 
Methods In this paper, qRT-PCR, western blot, immunohistochemistry were applied to verify the 
expression of TTR in bladder cancer patients’ tissue and control adjacent at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respectively. Clone technology was utilized to build pcDNA3.1-TTR eukaryotic expression 
vector and research the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on Pumc-91 human bladder cancer cell line. 
Results TTR were down regulation both at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in bladder cancer tissue 
than adjacent control tissue. Both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Immunohistochemistry validated that the TTR was located in cytoplasm and membrane. It was 
notably decreased in bladder cancer tissue compared to cystitis. Furthermore, we successfully 
built the pcDNA3.1-TTR eukaryotic expression vector. It exerted antiproliferative and 
antimetastatic roles in Pumc-91 cell line. 
Conclusions We concluded that TTR was down regulation in bladder cancer and it potentially 
involved in bladder cancer progression and metastasis. 
 
 

PO-06 

LncRNA HOTAIRM1-HOXA1 axis downregulates the 
immunosuppressive activity of 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 in lung cancer 

 
xinyu tian 

1.Jiangsu University 
2.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 

 
Objective HOXA transcript antisense RNA myeloid-specific 1 (HOTAIRM1) is a long non-coding 
RNA that has been indicated as a key regula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myeloid cells by 
targeting homeoboxA-1 (HOXA1). 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 (MDSCs) are a 
heterogeneous population of immature myeloid cells that possess immunosuppressive 
function. However, the impact of HOTAIRM1 on the development of MDSCs remains unknown.  
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HOTAIRM1 and HOXA1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of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were measured by qRT-PCR. Human MDSCs used in this study were isolated from t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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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e of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by FCM or induced from PBMCs of healthy donors with IL-
1β+GM-CSF. PcDNA3.1 was used to construct the expression vector of human HOTAIRM1 and 
mouse HOXA1. 
Results In this study, we demonstrated that HOTAIRM1 was expressed in MDSCs, and over-
expression of HOTAIRM1 could downregulate the expression of suppressive molecules 
in MDSCs. In addition, it was found that HOTAIRM1 levels decreased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cells 
of lung cancer patients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By analysing the expression of HOTAIRM1 
in different types of lung cancer, we found that HOTAIRM1 was mainly expressed in lung 
adenocarcinoma. Finally, it was confirmed that HOTAIRM1 could enhance the expression of 
HOXA1 in MDSCs, and high levels of HOXA1, the target gene of HOTAIRM1, could delay tumour 
progression and enhance the anti-tumour immune response by downregulating the 
immunosuppression of MDSCs. 
Conclusions Based on our findings, it is illustrated that HOTAIRM1/HOXA1 can 
downregulate the immune suppressive function of MDSCs and may be a potential target of 
clinical therapy in lung cancer. 
 
 

PO-07 

Mda-7/IL-24 induce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B cell lymphoma 
via activation of the P38 mitogen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signaling pathway 

 
Ming Ma 

the fourth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Interleukin 24 (IL-24) is a unique cytokine encoded by the melanoma differentiation 
associated gene-7 (Mda-7), and was first discovered inhuman melanoma cells. Exogenous Mda-
7/IL-24 has been shown to inhibit the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of a broad spectrum of human 
cancer cells, but its effect 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B cell lymphoma is not yet clear.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the present study demon-strated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overexpressing Mda-7/IL-
24 can induce differentiation in human B cell lymphomacell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was 
investigated. 
Methods The proliferation of stable Mda-7/IL-24 overexpressing Raji and Daudi cells was 
assessed by the MTS method. The immunophenotype, apoptosis level and cell cycle distribution 
of Raji and Daudi cells were analyzed by flow cytometry. The expression of PR domain zinc 
finger protein 1 (Blimp1) and B-cell lymphoma 6 (Bcl6) were analyzed by western blotting. 
Additionally, western blotting assay was also performed to study the effect of Mda-7/IL-24 on the 
activity of the P38 mitogen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MAPK) signaling pathway in Raji and Daudi 
cells.ment--> 
Results Proliferation of Raji and Daudi cells overexpressing Mda-7/IL-24 was inhibit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ose of parent cells and cells transfected with the empty vector 
alone. Apoptosis was not involved in the proliferation inhibition, while the cell cycle was arrested 
in G1 phase in the Raji and Daudi cells overexpressing Mda-7/IL-24. Overexpressing Mda-7/IL-24 
resulted in a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expression of 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 (CD)10, and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CD45 and CD138 in the cell surface of Raji and Daudi cells. The expression of 
Blimp1 was upregulated, while the levels of Bcl6 protein was downregulated, in Raji and Daudi 
cells overexpressing Mda-7/IL-24. Furthermore, the activities of the P38 MAPK signaling pathway 
in lymphoma cells were upregulated.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Mda-7/IL-24 could induce terminal differentiation of B 
lymphoma cells by 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Blimp1 and Bcl6 via altering the P38 MAPK 
signaling pathway, suggesting that Mda-7/IL-24 may therefore be a potential differentiation 
therapeutic agent to be applied in clinical treatment of B cell lymphoma.Furthermore, the activities 
of the P38 MAPK signaling pathway in lymphoma cells were upregulated.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5 

 

PO-08 

Low expression of Mda-7/IL-24 and high expression of C-
myb in tumour tissues are predictors of poor prognosis for 

Burkitt lymphoma patients 

 
Ming Ma 

the fourth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Burkitt lymphoma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types of haematopoietic malignancy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Mda-7/IL-24 had been identified as a differentiation inducer 
of Burkitt lymphoma cells. Previous studies have revealed that knockdown of C-myb can also 
lead to the terminal differentiation of Burkitt lymphomacells.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Mda-7/IL-24 andC-myb, as well as their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for Burkitt lymphoma patients. 
Methods The tumour tissues were collected from 59 cases of Burkitt lymphoma patients and 
detected with Western blotting.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Mda-7/IL-24 was lower, whereas 
the expression of C-mybwas higher in Burkitt lymphoma tissues compared to specimens of 
normal lymph node tissues. Furthermore, C-myb expression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Mda-
7/IL-24 expression at the protein level in Burkitt lymphomatissues and cell lines. Both 
the expression of Mda-7/IL-24 and C-myb in Burkitt lymphoma tissues was associated with some 
clinicopathological parameters, such as clinical stage, infiltration in the bone marrow, Ki67 and 
overall survival rates.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low expression of Mda-7/IL-
24 along with high expression of C-
mybare predictors for poor prognosis of Burkitt lymphoma patients; this outcome suggests 
that Mda-7/IL-24 and C-myb might be potential targets for clinical treatment of Burkitt lymphoma. 
 
 

PO-09 

miR-6775-3p inhibits ESCC progression by forming a 
positive feedback loop with p53 via MAGE-A family 

 
lingjiao meng 

the fourth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miR-6775-3p on esophageal carcinoma cell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olecular mechanisms. 

Methods Quantificational real-time PCR （ qRT-PCR ） were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miR-6775-3p in ESCC clinical specimens，as well as the effect of over 

expression or knockdown of miR-6775-3pon MAGE-A family expression in ESCC . Effect of miR-
6775-3p mimic or inhibitor 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bilities of ESCC cells were examined by 
wound healing assay and Transwell invasion test, respectively. Animal experiment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miR-6775-3pon ESCC in vivo. We also used KEGG pathway analysis to 
find out the mechanisms about the function of miR-6775-3p in ESCC .Then we 
performedimmunoprecipitaion and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to examine whethe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GE-A1 and p53 could affect the transcription of p53, and whether miR-6775-3p could 
affect the transcriptional activity of p53 through targeting MAGE-A family. 
Results MiR-6775-3p plays a tumor suppressive role i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 High expression miR-6775-3p is associated with good clinical outcomes of ESCC 
patients. Gain-of-function of miR-6775-3p inhibited tumor growth and liver metastasis of ESCC 
xenograft tumors. Enforced expression of miR-6775-3p inhibited ESCC cell prolif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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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ion and invasion.KEGG pathway analysis revealed that miR-6775-3p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genes on “pathway in cancer”. miR-6775-3p inhibited the expression of tumor antigens 
MAGE-A family through direct binding the 3’UTR region of MAGE-A mRNAs, and attenuated 
MAGE-A-inhibited transcriptional activity of tumor suppressor p53. In addition, miR-6775-3p also 
directly inhibits its host gene SLC7A5 which has been reported to play oncogenic roles in cancer 
progression. miR-6775-3p and its host gene SLC7A5 were directly transcriptionally induced by 
p53. 
Conclusions Our study proposed a novel positive feedback regulation between miR-6775-3p 
and p53 via MAGE-A family, which plays crucial role in ESCC progression. 
iptional activity of tumor suppressor p53. In addition, miR-6775-3p also directly inhibits its host 
gene SLC7A5 which has been reported to play oncogenic roles in cancer progression. miR-6775-
3p and its host gene SLC7A5 were directly transcriptionally induced by p53. 
 
 

PO-10 

C/D-Box Snord105b Promotes Tumorigenesis in Gastric 
Cancer Via ALDOA/C-Myc Pathway 

 
zhang cong 

The Fourth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Small nucleolar RNAs (snoRNA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arcinogenesis. In this 
study, we identified a C/D box snoRNA, snord105b, and further investigated the function and 
mechanism of the snord105b in gastric cancer (GC).  
Methods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snord105b in GC tissues, sera and cell lines were detected by 
qRT-PCR. Cell viability was assessed using MTS assay. Transwell and wound healing assay 
were performed to evaluat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nd protein expression was examined by 
western blotting. ChIRP and MS analysis was used to seek for the special binding protein of 
snord105b. 
Results The snord105b was upregulated and associated with tumor size, differentiation, and 
TNM stages in GC. Snord105b affected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in multiple GC cell 
lines. The oncogenic activity of snord105b was also confirmed with in vivo data. Mechanistically, 
snord105b specifically bound to ALDOA and affected C-myc, which plays a key role in 
carcinogenesis and tumor development. 
Conclusions Snord105b appears to be a novel oncogene and is clinically and functionally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GC. Targeting snord105b and its pathway may provide new 
biomarkers or potential treatments for patients with GC. 
 
 

PO-11 

MAGE-A11 is activated through TFCP2/ZEB1 binding sites 
de-methylation as well as histone modification and 

facilitates ESCC tumor growth 

 
shina liu 

the fourth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Recently, we have reported that the product of Melanoma Antigens Genes 
(MAGE) family member MAGE-A11 is an independent poor prognostic marker for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 However, the reason how MAGE-A11 is 
activated in ESCC progression still remains un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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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In the current study, we demonstrated that DNA methylation and the subsequent 
histone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s play crucial roles in the regulation of MAGE-A11 in ESCC 
progression.d in ESCC progression still remains unclear.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methylation rate of TFCP2/ZEB1 binding site on MAGE-A11 promoter 
in ESCC tissues and cells is higher than the normal esophageal epithelial tissues and 
cells. Transcription factors TFCP2 and ZEB1 directly bind MAGE-A11 promoter and regulate the 
endogenous MAGE-A11 expression in a methylation-dependent manner in ESCC 
cells. Following MAGE-A11 promoter methylation, the methyl-CpG-binding protein MeCP2 was 
found to bind the methylated MAGE-A11 promoter to mediate histone deactylation by recruiting 
HDAC1 and HDAC2. Simultaneously, histone inactivation marks including H3K27me3 as well as 
H3K9me3 were increased, whereas histone activation mark H3K4me3 was decreased. 
Conclusions HDAC inhibitor Trichostatin A (TSA) increased DNA methylase inhibitor Decitabine 
(DAC)-induced MAGE-A11 expression. siRNA-mediated knockdown of histone methltransferase 
EZH2 or DZNep (a EZH2 inhibitor) treatment increased DAC-induced MAGE-A11 expression.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MAGE-A11 is activated through DNA demethylation, histone 
acetylation and histone methylation in ESCC, and its activation promotes ESCC tumor 
growth.font-size:10.5000pt;mso-font-kerning:1.0000pt;" >Transcription factors TFCP2 and ZEB1 
directly bind MAGE-A11 promoter and regulate the endogenous MAGE-A11 expression in a 
methylation-dependent manner in ESCCcells. Following MAGE-A11 promoter methylation, the 
methyl-CpG-binding protein MeCP2 was found to bind the methylated MAGE-A11 promoter to 
mediate histone deactylation by recruiting HDAC1 and HDAC2. Simultaneously, histone 
inactivation marks including H3K27me3 as well as H3K9me3 were increased, whereas 
histone activation mark H3K4me3 was decreased. 
 
 

PO-12 

Serum human epididymis secretory protein 4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of renal fibrosis in kidney transplantation 

recipients 

 
Laisheng L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YSU 

 
Objective Renal fibrosis remains an important cause of kidney allograft failure.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serum human epididymis secretory protein 4 (HE4) 
as a biomarker for renal fibrosis in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103 kidney transplantation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nd serum 
HE4 levels were detected using the chemiluminescent microparticle immunoassay. Renal biopsy 
was carried out, and histological findings were assess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Results Median serum HE4 concentration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s (186.2 pmol/L, interquartile range [IQR] 125.6-300.2) compared with control subjects 
(34.3 pmol/L, IQR 30.4-42.3, p < 0.0001). Meanwhile, serum HE4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elevated along with disease severity (p < 0.0001). In addition, we found serum HE4 levels to be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the severity of fibrosis (IF/TA 0, 1, 2, and 3: 114.3, 179.0, 197.8, and 
467.8 pmol/L, respectively; p < 0.0001) and serum HE4 concentration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HE4 tissue expression levels in renal biopsy. 
Conclusions Serum HE4 was elevated in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s with decreased kidney 
function and renal fibrosis and was correlated with the severity of the disease, suggesting that 
HE4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used as a novel clinical biomarker for evaluating kidney function and 
predicting renal fibrosis in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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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 

Tumor tissue genotyping  
and cfDNA-based liquid biopsy by NGS 

 
Qiaomei Guo1,Junlei Wang2,Jianfeng Xiao3,Lin Wang1,Xiaomeng Hu1,Wenjun Yu1,Gang Song3,Jiatao 

Lou1,Jianfeng Chen2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Shanghai Chest Hospital 

2.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ell Biology， CAS 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Molecular Cell Science， Shanghai 

Institute of Biochemistry and Cell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3.Department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hanghai Zhengu Biotech Ltd.， 

 
Objective Liquid biopsy by genotyping cfDNA has provided an alternative in assessing tumor 
biology. However, three independent studies have reported significant discordance in testing 
results of clinical samples across different platforms. Thus, genotyping tumor tissue and cfDNA in 
parallel in same platform is important for clarifying this question. 
Methods We detected alterations of paired tumor tissue and cfDNA from 56 newly diagnosed 
NSCLC patients by NGS testing. 
Results Alterations in cfDNA were detected in 63.6% and 60% in early and advanced patients, 
respectively. The overall and positive concordance rate between matched FFPE and cfDNA was 
44.4% and 54.6% in early patients, and 80% and 71.4% in advanced patients. The extended 
processing time decreased detection rate of alterations in cfDNA.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the complex biology of tumor DNA shedding and specimen 
processing may affect genotyping results on tissue and cfDNA. Parallel NGS panel testing on 
multiple sample types for each patient may be needed. 
 
 

PO-14 

EB 病毒检测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和血浆标本类型比较 

 
黄斐,苏曦,沈敏娜,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通过检测血浆和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中 EB 病毒含量，为 EB 病毒感染的实验室的检测

提供合适的标本类型，为临床的早期诊断及治疗监测提供敏感、准确的报告。 

方法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对中山医院 2016 年送检的 2694 例 EBVDNA 标本，对外周血单

个核细胞及血浆中的 EBVDNA 进行检测，分析不同疾病种类中不同标本类型间存在的阳性率差

异。 

结果 694 份送检标本血浆和单个核细胞 EBVDNA 检测阳性结果检出率为 4.86%，血浆标本

EBVDNA 检测阴性而单个核细胞 EBVDNA 检测阳性的占 28.79%（1045/2694）；血浆标本

EBVDNA 检测阳性而单个核细胞 EBVDNA 检测阴性的占 0.11%（3/2694）。其中 84 例鼻咽癌标

本单个核细胞标本检测结果阳性占 28.57%（24/84），119 例霍奇金淋巴瘤的确诊患者中，血浆标

本检测阴性而单个核细胞 EBVDNA 检测阳性的占 32.78%（39/119）；466 例非霍奇金淋巴瘤的确

诊患者中，其中血浆标本 EBVDNA 检测阴性而单个核细胞 EBVDNA 检测阳性的占 36.27%

（169/466），两者比较，PBMC 中的阳性率远高于血浆。 

结论 虽然 PBMC 操作繁琐，但是更能检出 EB 病毒感染，但也要结合疾病类型选用合适的标本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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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 

特应性皮炎患者外周血中 Th22、Treg 细胞 

及细胞因子表达的研究 

 
李志 1,扈丽红 2,王波 1 

1.大连市中心医院 

2.大连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 

 

目的 检测特应性皮炎（AD）患者外周血中辅助性Ｔ细胞 22（Th22）和调节性Ｔ细胞（Treg）及

其相关细胞因子的表达。 

方法 选择 52 例 AD 患者，按照欧洲特应性皮炎评分标准（SCORAD）进行评分分组；使用流式细

胞仪检测 52 例 AD 患者和对照组 Th22 和 Treg 细胞的数量;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血清

中 IL-22 和 TGF-β 的表达。 

结果 轻中度 AD 患者外周血中 Th22 细胞的比例及血清中 IL-22 的水平相比正常人增高（P<0.05）; 

重度 AD 患者外周血 Th22 细胞的比例及血清中 IL-22 的水平相比正常人明显增高（P<0.01）；重

度 AD 患者外周血 Th22 细胞的比例及血清中 IL-22 的水平比中度 AD 患者增高（P<0.05）；此

外，轻中重度 AD 患者外周血中 Treg 细胞的比例及血清中 TGF-β 的水平相比正常人降低

（P<0.05）；重度 AD 患者外周血 Treg 细胞的比例及血清中 TGF-β 的水平比中度 AD 患者降低

（P<0.05）。 

结论  AD 患者外周血中 Th22 细胞及其相关细胞因子表达水平显著升高，而 Treg 细胞及其相关细

胞因子的表达降低，提示 Th22 和 Treg 可能在 AD 的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PO-16 

Septin9 甲基化试剂盒性能验证 

及在结直肠肿瘤中诊断价值的应用 

 
杨轶慧,于正麟,张春燕,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验证 Septin9 甲基化试剂盒的分析性能并评估其诊断结直肠癌的临床价值。 

方法 在中山医院检验科 PCR 室和厂方实验室同时检测 Septin9 甲基化阴阳性标本，进行室间对

比。在同一天内使用 Septin9 基因甲基化检测试剂盒重复检测 10 次精密度参考品，进行精密度评

估。收集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患者术前血浆标本 32 例，健康成人血浆标本 10

例。检测血浆 Septin9 基因甲基化、粪便免疫隐血（faecal immunochemical tests，FIT）和癌胚

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比较两组人群检测结果有无差异。 

结果 中山医院和厂方实验室检测结果的符合率为 100%。检测限参考品的 Septin9 甲基化基因 Ct

值为 36.67，扩增曲线正常且为阳性。Septin9 和内参 Ct 值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3.65%和 0.44%，符

合 CV≤5%的标准。血浆 Septin9 基因甲基化检测结果在结直肠癌患者和健康人之间有显著统计学

差异（P=0.012），而粪便免疫隐血与癌胚抗原的检测结果在两组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P＞

0.05）。血浆 Septin9 基因甲基化检测在早期（Ⅰ期和Ⅱ期）肿瘤中的阳性率为 62.5%

（10/16）。联合运用血浆 Septin9 基因甲基化检测和粪便免疫隐血，敏感度可以达到 68.8%，特

异性会下降到 70.0%。 

结论 血浆 Septin9 基因甲基化试剂盒的性能指标满足预期临床用途要求。联合应用血浆 Septin9 基

因甲基化检测和粪便隐血试验可以提高结直肠癌检测的灵敏度，提高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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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 

An autoantibody panel as serum diagnostic biomarkers in 
esophagogastric junction adenocarcinoma 

 
yiwei Xu1,2,Chaoqun Hong 1,Yuhao Luo1,Liyan Xu2,Enmin Li2,Yuhui Peng2 

1.Cancer Hospital of Shantou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2.Shantou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Esophagogastric junction adenocarcinoma (EJA) is an aggressive malignancy with a 
gradually rising incidence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We previously found that autoantibodies 
against a panel of six tumor-associated antigens (p53, NY-ESO-1, MMP-7, Hsp70, PRDX6 and 
BMI1) may aid in early detection of ESCC. Here we aim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this 
autoantibody panel in patients with EJA. 
Methods Autoantibody levels were measur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in sera of 
169 normal controls and 122 patients with EJA. We used receiver-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ROC) 
to calculate diagnostic accuracy. 
Results The levels of autoantibodies to individual antigens were all elevated in patients with EJA, 
compared to normal controls. Detection of the autoantibody panel demonstrated an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0.866, a sensitivity of 63.9% and a specificity of 90.5% in the diagnosis of EJA. 
Measurement of the autoantibody panel could distinguish early-stage patients with EJA from 
normal controls (AUC 0.811, sensitivity 55.6% and specificity 90.5%). Moreover, a restricted 
panel consisting of the three antigens p53, NY-ESO-1 and Bmi-1 exhibited similar diagnostic 
performance for (AUC 0.866, sensitivity 64.8% and specificity 90.5%) and early-stage EJA (AUC 
0.786, sensitivity 61.1% and specificity 90.5%).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reveal serum autoantibodies might be used as potential biomarkers 
in the early diagnosis of EJA. Autoantibodies against an optimized TAA panel appears to help 
identify the present of early-stage EJA. 
 
 

PO-18 

北京地区 2013-2017 常见过敏原流行特征分析 

 
闫存玲,陶淇惠,刘平,李志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调查分析北京地区 2013-2017 年常见过敏原流行情况和趋势性变化等特征，为过敏性疾病诊

疗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数据。 

方法 收集 2013 年至 2017 年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进行过敏原血清特异性 IgE（sIgE）检查患者的

数据，统计各种过敏原的阳性率，并按照年龄、季节和年度变化等统计分析过敏原流行特征和变化

趋势。 

结果 近 5 年间，共收集 sIgE 检测数据共计 45620 项次，其中 吸入性过敏原占 70%、食物过敏原

占 30%。吸入性过敏原阳性率前三位依次为粉尘螨（28.1%）、户尘螨（26.8%）和艾蒿

（24.7%）；食物过敏原阳性率前三位依次为鸡蛋（ 17.3%）、牛奶（16.7%），和小麦

（15.3%）。在食物过敏原中，0-5 岁儿童食物过敏原阳性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升高，6-18 岁人群阳

性率略有下降，18 岁之后阳性率降低至 10%左右。在吸入性过敏原中，3 岁之后吸入性过敏原阳

性率逐渐升高，至 18 岁左右阳性率高至 32.5%，之后阳性率随年龄逐渐下降。2013-2017 年度间

吸入性过敏原（以吸入物筛查 phad 为例）的阳性率逐年升高，食物过敏原（以常见食物混合组

fx5 为例）的阳性率在 2015 年达到最高，近两年略有下降趋势。吸入性过敏原中，各种杂草花粉

在秋季阳性率明显升高。混合霉菌和尘螨的阳性率在夏季有较明显的升高。食物过敏原中，螃蟹、

虾等水产品在夏秋季阳性率较高。动物混合皮屑（猫/狗等皮屑）夏季阳性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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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过敏性疾病发病率逐年增长，明确过敏原是过敏性疾病诊疗工作中的重要一环。由于过敏原

流行情况可能随地区、年龄、季节、年代等有不同变化特征，通过大数据回顾分析本地区过敏原流

行特征和变化趋势，可以为临床医生和患者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参考依据，更好的助力过敏性疾病诊

疗工作。 

 
 

PO-19 

抗磷脂酶 A2 受体抗体与特发性膜性肾病的相关性研究 

 
何文军 

广东省中医院 

 

目的 探究抗磷脂酶 A2 受体（PLA2R）抗体在成人特发性膜性肾病（IMN）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研究，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广东省中医院肾内科住院患者经肾穿肾

活检明确诊断的 IMN 患者 72 例，经肾穿肾活检明确诊断的非特发性膜性肾病（NIMN）患者 33 例

为对照组。采用双抗原夹心法（ELISA）检测各组患者血清中 PLA2R 抗体浓度。绘制 ROC 曲线分

析 PLA2R 抗体对 IMN 的诊断效能，通过非参数秩和检验方法分析 PLA2R 抗体对诊断 IMN 的特异

性。  

结果 抗 PLA2R 抗体在 IMN 中总敏感性为 58.3%，特异性为 97.7%。PLA2R 对 IMN 的诊断 ROC

曲线面积为 0.846，最佳诊断临界值为 6.35RU/ML，该诊断临界值对诊断 IMN 的敏感度和特异度

分别为 0.639 和 0.939。非参数秩和检验对 IMN 组和非 IMN 组的数据进行方差差异性分析，F 值为

8.410，显著性为 0.005。 

结论 抗 PLA2R 抗体对 IMN 具有良好的诊断效能，PLA2R 抗体对于鉴别诊断 IMN 与非 IMN 具有

显著的特异性，PLA2R 抗体浓度升高与 IMN 的诊断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PO-20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with Stem-Like Phenotypes for 
Diagnosis, Prognosis, and Therapeutic Response 

Evaluation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Bei-Li WANG1,Wei Guo1,Yun-Fan Sun2, Min-Na Shen1,Xiao-Lu Ma1,Bai-shen Pan1,Xin-Rong Yang2,Jia Fan2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Liver Surgery， Liver Cancer Institute，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Carcinogenesis and Cancer Invas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Shanghai， P. R. China 

 
Objective In present study, we assessed the clinical value of circulating tumor-initiating cells 
(CTICs) for the diagnosis, prognosis and surveillance in hepatitis B virus (HBV)-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by an optimized QPCR-based detection platform. 
Methods Differing subsets of CTICs were investigated, and a multimarker diagnostic panel was 
constructed to target CTICs in a multicenter-patient study with independent validation (total 
n=1006), including healthy individuals,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infection (CHB), liver 
cirrhosis (LC), benign hepatic lesion (BHL) and HBV-related HCC, with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UC-ROC) reflecting diagnostic accuracy. The role of CTIC panel 
in treatment response surveillance and its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were further investigated. 
Results The AUC of CTIC panel was 0·88 in training set (sensitivity=72·5%, specificity=95·0%,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92.4,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77.8) and 0.93 in 
validation set (sensitivity=82·1%; specificity=94·2%, PPV=89.9, NPV=89.3). This panel performed 
equally well in detecting early-stage and α-fetoprotein (AFP)-negative HCC, as well as 
differentiating HCC from CHB, LC and BHL. The CTIC load wa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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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mor resection, and patients with persistently high CTIC load showed a propensity of tumor 
recurrence after surgery. The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CTIC panel in predicting tumor 
recurrence was further confirmed (training: HR=2.692, 95% CI, 1.617-4.483, P<0.001; validation: 
HR=3.127, 95% CI, 1.360-7.190, P=0.007) 
Conclusions The CTIC panel showed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in the diagnosis of HCC and 
could also be a real-time parameter for risk prediction and treatment monitoring, enabling early 
decision-making to tailor effective antitumor strategies. 
 
 

PO-21 

典型副瘤性抗体阳性患者肿瘤标志物检测状况的分析 

 
刘霞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目的 分析典型副肿瘤抗体阳性患者肿瘤诊断率及探讨肿瘤诊断率低下的原因。 

方法 通过终末电子病例查询，收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2014 年 8 月至 2017 年 2 月典型副肿瘤

抗体（IgG）阳性患者终末诊断、肿瘤标志物检测信息等。 

结果 86 例典型副瘤性抗体阳性患者中抗 Hu 抗体、抗 Ri 抗体、抗 Yo 抗体、抗 PNMA2(Ma2/Ta)

抗体、抗 CV2 抗体和抗 Amohiphysin 抗体阳性分别有 16(18.2%)、0(0%)、18(20.5%)、

29(33%)、13(14.8%)、12(13.6%)例；全部 86 例患者肿瘤诊断率为 16.3%，抗 Amphiphysin 抗体

阳性、抗 Hu 抗体阳性患者肿瘤诊断率不足 9 %；典型副瘤性抗体阳性且未诊断肿瘤患者中 19.4%

未作肿瘤标志物检测，行肿瘤标志物检测患者中肿标结果正常与异常者分别占 48.3%和 51.7%。 

结论 我国典型副瘤性抗体阳性患者肿瘤漏诊率高，肿瘤标志物漏检、对肿瘤标志物结果正常患者

进一步探查肿瘤意识不足、以及对肿瘤重点探查部位把握不甚准确等可能是肿瘤漏诊的关键原因。 

 
 

PO-22 

血清游离轻链及其 κ/λ 比率 

在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中的临床意义研究 

 
赵丹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血清游离轻链（sFLC）及 sFLC-κ/λ 比率在初诊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中的表现情

况，为 MM 的诊断、治疗和预后评价提供依据 

方法 连续选取来我院住院初次确诊为 MM 的患者 43 例，并收集同期能引起 sFLC 增高的其他疾病

40 例。分析初诊 MM 患者的临床特征；根据 MM 患者的 sFLC 类型分为 sFLC-κ 组和 sFLC-λ 组，

分析两组 sFLC 水平与临床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sFLC-κ/λ 比率在 MM 患者与非 MM 患者中的表现

情况；依据受累/非受累 sFLC 比值是否≥100 分为低比率组和高比率组，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指标

是否有差异。 

结果 初诊 MM 患者中 IgG 类型最多。血红蛋白与 sFLC 成负相关（P<0.05），血 β2 微球蛋白和骨

髓浆细胞比例与 sFLC 成正相关（P<0.05），白蛋白、乳酸脱氢酶、血钙与 sFLC 没有相关性

（P>0.05）, sFLC-κ 组血肌酐与 sFLC 没有相关性（P>0.05），而 sFLC-λ 组血肌酐与 sFLC 成明

显正相关（r=0.697,P=0.000）。MM 患者 sFLC-κ/λ 比率<0.26 或>1.65 的比例高于非 MM 患者，

受累/非受累 sFLC 比率≥100 的比例也高于非 MM 患者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0）。与

低比率组相比，高比率组 MM 患者初次入院时血清白蛋白、血肌酐、血 β2 微球蛋白、骨髓浆细胞

比例和 ISS 国际分期更高，两组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初次入院时两组患者的性

别、年龄、血红蛋白、乳酸脱氢酶和血钙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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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MM 患者轻链 λ 型与肾损害相关。sFLC-κ/λ 比率异常多发生在 MM 患者中。受累/非受累

sFLC 比率≥100 的 MM 患者症状重，预后可能会差。 

 
 

PO-23 

血清 CgA 测定在神经内分泌肿瘤中的应用价值评估 

 
吴俊,卢仁泉,郭林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  血清嗜铬粒蛋白 A ( chromograninA, CgA)在神经内分泌肿瘤（Neuro-endocrine neoplasm，

NEN）中的检测和疗效监测中的价值,并观察其在神经内分泌肿瘤治疗随访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本研究对象分两组,患者组为 79 例来自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患者，其中诊断为 NEN 63

例和胃肠胰肿瘤患者 16 例，另外 30 例为健康对照组。采用 ELISA 方法对 NEN 组,胃肠胰肿瘤组

和健康对照组进行血清 CgA 浓度的检测，观察血清 CgA 的浓度变化。 

结果 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组血清 CgA 浓度明显高于胃肠胰肿瘤组和健康对照组(P<0.05)；神经内

分泌肿瘤患者在手术治疗后血清 CgA 浓度明显下降（P<0.05）；然后出现远处转移后血清 CgA 浓

度升高(P<0.05)；血清 CgA 水平在性别，年龄，原发部位，肿瘤分级中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血清 CgA 与 CA19-9 联合检测在诊断神经内分泌瘤中可以提高敏感度。 

结论 神经内分泌肿瘤中血清 CgA 特异性升高，且血清 CgA 浓度与手术治疗相关，血清 CgA 在诊

断神经内分泌肿瘤是一个有效的指标，还可作用于监测肿瘤的发展与转移。 

 
 

PO-24 

循环游离 DNA 提取方法的摸索与评价 

 
李风英 1,方秋月 2,周艺璇 1,张钧 1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2.浙江中医药大学 

 

目的 血浆游离 DNA ( cfDNA）是循环核酸中的一种，现已证实肿瘤患者外周血中 cf DNA 的含量增

高且具有肿瘤细胞 DNA 的特征。本研究对不同 cfDNA 的提取方法进行评价，为分离获得完整高纯

度的 cfDNA 奠定基础。 

方法 分别用 Qiagen QIAamp Circulating Nucleic Acid Kit 和艾德游离核酸检测试剂盒提取 10 例胰

腺癌患者血浆中的 cfDNA，用荧光定量 PCR 分析两种试剂盒之间 cfDNA 的提取效率；同时分析从

不同标本类型（血清/血浆）中提取 cfDNA 的效率。 

结果 艾德生物核酸提取试剂盒 cfDNA 的提取效率远低于 Qiagen 核酸提取试剂盒。同时，血浆标

本的 cfDNA 提取效率要优于血清标本。 

结论 采用 Qiagen 试剂盒、血浆标本提取 cfDNA 时较易获得质量好的 cf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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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5 

TRAIL 基因多态性与中国山东汉族人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及肝

癌的相关性研究 

 
王芳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通过检测慢性乙型肝炎、HBV 相关性肝硬化、肝癌和对照组人群 TRAIL 基因第五外显子 3’-

UTR1525G/A、1595C/T 位点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探讨 TRAIL 基因多态性与慢性乙型肝炎易感

性及感染后肝病进展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的方法，收集确诊的 HBV 患者 187 例，HBV 相关性肝硬化 112 例、肝癌 88

例，同时选择 142 例健康个体作为对照。通过聚合酶链式反应-限制性内切酶片段长度多态性

（PCR-RFLP）法检测各组人群 TRAIL 基因第五外显子 3’-UTR1525/1595 两位点基因多态性  

结果 1．对 529 例中国山东汉族人 TRAIL 基因第五外显子 3’-UTR1525G/A、1595C/T 位点基因单

核苷酸多态性分析，发现同一个体两个位点 G/A、C/T 基因突变情况完全一致。 

2.慢性乙型肝炎 1525/ 1595 位点基因型分布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P=0.033, 

P<0.05）。 

3. HBV 相关性肝硬化组及肝癌组 1525/ 1595 位点基因型分布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

（P=0.045, P<0.05；P=0.041, P<0.05）。 

4. HBV 相关性肝硬化组及肝癌组 1525/ 1595 位点基因型分布与 HBV 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P=0.119, P>0.05；P=0.122, P>0.05） 

结论 中国山东汉族人存在 TRAIL 基因 1525/ 1595 多态位点，且同一个体两个位点 G/A、C/T 基因

突变情况完全一致。TRAIL 基因 1525G/A、1595C/T 位点 SNPs 在 HBV 组及 HBV 相关性肝硬化

组及肝癌组与正常人群的分布有显著差异，提示 TRAIL SNPs 与慢性乙型肝炎的易感性有关，但在

HBV 组与 HBV 相关性肝硬化组及肝癌组的分布无显著差异，提示 TRAIL SNPs 与慢性乙型肝炎感

染后肝病进展无相关性 

 
 

PO-26 

重组人 HMGB1-A box 蛋白 

对系统性红斑狼疮肾炎的缓解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孙文萍,董振芳,王嘉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一种慢性自身免疫病，病程长且容易复发，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狼疮肾炎

是其中一种典型的并发症，对其治疗方法目前有很多研究。HMGB1-A box 是致炎因子 HMGB1 的

特异性拮抗剂，本研究检测重组人 HMGB1-A box 蛋白对系统性红斑狼疮肾炎的作用及其可能的机

制。 

方法 实验室重组人 HMGB1-A box 蛋白，鉴定其生物学活性，并且检测其浓度。将系统性红斑狼

疮造模的 BALB-C 小鼠按照年龄性别分为两组，每组 20 只，实验组注射实验室重组的 HMGB1-A 

box 蛋白，对照组注射等量的生理盐水。小鼠处死后，对小鼠肾脏进行病理学免疫组化染色，分别

检测实验组和对照组肾脏炎症细胞的浸润情况。实验室内重组人 HMGB1-A box 蛋白对狼疮肾炎的

作用用单核细胞跨血管内皮细胞迁移 Tran swell 的方法检测。把人微血管内皮细胞株接种在具有通

透性的 Transwell 小室的滤膜上，形成一单血管内皮细胞层，将该层血管内皮细胞分为实验组和对

照组，实验组用重组人 HMGB1-A box 蛋白干预 24 小时，对照组则用等量生理盐水干预相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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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然后将单核细胞加入到上室中进行跨血管内皮细胞迁移，20 小时后，将迁移至下室的单核细

胞收集起来用细胞计数仪计数，并且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单核细胞跨内皮细胞迁移的差异。 

结果 肾脏病理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狼疮小鼠肾脏炎症细胞浸润明显减轻；Tran swell

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单核细胞跨内皮细胞迁移至下室的细胞较对照组明显减少 (P＜

0.05) 。 

结论 重组人 HMGB1-A box 蛋白对系统性红斑狼疮小鼠肾炎具有明显的缓解作用，其中可能的机

制是减少了肾脏炎症细胞的浸润。 

 
 

PO-27 

脂蛋白相关性磷脂酶 A2 水平 

与冠状动脉不同分支病变的相关性研究 

 
谭明娟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南京市第一医院） 

 

目的 研究血浆脂蛋白相关性磷脂酶 A2（Lp-PLA2）水平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CHD）的

关系，进一步探讨 Lp-PLA2 与冠脉狭窄程度的相关程度，判断 Lp-PLA2 值对冠心病严重成度的预

测。 

方法 本次研究共纳入 268 例患者，病例组 232 例，经冠脉造影术（CAG）后确认，对照组 36

例，将冠脉阻塞患者根据病变支数分为不同的亚组，即粥样硬化组，单支病变组，双支病变组，多

支病变组，回顾分析记录 Lp-PLA2 浓度（免疫增强比浊法），高密度脂蛋白(HDL)、低密度脂蛋白

（LDL）、总胆固醇（CHOL）、甘油三酯（TG）、载脂蛋白 B（ApoB）、载脂蛋白 A1

（ApoA1）、葡萄糖（GLU）、尿酸（BUA）、尿素（BUN）、肌酐（Cr）等生化指标，并记录

患者性别、年龄、是否吸烟饮酒、是否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收缩压、舒张压等，初步进行对照组

和各分组之间各组数据的比较，采用多元回归研究 Lp-PLA2 浓度与不同狭窄支数病变的关系。 

结果 采用 SPSS 24.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卡方检验以及 T 检验，结果显示：传统因素年龄、舒张

压、HDL、ApoA1、GLU、BUA 以及 Lp-PLA2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各分组的脂蛋白相关性磷

脂酶 A2 的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并且从粥样硬化组到三支病变组呈依次递增的趋势；多变量分析显

示，Lp-PLA2 与 CHD 独立相关。 

结论 粥样硬化组到三支病变组，病变支数越多，Lp-PLA2 水平越高；血浆 Lp-PLA2 与 CHD 独立

相关，是 CHD 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根据 Lp-PLA2 值可以初步推测冠心病严重成度。 

 
 

PO-28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血清中血脂与自身抗体、炎症因子的关系研究 

 
林锦骠,刘丽芳,何毓珏,欧启水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研究类风湿关节炎（RA）患者血清中血脂与自身抗体、炎症因子的关系，探讨血脂对 RA 的

诊断和疾病活动度判断的影响。 

方法 通过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信息系统回顾性分析 2013.05-2017.08 期间就诊的 RA 患者的

血脂和 anti-CCP、RF、CRP、ESR 等指标的信息，应用 Graphpad Prism 和 SPSS 数据分析软件

进行相关性统计分析。收集 RA 患者的血清标本，将血清对倍稀释后分别检测血脂与 anti-CCP，

CRP 和 RF 的浓度，并进行分析。 

结果 将 RA 患者血清标本逐步对倍稀释后，随着稀释度的升高，血脂水平与 anti-CCP，CRP 和

RF 等的水平呈现出相同的下降趋势，表明对检测方法而言，血脂水平不对以上指标产生影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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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数据的回顾性分析，结果显示在所有 RA 患者，男性 RA 患者以及女性 RA 患者中，HDLC 水平

均与 CRP 和 ESR 呈现负相关的关系。而 anti-CCP 和 RF 主要与 TG 的水平有关。在所有 RA 患者

和女性 RA 患者中，较高水平的 TG 与较低水平的 RF 相关性强；且随着 TG 浓度的升高，高浓度

anti-CCP 水平的患者比例反而减少。另外，在男性 RA 患者中，anti-CCP 和 ESR 水平随着 LDLC

的升高而呈现升高的趋势。 

结论 本研究表明在 RA 患者血清中血脂与自身抗体和炎症因子的水平存在一定的关系，血脂的水平

可能会对 anti-CCP，RF，CRP 和 ESR 的水平产生影响。因此，临床在诊断 RA 以及判断疾病活

动度时应综合考虑患者血脂的水平，影响，以便对疾病的诊断做出合理的判断。 

 
 

PO-29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灰区样本检测结果 

在不同国产试剂之间的一致性研究 

 
陆银华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比较四家国产丙型肝炎抗体（抗 HCV）检测试剂与雅培公司 i1000 免疫检测系统对抗 HCV 灰

区样本检测结果的一致性和检测值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分别用荣盛、新波、科华和科美四家国产抗 HCV 检测试剂检测不同浓度的标准品，评价各国

产试剂盒的线性及不精密度；收集抗 HCV 临床初检阳性样本 656 例，分别用四家国产抗 HCV 复

检，计算不同初检范围的复检率；采用四家国产检测系统和 i1000 检测系统分别检测 189 例抗

HCV 灰区血清标本以及不同浓度的标准品的抗 HCV ，统计不同试剂分析结果的精密度、一致性和

相关性。 

结果  四家国产检测系统对 i1000 检测系统对 S/CO 为 1.0~3.0 的灰区结果判断的符合率分别为

18.6%，18.6%，32.6%，26.7%；对 S/CO 为 3.01～6.0 的灰区结果判断的符合率分别为 33.3%，

44.9%，60.9%，50.7%；对 S/CO 为 6.01～9.0 的灰区结果判断的符合率分别为 82.4%，85.3%，

94.1%，82.4%；i1000 检测结果 S/CO 值≥9.01 的样本四家国产检测系统符合率为 100％；国产试

剂两两之间的相关性 R 分别为 0.5622，0.5918，0.6127，0.5051，0.5759，0.5474；国产试剂两

两之间一致性检验的 KAPPA 值分别为 0.70，0.56，0.64，0.71，0.81，0.62 

结论 国产检测系统分析灵敏度略低于 i1000 检测系统，对检测 S/CO 值≤6.54 的样本不能给出与

i1000 一致的检测结果；对≥9.13 的样本国产试剂均可给出与 i1000 一致的结果，提示使用国产试

剂的实验室应制定等同于 i1000 测定值 9.13 以下弱阳性样本灰区范围 

 
 

PO-30 

HIV 感染者 HAART 治疗后 T 细胞免疫重建研究 

 
雷洁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对 HIV 感染者 HAART 治疗后不同免疫应答情况下 T 细胞免疫重建情况的研究。 

方法 利用流式细胞仪对 CD4+T 细胞计数、CD4+T 细胞亚群、胸腺输出功能、T 细胞免疫活化水

平、CD4+T 细胞凋亡表达情况进行检测。 

结果 按照 HAART 治疗 24 个月时与治疗前起始之差△CD4+T 细胞增长情况将感染者分为免疫无应

答者（ INR ， △CD4+T<100 ）和免疫完全应答者 (RES, △CD4+T>300) 。 INR 和 RES 的 

NaïveCD4+T 细胞均明显高于正常人水平（P<0.05）；Tcm CD4+T 细胞表达不存在显著差异；

INR 组 Tem CD4+T 细胞与正常人相比明显升高（P<0.05）。作为胸腺输出功能指标，INR 和 RES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7 

 

的 CD31+ CD4+ T 细胞 和 CD31+ Naïve CD4+ T 细胞均明显高于正常人（P<0.01），并且 INR 表达

的水平更低。INR 和 RES 的 CD4+T 细胞免疫活化水平（CD4+CD38+HLA-DR+T cells）均明显高

于正常人水平（P<0.01，P<0.05）并且 INR 明显高于 RES（P<0.05）；INR 和 RES 的 CD8+T 细

胞免疫活化水平（CD8+CD38+HLA-DR+T cells）与正常人没有显著差异但 INR 明显高于 RES

（P<0.05）。在细胞衰老和凋亡标志中，三组人群 CD4+T 细胞表达的 CD57+没有明显差别；INR

的 Annexin-V+ CD4+ 表达明显高于正常人和 RES（P<0.05）但正常人和 RES 间无显著差异；INR

的 7AAD+ CD4+ 表达明显高于正常人（P<0.01），其余组间无显著差异。 

结论 治疗两年后 NaïveCD4+T 细胞 RES 比 INR 表达较高，但是仍没有恢复到正常人水平；INR 和

RES 的胸腺输出功能低于正常人并且 INR 更低；T 细胞的活化和凋亡水平 INR 比 RES 表达较高，

两者都高于正常人。这些表现出紊乱的 T 细胞亚群，过度的活化，高度的凋亡，对免疫重建都产生

不利的影响。 

 
 

PO-31 

妊娠期妇女生殖道病原体感染的检测分析 

 
王振明 

潍坊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妊娠期妇女高危型人乳头状瘤病毒（HR-HPV）、沙眼衣原体（CT）、解脲脲原体

（UU）和淋病奈瑟菌（NG）检测的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反向斑点杂交技术及实时荧光核酸恒温扩增检测技术，检测妊娠期妇女宫颈分泌物中的

HR-HPV、CT、UU、NG。 

结果  585 例妊娠期妇女中，HR-HPV 的感染率为 8.21%；CT、UU、NG 的感染率分别为 1.88%、

20%、0.20%。HR-HPV、CT、UU 在<25 岁组的感染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妊娠期妇女生殖道感染率较高，应采用敏感、特异的方法对妊娠期妇女的 HR-HPV、CT、

UU、NG 感染进行常规筛查工作。 

 
 

PO-32 

NKG2C+NKG2A- Natural Killer Cells are Associcated with a 
Lower Viral Set Point and may Predict Disease Progression 

in Individuals with Primary HIV Infection 

 
Meichen Ma 

The First Affliated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NKG2A and  NKG2C on viral set point and the prediction of 
HIV disease progression.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determined the expression of  NKG2C or NKG2A on the surface of NK 
cells from 22 individuals with primary HIV infection (PHI) stage and 23 HIV-negative normal 
control (NC) subjects. The CD4+ T cell count and plasma level of HIV RNA in the infected 
individuals were longitudinally followed-up for about 720 days. 
Results The proportion of NKG2C+NKG2A- NK cells was higher in subjects from the low set 
point group and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viral load. In addition, strong anti-HIV activities 
were observed in NKG2C+ NK cells from the HIV-positive donors. Furthermore, a proportion of 
NKG2C+NKG2A- NK cells >35.45%, and a ratio of NKG2C/NKG2A >1.7 were predictive for 
higher CD4+ T cell counts 720 days after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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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Collectivel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llow us to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NKG2C+ 
NK cells might exert an antiviral effect an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NKG2C+NKG2A- NK cells, and 
the ratio of  NKG2C/NKG2A, are potential biomarkers for predicting HIV disease progression. 
 
 

PO-33 

基于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层析快速定量检测降钙素原试剂的研究 

 
邵向阳 1,王从容 1,2,王宪国 1,3,梁荣良 1,徐伟文 1 

1.南方医科大学 

2.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3.广州市达瑞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目的 采用时间分辨结合免疫层析技术，建立一种适用于即时床旁（Point of care testing，POCT）

快速定量检测方法以助于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的及时检测和动态监测，为临床高效鉴

别细菌和非细菌感染以及抗生素使用指导提供有用工具。 

方法 应用双抗体夹心法，通过核心原料筛选、反应参数优化，建立基于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层析快

速定量检测降钙素原（PCT）试剂的方法。并对小试生产试剂进行标准曲线、分析灵敏度、准确

度、精密度、特异性、临床等效性等分析性能进行评估。 

结果 1. 通过 TRFIA 法，综合剂量-反应曲线相关系数(r)、信噪比、背景等，筛选最优的标记原料

（MJ03）；包被原料（16B5）。 

2. 确立基于免疫层析技术与时间分辨技术反应模式；最佳的硝酸纤维膜 HF135 膜；检测线（T）

16B5 最佳包被用量 2.0mg/mL；质控线(C)山羊抗兔 IgG 最佳包被用量 1.0mg/mL；最优划线喷速

0.08 μL/mm；标记抗体 MJG03 最佳用量为 0.1mg/mL；兔 IgG 最佳用量为 0.1mg/mL；最佳反应

时间为 15min。 

3. 试剂性能指标评估：标准曲线回归方程：log(y) = 1.1143 + 0.8529log(x)，r＝0.9994；分析灵敏

度为 0.08ng/mL；准确度（回收率）在 93%~105%之间；分析、分析间精密度 CV 在 5.4% 

~13.4%；检测样本时不受人降钙素、CRP、人抗钙素、IL-6 干扰物质的影响；234 例临床样本考

核实验等效性对比研究表明，自制试剂盒和商品化试剂盒（Roche Elecsys BRAHMS PCT Kit）具

有很好的一致性（Kappa =0.875）和相关性[r = 0.977，(P < 0.01)]。 

结论 本研究成功研制了基于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层析技术快速定量检测 PCT 的试剂，试剂各项参

数、性能指标良好，均符合体外诊断试剂的要求。能很好的满足临床对 PCT 快速定量检测的需

求。 

 
 

PO-34 

对 IgG4 相关性桥本氏甲状腺炎 

与非 IgG4 相关性桥本氏甲状腺炎的对比研究 

 
陈勤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根据血清 IgG4 浓度将桥本氏甲状腺炎(Hashimoto's thyroiditis,HT)分为 IgG4 相关性桥本氏甲

状腺炎（IgG4 related Hashimoto's thyroiditis,IgG4 HT）和非 IgG4 相关性桥本氏甲状腺(non-IgG4 

related Hashimoto's thyroiditis,non-IgG4 HT)，并研究讨论两者在年龄、性别、临床表现以及实验

室检查等方面的差别，为临床诊断治疗 IgG4 相关性桥本氏甲状腺炎提供更好的依据。 

方法 收集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016 年 12 月到 2017 年 2 月间门诊系统 105 例桥本氏甲状腺炎

患者，用散射免疫比浊法检测他们的血清标本甲状腺激素、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甲状腺球蛋白

抗体、IgG,IgG4 浓度，并通过 Lis 系统查找这些患者基本信息，临床资料，病理组织学检查以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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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影像学检查结果，根据 IgG4 浓度分为 IgG4 HT 和 non-IgG4 HT，最后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

分析，SPSS 数据统计得出相关结论。 

结果 两组 HT 患者（IgG4 HT 和 non-IgG4 HT）在 IgG4/IgG 比值和超声影像学检查发现患结节的

概率两方面有着显著差异，而在年龄、性别、TGAb 和 TPOAb 浓度上未发现有显著差异。其中，

IgG4 组（16 例）与非 IgG4 组（90 例）相比：前者具有更高的 IgG4/IgG 比值（P=0.0001）以及

更高的甲状腺结节形成率（P=0.0002）  

结论 IgG4 HT 比 non-IgG4 HT 具有更高的甲状腺结节形成率引起甲状腺组织的纤维化以及甲状腺

功能的减退，因此，在 HT 患者中发现有血清 IgG4 水平升高时，应引起高度重视，密切观察患者

甲状腺形态与功能。 

 
 

PO-35 

体检人群血尿酸水平、胰岛素抵抗 

和阿尔茨海默 相关神经丝蛋白水平的关系探讨 

 
张玉蓉,方堃,王芳,赵圆宇 ,杨平,易红,李磊,吴燕,杨艳丽 

四川省科学城医院 

 

目的 探讨血液尿酸水平（UA）、尿液中的 AD7C-NTP 含量和胰岛素抵抗（IR）之间的关系，探讨

UA 与早期诊断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的关联机制。 

方法 选取四川省科学城医院体检中心体检者 1185 例，采用全自动酶标分析仪（ELISA 法）及贝克

曼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分别检测尿 AD7C-NTP 和血液生化指标。筛选 NTP 正常组（AD7c-

NTP<1.5ng/ml）29 例，NTP 升高组（AD7c-NTP ≥1.5ng/ml）113 例，留取血清，-80℃冰箱保

存，半年后检测空腹胰岛素(FINS)（n=142），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 -IR）。 

结果 NTP 升高组血尿酸水平中位值 348μmoI/L，高于 NTP 正常组中位值 333μmoI/L，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z=2.213，P<0.05）。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年龄、GLU 等 7 个变量对血尿酸值的作用有

显著性(P<0.001 或 0.05)，按性别分层分析，AD7C—NTP 与血尿酸在女性组（n=565）有相关性

（（r=0.157，P<0.001）。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或胰岛素抵抗指数病例组的血尿酸值均高于健康

对照组。空腹血糖正常，HOMA -IR（+），窗口期血尿酸浓度有升高，具有统计学意义

（t=2.036，P<0.05）。 

结论 高尿酸加重糖代谢的退化。血尿酸浓度升高是胰岛素抵抗（IR）前期预警。预防高尿酸血症,

预防认知功能障碍。 

 
 

PO-36 

云南省昆明地区 HIV/HCV 共感染人群基因型耐药突变特点研究 

 
钟敏,何增品,李娅,段勇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云南省昆明地区接受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AART)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丙肝

病毒（HCV）共感染人群基因型耐药突变的发生情况及特点。 

方法 收集云南省昆明地区接受 HAART 治疗的 HIV/HCV 共感染患者的临床及实验室资料，对治疗

持续 6 个月以上、病毒载量≥1 000 拷贝/ml 的 HIV/HCV 共感染患者进行基因型耐药检测，分析耐

药突变位点及耐药发生情况。 

结果 云南省昆明地区 547 例接受 HAART 治疗的 HIV/HCV 共感染患者中有 335 例患者发生病毒学

失败。HAART 治疗后病毒学失败的患者中发生基因型突变 182 例，占病毒学失败患者的 54.3%

（182/335），占接受 HAART 治疗 HIV/HCV 共感染患者人群的 33.3%（182/547）。核苷类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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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酶抑制剂（NRTIs）、非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NRTIs）和蛋白酶类抑制剂（PIs）的突变率

分别为 36.1%（121/335）、48.6%（163/335）和 13.4%（45/335）。NNRTIs 耐药突变位点主要

为 K103N/S[26.6%(89/335)] 、 Y181C/I/V[12.5%(42/335)] 、 G190A/S/E[11.6%(39/335)] 和

V179D/E/F[12.8%(43/335]；NRTIs 耐药突变位点主要为 M184V/I[25.7%(86/335)]和胸苷类似物突

变（TAMs）（包括 K70R、D67N、M41L、T215Y 和 K219Q）[23.0%(77/335)]；PI 主要出现的

是次要位点 L10I/V/F[9.6%(32/335)。 

结论 当前云南省昆明地区 HIV/HCV 共感染患者耐药突变的存在是导致抗病毒治疗失败的主要原

因，以 NNRTIs 的耐药突变多见，因此在 HAART 治疗过程中，尽早进行 HIV/HCV 共感染患者

HIV-1 耐药突变检测并及时根据耐药发生情况调整用药方案是提高抗病毒治疗效果的重要手段。 

 
 

PO-37 

高敏肌钙蛋白 T 和肌红蛋白在肾功能不全患者中的变化及意义 

 
丁红梅,凌芸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评估高敏肌钙蛋白 T（hs-cTnT）、肌红蛋白（MYO）与肾功能的关系，探讨两者在肾功能不

全患者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5 月本院肾科住院病人共 205 例，分别检测高敏肌钙蛋白 T（hs-cTnT），肌

红蛋白（MYO）和肌酐（Cr）水平，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依据 eGFR 数值将患者分为五

期。采用 SPSS22.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分别计算各期患者的 hs-cTnT 和 MYO 的中位数、最小值

和最大值，分析两者与 Cr，eGFR 的相关关系，并对不同时期的 hs-cTnT、MYO 水平进行比较。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5 期 hs-cTnT 水平分别为为 13.48（4.13-61.01）ng/L、18.83(8.6-230.4) ng/L、

29.38(7.35-636.2) ng/L、49.16(8.93-556.2) ng/L、78.71(8.64-793) ng/L；MYO 水平分别为 21(5-

160)μg/L、24(11-104) μg/L、45(11-507) μg/L、71.5(5-1000) μg/L、106(17-1000) μg/L。  hs-

cTnT、MYO 分别与 eGFR 呈负相关（ r=-0.487， r=-0.589，P＜0.05），与 Cr 呈正相关

（r=0.459，r=0.589，P＜0.05）。各期 hs-cTnT 及 MYO 随肾功能水平下降而逐渐升高。各期 hs-

cTnT、MYO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 hs-cTnT、MYO 与肾功能的关系，发现这两个指标对于肾功能不全患者早期发

现心血管事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随着肾脏疾病的进展而明显增加，预示着这两者可能可以作为监

测肾功能的指标。 

 
 

PO-38 

LncRNA HOTAIR Contributes to 5-fluorouracil Resistance 
through Suppressing MiR-218 and Activating NF-κB/TS 

Signaling in Colorectal Cancer 

 
Peilong Li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No. 247 Beiyuan Street， 

Jinan， 250000， China. 

 
Objective In clinical situations, acquired drug resistance and enhanced metastasis frequently 
follow chemotherapeutic regimens, leading to treatment failure in tumor patients. Despite the 
extensive research on chemoresistance, the detailed mechanism underlying this phenomenon 
remains unclear. Long non-coding RNA HOTAIR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 pro-oncogene in 
multiple cancers. However, the precise functional mechanism of HOTAIR in chemoresistanc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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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well known. To further explore the possible mechanisms and promote chemosensitivity of 
CRC treatment, we evaluated the prognostic effect of HOTAIR in patients received 5-FU-based 
treatment and investigated the underlying regulatory mechanism of HOTAIR in 5FU resistance. 
Methods The small interfering RNAs (siRNAs) that specifically target human HOTAIR, EZH2, 
and VOPP1 mRNA were designated. The coding sequence of VOPP1 was amplified, cloned into 
PCDNA3.1 vector. The lentivirus vector containing HOTAIR short-hairpin RNA (Lv-ShHOTAIR) 
was amplified and cloned. Human CRC cells lines were transfected with small interfering RNAs or 
overexpressing precursor followed by assay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HOTAIR and VOPP1 
on cell proliferation, cell-cylce phase and pathways involved in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chemoresistance to 5-FU. RNA immunoprecipitation (RIP) and 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ChIP) ex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interaction. Western blot and 
immunofluorescence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to detect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NF-κB/TS 
signaling pathway. Primary tumor specimens and adjacent non-tumor site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HOTAIR expression distribution and explore the potential prognostic value of 
HOTAIR on the chemoresponse to 5-FU-based treatment in CRC patients. 
Results HOTAIR negatively regulated miR-218 expression in CRC cells. RIP and ChIP assay 
showed that HOTAIR interacted with EZH2, and this interaction subsequently silenced miR-218-2. 
Both HOTAIR and miR-218 suppressed cell proliferation, and HOTAIR knockdown dramatically 
inhibited cell viability and induced G1-phase arrest by promoting miR-218 expression. Luciferase 
activity assay showed that VOPP1 was a functional target of miR-218. More importantly, the main 
downstream targets signaling of NF-κB, including the pathway involved in cell survival (p65-NF-
κB, pAkt, pERK), cell cycle (E2F-1) and 5FU-targeted protein (thymidylate synthase, TS), were 
inactivated by HOTAIR through the suppression of miR-218 expression. Additionally, HOTAIR 
knockdown partially reversed 5FU resistance through promoting miR-218 and inactivating NF-κB 
signaling. Furthermore, HOTAIR restrained 5FU-induced cytotoxicity on CRC cells through 
promotion of TS expression.Clinical exploration of HOTAIR indicated that the HOTAIR expression 
level was much higher in CRC tissues from patients who did not respond to 5FU treatment than 
those from patients who experienced response to chemotherapy. ROC cur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and these patients were stratified into a low (n=56) and a high (n=96) HOTAIR 
expression group with an established cut-off value (4.01).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and 
diagnostic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reached 0.716, 81.58%, and 55.26% with the established cut-
off value,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not responding to chemotherap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high HOTAIR expression group than in the low expression group. 
Kaplan–Meier survival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high HOTAIR expression was associated with poor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recurrence-free survival (RFS) in CRC patients, and Cox regression 
univariate/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HOTAIR expression level maintained its significance 
as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for OS of CRC patients receiving 5FU treatment. 
Conclusions Our integrated approach demonstrated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HOTAIR contributes to 
CRC tumorigenesis and 5FU resistance through downregulation of miR-218 and activation of NF-
κB signaling. This lncRNA directly recruits EZH2 and suppresses miR-218 by binding to its 
promoter, which provides a mechanistic foundation for the aberrant VOPP1 activation in CRC. 
This pro-resistant role of HOTAIR was further validated in an independent set of CRC patients 
who received standard 5FU treatment. Thus, HOTAIR may be a novel prognostic biomarker and 
therapeutic target in CRC patients. Suppression of HOTAIR could be a future direction for 
enhancing chemosensitivity to 5FU-based chemotherapy regi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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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9 

MALAT1 is Associated with Poor Response to Oxaliplatin-
Based Chemotherapy in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and 

Promotes Chemoresistance through EZH2/miR-218 
pathway 

 
Peilong Li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No. 247 Beiyuan Street， 

Jinan， 250000， China. 

 
Objective Chemoresistance to oxaliplatin-based therapy has been a key barrier to the efficacy of 
colorectal cancer (CRC) treatment. One major reason for oxaliplatin chemoresistance in CRC is 
the acquisition of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in cancer cells. The long non-coding 
RNA MALAT1, is a highly conserved nuclear ncRNA and a key regulator for metastasis 
development in several cancers. However its role in oxaliplatin-induced metastasis and chemo-
resistance is rarely known. In our study, we aim to investigate the prognostic role of MALAT1 in 
CRC patients receiving oxaliplatin-based therapy,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potential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through interaction with EZH2 and miR-218 based on the established HT29 oxaliplatin-
resistant cells. 
Methods For chemo-response study, 221 serum samples and 48 primary tissu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patients who received standard Oxaliplatin-based chemotherapy, and 46 serum samples 
from patients who received standard FOLFOX chemotherapy were collected at 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between 2011 and 2015. RT-qPCR and RT-qPCR-D method previously 
established by ourselve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expression of mRNA expression in primary 
tissues and serum, respectively.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were assessed with Boyden 
chambers or modified Boyden chambers according to the protocol of the manufacturer. RNA 
immunoprecipitation (RIP) and 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ChIP) ex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interaction. Finally, the survival curves of CRC patients 
were estimated via the Kaplan–Meier method and the difference in survival curves was estimated 
using log-rank testing. 
Results MALAT1 expression level was much higher in patients who did not respond to treatment 
than those who experienced response to chemotherapy. We then stratified patients into a low 
(n=37) and a high (n=16) MALAT1 expressing group with an established cut-off value (0.432) by 
using a ROC curve analysis. In the validation group containing 168 serum samples of CRC 
patients, proportion of patients not responding to chemotherap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high MALAT1 expressing group than in the low group. The diagnostic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75.0% (72/96) and 61.1% (44/72). Further more, the Kaplan–Meier survival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high MALAT1 expression was associated with shorter OS and DFS in CRC patients. 
CRC cell line HT29 that had acquired resistance to oxaliplatin at the clinically relevant 
concentration of 2 μmol/L (HT29 OxR cells) were built. MALAT1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HT29 OxR cells and MALAT1 silencing reversed oxaliplatin-induced EMT. Moreover, EZH2 
directly interacts with 3’end of MALAT1, which subsequently suppressed the expression of E-
cadherin. CRC cells attained increased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bility after being treated with 
oxaliplatin, and this increased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bility was partially suppressed by MALAT1 
or EZH2 knockdown. Importantly,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LAT1 and 
miRNA-218 has reciprocal effects. The Kaplan-Meier survival analysis showed that patients with 
low MALAT1 and high miR-218 expression had the longest OS, while the high MALAT1 and low 
miR-218 group showed the shortest for patients who received standard FOLFOX treatment.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the present work has identified that lncRNA MALAT1 was correlated 
with tumor metastasis and associated with poor response to oxaliplatin-based chemotherapy in 
CRC patients. MALAT1 mediates oxaliplatin-induced EMT and chemoresistance through EZH2 
and interacting with miR-218. Thus, MALAT1 may be a novel functional biomarker and 
therapeutic target in CRC patients. Suppression of MALAT1 combining with miR-218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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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could be a future direction to develop a novel therapeutic strategy to enhance 
chemosensitivity to FOLFOX chemotherapy regimen. 
  
 
 
 

PO-40 

中性粒细胞 CD64 指数与补体、CRP、WBC 和 B 细胞联合检测

鉴别系统性红斑狼疮继发细菌感染和疾病复发的临床价值 

 
冯敏,梁朝珺,赵向聪,罗静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外周血中性粒细胞 CD64（nCD64）指数、补体 C3、补体 C4、C-反应蛋白（CRP）、

降钙素原（PCT）、白细胞数（WBC）、淋巴细胞亚群、CD4+T 细胞亚群及其联合检测鉴别系统

性红斑狼疮（SLE）继发细菌感染和疾病复发的临床意义。 

方法 回顾性研究本院 2015 年 10 月-2018 年 3 月确诊的 36 例继发细菌感染（男 4 例，女 32 例，

平均年龄 41 岁）和 45 例疾病复发（男 7 例，女 38 例，平均年龄 39 岁）SLE 住院患者，均符合

1997 年 ACR 标准。流式细胞仪检测 nCD64 指数、淋巴细胞亚群和 CD4+T 细胞亚群，血细胞分

析仪检测 WBC，免疫比浊法检测 C3、C4、CRP 和 PCT。定量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或 Mann-

Whitney U 检验，定性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以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两变量间相关性。通过

ROC 曲线及生物标志物评分评价上述指标及其联合检测对细菌感染的诊断意义。 

结果  感染组 nCD64 指数、 CRP 和 WBC 高于疾病复发组 [1.06（ 0.75~3.13 ）、 7.93

（3.35~23.15）和 4.43（3.42~8.01）vs. 0.92（0.73~1.17）、4.81（2.01~10.48）和 3.75

（2.46~6.72），p<0.05]；C3、C4 和 B 细胞显著低于疾病复发组。上述六个指标 ROC 曲线下面

积无显著性差异。nCD64 指数与 C3、C4、CRP 和 WBC 联合检测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83，灵

敏度为 85.3％，特异度为 62.5％。nCD64 指数与 CRP 呈显著正相关（r=0.281，p=0.012），与

Th1、Th2 和 B 细胞呈显著负相关（ r=-0.321，p=0.010； r=-0.300，p=0.017； r=-0.236，

p=0.034），与 C3、C4 无相关性。10 个患者标志物评分≤2 且细菌感染率为 0%，2 个患者评分为

6 且细菌感染率为 100%。 

结论 nCD64 指数与 C3、C4、CRP、WBC 和 B 细胞联合检测对于鉴别 SLE 继发细菌感染和疾病

复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PO-41 

Droplet digital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for detection of 
clinical hepatitis B virus DNA samples 

 
Deping Yang1,Weiwei Liu2 

1.Zhoupu Hospital of Shanghai， Pudong New Area 

2.Central Laboratory， Shanghai Tenth People’s Hospital， Tongji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establish a quantitative droplet digital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ddPCR) detection system for clinical hepatitis B virus (HBV) DNA in samples from patients with 
HBV infection with the aim of monitoring fluctuations and planning future antiviral treatments. 
Methods Primers and probes for the conserved region of HBV DNA sequence (GenBank: 
AB554017.1) were designed by sequence alignment with the HBV DNA sequence in GenBank. 
The PUC57 plasmid containing the gene fragment was then synthesized according to the 
fragment amplified by primer. Linear DNA templates were obtained by digestion of the PUC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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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smid with EcoRI. Primer specificity was verified by electrophoresis and sequencing, and the 
plasmid was used to verify the performance of ddPCR. Serum levels of HBV DNA were then 
detected in 103 HBV patients by ddPCR and real-tim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PCR), and the consistency of the two method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accuracy of the ddPCR assays showed good linear correlation (R2＝0.9952). The 

ddPCR coefficient of variance (CV) for intra-run replicates reached 2.0%, and the CV value for 
inter-run replicates reached 3.6%. ddPCR could detect as little as one copy of the template, as 
demonstrated by continuous dilution. This assay system provided a novel and specific platform 
with a linear range of detection from 1–105 copies/µL. Serum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103 
HBV patients, and HBV DNA levels quantified by ddPCR and qPCR showed good concordance 
based on Bland–Altman analysis. The 95% limits of agreement were (log10: 0.29 ± 0.55) 
copies/μL. The results also showed DNA was detected more effectively in extracted serum 
samples than in serum samples that were not extracted. The amount of plasmid amplified by 
enzyme digestion w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oretical values for the plasmid, while non-digested 
plasmid was less-well amplified.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ddPCR can improve nucleic acid detection in terms 
of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at the single-molecule level, and is thus suitable for the clinical 
detection of HBV DNA. 
 
 

PO-42 

Down-regulation of miR-133a is associated with tumor 
progression with colorectal cancer 

 
wang lili 

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microRNA-133a (miR-133a) expression in colorectal cancer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umorigenesis and progno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CRC).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sixty-nine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who underwent radical 
resection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qRT-PCR) were performed to 
measure miR-133a levels in 169 CRC tissues and adjacent non-cancerous tissues.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miR-133a expression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parameters were analyzed by 
Mann-Whitney U or Kruskal-Wallis test. Kaplan–Meier method and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to estimate the prognostic factors for survival prediction.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miR-133a was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in CRC tissues compared 
with adjacent non-cancerous tissues (P<0.05). And the reduced miR-133a level was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depth local invasion, poor differentiation,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advanced 
disease (P<0.05). Moreover, Kaplan–Meier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patients with low miR-
133a expression had poorer overall survival (OS) than those with high miR-133a expression 
(P<0.001). Univariate analysis reveale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OS and 
miR-133a level, tumor local invasion,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TNM stage (P<0.001). 
Furthermore, we found that miR-133a level and TNM stage had independent relations to OS 
(HR=0.590, 95% CI 0.350-0.995, P=0.048; and HR=6.111, 95% CI 1.029-36.278, P=0.046,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down-regulation of miR-133a expression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gression of CRC development and be useful as an independent factor for CRC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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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3 

肿瘤自身抗体检测技术及其对肺癌早期诊断的意义 

 
郭子建,霍云丽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近年来研究发现针对肺癌的自身抗原的相关抗体---肿瘤自身抗体对于肺癌的早期诊断和评估

预后有重大意义，本文探讨血清中自身抗体谱对肺癌诊断的临床意义，评估实验的预期诊断价值。 

方法 ELISA 方法检测一组肿瘤相关抗原（p53、GAGE7、PGP9.5、CAGE、MAGE A1、SOX2、

GBU4-5）血清中自身抗体水平。研究对象为（1）肺癌组 50 例；根据《原发性肺癌诊疗指南

2017．V1》确认为肺癌患者。（2）正常人组 40 例；体检和生化检测基本正常者。（3）良性肺疾

病组 50 例；肺部感染、肺部炎症等肺部非肿瘤患者。  (4)可疑病例组 50 例，未明确诊断的肺部阴

影或肺结节患者。 

结果 根据试剂盒提供的判断标准，一项或多项肿瘤相关抗原自身抗体阳性者判定为阳性患者，

（1）肺癌组 21 例患者阳性，阳性率 42%。（2）正常人组 7 例患者阳性，阳性率 17.5%。（3）

良性肺疾病 11 例患者阳性，阳性率 22% 。(4)可疑病例组 14 例患者阳性，阳性率 28%。 

结论 肿瘤相关抗原自身抗体的检测对肺癌的辅助诊断有一定的意义，其对肺癌早期诊断的价值需

要进一步探索。 

 
 

PO-44 

Analysis of anaphylaxis in 11040 cases  
of allergic patients in Dalian 

 
Li Ye,Zhang Zhenguo 

Dalian Dermatosis Hospital 

 
Objective to collect and test the detection results of allergic source patients in Dalian in recent 
years, and analyze the seasonal variation of allergens. 
Methods 11040 cases of allergy detection were collected from January 1, 2016 to date of Dalian 
skin disease hospital. The distribution of allergies was analyzed by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among the 4352 patients who visited the hospital, there were no definite diseases, 
followed by eczema, urticaria and dermatiti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test data, the 
number of allergies to the dust mites / Dermatophagoides was 12.3%, followed by 11.9% of 
cypress / elm / Indus / willow / willow / poplar, 9.7% of Artemisia / absina / ragweed, 8% of 
Penicillium / mycoderma / Aspergillus fumigatus / Alternaria, 5.5% of cat fur / dog fur, 4.9% of 
house dust, and 4.9% of house dust. The proportion of clear / egg yolk accounted for 3.4%, 
mango / Pineapple / apple / Strawberry / Peach accounted for 2.3%, peanut / pistachio / cashew / 
hazelnut accounted for 1.8%, shrimp / crab / scallop was 1.7%, COD / Salmon / perch accounted 
for 1%.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 four seasons, the total ratio was close to the average, but 
the ratio of mango / Pineapple / apple / Strawberry / Peach in spring was 15.2%,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other seasons. 
Conclusions inhaled allergen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eating allergens. Inhaled 
allergies were the highest of house dust mites / Dermatophagoides, an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patients were positive for multiple allergies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 allergies were more 
susceptible to fruit components in the spring.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6 

 

PO-45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lbumin-dNLR score and the 
disease activity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Shuaishuai Chen,Haijian Ying,Juping Du,Xiaoli Zhu,Jianfeng Shi,Ying Zhang,Shiyong Chen,Jun Li,Bo Shen 

Taizhou Hospital of Zhejiang Province， Taizhou Enze Medical Center(Group) 

 
Objective Recently, clinical studies have described an association between albumin and derived 
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 (dNLR) with several diseases.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albumin-dNLR (ALB-dNLR) score in RA patients and assess its relationship with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parameters of RA.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enrolled 103 RA patients and 113 age and sex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and 139 OA patients. The ALB-dNLR score was based on serum albumin level and 
neutrophil count and white cell count.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ALB-dNLR score and disease 
activity as well as laboratory indexes were measured using the Spearman rank test. 
Results The ALB-dNLR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RA patients than in OA patients (P < 
0.001) and healthy controls (P < 0.001). An increased level of ALB-dNLR score has been 
detected along with increased disease activity (P < 0.001). Spearman rank test showed that ALBI 
score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DAS28 score, RF, CRP, ESR and immune-related factors, 
such as IgG and IgA. Moreover, the ROC curve showed that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AUC) of 
ALB-dNLR was 0.692 (95%CI = 0.625-0.760), higher than albumin (AUC = 0.650, 95% CI = 
0.578-0.722) and dNLR (AUC = 0.649, 95% CI = 0.579-0.720) alone.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level of ALB-dNLR score increase in RA patients. 
The ALB-dNLR score may be a useful tool to estimate the disease activity of RA patients. 
 
 

PO-46 

Comparison of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and the 
passive particle agglutination for the detection of 

Mycoplasma pneumoniae 

 
Keping Chen,Wei Xu,Chuankun Yang 

Zhongda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outheast University 

 
Objective Mycoplasma pneumoniae (Mp) is the most predominant pathogen that cause 
mycoplasma pneumonia. The early, rapid and accurate diagnosis method has an important 
clinical role for Mp infections. The present study compare two serological assays: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assay (IFA) and the passive particle agglutination assay (PPA) and to give 
the clinician help to select accurately diagnosis methods. 
Methods 127sera from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mycoplasma pneumonia and 76 sera from health 
group were detected simultaneously by PPA and IFA.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detection value of PPA and IFA for mycoplasma 
pneumonia. The kappa coefficient (kappa) were analyzed to evaluate the agreement between IFA 
and PPA assay. 
Results The AUC of PPA or IFA was more than 0.70, suggesting both assays were acceptable in 
clinical efficacy for detecting mycoplasma pneumonia. When ±1:40 antibody titers were 
interpreted as positive, PPA showed the highest sensitivity (95.28%), and kappa coefficient 
between PPA and IFA was 0.536, suggesting that the two assay had moderate agreement. 
However when ±1:40 antibody titers were interpreted as negative, PPA showed the highest 
specificity, Youden index, and AUC (86.84%, 65.58%, and 0.828, respectively), and kappa 
coefficient between PPA and IFA was 0.360, suggesting that the two assay had regular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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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IFA and PPA assay ha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the detection of MP 
antibodies. Clinicians should use two methods to detect MP antibodies simultaneously or detect 
double sample with one method in different time, and combine the patient's medical history to 
diagnose whether Mp infection is or not. 
 
 

PO-47 

HLA-B*58:01 替代指标的临床应用价值研究 

 
张心菊 1,吴之源 2,马玮哲 1,关明 1,2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检验科 

 

目的 别嘌醇是痛风和高尿酸血症治疗的一线药物，部分患者服用后会发生严重超敏反应，。HLA-

B*58:01 已被证实在中国地区可以预测别嘌醇严重超敏反应的发生。但现有检测方法操作繁琐、干

扰因素多。日本学者发现能够以完全连锁不平衡的 rs9263726 基因型替代 HLA-B*58:01 检测。本

研究将对中国地区 rs9263726 与 HLA-B*58:01 的连锁不平衡关系进行调查，根据高尿酸血症发病

率的高低，以藏族、汉族、回族为代表，研究在中国地区以 rs9263726 替代 HLA-B*58:01 的可行

性。 

方法 收集 500 例藏族、454 例汉族和 200 例回族健康人群标本，分别检测 rs9263726 基因型和

HLA-B*58:01 携带情况，评估藏、汉、回三族间这两种基因型的连锁不平衡关系。对结果不一致的

样本以及 rs9263726 的 AA 基因型样本，做 HLA-B 基因分型，进一步明确两者的关联性。 

结果 rs9263726 与 HLA-B*58:01 的连锁不平衡程度在汉族中最高（r2=0.886，D’=1.0），在藏族

和回族中程度较弱。汉族样本中，rs9263726 对 HLA-B*58:01 的阴性预测值为 100%，阳性预测值

87.3%，灵敏度 100%，特异性 98.3%。汉族中 rs9263726 的 GG 基因型代表非 HLA-B*58:01 携

带者，AA 基因型代表 HLA-B*58:01 纯合型携带者，而 GA 基因型则不具有指代性，需要通过更复

杂的 HLA-B 分型方法进一步确认是否为 HLA-B*58:01 携带者。 

结论 中国汉族人群可以借助简便易行的 rs9263726 单个 SNP 位点检测取代复杂繁琐的 HLA-

B*58:01 检测。藏族和回族人群中 rs9263726 与 HLA-B*58:01 连锁不平衡强度较弱，rs9263726

无法作为 HLA-B*58:01 的替代指标。 

 
 

PO-48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PIVKA-Ⅱ combined with AFP and 

AST/ALT ratio in the diagnosis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with HBV infection 

 
guangrong Wang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protein induced by vitamin K absence or 

antagonist-Ⅱ (PIVKA-Ⅱ ) in serum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patients with HBV infection and 

combined with alpha-fetoprotein (AFP) and AST/ALT ratio in the diagnosis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with HBV infection. 
Methods Sera of 68 HBV infection patients with primary liver cancer were collected. Meanwhile, 
sera of 109 HBV infection patients (gallbladder diseases, benign liver diseases,other organ 

diseases, etc.) were collected respectively, as controls. The serum levels of PIVKA-Ⅱand AFP 

were detected by the method of chemiluminescent immunoassay and electrochem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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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inescence respectively. The rate method was used to detect the content of AST and ALT, and 
the ratio of AST/ALT was calculated. Compared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tumor markers in each 
group, and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was appli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of individual and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each index in the diagnosis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Results  The sera levels of PIVKA-Ⅱ, AFP and AST/ALT ratio in primary liver cancer with HBV 

infection group were all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all P<0.01). ROC curve analysis showed that 

with the critical value of PIVKA-Ⅱ,AFP and AST/ALT ratio in serum were 100.42 mAu/mL, 232.35 

ng/mL and 1.571 in the diagnosis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with HBV infection,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were 0.942, 0.786 and 0.723 respectively; the sensitivity were 89.70%, 58.80% 

and 51.50%; the specificity were 91.70%, 88.10% and 79.80%. The AUC of PIVKA-Ⅱ combined 

with AST/ALT ratio in the diagnosis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with HBV infection was 0.955,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ree 86.80% and 93.40%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value of PIVKA- II in the diagnosis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with HBV infection is 
obviously better than that of AFP and AST/ALT ratio. The combined detection with AST/ALT 
ratio will be helpful to improve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with HBV infection.  
 
 

PO-49 

Expression of P53/PTEN/c-Myc in peripheral blood 
leukocytes from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Guangcheng Huang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P53/PTEN/c-Myc mRNA in peripheral blood leukocytes 
from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and benign breast diseases, and investigate its correlation  with 
the clinicopathologic characteristics, further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clinical application 
significance. 
Methods Fluorescent quantitation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FQ-RT-PCR) was 
employed in this study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P53/PTEN/c-Myc mRNA in peripheral blood 
leukocytes from 304 cases, including 105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107 cases of benign breast 
diseases and 92 healthy women as control. 2-△△CT was used to relative quantitative the level of 
gene expression and Mann-whitney U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expression of gene among 
groups. 
Results The mRNA of P53 and PTEN showed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both breast cancer group 
and benign breast diseases group, respectively(P<0.001),moreover, the P53 mRNA in benign 
breast diseases was lower than that in breast cancer(P=0.007). However, c-Myc didn’t show any 
obvious difference among the three groups. Further investigation we found that among those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ithout lymph node metastasis, the level of PTEN mRNA in peripheral 
blood leukocytes was obviously lower than that in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lymph node positive 
(P=0.04),on the other hand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ho were in the earlier stages(0+I+II) showed 
lower PTEN mRNA than those in later or advanced stages (III+IV) (P=0.01). 
Conclusions P53 and PTEN mRNA in peripheral blood leukocytes displayed apparent difference 
among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benign breast diseases and healthy control, and 
dysregulation of P53/PTENwas found in patients with benign breast diseases, even more obvious 
than that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Moreover, downregulation of PTEN might predict and/or 
display the early events of breast cancer carcinogenesis and lymph nodes metastasi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detection of tumor related genes in peripheral blood leukocytes would 
provide the demonstrates the unique potentials in early and noninvasive diagnosis of tumors, and 
very promising clinical application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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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0 

PADI4 过表达促进巨噬细胞向 M1 极化 

 
成宇,陈赛阁,宗明,范列英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目的 研究肽基精氨酸脱亚胺酶 4（peptidylarginine deiminase 4,PADI4）过表达对巨噬细胞向经典

活化型巨噬细胞 (classically activated macrophage, M1)和替代性活化巨噬细胞（alternatively 

activated macrophages，M2）极化的影响 

方法 采用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s, LPS）和干扰素 γ（Interferon gamma，IFN-γ）体外诱导人

单核细胞（THP-1）为 M1，白介素 4（Interleukin-4）诱导 THP-1 为 M2，利用已构建的表达

PADI4 的重组腺病毒载体 AdPADI4 体外感染 M1 和 M2，培养 48h 后，荧光定量 PCR（RT-

PCR）法检测 M1,M2 表面特异性标志分子 CCR7,CCL2,IL1β，CCL22,CCL18,TGF-β 等 mRNA 的

表达变化。 

结果   M1 中 PADI4 过表达后，M1 特征基因（CCR7,CCL2,IL1β）mRNA 水平明显上调

（ P<0.05 ）， M2 特征基因（ CCL22,CCL18,TGF-β ） mRNA 水平变化不明显。 M2 中

CCR7,CCL2,IL1β 的 mRNA 水平上升（P<0.05），CCL22,TGF-β 的 mRNA 表达被抑制

(P<0.05)。 

结论 PADI4 过表达后增强了 M1 型特征基因的表达，抑制 M2 型特征基因表达，PADI4 可促进巨

噬细胞向 M1 极化，并引起 M2 向 M1 转化。 

 
 

PO-51 

Assessment of three anti-dsDNA antibodies detection 
methods and their correlations with SLE disease activity 

 
Bing Zheng1,Dandan Chen1,Zhiqing Wang1,Zhenyuan Zhou2,Jie Zhang1,Min Li1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Ren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Department of Rheumatology and Immunology， Ren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Objective The study aimed to comp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anti-double-stranded (anti-
dsDNA) antibodies assays and the correlations of different methods (Farr assay, Crithidia luciliae 
immunofluorescence test (CLIFT) and BioPlex) with disease activity of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Methods 420 serum samples were divided into five groups according to clinical diagnosis (109 
SLE patients, 183 non-SLE autoimmune diseases (AID) patients, 78 non-AID patients and 50 
healthy controls) and laboratory test results including anti-dsDNA antibodies (by ELISA) and 
antinuclear antibody (ANA). All the samples were analyzed for anti-dsDNA antibodies by CLIFT, 
Farr assay and BioPlex. In addition, anti-dsDNA antibodies were also compared with other 
disease variables including white blood cell (WBC), platelet (PLT),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ESR), complement factor 3 (C3), complement factor C4 (C4), 24-hour proteinuria by Spearman 
correlations. 
Results The results of the assays showed diagnostic sensitivity of 80.7% (BioPlex method, 95% 
CI: 71.8-87.4%), 78.9% (CLIFT, 95% CI: 69.8-85.9%), and 69.7% (the Farr assay, 95% CI: 60.1-
77.9%). The specificity was 95.2% (CLIFT, 95% CI: 92.0-97.2), 90.0% (BioPlex method, 95% CI: 
86.0-93.0%) and 85.9% (the Farr assay, 95% CI: 81.4-89.4%). The Farr assay and CLIFT 
showed good correlations with disease activity in SLE. The strongest correlation (p<0.001) was 
found between complement function with anti-dsDNA antibo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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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CLIFT was considered to be a good choice for the diagnostic as well as for 
monitoring the disease activity in SLE. In addition, the Farr assay showed a good correlation with 
disease activity and the diseases variables. 
 
 

PO-52 

Identification of tumor-associated antigens by using 
SEREX in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Ke Cao,Lu Pei 

Zhengzhou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Lung cancer is the most common cause of cancer-related deaths worldwide . 
Approximately 85% of lung cancer cases are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NSCLC) .The average 
survival and 5-year survival rates of NSCLC patients still remains poor. Early detection of LC 
could improve five-year survival rate up to 48.8% compared to 3.3% of late/distant stage . 
Autoantibodies directed against tumor-associated antigens (TAAs) have been shown to be 
relevant tumor markers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and to 
identify useful biomarkers for early immunodiagnosis of NSCLC. 
Methods SEREX was applied to screen the phage cDNA expression library of lung cancel with 
sera of lung cancer patients. Oncomine were used to analyzed multiple microarray datasets and 
to identify potential genes for cancer progression in NSCLC. Autoantibody responses to proteins 
were evaluat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in sera from 184 patients 
with  NSCLC and 184 normal controls.The autoantibody level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Four TAAs were higher value for the diagnosis of lung cancer to further verified in lung 
cancer group (n=446), lung benign disease group (n=119) and normal control group (n=446).We 
assessed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single autoantibody in detecting lung cancer by the evaluation 
method of diagnostic test. 
Results 1. Seventy positive clones were identified.These positive clones present 63 different 

genes，35 genes whose biological function have been reported，one of which was reported to 

b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lung cancer. 
2. We identified 10 genes that were significantly in NSCLC according to Three independent 
studies covering 384 cases of NSCLC and 125 normal tissues . 
3. The results of ELISA show that the level and positive frequency of the autoantibodies to 

TOP2A，ACTR3,RPS6KA5,PSIP1 and OLA1in sera from NSCLC patients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normal control(R<0.05) .The sensitivity of the five autoantibodies for diagnosis of NSCLC 
ranged from 17.4% to 32.1%, and the specificity was approximately 90%.ROC curve analysis,the 

area under curve （ AUC ） of TOP2A 、ACTR3 、 RPS6KA5 and PSIP1 was respectively 

0.758,0.787,0.707,0.668. The sensitivity of this four TAAs panel was 47.2% and the specificity 
was 81.5%. Results from the validation group confirmed the Results.The positive frequency of the 

autoantibodies to PSIP1、TOP2A、ACTR3 and RPS6KA5 were statistically higher in lung cancer 

patients than that in normal control group in validation set（P<0.05）. The highest sensitivity was 

32.1% for PSIP1 autoantibody.When lung cancer patients were divided by their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to different subgroups, we have found that serum anti-TOP2A 
and anti-ACTR3 were significantly in TNM stages in lung cancer (R <0.05) . And higher serum 
level of anti-PSIP1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metastasis (P<0.05). Whereas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other clinical characters （such as age, gender, smoke, drink, 

family history of tumor and hisological types）（P>0.05）. 

Conclusions Tumor-associated antigens TOP2A , ACTR3, PSIP1 and RPS6KA5 and their 
cognate autoantibodies might be potential biomarkers for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for 
NSCLC,which need to be further investig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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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3 

IgG immunocomplexes sensitize human monocytes for 
inflammatory hyperactivity via transcriptomic and 
epigenetic reprogramming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Qiao Zhong1,Xiao-Ming Gao2 

1.the Affiliated Suzhou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Suzhou Municipal Hospital， Suzhou， China 

2.Institute of Biology and Medical Sciences， School of Biology and Basic Medical Sciences，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Objective The presence of autoantibody is one of hallmarks of patients with autoimmune 
diseases, which invovlved in numerous immunopathologic process. In general, they could form a 
Ag-Ab complex by recognize tissue antigen, or directly deposited on the inflamed lesion, such as 
synovial membrane of RA patients. However, this altered microenvironment could induce a 
priming effect on innate immunity, such as monocytes or macrophages, which resulted in their 
differentiation or their responsiveness. However, autoantibody and its formed antigen-antibody 
complex influenced cellular responsiveness is largely underexposed,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is unclear as well. Therefore, in this study, we focus 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ole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autoantibody or its complex mediated FcγR signaling on the 
priming effect of innate immune cells. 
Methods Herein, we used immobilized IgG to mimic deposited auto-Abs and analyzed the 
priming effect on human primary monocytes, including cellular differentiation and cellular 
responsiveness. Our results show that FcγRIIa-Syk signaling pathway required for this priming 
effect of human monocytes, which contribute to a hyper-responsiveness stage. In particular, huge 
amount cytokines could be triggered by secondary stimulation, including TNF-α, IL-6 and IL-8. In 
addition, this effect exhibit a non-specific and long lasting effect, which similar to immune memory 
like response. 
Results Our transcriptome analysis show that FcγRIIa induced trained effect on human 
monocytes by strengthen the MAPK/P38 signaling cascades, and its mediated AP-1 expression. 
Furthermore, the transcriptional repertoire analysis indicate that FcγRIIa signaling could increase 
numerous TFs expression, including bHLH, C2H2, AP-1 and Nuclear hormone receptor. In 
addition, several lineage determined TFs are upregulated, including AP-1, C/EBPβ and IRF8, 
which correlated with latent enhancer on gene expression. Moreover, this priming process could 
induce CSF1 expression, and ETS2 expression. In further, ETS2 could specific bind on the TNF-
α promoter region with AP-1 and act as a trans-activation manner to increase TNF-α 
transcriptional activity.Epigenetic analysis find that histone methylation and acetylation are 
involved in this priming process. Further, the increased H3K4me3 modification are confirmed by 
ChIP-PCR and whole genome landscape ChIP-sequencing methods. Notably, many cytokines 
are enriched with H3K4me3 modification on their promoter regions. In addition, we also find this 
priming process could increase the expression of histone methylase, such as SETD3. 
In further, we find that LFIC could induce training effect on human monocytes. we compared 
these FcγRIIa trained with LPS toleranced monocytes by transcriptomic approach. Both LFIC and 
c-IgG induced a similar pattern on transcriptome level, while distinct with LPS induced tolerance 
phenotype. We also find that LFIC concentration in serum are positive correlated with cellular 
responsiveness of periphery mononuclear cells from RA patients (r=0.589, P=0.0169). In addition, 
the isolated circulating IC from RA patients could also induce a training effect on healthy 
monocytes. 
Conclusions Collectively,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priming effect by FcγRIIa signaling on 
human monocytes, which dependent on the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and epigenetic 
modifications. This comprehensive study is not only provide u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for both 
trained innate immunity and immunopathologic process of autoimmune diseases, but also provide 
a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s and preventive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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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4 

MicroRNA-146a-5p enhances ginsenoside Rh2-induced 
anti-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of human liver cancer cell line HepG2 

 
Weiwen Chen2,1,Shuai Chu2, Haixia Li2,Yurong Qiu2 

1.Medical Laboratories， GuangZhou Twelfth People’s Hospital， Guangzhou， China. 

2.Medical Laboratories，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Objective Our data not only provide further evidence of the antitumor effect of Rh2 in liver cancer, 
but also demonstrate that this effect may be mediated by regulation of miR-146a-5p expression in 
the liver cancer cell line HepG2.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miR-146a-5p is a promising regulatory 
factor in Rh2-mediated effects in liver cancer. 
Methods RNA extraction and qRT-PCR.Western blot analysis.3-(4,5-Dimethylthiazol-2-yl)-5-(3-
carboxymethoxyphenyl)-2-(4-sulfophenyl)-2H-tetrazolium (MTS) assay 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Colony formation assay Tumorigenicity assay in nude mice  Immunohistochemistry (IHC) 
Results we showed that Rh2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microRNAs (miR)-200b-5p, miR-224-
3p, and miR-146a-5p and decreased those of miR-26b-3p and miR-29a-5p. Of the three 
upregulated miRs, miR-146a-5p exhibited the highest fold elev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a 
previous study, Rh2 effectively inhibited the survival of liver cancer cells in vitro and in a mouse 
model. In addition, we found that Rh2 clearly promoted liver cancer apoptosis and inhibited 
colony formation. Moreover, cell apoptosis and inhibition of cell survival as well as colony 
formation induced by Rh2 were enhanced and weakened by miR-146a-5p overexpression and 
inhibition,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Our data not only provide further evidence of the antitumor effect of Rh2 in liver 
cancer, but also demonstrate that this effect may be mediated by regulation of miR-146a-5p 
expression in the liver cancer cell line HepG2.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miR-146a-5p is a 
promising regulatory factor in Rh2-mediated effects in liver cancer. 
 
 

PO-55 

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胃泌素肽前体（ProGRP）影响因素分析 

 
舒放 

西安市第三医院 

 

目的 分析电化学发光法检测 ProGRP 结果的可能影响因素 

方法 分三个浓度范围收集血清标本各 10 份，连续 10 天测定 ProGRP 确定靶值，室温放置 0h、

2h、4h、8h、24h 后计算各组回收率，同时检测 0h 血浆标本，比较不同放置时间、不同标本类型

对 ProGRP 检测结果的影响，并对血清、血浆两种标本类型检测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收集吸烟成

瘾及不吸烟人群血清标本各 30 例，比较两组结果差异性 

结果 室温（22℃-25℃）下，2h、4h、8h、24h 后 5 组检测结果比较 F 值为 1.232，组间无差异性

（P<0.05）；血清和血浆标本组 ProGRP 的测定结果比较的 t 值为 0.074，组间无差异性

（P<0.05），两组结果相关系数 r=0.97；吸烟组与不吸烟组间检测结果比较，t 值为 0.73，组间无

差异性（P<0.05） 

结论 ProGRP 在室温下，放置 2h、4h、8h、24h 后各组检测结果与即时检测组之间无统计学差

异；血清和血浆样本本测定结果之间无统计学差异，并有良好相关性；吸烟组与不吸烟组间的

ProGRP 检测结果无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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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6 

Long non-coding RNA PCAT-1 over-expression promotes 
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in gastric cancer cells through 

regulating CDKN1A 

 
Hongmei Yu,Mingjun Bi 

Weihai Woman and Children&#39;s Hospital 

 
Objective Prostate cancer-associated transcript1 (PCAT-1) is a novel lncRNA that involved in 
cell apoptosis and proliferation of prostate cancer. However, the role of PCAT-1 on gastric cancer 
remains unclear.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found that PCAT-1 was increased in gastric cancer 
tissues and cell lines. Over-expression of PCAT-1 was correlated with poor overall survival in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PCAT-1 knockdown through shRNA in AGS and MGC-803 cells inhibited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by regulating CDKN1A. Our data suggested that PCAT-1 
could play an oncogenic role in gastric cancer progression. Silencing PCAT-1 is a potential novel 
therapeutic approach for gastric cancer. 
Methods 1.Cell lines 
2. Immunoblot analysis 
3.RNA isolation and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QRT-PCR) 
4.MTT assay of cell growth inhibition 
5.Analysis of cell cycle distribution 
6.Apoptosis assays 
7.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ssay 
Results PCAT-1 expression level was increased in gastric cancer tissues and correlated with 
clinical significance. We first examined the PCAT-1 expression in AGS, MGC-803, BGC-823, 
GES-1, MKN-45. When compared with human normal gastric epithelial cell GES-1 cells, PCAT-1 
expression level in AGS, MGC-803, BGC-823 and MKN-45 were higher (Fig. 1A). PCAT-1 
expression was highest in AGS and MGC-803 cells. We next detected the expression of PCAT-1 
in 110 paired gastric cancer tissues and adjacent non-tumor tissues from gastric patients by qRT-
PCR. Compared with the levels of the adjacent non-tumor tissues, a significant up-regulated of 
PCAT-1 was observed in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Fig. 1B and C, P < 0.05). Furthermore, higher 
expression of PCAT-1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in 110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Fig. 1D, P < 0.05). Table 1 showed that PCAT-1 expression is also correlated with 
cliniclpathologic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lymphatic metastasis, M stage, T stage and clinical 
stage.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PCAT-1 might play critical roles in the progression of gastric 
cancer.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time to examine the function of PCAT-1 in 
gastric cancer progression. Our work suggested that PCAT-1 may be a potential diagnose marker 
of gastric cancer. PCAT-1 is involved in many areas of tumor progression, including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Intervention or knockout of PCAT-1 function by agents may 
have potential therapeutic value in the prevention of gastric cancer. Thus, our findings may not 
only provide a molecular basis for the role of PCAT-1 in gastric cancer but also suggest a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the treatment of gastric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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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7 

量子点荧光免疫法测定全血 hs-cTnI 

与电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浆 hs-cTnT 的比对分析 

 
刘浩浩,韩志君,龚岚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 

 

目的 量子点荧光免疫法测定全血 hs-cTnI 与电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浆 hs-cTnT 的比对分析 

方法 2017 年 8 月至 11 月于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检验科连续收集 415 例肝素抗凝标本，先用

抗凝全血在南京诺唯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量子点荧光免疫 AFS-1000 仪器上进行 hs-cTnI 检测，标

本离心后取血浆再用罗氏 cobas e601 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进行 hs-cTnT 检测，以量子点

免疫荧光法检测 hs-cTnI 作为待考核方法，以电化学发光法检测 hs-cTnT 作为比对方法，计算两种

检测方法结果的相关性和一致性 

结果 相关性分析结果发现，两种方法结果相关系数 r=0.935，P<0.001；其中，hs-cTnT>100ng/L

共有 45 例，与 hs-cTnI 的相关系数 r=0.919 ；以 hs-cTnT>100ng/l 为阳性界值， hs-

cTnI>0.16ng/ml 为阳性界值做一致性检验，K 值为 0.78；Bland-Altman 分析显示，415 例中有

396 个点在界限范围之内，19 个点在界限范围之外，符合 95％数据在范围内的规定。 

结论 量子点免疫荧光法 hs-cTnI 与电化学发光法检测 hs-cTnT 具有良好的相关性， 能够为临床提

供一致的检测结果 

 
 

PO-58 

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在颈动脉斑块性脑梗死中的临床应用 

 
党小军 

陕西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LP-PLA2)与颈动脉斑块性脑梗死的相关性及其对颈动脉斑块稳定

性的预测价值。 

方法 按照颈动脉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将 169 例脑梗死患者分为颈动脉斑块性脑梗死组 101

例和非颈动脉斑块性脑梗死组 68 例，根据斑块性质将颈动脉斑块性脑梗死组分为稳定性斑块组 30

例和不稳定性斑块组 71 例，同时设立健康对照组，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

测并比较各组 LP-PLA2 水平，通过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其对颈动脉斑块稳定的

预测价值。 

结果 颈动脉斑块组(212.90±117.69) ng/ml 的 LP-PLA2 水平明显高于无斑块组(127.70±57.96) 

ng/ml（P<0.01）；无斑块组与健康对照组(108.34±42.58) ng/ml 无明显差异（P>0.05）；不稳定

性斑块组(236.24±128.33) ng/ml 明显高于稳定性斑块组(157.65±59.27) ng/ml（P<0.01）。 

结论 血浆 LP-PLA2 可能参与了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和发展，与颈动脉斑块性脑梗死有一定相

关性，能较好地评估颈动脉斑块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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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9 

结直肠癌组织中 PCDH10、RASSF1A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状态的研究 

 
李沫 

广东省中医院 

 

目的 检测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 CRC）组织中 PCDH10、RASSF1A 基因启动子区的甲基

化状态，探讨其与结直肠癌发生发展的关系。 

方法 应用甲基化特异性 PCR（MSP）技术检测结直肠癌组织及相应癌旁正常组织中 PCDH10 和

RASSF1A 基因启动子区的甲基化情况。采用卡方检验分析 PCDH10 和 RASSF1A 甲基化的表达

率及其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结果  PCDH10 基因在结直肠癌组织中的甲基化率为 58.7%（44/75），明显高于癌旁组织的

22.7%（17/7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PCDH10 甲基化与结直肠癌患者的年龄、性

别、病灶部位、Dukes 分期、有无淋巴结转移等均无相关性（P 均>0.05）。RASSF1A 基因在结

直肠癌组织中的甲基化率为 64.6%（42/65），明显高于癌旁组织的 15.4%（10/65），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1）。RASSF1A 甲基化与结直肠癌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灶部位均无相关性（P 

均>0.05），而与结直肠癌的 Dukes 分期和淋巴结转移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结直肠癌组织中 PCDH10、RASSF1A 基因呈高甲基化状态，可能是结直肠癌发生机制之

一。高分期的结直肠癌具有更高的 RASSF1A 基因甲基化率，提示 RASSF1A 基因甲基化还可能与

结直肠癌的发展有关。 

 
 

PO-60 

微流控免疫荧光法血清甲胎蛋白 

及其异质体测定试剂的临床应用研究 

 
孙桂荣,杨璇,席强,刘明军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评估微流控免疫荧光法血清甲胎蛋白(AFP)及其异质体(AFP-L3%)测定试剂在原发性肝细胞癌

(HCC)诊治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用微流控免疫荧光法检测了 160 例 HCC 患者、52 例肝硬化患者、53 例慢性肝炎患者及 50

例健康体检者血清 AFP 和 AFP-L3%水平，采用 Z 检验和 χ2 检验比较两指标单独及联合检测诊断

HCC 的 ROC-AUC、敏感度和特异度；采用 Spearman 相关检验分析血清 AFP 和 AFP-L3%水平

与 HCC 病理学特性的相关性，采用配对秩和检验比较治疗前后 AFP 和 AFP-L3%水平变化。 

结果 HCC 组血清 AFP 和 AFP-L3%水平均明显高于肝硬化组、慢性肝炎组和健康对照组(P 均

<0.001)。AFP、AFP-L3%和 AFP+AFP-L3%诊断 HCC 的 ROC-AUC 无显著性差异(P 均>0.05)。

AFP 诊断 HCC 的敏感度（70.00%）与 AFP-L3%（66.25%）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 > 0.05），但

两者联合检测（82.50%）明显增加两者单独检测的敏感度（P 均 <0.001)。AFP-L3%诊断 HCC 的

特异度（96.30%）明显高于 AFP(75.56%)（P<0.001)，且两者联合检测不降低 AFP 单独检测的特

异度。AFP-L3%诊断 AFP 阴性 HCC 患者（AFP < 20 ng/ml）的敏感度为 41.67%。按 AFP 浓度

分层分析发现，AFP-L3% 阳性率随 AFP 水平的升高而升高(P <0.001)。Spearman 相关分析显

示，血清 AFP 和 AFP-L3%水平与肿瘤直径和分期均呈正相关(P 均<0.001)，AFP-L3%而非 AFP

与肿瘤分化程度也具有相关性（P <0.05）。 HCC 患者治疗后血清 AFP 和 AFP-L3%水平均明显低

于治疗前(P 均<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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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清 AFP 与 AFP-L3%联合检测可明显提高 HCC 的诊断率，尤其是对 AFP 阴性 HCC 患者价

值更高，且 AFP-L3%较 AFP 具有更高的特异性。 

 
 

PO-61 

肝癌血清标志物 NRP1 诊断价值研究 

 
张骁 1,潘秋辉 2,王佳谊 1,孙奋勇 1 

1.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目的 NRP1 可以促进肿瘤发生的血管生成，细胞存活，迁移，侵袭和化学耐受。近年来，NRP1 被

发现是抗肿瘤免疫的关键障碍。然而，NRP1 是否刺激肿瘤发生并作为肝癌中的新型肿瘤标志物仍

然未知。 

方法  所有细胞均购买自中科院细胞库，患者标本及健康对照样本于 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11 月

在上海市瑞金医院收集。酶联免疫吸附测定实验检测血清中肝癌相关蛋白表达水平。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方差分析，Mann-Whitney 检验，Wilcoxon 标记秩和检验和 Kruskal-Wallis 检验比较组间

连续变量差异。 进行 Spearman 等级相关检验以计算等级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用 ROC 曲线下面

积（AUC-ROC）评估诊断价值。P<0.05 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TEAD 直接结合到 NRP1 的启动子上以刺激其在肝癌细胞中的转录。NRP 表达在肝癌组织中

比正常组织显著上调，同时 NRP1 可促进肝癌细胞活力和集落形成，并抑制肝癌细胞凋亡。我们

发现肝癌患者血清 NRP1 浓度显著高于健康个体），乙肝患者，丙肝患者，肝硬化患者，乳腺癌

患者，结肠癌患者，胃癌患者肺癌患者。血清 NRP1 预测肝癌的最佳诊断阈值为 68pg / ml，灵敏

度为 93.7%，特异性为 98.7%，说明血清 NRP1 是肝癌中较好的诊断标志物。 

结论 本研究发现 TEAD 靶基因 NRP1 有成为新型肝癌血清标志物潜力，为基础研究向临床转化提

供了新依据。 

 
 

PO-62 

外周血中 MAGE-A 基因作为食管癌患者的预后标记物 

 
谷丽娜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目的 黑色素瘤相关抗原（Melanoma-associated antigens A, MAGE-A）基因属于癌睾丸抗原家

族。食管癌患者外周血中 MAGE-As 的表达对于预后的意义尚不明确。本文旨在研究 MAGE-As 在

食管癌患者外周血中的表达及预后意义。 

方法 本研究中，我们利用多重巢式 PCR 技术检测了 160 例食管癌患者和 30 例健康志愿者外周血

中 MAGE-As 基因的表达，并分析了其与临床病理因素之间的关系。 

结果 MAGE-As 的表达与预后相关，MAGE-As 及各个 MAGE-A 基因均与食管癌患者的低总体生存

率相关。 

结论 外周血中 MAGE-A 基因的表达可能可以作为食管癌患者较差预后的标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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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63 

DcR3、suPAR 和 PCT 联合诊断脓毒症的临床价值 

 
赵静静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目的 研究诱变受体 3 (decoy receptor3，DcR3)、可溶性尿激酶型纤溶酶原激活受体(soluble 

urokinase type plasminogen activator receptor，suPAR)和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在脓毒症

中的表达水平，并探讨 DcR3、suPAR 和 PCT 联合在脓毒症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根据诊断标准收集脓毒症（sepsis）患者、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患者和健康对照

组，相关性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利用受试者工作曲线（ROC）判断 DcR3、suPAR、PCT

对脓毒症的诊断价值。 

结果 我们检测了 DcR3、suPAR、PCT、白介素-6 (interleukin-6，IL-6)和 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并运用 ROC 曲线下面积评估诊断价值。sepsis 患者中 DcR3、suPAR 和 PCT 的

水平明显高于 SIRS 和健康对照组；IL-6，CRP 和 WBC 的水平在 sepsis 和 SIRS 组无明显差异。

相关性分析，DcR3&suPAR（r=0.37, p=0.0022）、DcR3&PCT（r=0.7, p=0.0021）均具有显著相

关性。与 SIRS 组比较，DcR3、suPAR 和 PCT 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92、0.778、0.692； 

DcR3 + suPAR 的曲线下面积为 0.897，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82.4%和 82.4%；DcR + PCT 曲

线下面积为 0.916，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91.2%和 91.2%；DcR3 + suPAR+PCT 对脓毒症诊断

的曲线下面积为 0.933，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94.1%和 91.2%。 

结论 三者的联合诊断提高了脓毒症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提示可能 DcR3 + suPAR + PCT 三者联合

对于诊断脓毒症更有临床应用价值。 

 
 

PO-64 

使用聚合酶链反应-反向斑点印迹试验（PCR-RDB）和 P16 组化 

方法检测头颈鳞癌 HPV 病毒感染率、基因分型及其预后的研究 
 

栾艺 1,刘芳 1,陈姝 1,罗微 1,陈亦豪 1,刘晓松 1,Frazer， Ian Hector2 

1.中山大学附属佛山医院 

2.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目的 检测头颈鳞状细胞癌组织标本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情况，获得其型别分布及肿瘤临床

病理特点，并探讨 HPV 感染与患者预后的关系。 

方法 选择 2012 年 7 月到 2017 年 12 月在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病理科存档的满足条件的头颈鳞癌

活检或手术标本共 95 例，采用聚合酶链反应-反向斑点印迹试验(PCR-RDB)，P16 组织化学染色等

方法进行检测；通过病例调研、问卷调查及电话随访等方式获得患者预后信息。 

结果   PCR-RDB 与 P16 组织化学染色均检出阳性标本，但二者的一致性较差（Kappa 值

=0.34）。95 例标本中使用 PCR-RDB 法检出 44 例标本 HPV 阳性，其中 HPV16 型 18 例，

HPV18 型 6 例，HPV11 型 4 例，HPV6 型 3 例，HPV11/16 型 3 例，HPV16/18 型 3 例，

HPV16/18/33 型 3 例，HPV6/16、HPV58、HPV59 和 HPV81 各 1 例。检出 HPV16 型最高，占所

有感染者的比例为 40.9%；HPV 阳性的标本中，女性（72.7%比 58.9%，p=0.26）、非吸烟

（62.5%比 52.8%，p=0.36）及非饮酒者（59.0%比 54.6%，p=0.20）所占的比例均高于 HPV 阴

性标本，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考虑与样本量小有关）。若将头颈部解剖部位进一步细分，口咽癌

患者 HPV 的感染率由原来笼统定义头颈肿瘤时的 46.3%上升为 61.2%。头颈肿瘤患者中 HPV 阳

性的患者总生存期显著高于 HPV 阴性的患者（p=0.022）。 

结论 头颈肿瘤 HPV 感染总体率为 46.3%，口咽癌患者的感染率为 61.2%，HPV 阳性的口咽鳞癌

患者预后明显优于 HPV 阴性组患者，HPV 感染是独立的预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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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65 

呼吸道病原体多重检测在老年患者呼吸系统感染检测中的应用 

 
宋国威,潘婧,梁芸,万玲玲,李玉雪,李立新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原：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目的 利用多重 RT-PCR 技术，结合毛细管电泳，同时检测 13 种常见呼吸道感染病原体，并探讨

其在老年患者呼吸系统感染病原体检测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本文采用回顾性研究，分析 317 例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石家庄市第一医院老年科就

诊的具有呼吸系统感染症状的老年患者，年龄 60-98 岁，采集其抽洗痰液，提取病毒 DNA/RNA，

利用多重 RT-PCR 技术扩增，通过毛细管电泳，同时检测 13 种呼吸道病原体；并以直接测序方法

和荧光实时 PCR 法为标准，评价该试剂的临床性能。 

结果 使用直接测序和荧光实时 PCR 结果为参照，多重 RT-PCR 技术的准确性为 99.93% (95% CI, 

99.79-99.98%)，阳性预测值 PPV 为 99.24% (95% CI, 97.78-99.74%)，阴性预测值 NPV 为 100% 

(95% CI, 99.9-100%)，Cohen’s kappa 值为 0.9958 (95% CI, 0.9652-1.026)。在 317 例老年患者

中，呼吸系统感染阳性检出率为 75.7% (240/317)，其甲型流感病毒最高，为 20.2% (64/317)；其

次为鼻病毒、季节性流感病毒 H3 型、腺病毒、肺炎支原体和乙型流感病毒，阳性率分别为 15.5% 

(64/317)、14.2% (49/317)、13.6% (45/317)、11.0% (43/317) 和 10.1% (35/317)。此外，同时感

染 2 种以及 2 种以上病原体的混合感染老年患者为 81 例，阳性率为 25.6% (81/317)。 

结论 利用多重 RT-PCR 技术可以同时检测 13 种呼吸道病原体，具有通量高、快速、简便等优

点，其临床性能可以满足临床对呼吸道病原体检测的需求，并为老年患者呼吸系统感染的防治提供

有效的临床资料。 

 
 

PO-66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ree soluble transferrin 
receptor measurement systems 

 
li‘an’ hou,Xinqi Cheng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age hospital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soluble transferrin receptor (sTfR) kits based on 
three different methods for the diagnosis of iron deficiency anemia (IDA). 
Methods The sTfR concentrations in two groups of patient specimens with high-level and low-
level sTfR concentrations and in quality control materials were measured four times a day for five 
consecutive days to evaluate the precision of the three methods. We selected patients with IDA, 
anemia of chronic disease (ACD), or chronic diseases with iron deficiency anemia (CIDA) and 
apparently normal individuals. sTfR kits based on three different methods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serum sTfR concentrations in all patients. The cut-off points for an IDA diagnosis using these 
three method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clinical sensitivities and specificities were determin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were also examined by an independent sample non-parametric test. 
Results  For the diagnosis of IDA, the cut-off points of sTfR measured by the chemiluminescent, 
immunoturbidimetric, and immunonephelometric assays were 2.5, 55.0, and 2.5 mg/L, 
respectively. The corresponding sensitivities were 80.7%, 83.8%, and 73.2%, the specificities 
were 84.2%, 83.1%, and 91.5%, and the areas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were 0.65, 0.67, and 0.65, respectively. The sTfR concentrations measured by the 
different method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IDA and CIDA groups than in the other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s The sTfR kits based on the three different measurement methods met the clinical 
requirements for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but the different measurement methods had markedly 
different cut-off points for an IDA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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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67 

Expression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programmed death 
ligand 1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Yiqun Che 

National Cancer Center/Cancer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has the highest incidence of all types of head and 
neck cancer in China.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programmed death ligand 1 (PD-L1) in NPC tissues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as well the outcomes for NPC patients. In additi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issue 
expression of PD-L1 and immune components in peripheral blood was assessed. 
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PD-L1 was determin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while immune 
indexes were determined by ELISA and flow cytometry. 
Results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 of PD-L1 in NPC patients was 29.2%, and the PD-L1 
expression levels were associated with distant metastasis (P=0.010) and the T-stage of the 
primary tumor (P=0.032). The expression of PD-L1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distant metastasis-
free survival of NPC patients (P=0.006). In addition,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of PD-L1 
expression with Epstein-Barr virus viral capsid antigen IgA (EBV VCA-IgA; P=0.046) and with 
CD3-CD19+ cells (P=0.014) was identified.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D-L1 may be a potential prognostic biomarker for NPC patients, 
and that EBV VCA-IgA and CD3-CD19+ cells may be useful for predicting PD-L1 expression when 
its levels cannot be detected due to the lack of a tumor tissue sample. 
 
 

PO-68 

血流感染患者外周血中性粒细胞 CD64 检测临床价值研究 

 
何秋阳,马顺高 

大理州人民医院（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 

 

目的 探讨血流感染患者外周血中性粒细胞表面 CD64 的表达水平，评价 CD64 对诊断血流感染的

实用价值。 

方法 将 120 名研究对象分为 3 组，即血流感染组、病毒感染组和健康对照组。采用流式细胞仪分

别检测各组研究对象外周血中性粒细胞 CD64 表达水平，并用全自动免疫荧光分析仪和血细胞分析

仪同时检测血流感染组的降钙素原(PCT)含量和白细胞总数（WBC）。 

结果 血流感染组 CD64 指数(67.93±19.11)与病毒感染组(1.96±1.34)、健康对照组(0.65±0.50)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明显高于病毒感染组和健康对照组；病毒感染组与健康对照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外周血 CD64 在病毒感染组和对照组间无明显区别。血流感染

组 CD64 与 PCT、白细胞数相互之间有明显相关性(r=0.88、0.68、0.42，P 均＜0.05)。 

结论 中性粒细胞表面 CD64 表达百分率可以作为诊断血流感染的敏感指标，流式细胞术检测特异

性强、敏感性好，方便快捷，具有较好临床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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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69 

qPCR 和 ddPCR 检测血浆 EB 病毒 DNA 水平的比较研究 

 
王心仪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比较微滴式数字 PCR（ddPCR）和常规 qPCR 方法检测 EB 病毒载量；证明 ddPCR 在分子

诊断方面有高灵敏性和绝对定量能力； 

方法 高度怀疑 EB 病毒感染的 510 例患者（免疫功能不全者 201 例;淋巴瘤 128 例;未治疗的鼻咽癌

39 例;治疗过的鼻咽癌 142 例）入选本研究，DNA 从血浆中提取，BamHI-W 片段通过使用 EB 病

毒载量定量试剂盒（Sansure Biotech）的 qPCR 扩增，而 ddPCR 通过 BIO-RAD QX200 进行。 

结果 根据 ddPCR 方法，369 例患者 EBV 阳性，病毒载量中位数为 360 拷贝/ mL（P25-P75：67-

2905 拷贝/ mL）。在四个患者组中，未治疗的鼻咽癌患者的 EB 病毒载量最高，中位病毒载量为

4590 拷贝/ mL，其次是淋巴瘤（840copies / mL）和治疗的鼻咽癌患者（430 拷贝/ mL），并且免

疫功能低下患者（130copies / mL）最低。由于 qPCR 的截止点为 400 拷贝/ mL（由试剂盒指

定），因此大多数 EBV 阳性患者（252/369）通过 qPCR 被错过。因此，我们回顾了 qPCR 的所

有扩增曲线，通过 qPCR 的 252 个假阴性 EBV 中有 231 个具有典型的扩增曲线，如果我们将具有

典型曲线的那些曲线指定为阳性，qPCR 灵敏度将大大提高，但假阳性 EBV 也升高 53 名患者）。

我们试图进行 ROC 分析，将截断值设定为 10.6 拷贝数 / mL，在我们的数据中显示出最佳诊断效

能。另一方面，当这两种方法都检测到 EBV 阳性时，EB 病毒载量的定量值适中（R2 = 0.533）。 

结论 临床实践中 EBV 病毒载量大多非常低，常规 qPCR 方法难以满足临床需求，优化 qPCR 以提

高其灵敏度或用 ddPCR 取代 ddPCR 是一个相当大的选择。 

 
 

PO-70 

北京某医院呼吸道病原体流行现状及其相关因素调查 

 
荣扬 1,江雨琪 2 

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2.河北北方学院 

 

目的 对北京某医院 11 种呼吸道病原体 IgM 抗体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研究了阳性 IgM 抗体的

分布和分布与季节，性别和年龄之间的关系。 

方法  本实验检测 11 种呼吸道病原体的 IgM 抗体，共 1803 份样本，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

（IFA）。分析北京地区某医院从 2017 年 5 月 1 日到 2018 年 4 月 30 日内所有患者中进行过呼吸

道 11 项病原体 IgM 抗体检测的 1831 例患者的检测结果。所有测试样本中共有 1203 名男性患者和

628 名女性患者。将 1831 例样本根据性别、年龄和所处年龄阶段进行分类，分析这三种情况下患

者病原体感染情况。 

结果 在 2017 年 5 月 1 日到 2018 年 4 月 30 日这一年里，呼吸道病原体的感染情况不同：1.季节方

面：春季（2 月，3 月，4 月）阳性率最高，秋季（8 月，9 月，10 月）阳性率最低。2.性别方面：

所有被检测的样本中呼吸道病原体 IgM 抗体阳性 522 例，其中，男性阳性标本占 328 例，女性

194 例。性别之间经分析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年龄方面：所有分组中 7~12 岁的学龄期儿童感

染阳性率最高 

结论 本院呼吸道病原体阳性检出率春季最高，女性阳性率略高于男性，学龄期儿童（7~12 岁）感

染阳性率最高。此分析结果可为临床及疾病预防部门在相关疾病的应对上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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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71 

Dissecting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single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reveals immune evasion through  

MAX regulated CCL5 overexpression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Yun-Fan Sun1, Liang Wu2,Xinrong Yang1,Wei Guo3,Sheng Liu2, Shiping Liu2,Jian Zhou1,Jia Fan1 

1.Department of Liver Surgery， Liver Cancer Institute of Fudan University，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BGI-Shenzhen， Shenzhen， Beishan Industrial Zone， Shenzhen， 518083， China 

3.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2， P. R. 

China 

 
Objective The progno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recurrent 
and metastatic disease which has been proposed to be initiated by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TCs). 
However, the transcriptomic plasticity and immune evasion mechanism of CTCs during systemic 
circulation are not well defined. Here, we determined intra- and inter-vascular transcriptional 
heterogeneity within the circulatory system using single-cell RNA-sequencing CTCs isolated from 
four key vascular sites along the dissemination route in ten HCC patients. 
Methods Blood was drawn from 4 different vascular sites, including hepatic vein (HV), peripheral 
artery (PA), peripheral vein (PV) and portal vein (PoV) of 10 localized HCC patients. Single CTCs 
were isolated by negative enrichment and robotic micromanipulator, followed by single-cell full-
length RNA sequencing. After filtering, 113 CTCs with qualified data remained were subjected to 
further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Results Our scRNA-seq data revealed remarkable intra- and inter-vascular heterogeneity among 
CTCs from four vascular sites. We determined CTC transcriptional dynamics during 
transportation through consecutive vascular compartments and revealed their adaptation 
mechanisms under biomechanical stress during circulation. We further classified CTCs from 
different vascular sites into two subsets, namely dormant CTCs and activated CTCs. Dormant 
CTCs were associated with a non-cycling state and upregulation of EMT/angiogenic signatures, 
and showed stronger prognostic ability for early recurrence than activated CTCs did. These 
findings enabl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patial transcriptional pattern of CTCs and 
highlights the role of dormant CTCs in HCC metastasis. Furthermore, we discovered an immune 
escape mechanism by which CTCs recruited regulatory T cells (Tregs) via expression of CCL5, 
consequently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a immunosuppressive microenvironment favorable for 
their survival in the bloodstream and seeding in secondary organs. We proved that MAX, 
activated through the p38 pathway, was the key transcriptional factor regulating CCL5 
overexpression, which was validated by ChIP, luciferase reporter gene and in vitro/vivo 
knockdown assays. And we further determined that Tregs-derived TGF-β1 can heighten MAX 
expression, thus amplifying the CCL5 expression. 
Conclusions Collectively, our results reveal a previously unappreciated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CTCs and a CTC immune-escape mechanism, which may aid in designing new anti-metastasis 
therapeutic strategies in H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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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72 

外周血循环肿瘤细胞检测在胃癌临床实践中的应用 

 
崔越宏 1,梁立 1, 余一祎 1,郭玮 2, 李伟 1,于珊 1,刘天舒 1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检验科 

 

目的 探讨在临床实践中胃癌患者外周血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TC）检测的意义 

方法 选取本院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1 月经病理组织学证实的胃或胃食管结合部腺癌胃癌患者

151 例，确诊后未经任何治疗前空腹抽取其肘正中静脉血 7.5ml，置于 Cellsave 储存管并立刻送

检，应用 CellSearch 循环肿瘤细胞检测试剂盒计数静脉血中 CTC 数目，分析其与患者性别、年

龄、临床分期，Lauren 分型和转移特征的相关性。 

结果 151 例胃癌患者中 CTC 阳性率为 33.11%。Ⅰ期胃癌 2 例，Ⅱ期 24 例，Ⅲ期 68 例，Ⅳ期 57

例，CTC 阳性率分别为 0，8.3%，26.5%和 56.1%。其中男性 103 例，女性 48 例，CTC 个数分

别为 3.01±1.23 和 52.58±41.34（P<0.05）。中位年龄 59 岁，大于和小于等于 60 岁患者的 CTC

个数分别为 9.57±4.97 和 25.36±22.41（P>0.05）。Lauren 分型肠型患者 57 例，混合型患者 41

例和弥漫型患者 53 例，外周血 CTC 数目分别为 0.70±0.45，5.90±2.96 和 48.17±37.45

（P<0.05）。Ⅳ期胃癌患者有 30 例 CTC 阳性，其中肺转移 2 例，骨转移 4 例，肝转移 6 例，腹

膜转移 8 例，多发淋巴结转移 10 例，外周血 CTC 个数分别为 2.00±0.00，13.00±3.02，

1.50±0.22，10.37±5.24 和 249.30±193.64（P<0.05）。 

结论 女性胃癌患者、分期偏晚、Lauren 分型弥漫型或者多发淋巴结转移的患者，外周血 CTC 阳性

率高，因此具有上述不良预后因素的患者推荐行外周血 CTC 检测，并进一步可考虑开展循环肿瘤

细胞单细胞测序，分子水平探索性分析其预后不良的原因，以期找到新的治疗靶点，延长患者的生

存时间。 

 
 

PO-73 

消化系统癌症及冠心病人群 CyP2C19 基因多态性分布的研究 

 
程筱雯,李洁,徐元宏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CyP2C19 基因编码产物为多种药物代谢的关键酶，本研究探讨消化系统癌症及冠心病患者的

CyP2C19基因的多态性分布，以评估临床用药及作为疾病分子标记物的潜在价值。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16 年到 2017 年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确诊的消化系统癌症（包括胃癌、

结肠癌、贲门癌和胆囊癌）患者 55 例，冠心病患者 188 例，采集外周血，利用基因芯片方法检测

基因多态性。 

结果   癌症组的 CyP2C19*1、CyP2C19*2 和 CyP2C19*3 3 种等位基因的分布频数分别为

72.82%、49.09%和 14.55%。*1/*1：40.09%、*1/*2 ：30.91%、*1/*3： 1.82%、*2/*2：5.45%、

*2/*3：12.73%、*3/*3：0，根据基因型判断，快代谢型（*1/*1）占 40.09%，中代谢型（*1/*2 、

*1/*3）占 32.73%，而慢代谢型（*2/*2、*2/*3 和*3/*3）占 18.18%。冠心病组 CyP2C19*1、

CyP2C19*2 和 CyP2C19*3 3 种等位基因的分布频数分别为 83.51%、52.65%和 15.42%。*1/*1：

38.83%、*1/*2 ：36.7%、*1/*3：7.98%、*2/*2：9.04%、*2/*3：、6.91%、*3/*3：0.53%，根据

基因型判断，快代谢型（*1/*1）占 38.83%，中代谢型（*1/*2、*1/*3）占 44.68%，而慢代谢型

（*2/*2、*2/*3 和*3/*3）占 16.48%。癌症组或冠心病组 CyP2C19 基因型的分布类似，即 6 种基因

型的阳性率之间的差异各自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1/*1 和*1/*2 与其他 4 种基因型间均存在

统计学差异（P<0.05），而*1/*1 和*1/*2 之间的阳性率可认为不存在统计学差异。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B2%E9%97%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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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消化系统癌症患者和冠心病患者的 CyP2C19 基因多态性分布频数类似，以 CyP2C19*1 为主要

表现形式，且 *1/*1 和*1/*2 为优势基因型，这对于临床用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同时提示

CyP2C19*1*1 和*1/*2 或可成为潜在的这两类疾病的辅助诊断的分子标记物。 

 
 

PO-74 

The “Bad” cholesterol can predict abnormal apolipoprotein 
B levels in a large unselected outpatient cohort 

 
Guo-Ming Zhang1, Hemant Goyal2,Gao-Ming Zhang1,Xiao-Bo Ma1,Ye-Ting Zhou1 

1.Shuyang People’s Hospital， Affiliated Shuyang Hospital，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Shuyang， China 

223600 

2.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Mercer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707 Pine St.， Macon， GA USA 

31201 

 
Objective The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total cholesterol (TC), non-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non-HDL), and 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 has been shown to be 
associated with Apolipoprotein B (Apo B).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assess whether 
abnormal levels of TC, non-HDL and LDL can be used as predictors of abnormal serum Apo B 
levels.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of TC, HDL, LDL, and Apo B in a large cohort of 
unselected outpatients(n=5486) in Shuyang People’s Hospital, Shuyang, China. Non-HDL was 
calculated by deducting HDL from TC. Correlations between TC, non-HDL, LDL, and Apo B were 
analyzed by using Spearman’s rho approach.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curve analysi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TC, non-HDL, and LDL for abnormal Apo B. 
Results TC(r=0.752), non-HDL(r=0.799), and LDL(r=0.817)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po B. Areas under the curve of TC, non-HDL, and LDL for predicting abnormal 
Apo B (>1.10 g/L) were 0.906, 0.918, and 0.928, respectively. The optimal thresholds of 
prediction of abnormal Apo B were 5.13 mmol/L for TC, 4.23 mmol/L for non-HDL, and 3.34 
mmol/L for LDL. At these optimal thresholds of TC, non-HDL and LDL, less than 1.13%, 1.67%, 
and 0.62% of tests with abnormal Apo B results would have been missed, but approximately 
69.4%, 79.7%, and 73.2% of the performed Apo B tests could have been eliminated,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Apo B levels of unselected outpatients need be not tested (especially when 
LDL<3.34 mmol/L, non-HDL<4.23 mmol/L, and/or TC<5.13 mmol/L). It will result in 69% 
reduction in number of ordered Apo B tests. LDL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TC and non-
HDL for predicting abnormal Apo B indicating that Apo B needn’t tested when LDL level is normal. 
 
 

PO-75 

Possible association of ATP-binding cassette subfamily C 
member 2 (ABCC2) polymorphism and gender with  

high-density-lipoprotein-cholesterol response  
to simvastatin treatment 

 
Na Liu,Man Zhang 

Beijing Shijitan Hospital， Capital Medicine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clinical benefits of lipid-lowering therapy with statin are being widely recognized 
nowadays.  However, the lipid-lowering efficacy of statins h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individuals. ABCC2 has been demonstrated to contribute to the transmembrane transport of the 
substrate compounds. The ABCC2 SNPs may b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 individual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44 

 

differences in clinical drug response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 of 
rs717620 of ABCC2 with treatment response of simvastatin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318 subjects medicated with simvastatin 20 mg/day for 12 weeks after 
enrollment. Venous blood was obtained from the antecubital vein of all subjects after overnight 
fasting before and after simvastatin treatment separately for measurement of blood lipid profile. 
The ABCC2 SNP rs717620 was genotyped from blood samples with a multiplex Snapshot assay. 
Results 12 weeks’ treatment with simvastatin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LDL cholesterol, total 
cholesterol, triglycerides 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HDL cholesterol (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C, TG, HDL-c or LDL-c according to rs717620 genotypes before statin 
treatment. However, the percent elevation of HDL-c in female subjects carrying GG genotype was 
more robust than that in subjects carrying GA and AA genotypes after simvastatin treatment 
(p=0.010), while percent elevation of HDL-c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genotypes in 
male subjects (p=0.084). 
Conclusions The effects of simvastatin treatment on the HDL-c level may be related to the 
ABCC2 rs717620 and in a gender-specific manner. Female Chinese patients of hyperlipidemia 
with AA, and GA genotypes might have reduced benefits from simvastatin treatment. 
 
 

PO-76 

极长链脂肪酸检测 

在 X-连锁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诊断中的应用 

 
蔡燕娜,江敏妍,彭敏芝,盛慧英,林云婷,梁翠丽,刘丽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目的 分析 X-连锁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X-ALD）患者、携带者极长链脂肪酸（VLCFAs）水平

及 ABCD1 基因突变谱，探讨 X-ALD 患者血浆 VLCFAs 水平与基因型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3 年 5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我院就诊疑似 X-ALD 男性患者 28 例，女性携带者 9 例，

就诊年龄 10 月至 36 岁。对以上病人均进行血浆 VLCFAs 浓度和 ABCD1 基因检测。 

结果 1、C22:0 患者组与对照组有明显差异（p < 0.05），携带者组与对照组有明显差异（p < 

0.05），患者组与携带者组有明显差异（p < 0.05）；C24:0 患者组与对照组有明显差异（p < 

0.05）；携带者组与对照组有明显差异（p < 0.05）；26:0、C24:0/C22:0、C26:0/C22:0 水平：患

者组与对照组有明显差异（p < 0.05）；携带者组与对照组有明显差异（p < 0.05）；患者组与携

带者组有明显差异（p < 0.05）。2、37 例病人 ABCD1 均发现有致病突变。3、X-ALD 患者，按碱

基改变类型分组：插入/缺失组比碱基替换组患者 C26:0 水平高。按氨基酸改变类型分组：剪切/移

码组、错义组、无义组患者三组之间 C26:0 水平差别统计学有显著性差异（p＝0.030< 0.05）。 

结论 血浆 VLCFAs 三项指标(C26:0、C24:0/ C22:0、C26:0/ C22:0)的异常增高对脑白质营养不良

患者、女性携带者的鉴别诊断和 X- ALD 的确诊有重要意义。其中血浆 C26:0 水平可用于基因突变

型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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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77 

石墨相氮化碳电化学性能及其传感应用探究 

 
赵强 1,鲁青 2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华中科技大学 

 

目的 通过多种表征手段对绿色、经济的石墨相氮化碳（graphitic carbon nitride，g-C3N4）的电化

学性能进行探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甲状腺激素干扰物四溴双酚 A（Tetrabromobisphenol A）的电

化学传感方法，为 g-C3N4在电化学传感领域的深入应用提供新的思路。 

方法 在不同合成温度下制备 g-C3N4 材料，利用电子显微镜、傅氏转换红外光谱、拉曼光谱、热重

分析、 X 射线衍射图谱、X 光电子能谱等多种表征方式，对不同合成产物的形貌、元素组成等特征

进行研究。同时，利用恒电位法，EIS 图谱，循环伏安法等电化学方法对不同温度下合成材料的电

化学性能进行研究。结合电化学性能分析结果，通过优化电极表面材料修饰量、检测缓冲体系、富

集时间等参数，利用差分脉冲伏安法对 TBBPA 进行灵敏测定并对相应的检测机理进行探讨。 

结果 根据材料性质的表征结果，我们推断材料形貌及材料分子结构中类石墨原子占总氮原子比例

是影响 g-C3N4 材料本身电化学性能的关键因素。g-C3N4 作为一种半导体材料，虽然传递电子能力

较差，但以其为修饰材料的化学修饰电极对 TBBPA 的电化学响应能力有所提高。同时，缓冲体系

的 pH 值对底物氧化电流强度也有较大影响。原因可能是材料与 TBBPA 分子之间存在静电引力，

提高了底物分子在电极表面的吸附量。将该化学修饰电极用于 TBBPA 的测定，线性范围为 0.02 

μM ~ 1 μM，基于三倍信噪比的检出限为 5 nM。 

结论 g-C3N4 作为一种电子传递能力较差的半导体材料，通过合理修饰及优化检测条件，可以实现

对 TBBPA 的灵敏测定，这表明 g-C3N4在电化学传感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PO-78 

基于链置换分子探针的 miRNA 高特异性检测研究 

 
刘炼华 1,陈晓辉 3,周旋 4,陈菲 5,戴玲 3,张洪 3,罗阳 2,3,贾玫 1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2.重庆大学 

3.陆军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 

4.石河子大学医学院 

5.重庆医科大学 

 

目的 建立一种新型分子探针设计方法，用于提高 microRNA 检测灵敏度和特异性。 

方法 实验研究。利用链置换原理将靶标杂交序列部分设计在分子信标茎端，在此基础上再利用核

酸结构分析软件 DNAman 优化分子探针的二级结构设计出新的探针，分别称为链置换优化探针

（MB-D）和链置换二级结构优化探针（MB-D plus），将 MB-D 和 MB-D plus 与传统分子信标

（MB-C）对比检测 microRNA-21 及其单碱基突变体，分析不同探针对于 microRNA 检测的最低检

出限、重复性和特异性等。 

结果 MB-C 对 microRNA-21 的最低检出限为 1 nmol/L，MB-D 和 MB-D plus 的最低检出限分别为

0.1 nmol/L 和 0.01 nmol/L；所建立的 MB-D plus 探针可以显著区分 miR-21 与单核苷酸突变靶

标。 

结论 基于链置换原理并通过二级结构优化的分子探针可显著提高探针对于 microRNA 检测的灵敏

度和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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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79 

E3 泛素连接酶 CUL4B 减缓压力诱导细胞早衰的进一步研究 

 
韦钊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细胞衰老对个体健康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活性氧（ROS）在多种类型的细胞衰老中出现上

调，并促进细胞衰老进程，揭示细胞衰老进程中 ROS 的调控机制对于细胞衰老相关疾病的治疗具

有重要潜在价值。我们的前期研究已论证了 CUL4B 对 ROS 的调控作用，进而揭示了 CUL4B 减缓

压力诱导细胞衰老的作用机制。进一步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细胞早衰进程中 CUL4B 的上游调控机

制以及其中存在的反馈环。 

方法 我们以压力刺激引起 NHF 细胞衰老为模型，通过病毒包装技术构建低表达和过表达 CUL4B

的细胞系，并且使用小鼠耳朵成纤维细胞等多种细胞系进一步验证。通过 WB 和 qPCR 检测

CUL4B 对 p53 蛋白及其靶基因的调控作用；通过 IP 检测 CUL4B 与 p53 蛋白的结合。预测

CUL4B 上游调控元件，通过 RT-PCR 初步验证上游调控元件是否影响 CUL4B 的转录水平，并通

过 ChIP 实验验证上游转录因子对 CUL4B 的转录结合以及通过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验证。 

结果 CUL4B 在压力诱导的细胞衰老中显著下调。CUL4B 低表达强化压力诱导的细胞衰老，且该过

程依赖于 ROS 水平的升高。压力刺激下，CUL4B 低表达促进 p53 磷酸化和靶基因表达。压力刺

激后 CUL4B 与 p53 蛋白相互结合，并且 CUL4B 低表达减少了 p53 的泛素化。进一步验证上游作

用元件我们预测到有重要转录因子结合在 CUL4B 转录起始区域，并进一步验证了表达相关性。可

能存在 p53-CUL4B 负反馈环。CUL4B 调控一系列 ROS 相关基因，这种调控的具体机制仍有待研

究。 

结论 前期研究已证实压力刺激后 CUL4B 介导 p53 泛素化，促进 p53 蛋白降解。进一步研究结果

表明，CUL4B 受重要转录因子调控，且两者间存在重要反馈环。CUL4B 调控一系列抗氧化基因及

促氧化基因的转录水平，预测存在共同的靶点，CUL4B 通过调控这一靶点影响一系列 ROS 相关基

因。 

 
 

PO-80 

DNA origami nanoprobe for direct visualization of 
extracellular vesicle microRNA in situ 

 
Lianhua Liu1,Wuquan Deng2,Xiaopei Qiu3,Hong Zhang3,Xiaohui Chen3,Xuan Zhou4,Mei Jia1,Guixue Wang5,Yang 

Luo5,3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2.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and Nephrology， the Affiliated Central Hospit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Emergency Medical Hospital) 

3.Department of Clinical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4.School of Medicine， Shihezi University 

5.Key Laboratory of Biorhe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llege of 

Bioengineer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Objective Extracellular vesicles (EVs) hold paramount importance in mediating intercellular 
communication and have been recognized as promising cancer-derived biomarkers. However, 
the direct determination of EV-derived microRNAs in situ has yet to be achieved due to the 
difficulty in transporting probes into EVs.  
Methods We investigated a DNA pyramid-guided hairpin probe capable of the specific detection 
of EV-derived microRNAs in situ. Integrating the advantages of rapid EV penetration via a DNA 
pyramid and highly specific microRNA discrimination using a hairpin pr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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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proposed approach enables the direct and specific detection of microRNA-21 at 
femtomolar concentrations (detection limit of 45.4 fM) with a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throughout 
the concentration range from 1 pM to 10 nM.  
Conclusions This strategy opens an avenue to establishing universal molecular detection 
platforms that could facilitate both EV-derived clinical diagnostics and fundamental biological 
studies. 
 
 

PO-81 

急性脑梗死患者同型半胱氨酸及凝血纤溶指标检测的意义 

 
王禺,赵雅,李秀娥,李宁 

西安市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同型半胱氨酸及凝血纤溶指标在急性脑梗死患者中的检测意义。 

方法 选择 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5 月来我院急诊科就诊的急性脑梗死患者 40 例（实验组）与同

期健康体检者 40 例（对照组）为研究对象，比较实验组治疗前后及两组患者之间血液中各项指标

的变化情况。 

结果 实验组患者治疗前 Hcy（半胱氨酸）、t-PA（纤溶酶原激活剂）、NT-proBNP（B 型脑钠肽

前体）以及 PAI-1（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的水平明显高于治疗后及对照组，APTT（活化部

分凝血活酶时间）明显短于治疗后及对照组，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Hcy、NT-proBNP、APTT、PAI-1 以及 t-PA 与急性脑梗死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可以作

为判断急性脑梗死患者病情变化及预后的标志。 

 
 

PO-82 

Role of Dermcidin in the diagnosis and staging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feng qiu1,2,Fanghua Qiu3,Lifang Liu4,Jiawei Liu4,Jianhua Xu2,Xianzhang Huang2 

1.Nanhai Hospital of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2.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3.Guangzhou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4.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at dermcidin (DCD) can act as a serum biomarker for HCC 
Methods Measured serum DCD and AFP in 87 HCC patients, 44 normal control (NC), and 33 
liver cirrhosis (LC) patients, and evalu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CD levels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parameters 
Results Serum DCD in HCC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NCand LC. DCD had a 
greater AUC for differentiating HCC from the controls than AFP. Serum DC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etastasis in HCC patients. DCD levels in multiple HCC group were higher than 
solitary HCC group. Western blot results shown that DCD wa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seven 
tumor tissues compared to the noncancerous adjacent tissues. Immunohistochemistry performed 
in four paired samples confirmed the upregulation of DCD expression in the tumor tissues 
Conclusions Serum DCD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HCC patients. DCD could be 
used as a biomarker for the diagnosis of H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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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83 

血清免疫固定电泳和血清游离轻链 

检测在辅助诊断多发性骨髓瘤中的价值 

 
李小燕,周铁成,程晓东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目的 探讨免疫固定电泳和血清游离轻链检测在辅助诊断多发性骨髓瘤中的价值。 

方法 对 114 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血清免疫固定电泳和血清游离轻链检测结果以及 50 例正常人群的

血清游离轻链检测结果进行分析，探讨血清免疫固定电泳和血清游离轻链检测在辅助诊断多发性骨

髓瘤中的价值。 

结果 114 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血清免疫固定电泳结果：M 蛋白检出 94 例，占 82.45%。未检测出

M 蛋白 20 例，单纯依靠免疫固定电泳漏诊率为 17.55%，未检出Ｍ蛋白的 20 例患者的游离轻链分

析结果与对照组比较都有 Kappa 或者 Lambda 的显著升高或者 Kappa 和 Lambda 的同时升高，因

此对于单纯依靠免疫固定电泳漏诊的患者可以通过联合检测血清游离轻链提高多发性骨髓瘤的检出

率。 

结论 血清免疫固定电泳和游离轻链检测在多发性骨髓瘤的诊断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PO-84 

PAI-1(4G/5G) 和 ABCB1(3435T>C)基因位点 

检测在预防激素性股骨头坏死中的应用 

 
张莹,程晓东,胡玉皎,王昊,周铁成,郝晓柯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目的 检测 PAI-1(4G/5G) 和 ABCB1(3435T>C)基因位点，为使用糖皮质激素冲击疗法的患者提供

精准的用药指导，避免股骨头坏死的出现。 

方法 收集 94 例血液样本，使用荧光探针原位杂交技术对糖皮质激素甲强龙耐药位点 PAI-1(4G/5G) 

和 ABCB1(3435T>C) 进行检测和结果分析，评估不同患者激素甲强龙药物的使用方式。 

结果 94 例患者中，PAI-1(4G/5G)位点检测结果为 5G5G 的患者 20 例（21.28%），检测结果为

4G5G 的患者 43 例（45.74%），检测结果为 4G4G 的患者 31 例（32.98%）；ABCB1(3435T>C) 

位点检测结果为 TT 的患者 17 例（18.09%），检测结果为 TC 的患者 44 例（46.81%），检测结

果为 CC 的患者 33 例（35.10%）。12.77%的患者进行激素甲强龙冲击治疗时引起股骨头坏死的

风险为低风险，60.64%的患者进行激素甲强龙冲击治疗时引起股骨头坏死的风险为中等风险，

26.59%的患者进行激素甲强龙冲击治疗时引起股骨头坏死的风险是高风险。 

结论 在进行糖皮质激素甲强龙冲击治疗前给患者作甲强龙化学药物基因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合理

精准用药，可以使 26.59%的患者避免股骨头坏死风险的出现，为患者提供安全的用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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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85 

miR-200a-3p 通过靶向调节 CBL 蛋白表达参 

与肾细胞癌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研究 

 
王成 1,2,丁梦 1,2,孙鑫磊 2,张辰宇 2,汪俊军 1,张春妮 1,2 

1.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南京大学生命科学高等研究院，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目的 肾细胞癌(renal cell carcinoma, RCC)缺乏高灵敏性和特异性分子标志物，发病机制尚不明

确，本研究拟探讨 miR-200a-3p 作为 RCC 分子标志物潜能及参与 RCC 分子机制。 

方法 收集 107 例 RCC 患者和 107 例对照血清，qRT-PCR 技术在 28 例患者和 28 例对照中检测血

清 miR-200a-3p 表达，并在 79 例 RCC 和 79 例对照中进行验证，评估其临床价值；运用 qRT-

PCR、原位杂交检测 RCC 及癌旁正常组织、细胞株中 miR-200a-3p 表达；生物信息学预测和荧光

素酶报告实验证实 miR-200a-3p 靶基因，Western blot、免疫组化等检测组织、细胞中靶蛋白水

平；过表达或抑制 miR-200a-3p 表达后 Transwell、EDU 和流式细胞术等探讨 miR-200a-3p 对

RCC 细胞功能的影响。 

结果 qRT-PCR 结果显示 miR-200a-3p 在患者血清中显著降低（P < 0.01）；ROC 曲线分析显示

miR-200a-3p 对初筛组和验证组 ROCAUC分别 0.741 和 0.664；同时，miR-200a-3p 在 I/II 期患者

血清中也显著降低，其对 I 期及 I/II 期患者诊断 ROCAUC分别为 0.688 和 0.682。与对照相比，miR-

200a-3p 在 RCC 组织、细胞株中表达也显著降低（P 均<0.05）；荧光素酶证实原癌基因 CBL 是

miR-200a-3p 靶基因，Western blot 显示 CBL 在 RCC 组织、细胞株中明显上调，与 miR-200a-3p

呈显著负相关。体外结果显示，在 RCC 细胞中过表达 miR-200a-3p 可显著抑制细胞增殖、迁移和

促进细胞凋亡，抑制 miR-200a-3p 则功能相反，而 miR-200a-3p 过表达同时回复 CBL 表达则可明

显抑制 miR-200a-3p 生物学功能。 

结论 miR-200a-3p 是 RCC 潜在的生物标志物及危险因素，可通过调控 CBL 的表达参与 RCC 发生

发展。 

 
 

PO-86 

ZFAS1 在胃癌中的表达、功能及意义 

 
王峰,张艳,鞠少卿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长链非编码 RNA ZFAS1（zinc fnger antisense 1）在胃癌（gastric cancer，GC）中的

表达、功能及临床意义。 

方法 qRT-PCR 检测 62 例 GC 患者癌与癌旁组织及 GC 细胞株中 ZFAS1 相对表达，分析其与 GC

患者临床病理参数的相关性；ZFAS1 RNA 干扰载体（sh-ZFAS1）转染 GC 细胞株，CCK-8 法检

测细胞增殖能力、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周期、Transwell 小室法检测细胞迁移与侵袭能力；

Western blot 检测上皮间质转化（EMT）相关蛋白 E-cadherin，N-cadherin 及 ZEB1 表达；qRT-

PCR 检测临床 GC 标本中 E-cadherin，N-cadherin 及 ZEB1 表达，分析三者与 ZFAS1 之间的相关

性。 

结果 GC 癌组织中 ZFAS1 的表达明显高于癌旁组织（P<0.0001），并与 GC 患者 TNM 分期、淋

巴结转移相关（P<0.05）。ZFAS1 在 GC 细胞株 SGC-7901 及 HGC-27 中高表达，sh-ZFAS1 转

染 GC 细胞后，可明显抑制细胞增殖以及细胞迁移与侵袭，并且诱导细胞周期 G0/G1 期阻滞。

Western blot 发现 sh-ZFAS1 可下调 GC 细胞中 N-cadherin 及 ZEB1 蛋白表达，而上调 E-

cadherin 蛋白表达。在 GC 癌组织中，N-cadherin 及 ZEB1 mRNA 表达明显高于癌旁组织，且与

ZFAS1 表达正相关；E-cadherin mRNA 表达低于癌旁组织，且与 ZFAS1 表达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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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ZFAS1 在 GC 中高表达，与 TNM 分期及淋巴结转移相关；ZFAS1 可作为癌基因，通过调节

EMT 相关蛋白（E-cadherin、N-cadherin、ZEB1）的表达促进 GC 细胞迁移与侵袭。 

 
 

PO-87 

Genome-Wide Analysis of mRNA Expression Profiling 
Identified lung cancer-related gene in Xuanwei, China 

 
Chunyan Wu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of lung cancer in Xuanwei (LCXW) is among the highest in 
China for both males and females and increases constantly. The underlying molecular changes 
associated with LCXW are still unclear.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screen out potential 
cancer-related gene and may become a promising biomarker of LCXW. 
Methods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DEGs) were detected by the expression microarrays in 
29 paired LCXW tissues (tumor tissue and matched adjacent non-cancerous lung tissues). 
Integrated with bioinformatic analyses and literature review were applied for screening out 
important cancer-related genes. An additional 44 paired LCXW samples were collected to verify 
the transcriptional and expression levels of the candidate gene by qRT-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ndidate gene and clinical pathological features were evaluated using 
Fisher's test.  
Results  mRNA expression microarrays revealed the LCXW patients harbored 2,424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fold change≥2.0). Of these genes, 1636 were up-regulated while the other 788 
genes were down-regulated. 40 previously reported DNA repair genes associated with PAHs 
exposure were identified by microarrays. Bioinformatic analyses indicated down-regulated 
ANXA3 in LCXW patient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pathological stage and involved in the regulation 
of varieties of biological responses.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ANXA3 found its down-regulation 
was a distinct expression pattern compared with lung cancer occurring in other geographic areas. 
qRT-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confirmed the down-regulated of ANXA3 was associated with 
LCXW. The association analysis of clinical features showed down-regulated ANXA3 was 
correlated to the progression of pathological stage. 
Conclusions The LCXW patients harbored more DEGs, and these DEGs were involved in a 
wide range of pathways and biological function damage. We preliminarily suggested ANXA3 may 
be a potential LCXW related gene. ANXA3 may become a promising biomarkers for diagnosis of 
LCXW. 
 
 

PO-88 

云南省昆明、丽江、文山地区 α-地中海贫血基因分型的研究 

 
李轶勋,刘子杰,张鸿娟,郭翀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对云南省昆明、丽江、文山地区 α-地中海贫血基因的分型研究，分析不同地理环境，不

同民族间该基因型的分布特征，为该类疾病的预防和筛查提供依据。 

方法 集昆明地区、丽江地区、文山地区就诊的小细胞低色素性（MCV＜80fL；MCH＜27pg）贫血

患者抗凝全血标本，共计 572 例。利用 Gap-PCR、基因测序等技术进行 α-地中海贫血基因的筛查

和分型。 

结果 地域分布中，昆明地区以 αα/--SEA 缺失型为主（31/199），其次为 αα/-α3.7 缺失型（9/199）

和 αα/-α4.2 缺失型（2/199），并有 2 例-α3.7/--SEA 的复合缺失型。丽江地区为 αα/-α3.7 缺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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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2）和 αα/--SEA缺失型（1/172）。文山地区以 αα/-α3.7缺失型（16/201）为主，其次为 αα/--
SEA 缺失型（14/201）和 αα/-α4.2 缺失型（4/201）。民族分布中，汉族以 αα/--SEA 缺失型为主

（32/286），其次为 αα/-α3.7 缺失型（12/286）和 αα/-α4.2 缺失型（4/286）；壮族以 αα/-α3.7 缺失

型（12/129）为主，其次为 αα/--SEA 缺失型（11/129）和 αα/-α4.2 缺失型（2/129）；彝族 αα/-α3.7

缺失型（1/19），-α3.7/--SEA 的复合缺失型（1/19）；苗族-α3.7/--SEA 的复合缺失型（1/19）；白族

（1/13）和傣族（1/5）各有 1 例 αα/--SEA缺失型。 

结论 α-地中海贫血基因型的检出率和分布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和民族差异。低纬度、气候炎热

地区检出率高，以 αα/-α3.7 缺失型为主；高纬度、气候寒冷地区检出率低；昆明地区作为区域经

济、文化中心，人员流动性大，民族融合度高，其检出率也很高，以 αα/--SEA 缺失型为主。汉族主

要以 αα/--SEA缺失型为主，其他少数民族 αα/-α3.7缺失型多见。 

 
 

PO-89 

IL-11 促进 NSCLC 进展并与患者不良预后相关 

 
任丽,赵猛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目的 细胞因子不仅是肿瘤发生的关键因子，也是肿瘤治疗的潜在靶点。尽管 IL-6 家族中的 IL-6 已

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 IL-6 家族的另一个成员：IL-11 却一直被忽视，尤其 IL-11 在非小细胞肺

癌（NSCLC）中的功能尚未明确。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探讨了 IL-11 在 NSCLC 中的作用及其

相关机制。 

方法 通过克隆形成试验，MTS 增殖曲线，Brdu 插入实验测定 IL-11 对 NSCLC 细胞增殖能力的影

响；通过迁移、侵袭实验测定 IL-11 对 NSCLC 细胞的运动性以及侵袭能力的影响；通过小鼠皮下

成瘤模型以及肺部转移模型来检测 IL-11 在体内的致癌作用；利用免疫荧光方法和 Western 

blotting 方法检测 IL-11 对上皮-间质转化（EMT）的影响，采用 Western blotting 方法与免疫组织

化学染色方法检测 IL-11 介导并参与的细胞信号通路；将 NSCLC 细胞在常氧以及缺氧条件下进行

培养，检测 IL-11 的表达含量；此外，我们分析了 NSCLC 患者肺癌样本和癌旁正常肺样本中 IL-11

的表达含量，并通过在线数据库分析了 IL-11 表达水平与肺癌患者预后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体内模型和体外功能实验结果表明 IL-11 可促进 NSCLC 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IL-11 可诱

导 NSCLC 细胞 EMT 的发生；IL-11 通过激活 AKT 和 STAT3 信号通路促进 NSCLC 的进展；缺氧

通过缺氧诱导因子 1-α（HIF-1α）诱导 NSCLC 细胞中 IL-11 表达上调；与正常肺组织相比，

NSCLC 患者肺癌组织中 IL-11 表达水平明显上调，并且 IL-11 高表达与肺癌患者的不良预后具有明

显的相关性。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IL-11 促进 NSCLC 的进展并与肺癌患者不良预后相关，阐

明 IL-11 促进 NSCLC 进展机制可为 NSCLC 的治疗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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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90 

Low LPA gene kringle IV-2 repeat copy number association 
with elevated lipoprotein (a) concentration 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of 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heart 
disease in the Chinese Han population. 

 
lishan sun,Ming Zong,Cuncun Chen,Lieying Fan 

Shanghai east hospital 

 
Objective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correlation of Lp(a) mass or particle concentration with KIV-2 
repeat copy number and application for 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heart disease (CAHD) risk 
assessment.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cluding 884 subjects was conducted. The Lp(a) level and 
routine risk factors of CAHD were compared. The KIV-2 copy number distribution, relationship 
with Lp(a), and assessment for CAHD risk were explored. 
Results The mean of Lp(a) mass or particle concentration in the CAHD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n-CAHD group, while the KIV-2 copy number in the CAHD group was lower. Lp(a) 
had auxiliary values in gauging the type of plaque and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soft-plaque 
group than that in the other two groups (200 mg/L [21.5 nmol/L], 166 mg/L [18.6 nmol/L], 149 
mg/L [17.1 nmol/L], respectively, P<0.05). Kappa test indicated divergence for the same 
individual using two Lp(a) concentrations (kappa value was 0.536 [<0.75]). Elevated Lp(a) was an 
independent CAHD risk factor, whatever mass or particle concentration, and large KIV-2 copy 
number was a protective factor. 
Conclusions Lp(a) level and small KIV-2 copy number are risk factors for CAHD in the Chinese 
Han population; furthermore, elevated Lp(a) may gauge the type of coronary plaque. 
 
 

PO-91 

溶血对生化项目检测影响的评估及校正公式的建立 

 
夏鹏,余文戈,叶德力,于君德,夏骏 

浙江省人民医院 

 

目的 评估不同溶血程度对生化项目检测的影响，根据未溶血结果和溶血程度建立校正公式。 

方法 选择 2017 年来本院门诊就诊患者 40 例，抽取静脉血两管，一管常规离心后分离血清，一管

人为制造溶血，混合后形成不同溶血程度的标本。使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溶血指数和 44 项生

化项目：钾、钠、氯、钙、镁、磷、锌、铜、铁、不饱和铁、总蛋白、白蛋白、尿素、尿酸、肌

酐、胱抑素 C、葡萄糖、谷丙转氨酶、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乳酸脱氢酶、碱性磷酸酶、γ 谷氨

酰转肽酶、肌酸激酶、肌酸激酶同工酶、腺甘脱氨酶、胆碱酯酶、α-L 岩藻糖苷酶、甘氨酰脯氨酸

二肽氨基肽酶、淀粉酶、胰淀粉酶、脂肪酶、总胆汁酸、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甘油三酯、胆固

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载脂蛋白 A、载脂蛋白 B、脂蛋白 a、游离脂肪

酸、同型半胱氨酸。比较不同溶血程度上述项目检测结果的差异，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建立校正公

式。 

结果 除氯、γ 谷氨酰转肽酶、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游离脂肪酸这 5 个项目

外，其他项目在不同溶血程度的血清标本中测定值与未溶血血清标本测定值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分别建立了这些项目不同溶血程度后结果的校正公式。 

结论 标本溶血对多数生化项目检测会产生影响，不同溶血程度造成影响不同。建立不同溶血程度

后结果的校正公式能够便捷得到病人正确结果，通过验证后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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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92 

一次性唾液 α-淀粉酶生物传感器的研制 

 
周觅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制备一种能快速检测唾液淀粉酶的方法，从而清楚疲劳程度 

方法 基于丝网印刷技术在 PVC 薄膜上制备了一次性碳电极,用 Nafion 固定二茂铁(Fc)作为电子介

体,将 α-糖苷酶和葡萄糖氧化酶(GOD)滴加于二茂铁修饰的电极上,滴加明胶晾干,戊二醛间接交联固

定制成一次性唾液 α-淀粉酶生物传感器,用计时电流法测定对 α-淀粉酶的响应 

结果 实验结果表明,该传感器响应电流与 α-淀粉酶活性在 60～840 U/L 之间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检

出限为 17 U/L.该生物传感器响应时间短,达到 95%稳态响应时间不超过 30 s,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准确性和稳定性.探讨了 pH、缓冲液、温度及其它干扰物质等对该传感器的影响. 

结论 该传感器可用于唾液 α-淀粉酶浓度的快速、准确检测. 

 
 

PO-93 

An LC-MS based untargeted metabolomics study identified 
novel biomarkers for coronary heart disease 

 
Yingdong Gao 

Nanjing first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performed untargeted metabolomics for plasma samples from 40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and 23 healthy controls by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coupled with mass spectrometry technology to find a set of effective biomarkers for CHD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Methods The discriminating metabolites were extracted and analyzed by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methods.  
Results We found some metabolites, such as L-Phenylalanine, Tryptophan, Creatinine, 
Hypoxanthine and Xanthine contributing to the separation of CHD patients from healthy controls. 
Major metabolic pathways associated with these potential biomarkers included Amino acid 
metabolism, Carnitine metabolism and Purine metabolism. In addition, 6 potential biomarkers 
(Phenol, 4-Hydroxybenzoic acid, Indoxyl sulfate, 3-Indolepropionic acid, p-Cresol sulfate and l-
carnitine) were found be to be associated with intestinal microflora 
Conclusions intestinal microflora may be related to the metabolism and progression of CHD. 
 
 

PO-94 

基于个体内生物学变异评估同一样本系列复测值差异的方法 

 
黄亨建,曾玉萍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基于生物学变异评估同一样本系列复测结果可接受的临界差异（critical difference, CD） 

方法 通过参考改变值(reference change value, RCV)公式转化为 CD 公式，分别计算 95%和 99%

概率下同一台仪器上复测和不同仪器上复测的 CDs（critical difference, same instrument）和 CDD

（critical difference, different instrument），建立 CD 与个体内生物学变异（within-subject 

biological variation，CVI）的关系，评估实验室生化、激素、血常规以及肿瘤标志物等检测项目分

http://www.baidu.com/link?url=0KfkSYo_PaP7ZYQejIJv3Dm7UBHTKOwjpBiOlrD-eGTgMNIGhjsRYiEUhJRB8Q9TwadkmW5UtjmaeDSFU5kb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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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于 95%和 99%概率下相同和不同仪器的最优、期望及最低质量规范的 CD，判断同一样本系列

复测值差异的可接受性 

结果 CDs 在最优、期望和最低质量规范下对应 CVI 的系数分别为：0.7，1.4 和 2.1（p=95%）；

0.9，1.8 和 2.7（p=99%）；CDD 在最优、期望和最低质量规范下对应 CVI 的系数分别为：0.8，

1.7 和 2.8（p=95%）；1.0，2.3 和 3.6(p=99%) 

结论 基于 CVI评估同一样本系列复测值 CD 的方法计算简单，实用性强，为检验工作人员提供了又

一新量化的判断标准 

 
 

PO-95 

肾脏结石成分与尿液部分理化指标检测的结果分析 

 
杨志鹏 1,张义 2 

1.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探讨新疆地区不同类型结石在肾脏结石患者中所占比例，分析结石成分与尿液部分理化性质

和尿液蛋白构成之间的关系。 

方法 通过病例对照研究，纳入 355 例肾脏结石患者，以及同期非泌尿系统疾病住院，并且排除其

他疾病和并发症导致的肾损害患者 30 例为对照组。对结石成分进行分析，根据结石主要成分划分

为草酸盐组、碳酸磷组、尿酸组和磷酸盐组，并对患者 24h 尿液部分理化性质和蛋白构成，采用电

极法、终点法、酶法和免疫比浊法进行检测分析。两样本间均数差异性分析采用 t 检验，多样本间

两两比较采用 F 检验和 LSD-t 检验，构成比的差异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果  与对照组（ 30 例）比较，碳酸磷组（ 23 例）尿液 pH（ 6.98±0.77）升高，尿镁

（10.55±0.63）mmol/24h 水平降低，尿钙（7.96±0.569 ）mmol/24h 水平升高（t 值均>9.436，

P<0.05），伴有高尿钙症的结石患者 23 例，占到 69.6%；尿酸组（61 例）尿液 pH 水平低至

（4.97±0.48），且 49 例患者伴有尿液过度酸化，占 80.3%，尿尿酸含量（4.14±0.37 ）

mmol/24h 明显升高（t=11.459，P<0.05），伴有高尿酸尿症的患者 31 例占 50.8%；磷酸盐组

（23 例）尿液 pH（6.86±0.68）升高（t=6.876P<0.05）；此外，草酸盐组尿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

剂 C（0.653±0.148）mg/L、尿 α1微球蛋白（1.53±0.56）mg/dl 和尿 β2微球蛋白（0.585±0.088）

mg/L 水平明显升高（t 值均>8.442，P<0.05）。 

结论 肾脏结石成分和相应尿液代谢变化之间可能具有相关性。 

 
 

PO-96 

Serum Long Noncoding RNAs Act as Potential Novel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Biomarkers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Yujiao Xie,Chuanxin Wang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Lung cancer is the first leading cause of cancer deaths worldwid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is the most common type of lung cancer. Increasing evidence shows that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 are capable of modulating tumor initiation, 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aimed to evaluate whether circulating lncRNAs could be 
used as biomarkers for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NSC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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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Expression profiles of 14 lncRNAs selected from other studies were validated in 20 
pairs of tissues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qRT-PCR), and the dysregulated lncRNAs thus 
identified were further validated in serum samples from two independent cohorts along with three 
tumor makers(CEA, CYFRA21-1 and SCCA). Receiver-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was utilized to estimate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of the candidate lncRNAs and tumor markers. 
Importantly, we observed an association between lncRNA expression and overall survival (OS) 
rate of NSCLC.  
Results SOX2OT and ANRIL were shown to be obviously upregulated in NSCLC samples. A 
panel composed of two lncRNAs (SOX2OT, ANRIL) and three traditional tumor markers (CEA, 
CYFRA21-1, SCC) was built in training set. The AUC of this panel was superior to any biomarker 
alone. This result appeared in validation set yet. Intriguingly, the low expression of SOX2OT and 
ANRIL correlated with high survival rate. SOX2OT could be the independent prediction factor.  
Conclusions our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the newly developed diagnostic panel consisting of 
SOX2OT, ANRIL, CEA, CYFRA21-1 and SCCA could be valuable in NSCLC diagnosis. LncRNAs 
SOX2OT and ANRIL might be ideal biomarkers for NSCLC prognosis.  
 
 

PO-97 

Hypermethylation of GSTP1 promoter predicts short-term 
prognosis in acute-on-chronic hepatitis B liver failure 

 
Chengxi Sun 

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methylation level of GSTP1 promoter in acute-on-chronic hepatitis B 
liver failure and determine its predictive value for prognosis.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five patients with acute-on-chronic hepatitis B liver failure, 86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CHB) and 30 healthy controls (HC) were retrospectively enrolled. GSTP1 
methylation level in peripheral mononuclear cells (PBMC) was detected by MethyLight.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parameters were obtained.  
Results GSTP1 methylation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acute-on- chronic 
hepatitis B liver failure (median 16.84%, interquartile range 1.83–59.05%) than those with CHB 
(median 1.25%, interquartile range 0.48–2.47%; P < 0.01) and HC (median 0.80%, interquartile 
range 0.67–1.27%; P < 0.01). In acute-on- chronic hepatitis B liver failure group, nonsurvivors 
showed significantly higher GSTP1 methylation levels (P < 0.05) than survivors. GSTP1 
methylation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otal bilirubin (r = 0.29, P < 0.01), prothrombin 
time activity (r = _0.24, P = 0.01) and 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 (MELD) score (r = 0.26, P 
= 0.01). When used to predict 1- or 2-month mortality of acute-on-chronic hepatitis B liver failure, 
GSTP1 methylation showed significantly better predictive value than MELD score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 acteristic curve (AUC) 0.89 vs. 0.72, P < 0.01; AUC 0.83 vs. 0.70, P < 
0.05 respectively]. Meanwhile, patients with GSTP1 methylation levels above the cut- off points 
showed significantly poorer survival than those below (P < 0.05).  
Conclusions Aberrant GSTP1 promoter methylation exists in acute-on-chronic hepatitis B liver 
failure and shows high predictive value for short-term mortality. It might serve as a potential 
prognostic marker for acute-on-chronic hepatitis B liver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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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98 

全国糖代谢异常患者脂肪性肝病严重程度研究及危险因素分析 

 
孙潇泱 1,2,卞华 1,2,夏明锋 1,2,潘柏申 3,高鑫 1,2,包玉倩 1,2,毕宇芳 1,2,李强 1,2,陈璐璐 1,2,何兰杰 1,2,朱大龙 1,2,孙丽荣 1,2,

郑丽丽 1,2,邸阜生 1,2,高燕燕 1,2,李红 1,2,施军平 1,2,王尧 1,2, 陈丽 1,2,刘静 1,2,周勇 1,2,张敏 1,2, 周嘉 1,2,王芸 1,2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复旦大学代谢病研究所 

3.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检验科 

 

目的 调查全国 17 家三级甲等医院糖调节受损（IGR）、新诊断 2 型糖尿病（NT2DM）、诊断 2 型

糖尿病患者（KT2DM）的脂肪肝患病率、严重程度及其与代谢紊乱的关系。 

方法 调查 2010 年-2011 年全国 17 家三级甲等医院 3868 例糖代谢异常患者脂肪肝患病现况，分为

NC 组（870 例）、IGR（598 例）、NT2DM（571 例）及 KT2DM（1829 例）四组。采集各类病

史和人体学参数，进行生化指标、肝脏普通超声和定量超声的检测。 

结果 1）肝脏超声检测：73.05%的糖代谢异常患者检出脂肪肝，显著高于 NC 组。其中 IGR、

KT2DM、NT2DM 组脂肪肝检出率依次升高。糖代谢异常患者中，引起脂肪肝的原因以 NAFLD 为

主。2）肝脏定量超声：糖代谢异常患者中肝脏脂肪含量（LFC）为 15.69%。各项代谢指标随

LFC 四分位组增加而恶化。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调整性别、年龄、BMI 后，LFC 在 KT2DM 组

与 FPG、TC 呈正相关；在 IGR 组与腰围、FPG、HbA1c 呈正相关，与 HDL-ch 呈负相关。3）糖

代谢异常患者：肝酶增高的检出率为 30.14%，显著高于 NC 组。其中 KT2DM、IGR、NT2DM 组

肝酶增高检出率依次升高。糖代谢异常患者肝酶异常的原因同样以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为主。肝酶

增高组 BMI、DBP、TC、TG、FPG、2hPG、HbA1c 高于肝酶正常组。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调整性别、年龄、BMI 后，肝酶增高在 IGR 组与 TG 呈正相关，与 FPG、UA 呈负相关；在

NT2DM 组与 TC 呈正相关，与 LDL-ch 呈负相关；在 KT2DM 组与 HbA1c、TG、UA 呈正相关，

与糖尿病病程呈负相关。 

结论 糖代谢异常人群中合并脂肪肝的发病率高达 73.05%。糖代谢异常人群中肝酶异常检出率高达

30.14%。新诊断 2 型糖尿病患者脂肪肝较严重。肝脏脂肪含量增加和/或肝酶增高与各种糖脂代谢

异常互为促进因素 

 
 

PO-99 

Serum Level of Antimicrobial Peptide LL-37 in Patients 
 with hand-foot-mouth disease caused 

 by Enterovirus 71 Infection 

 
Hao Yang,Jing yu Fu,De bao Kong,Peng cheng Luo 

Huangshi Central Hospital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ube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Objective Hand-foot--mouth disease (HFMD) associated with Enterovirus 71 (EV71) is a 
potentially life-threatening infectious disease that commonly occurs in children. Antimicrobial 
peptide LL-37,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arly innate immune response to bacterial infection, 
demonstrates both wound healing and antiviral activity. Therefore, it was supposed that the 
serum level of LL-37 in subjects with HFMD caused by EV71 infection may be served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herapeutic effect evaluation of HFMD. 
Methods From December 2015 to May 2016, two hundred and eighteen hospitalized children 
with HFMD caused by EV71 were recruited at the Huangshi Central Hospital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ube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Fifty three healthy children with matched age and sex were also 
recruited as a control group. For both HFMD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serum level of LL-37, C-
reactive protein (CRP), Creatine Kinase (CK), Creatine Kinase isoenzyme (CKMB),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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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leukin-6 (IL-6) and white blood cell count (WBC) in complete blood were assess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non-parametric rank-sum test showed that LL-37 level in children diagnosed with 
HFMD caused by EV71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healthy control (p < 0.001). The 
differences of mean serum levels of CRP, CKMB and IL-6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01), with HFMD group having higher values. The results of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s showed that the cut-off value of LL-37 was <6.04 ng/ml, and the 
test was found to have a sensitivity of 94.5%, specificity of 69.81%,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92.8%,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75.5%. The cut-off value of IL-6 was <7.25 pg/ml, wit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52.75% and 96.23%, respectively. The cut-off value of CRP 
was  <10.57 mg/ml,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as 32.11% and 100%, respectively. For 
CKMB  the cut-off value was <16 U/L, wit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79.36% and 77.36%, 
respectively. Through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LL-37 serum level was closely 
correlated with CKMB (r=0.149, P=0.028), while there were no obvious correlations between LL-
37 serum level and other parameters evaluated in this study. 
Conclusions  Elevated serum level of antimicrobial peptide LL-37 was observed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HFMD caused by EV71. It suggested that antimicrobial peptide LL-37 might be used as a 
potential assistant biomarker for the diagnosis of HFMD caused by EV71 in children 
 
 

PO-100 

梗阻性黄疸患者脂蛋白谱异常的原因及临床意义 

 
干伟,张彦星,余睿,张可依,朱雅琪,黄亨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部分梗阻性黄疸患者的脂代谢存在异常，表现为﹝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LDL-c)/总胆固醇(TC)﹞显著降低，本研究探讨这类患者的实验室指标特点及临床意义。 

方法 纳入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 645 例梗阻性黄疸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检测肝

功、肾功、血糖和血脂等实验室指标，筛选出(HDL-c+LDL-c)/TC 小于参考范围的 415 例患者。分

析梗阻性黄疸伴(HDL-c+LDL-c)/TC 异常组（n=415）、单纯性梗阻性黄疸组（n=230）和正常对

照组（n=400）肝功、血脂、血糖和肾功的差异，分析梗阻性黄疸伴(HDL-c+LDL-c)/TC 异常组

(HDL-c+LDL-c)/TC 比值与其它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部分梗阻性黄疸患者的(HDL-c+LDL-c)/TC 结果存在异常，表现为极低浓度的 HDL-c 和 LDL-

c，(HDL-c+LDL-c)/TC 降低，载脂蛋白 B（ApoB）浓度与 LDL-c 浓度不匹配。梗阻性黄疸伴

(HDL-c+LDL-c)/TC 异常患者的各项肝功能指标如总胆红素（TB）、直接胆红素（DB）、丙氨酸

氨基转移酶（ALT）、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碱性磷酸酶（ALP）以及谷氨酸转肽酶

（GGT）高于健康对照组与单纯性梗阻性黄疸患者（P<0.05)，而总蛋白（TP）和白蛋白（ALB）

低于健康对照组和单纯性梗阻性黄疸患者（P<0.05)。梗阻性黄疸伴(HDL-c+LDL-c)/TC 异常患者

(HDL-c+LDL-c)/TC 与 TB、DB 呈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609 和－0.629（P<0.05)。 

结论 部分梗阻性黄疸患者 HDL-c 和 LDL-c 浓度极低，造成(HDL-c+LDL-c)/TC 显著降低，该比值

降低可能与肝功能异常有关，提示这类患者病情加重的可能，临床应该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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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1 

Study on the levels of glycosylated lipoprotein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rtery atherosclerosis 

 
Wei Luo,Fei Ding,Yong He,Guixing Li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main risk factors for atherosclerosis patients are not fully explicated.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analysis the levels of blood lipid and glycosylated lipoprotein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rtery atherosclerosis and healthy individuals, and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lycosylated lipoprotein and atherosclerosis. 
Methods The study involved 200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myocardial infarction caused by 
coronary atherosclerosis as case group and 230 healthy individual as control group. We 
analysised and contrasted the levels of blood lipid and glycosylated lipoprotein between the 
different groups. In addition, we investigat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glycosylated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G-LDL) and glucose levels. 
Results There is no statistic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evel of TG in case group and control 
group.The level of CHOL,HDL-c and LDL-c in case group is significant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 3.90 （ 3.23,4.42 ） vs 5.16 （ 4.86,5.77）（ mmol/L ）； 1.09 （ 0.83,1.38 ） vs 1.46

（ 1.15,1.80 ） （ mmol/L ） ； 2.22 （ 1.68,2.81 ）  vs 2.95 （ 2.60,3.27 ） （ mmol/L ） ）

（p<0.05）.The level of GLU, HbA1c,G-HDL and G-LDL in case group is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7.10（5.68,9.27）vs 4.84（4.68,5.07）（mmol/L);6.8（6.3,7.4）vs 5.9

（5.6,6.1）（%）;30.08（25.04,40.17）vs22.95（18.14,27.06）（ng/mL），6.26（4.95,7.50）

vs3.61（2.66,5.15）（ng/mL））（p<0.05） .The level of G-LDL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therosclerosis was relevant with the level of GLU and HbA1c (r=0.625,0.706 p<0.05) , and there 
was no relevance with LDL-C (r=0.331,p>0.05). 
Conclusions Hyperlipidemia is not a impoortant cause of coronary atherosclerosis.High glucose 
levels and glycosylated lipoprotein are of high importanc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coronary atherosclerosis. 
 
 

PO-102 

基于邻位杂交滚环扩增的 BCR/ABL 融合基因亚型检测新方法 

 
罗妮妮 1,丁世家 2,张玉洪 1,白慧丽 1,程伟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 

 

目的 BCR/ABL p210 融合基因是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最常见的融合类型，其中包括两种亚型即

e14a2 与 e13a2。不同的融合亚型对伊马替尼响应存在差异。本文设计了一种简单、快速、超灵敏

的检测方法以区分两种不同的融合亚型。 

方法 设计两条不同的引物（分别识别 p210 e14 或 e13 两个不同的融合位点）和一个双环 DNA 模

板(识别 a2 融合位点)，融合基因与双环模板和引物形成 Y 形结构，发生邻位杂交触发滚环扩增反

应。扩增产物中含大量富 G 序列并与硫黄素 T 相互作用产生荧光信号 

结果 针对两种融合位点 RNA 的检测范围均为 0.1aM-500fM，最低检出限均为 0.1aM。针对 14 个

临床实际样本提取的 RNA（包括 5 个正常人 RNA，10 个 p210 阳性病人 RNA（包括 7 个 e13a2

融合、2 个 e14a2 融合））。，其检测结果与测序结果完全一致，。展现了良好的特异性和临床实

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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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建立的基于邻位杂交滚环扩增的 BCR/ABL 融合基因亚型检测新方法具有简单、快速、灵

敏度高、特异性好等优点，并成功应用于临床标本 BCR/ABL p210 融合基因亚型分析。该方法为

临床区分不同类型的 BCR/ABL 融合基因亚型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具有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 

 
 

PO-103 

端粒酶逆转录酶基因突变检测 

在烟威地区甲状腺癌诊断及预后中的研究 

 
张正芳,刘日明 

烟台毓璜顶医院 

 

目的 探索烟威地区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 BRAF V600E 突变、端粒酶逆转录酶（TRET）启动子突

变发生率及其在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后评估中的意义。 

方法 采用 ARMS 技术和一代测序的方法分别对 202 例甲状腺乳头状癌、6 例甲状腺滤泡型肿瘤、7

例甲状腺良性病变患者手术新鲜组织标本行 BRAF V600E 和 TERT 突变检测，突变检测结果结合

患者临床资料进一步统计分析。 

结果 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中 BRAF V600E 突变率为 84.2%（170/202），TERT 启动子突变率为

3.47%（7/202），BRAF V600E 和 TERT 启动子双突变率为 2.97%（6/202）；甲状腺滤泡型肿瘤

中 BRAF V600E 突变率为 0（0/6），TERT 启动子突变率为 16.7%（1/6），在甲状腺良性病变中

未见 BRAF V600E 和 TERT 启动子双突变。 

结论 烟威地区甲状腺癌的发生以甲状腺乳头状癌（PTC）为主，PTC 患者中 TERT 启动子突变率

偏低，以 C228T 为主。BRAF V600E 和 TERT 启动子双突变与 PTC 患者的不良预后息息相关，其

联合检测并结合患者病理及超声特征对 PTC 患者的治疗及预后评估具有指导意义。 

 
 

PO-104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sCD14-ST for blood biomarker 
in neonatal hematosepsis 

 
Ting Xiao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Fujian Longyan First Hospital， Longyan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Hematosepsis is a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SIRS) with suspected 
or confirmed infection, which is the most common infectious disease in clinical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A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onatal hematosepsis caused by various basic diseases, 
the mortality rate is high, and there are some sequelae. 
Methods We report the lasted study to date with 96 cases from Fujian Longyan First Hospital 
between 2013 and 2015. The aim of our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soluble 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 14 subtype (sCD14-ST) in whole blood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neonatal 
hematosepsis at an early stage, and used in evaluation of the severity about sepsis combined 
with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II (APACHE-II) score, procalcitonin (PCT), C 
reactive protein (CRP), and leukocyte (WBC). In our cohort, all cases met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hematosepsis specific for newborns. We selected 42 neonates with hematosepsis, 54 
neonates with nonhematosepsis, 44 noninfectious SIRS neonates, and 53 healthy neonatal 
controls. Which were determined the sCD14-ST, PCT, CRP, and WBC of all samples before 
treatment. Then assign the APACHE-II score for the all sample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 study shows, sCD14-ST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hematosepsis than 
nonhematosepsis group (t=2.112, P=.041). Meanwhile, sCD14-ST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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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neonatal hematosepsis than in noninfectious SIRS group and controls (x2= 57.812, 68.944, 
P<.01). However, sCD14-ST in hematosepsis group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PACHE-II 
score (R-value= 0.415, P<.01). During treatment, the sCD14-ST level was decreased obviously 
along with APACHE-II score, PCT, CRP, and WBC (x2=35.019, 78.399, 52.363, 25.912, 7.252, 
all P values <.01).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sCD14-ST was 0.942. The differences in 
ROCAUC of sCD14-ST compared with PCT, CRP, and WBC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Z=6.034, 4.474, 5.722, all P values <.01).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sCD14-ST were 
95.2% and 84.9%,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sCD14-ST could be a blood biomarker for early identification and disease valuation 
in newborns hematosepsis infection; and its diagnostic value is superior to other laboratory 
indexes. 
 
 

PO-105 

肺癌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与 EGFR 突变相关性研究 

 
侯玉磊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究肺癌患者血清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CYFRA21-1）、神经元特异烯醇化酶（NSE）、鳞

状上皮细胞抗原（SCC）浓度与 EGFR（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基因突变的关系，期望为 EGFR 基

因突变提供可靠的预测指标。 

方法 收集 174 例肺癌患者术前血清及术后肺癌组织；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肿瘤标志物浓度，利

用突变扩增阻滞系统（ARMS）检测肺癌组织 EGFR 基因突变；分析 EGFR 突变与肺癌患者临床

病理特征的关系；分析血清肿瘤标志物与肺癌患者 EGFR 突变的关系。 

结果  174 例肺癌患者中，78 例发生突变，其中以 19 号外显子缺失（19-del）和 21 号外显子

L858R 突变为主；女性肺癌患者 EGFR 突变率显著高于男性患者（c2=34.027，P=0.000），腺癌

患者 EGFR 突变率显著高于鳞癌患者（c2=34.027，P=0.002），非吸烟患者 EGFR 突变率显著高

于吸烟患者（c2=40.397，P=0.000）；EGFR 野生型肺癌患者血清 CYFR21-1、NSE、SCC 浓度

显著高于 EGFR 突变者{4.8（2.5，8.3）vs 2.5（1.9，4.6）ng/ml， P=0.000；13.05（10.63，

18.35）vs 11（9.2，13.1）U/l，P=0.01；1（0.7，1.58）vs 0.7（0.55，1）ng/ml，P=0.000}。 

结论 EGFR 突变多发生在非吸烟女性腺癌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作为 EGFR 基因突变的预测指标

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扩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 

 
 

PO-106 

胃癌中 Circular RNA Hsa_circ_0009109 的表达及其研究 

 
鞠少卿,汤晨雪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环状 RNA 是一类在真核生物细胞中广泛表达的非编码 RNA。根据目前已经报道的研究发现

环状 RNA 可以在多种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基于环状 RNA 的稳定性、时空

表达特异性及参与基因的调控等特性，使得环状 RNA 有望成为肿瘤诊断的生物学标志物和肿瘤治

疗的潜在靶点。但是目前在胃癌当中的研究知之甚少。本研究旨在探索发现环状 RNA 

Hsa_circ_0009109 在胃癌组织和细胞当中的差异表达和在胃癌发生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方法 收集 40 对胃癌病人的胃癌组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qRT-PCR）检测胃癌组织和相邻的癌

旁组织中的 Hsa_circ_0009109 的表达水平，以及在胃癌细胞株中的表达水平。确定表达水平之

后，通过敲除和过表达 Hsa_circ_0009109 分子来干扰环状 RNA 表达水平，通过一系列细胞功能

实验，CCK-8 实验检测胃癌细胞增殖能力，Transwell 实验来检测细胞的迁移能力，基质胶实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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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细胞侵袭能力，克隆形成实验检测细胞增殖能力，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以来

评估环状 RNA Hsa_circ_0009109 在胃癌发生以及转移过程当中起到的的生物学效应。 

结果 发现 Hsa_circ_0009109 在胃癌组织和胃癌细胞系中与配对的相邻癌旁组织和正常胃上皮细胞

相比显著下调。敲除 Hsa_circ_0009109 可以显著的增强胃癌细胞增殖和迁移能力，可以抑制细胞

凋亡，而过表达 Hsa_circ_0009109 后显示出相反的实验结果，可以显著的降低胃癌细胞增殖和迁

移能力。 

结论 Hsa_circ_0009109 在胃癌中的表达水平显著下调，体外实验结果表明它可以影响胃癌细胞的

生长增殖能力，预示着 Hsa_circ_0009109 与胃癌的转移相关，在胃癌中起到抑癌基因的作用。 

 
 

PO-107 

基于新型 DNA-hemin 模拟酶 

与 DNA 纳米自组装的快速灵敏生物传感检测新方法 

 
李佳 1,丁世家 1,程伟 2 

1.重庆医科大学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分子检测中心 

 

目的 临床上对基因、小分子等的检测基于传统的 PCR、测序、GC-MS 等技术手段，步骤繁琐、

仪器昂贵，建立新型的简单、快速、灵敏的检测新方法对缩短检测时间、降低检测成本等具有重要

意义。本文设计了基于新型 DNA-hemin 酶与 DNA 纳米自组装的检测新方法，利用新型的模拟酶

(DNA-hemin)低背景、高催化速率、高耐受性等特点，结合 DNA 纳米自组装，在信号扩增过程中

实时输出信号，免去传统工具酶的组装时间，实现对 B 族链球菌（GBS）基因以及小分子可卡因

的简单、快速、灵敏的检测。 

方法 通过变性退火的方法合成 DNA 自组装的三链（R、Q、P）复合探针 Y，其中 R、Q 为 DNA-

hemin 探针参与 DNA 自组装的同时催化底物输出信号。靶物质 GBS 基因触发 DNA 自组装，游离

出有催化活性的 DNA-hemin 探针催化酪胺底物，产生荧光信号；将构建的 DNA-hemin 酶与 DNA

纳米自组装的检测新方法用于检测小分子物质可卡因，设计短链 T 与可卡因适体链(Ap)通过变性退

火形成复合探针(Ap-T)，在可卡因与适体的特异性识别作用下，释放出短链 T 启动下游的 DNA 自

组装，最终产生荧光信号。 (Fig. 1)  

结果 该方法检测 GBS 靶基因的线性范围为 100 pM-200 nM，最低检测限为 70 pM，检测时间为

0.5 h, 极大缩短了检测时间；该方法检测可卡因的线性范围为 5 μM-1 mM，最低检测限为 4.85 

μM，在复杂样本中分别添加不同浓度的可卡因，回收率介于 95%～110% ，因此该方法具有良好

的检出性能。 

结论 本文建立的基于新型 DNA-hemin 模拟酶与 DNA 纳米自组装的检测新方法具有简单、快速、

灵敏等优点，并成功用于 GBS 基因以及小分子物质可卡因的检测。该方法为基因、小分子等物质

的检测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PO-108 

无创粪便基因检测对早期大肠癌的诊断意义 

 
刘艳枚 

清远市人民医院/广州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检测粪便样本中肠癌相关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状态，为大肠癌早期诊断寻找一种非侵入

性、检测性能良好的新型筛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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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805 例受检者粪便样本，用磁珠捕获法提取 DNA 片段，并用亚硫酸盐转化技术对基因

片段进行转化，采用甲基化特异性聚合酶链反应（MSP）分析肠癌相关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水平，

中高度甲基化水平受检者进一步做结肠镜或 CT 影像检查，阳性者取病理活检比对分析。 

结果 805 例受检者粪便基因检测阳性（高度甲基化）62 例，灰度区（中度甲基化）26 例；8 例阳

性受检者和 8 例灰度区受检者没有进行后续确诊，最终 54 例阳性和 18 例灰度区受检者纳入随访研

究；其中 54 例阳性受检者肠镜+病理和或 CT 影像诊断为“进展期腺瘤+肠癌”35 例（64.81%），诊

断为“息肉+腺瘤+进展期腺瘤+肠癌”44 例（81.48%）；18 例灰度区受检者，肠镜+病理和或 CT 影

像诊断为 “进展期腺瘤+肠癌 ”2 例（11.11%），诊断为 “息肉+腺瘤+进展期腺瘤+肠癌 ”9 例

（50%）；根据肠镜判定最大病变尺寸，直径小于 1cm 者大部分为良性病变，直径 1cm 至 3cm 者

多为进展期腺癌，直径 3cm 以上者多为腺癌。 

结论  肠癌相关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检测诊断大肠癌及癌前病变有高的准确性，有望在肠癌及癌前

病变早期筛查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随着病程延长，病变组织的病理性质逐渐向肿瘤进展，因此，越

早期筛查有助于减少肠癌的发生。 

 
 

PO-109 

TSGF、 AFP、CEA、Ca199、CA125、Ca50 联合检测 

在肿瘤放射介入治疗疗效观察中的应用 

 
李杨春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 

 

目的 TSGF 用于恶性肿瘤放射介入治疗前后疗效观察的研究很少，本课题主要通过对恶性肿瘤患者

放射介入治疗前后连续动态地监测 TSGF 水平变化，发现 TSGF 在肿瘤放射介入治疗疗效及预后

判断，尤其是监测介入治疗后复发转移有较高价值。 

方法 选择了 145 例于 2015 年 2 月-2017 年 3 月各科住院治疗的五种常见恶性肿瘤患者、从中选择

了 60 例适合肿瘤放射介入治疗的患者、30 例良性肿瘤患者、其它疾病及健康人群对其 TSGF 、

AFP、CEA、Ca199、CA125、Ca50 的含量进行检测。 

结果 对 145 例五种恶性肿瘤分别进行了 TSGF 、AFP、CEA、 Ca199、CA125、Ca50 检测，其

总阳性率分别为 84.6%、26.5%、36.8%、45.1%、58.2%、44.4%。145 例 TSGF+任一项阳性时

敏感度为 90.8%，准确度为 85.5%，特异性为 94.8；145 例患者 TSGF+最佳组合两项阳性时，敏

感度为 93.5%，准确度为 90.5%，特异性为 95.1%. 

结论 SGF、 AFP、CEA、Ca199、CA125、Ca50 等多种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对恶性肿瘤的诊断

与治疗、恶性肿瘤放射介入治疗临床疗效的观察、病情预后追踪与随访有较为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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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0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LC-MS/MS）和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法

（CMIA） 测定人血清总睾酮的结果比较评价 

 
赵蓓蓓 1,2,陈智 1,刘伟霞 1,2,李卓阳 1,2,李维 1,2,佘旭辉 1,2 

1.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2.广州医科大学金域检验学院 

 

目的 比较评价测定人血清总睾酮的两种检测方法：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LC-MS/MS）和化学发

光微粒子免疫法（CMIA）。 

方法 分别使用 LC-MS/MS 法和 CMIA 法对 99 例临床血清样本的总睾酮平行检测，并对 99 例血清

样本按照成年男性、成年女性和儿童进行分组，采用 Passing & Bablok regression 对各组测定结

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 果  成 年 男 性 38 例 ， LC-MS/MS 法 和 CMIA 法 测 定 血 清 总 睾 酮 的 均 值 分 别 为

405.05±181.33ng/dL 和 478.93±222.70ng/dL，Passing & Bablok regression 检验的线性回归方程

为 y = 22.5017 + 0.8057 x，Cusum 检验证实线性回归偏倚无统计学意义(P>0.10)；成年女性 40

例，  LC-MS/MS 法和 CMIA 法测定血清总睾酮的均值分别为 70.71±30.73 ng/dL 和

75.16±30.58ng/dL，Passing & Bablok regression 检验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y = -4.5399 + 1.0033 

x，Cusum 检验证实线性回归偏倚无统计学意义(P>0.10)；儿童组 21 例， LC-MS/MS 法和 CMIA

法测定血清总睾酮的均值分别为 1.52±1.24 ng/dL 和 2.85±1.68ng/dL，Passing & Bablok 

regression 检验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y = 0.03897  + 0.4655 x，Cusum 检验证实线性回归偏倚无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LC-MS/MS 法和 CMIA 法测定血清总睾酮的结果相关性与检测人群及其体内血清总睾酮的浓

度分布范围有关。对于体内血清总睾酮含量较高的成年男性和女性，两种检测方法的结果相关性较

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对于体内血清总睾酮含量极低的儿童，两种检测方法的结果相关性较低，

LC-MS/MS 法测定血清总睾酮的结果显著低于 CMIA 法，存在系统性偏倚。相比于 CMIA，LC-

MS/MS 法检测血清总睾酮的线性范围更宽，灵敏度更高，对体内总睾酮含量较低的妇女和儿童的

测定更有意义，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PO-111 

The expression of CCR4 in pN0 gastric cancer and its 
invasion function via MMP9 production 

 
Yongmei Yang,Yi Zhang 

Qilu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Similar to most of cancers, gastric cancer is a highly aggressive malignancy which 
tends to invade surrounding tissue and metastasize to distant organs.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emokine receptors of tumor cells and their matching chemokines at the 
target organs represent critical steps in organ-specific metastasis. In fact, positive expression of 
chemokine receptors could also be indentified even in some patients without metastatic tumors. 
While the clinical relevance of this data has not been fully established, and other roles of 
chemokine receptors in cancer progression except for chamotaxis have been rarely uncovered.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profiles of CCR4 in gastric cancer cells 
of histologically node-negative (pN0) patients and its role in gastric cancer cell invasion. 
Furthermore, we trie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at cancer cell invasion with the 
finding that the forced expression of CCR4 in gastric cancer cell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MMP9 
expression and activity. 

https://www.medcalc.org/manual/passing-bablok_regression.php
https://www.medcalc.org/manual/passing-bablok_regression.php
https://www.medcalc.org/manual/passing-bablok_regression.php
https://www.medcalc.org/manual/passing-bablok_regression.php
https://www.medcalc.org/manual/passing-bablok_regressio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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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issue samples were obtained from 70 patients with pN0 gastric cancer,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or immunohistofluorescenc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these tissues to 
detect CCR4 expression and its relation to histopathologic features and its related molecule, 
MMP9. Additionally, we overexpressed CCR4 in gastric cancer cell lines SGC-7901 and BGC-
823 using lipofectamine, and the transfection efficiency was confirmed by a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real-time RT-PCR and FCM, respectively. In vitro Matrigel invasion assays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CCR4 on gastric cancer cell invasion. Real-time RT-PCR and gelatin 
zymography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effect of CCR4 overexpression on production of MMP9. 
Results The immunohistochemistry or immunohistofluorescenc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CCR4 
expression displayed different patterns and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erosal invasion 

(T3+T4, P<0.05). CCR4 express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MP9 expression （P<0.05）. 

Matrigel invasion assays indicated that over-expression of CCR4 in gastric cancer cell lines SGC-
7901 and BGC-823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invasive ability of these cells. Results from real-
time RT-PCR and gelatin zymography show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MMP9 prodution induced 
by the forced expression of CCR4 in SGC-7901 and BGC-823 cells.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we reported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CCR4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depth of tumor invasion in pN0 gastric cancer. Furthermore, our data indicated that CCR4-
induced MMP9 production may at least partially underlie the new mechanism for CCR4-mediated 
tumor invasion in gastric cancer.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antagonists of CCR4 might be useful 
candidates for controlling early events in tumor progression. 
 
 

PO-112 

Establishment a two-step emulsion PCR and aplicated in 
detection of P16 gene methylation in serum from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Keke Shao 

YanCheng NO.1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To establishe a two-step emulsion PCR for detecting P16 DNA methylation in serum 
from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Methods   Including methylation and non-methylation of P16 gene sequence plasmids were 

constructed and transfered with e.coli DH5α. A two-step Emulsion PCR was be established：(1) 

Water-in-oil emulsion PCR  (2) Oil-in-water emulsion PCR. MSP and two-step emulsion PCR was 
used to detec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methylation of P16 gene sequence of bacteria 
respectivel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methods was compared. The P16 gene 
methylation were detected in serum from 36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and 25 healthy 
donors. 
Results The results of sensitivity and interference assay were shown that the two-step emulsion 
PCR has higher sensitivity and stronger anti-interference ability than those of MSP. The result 
showed the detection sensitivity of two-step emulsion PCR is 10 times of MSP. With the 
interference of non-methylation gene, the methylation could be detected in methylation and non-
methylation ratio of 1:100 by two-step emulsion PCR, while the methylation could be detected in 
methylation and non-methylation ratio of 1:10 by MSP. In the detection of p16 gene methylation in 
serum from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two-step emulsion PCR detection rate was 55.5%, while 
MSP detection rate was only 44.4%. 
Conclusions  The two-step emulsion PCR system has high sensitivity and stronganti-
interference ability for detecting P16 gene methylation, detection rate of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MSP and can be used to the early diagnosis of clinical on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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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3 

PI3K-Akt 信号通路与乳腺癌 

 
杨涛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以乳腺癌作为研究对象，去探究 PI3K-Akt 信号通路是否对 OPN 的表达起到了调控的作用进

而对乳腺癌细胞的侵袭与转移过程产生了影响。 

方法 TCGA 数据库分析、细胞生物学相关实验技术。 

结果     通过对 TCGA 数据库中乳腺癌相关数据的分析，发现了相对于癌旁正常组织而言，乳腺癌

组织中 PI3K 和 OPN 的基因表达量异常升高，并且随着乳腺癌恶性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其表达量

的升高缩短了乳腺癌患者的生存期；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了 PI3K 与 OPN 的基因表达量之间成

正比例关系。在被抑制剂处理后，两种类型细胞的 SPP1 的表达量都明显减少，所分泌的 OPN 的

蛋白量减少，细胞内的 p-Akt 和 OPN 的蛋白水平降低，细胞的增殖、迁移、侵袭和非锚定生长能

力减弱，并且减少与减弱的程度随着抑制剂浓度的增加而提高。上述结果证明了 PI3K-Akt 信号通

路对 OPN 的表达起到了调控的作用进而对乳腺癌的侵袭和转移过程产生了影响。 

结论 本研究证明了在乳腺癌中，PI3K 发生了过量的表达，促进了 Akt 的磷酸化生成 p-Akt 而活

化，使 PI3K-Akt 信号通路发生了过度的激活，从而进一步使 OPN 的基因发生了过度的表达，并且

PI3K 和 OPN 的基因表达量以及 p-Akt 的生成量会随着乳腺癌恶性程度的增加而升高。这都表明了

在乳腺癌中，PI3K-Akt 信号通路对 OPN 的表达起到了调控的作用进而对乳腺癌的侵袭和转移过程

产生了影响。本研究对关于乳腺癌细胞的侵袭和转移机制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为乳腺癌患者的

治疗提供了新的基础资料。 

 
 

PO-114 

基于 CLSI EP9-A3 的降钙素原方法学比对及偏移评估 

 
宋颖博,邓朝辉,梁梦洁,张烨,伊贝拜汗·买卖提,张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医院 

 

目的 对电化学发光法和荧光免疫法检测降钙素原（PCT）进行方法学比对和偏移评估。 

方法 收集本院 2016 年 10~11 月所有血培养阳性的住院患者血清，用电化学发光法（X）和荧光免

疫法（Y）进行 PCT 测定。剔除低于检测下限或高于检测上限的数据后，按照血培养阳性结果的时

间顺序，选择前 40 组数据用于比对。参照 EP9-A3 文件，目测法和 ESD 法进行离群值检验，绘制

偏差图和差值频数柱状图，采用 Deming 和 Passing-Baklok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计算 3 个医学决

定水平处的偏移，以国家卫计委临床检验中心室间质评 1/2TEa（15%）为可接受标准。 

结果 电化学发光法 40 份样本 PCT 最小浓度 0.058ng/ml，最大浓度 51.32ng/ml。确认有 1 组数据

存在离群值，差值偏差图和排序偏差图显示 2 种方法结果差值变化为混合变化，呈非正态分布。

Deming 和 Passing-Bablok 回归方程分别为 Y=0.0582+0.8647X 和 Y=-0.0177+0.8961X，斜率的

95%CI 分别为 0.7774～0.9520 和 0.8230～0.9926，截距的 95%CI 分别为-0.3313～0.4477ng/mL

和 -0.1455～0.0182ng/mL。Deming 回归的医学决定水平处偏移分别为 -1.91%、 -11.22%和 -

13.84%；Passing-Bablok 回归的医学决定水平处偏移分别为-7.09%、-9.98%和-10.76%。 

结论 电化学发光法和荧光免疫法 PCT 检测结果在医学决定水平处的偏移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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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5 

基于 CRISPR-Cas13a H7N9 快速检测方法的建立 

 
李智洋,刘雨风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甲型 H7N9 流感以其潜伏期短、发病迅速等特点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安全，也因其传染性强、

死亡率高和难以根除而不断破坏社会稳定。为了降低 H7N9 流感的危害，找到一种检测窗口期短、

灵敏度高、特异性强的 H7N9 病毒检测方法刻不容缓。 

方法 利用原核表达系统表达 LwCas13a 蛋白，并通过镍柱纯化。以 H7N9 HA 基因的体外转录

RNA 为靶 RNA，设计特异的 crRNA，以单链 RNA 结合的荧光基团、淬灭荧光基团作为信号验证

Cas13a 的活性。利用 Cas13a 的特性，建立 H7N9 检测体系，测量检测体系的最低检测浓度和检

测时间。 

结果 表达纯化出 Cas13a 蛋白，被激活后有切割 RNA 的活性，设计的 CRISPR-Cas13a 检测体系

能够检测 H7N9 基因单链 RNA，检测时间只需 5 min。 

结论 找到了一种新的 H7N9 检测方法，能够快速检测出 H7N9 基因 RNA 的存在。 

 
 

PO-116 

MiRNA-316-5p 靶向干细胞标志 NSN 以抑制食管鳞癌细胞增

殖、迁移和干细胞表型 

 
马纪,潘秋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目的 microRNAs 表达以及功能的失调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 miR-316-5p 在

食管鳞状细胞癌中的表达模式和可能作用未阐明。本文旨在探索它在食管鳞癌中的应用及其潜在机

制。 

方法 实时荧光定量 PCR（qRT-PCR）和原位杂交用于检测 miR-316-5p 在食管鳞癌组织中的表达

情况。细胞增殖、迁移实验，流式细胞术和裸鼠成瘤实验用于探索 miR-316-5p 对食管鳞癌细胞增

殖、迁移、细胞周期以及凋亡的影响。肿瘤干细胞成球实验用于分析 miR-316-5p 对食管鳞癌肿瘤

干细胞的影响。彗尾实验用于验证 miR-316-5p 在 DNA 损伤修复中的作用。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

实验及一系列挽救实验用于验证 miR-316-5p 的靶蛋白及其作用机制 

结果 qRT-PCR 和原位杂交证实 miR-316-5p 在食管鳞癌组织中显著低表达，并且其表达与食管鳞

癌 WHO 分级呈负相关。体内外实验结果均表明 miR-316-5p 显著抑制了食管鳞癌细胞的增殖、迁

移，诱导 G2/M 期停滞，同时促进细胞凋亡。此外，它还抑制了食管鳞癌干细胞的自我更新能力。

进一步的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以及机制探索揭示干细胞标志物 NSN 是其潜在靶蛋白，miR-

316-5p 通过直接结合其 3’-UTR 来抑制其表达，从而抑制肿瘤干细胞干性以及 DNA 损伤修复，进

而在食管鳞癌细胞中发挥抑癌作用。更重要的是，体外证实 miR-316-5p 能够显著提高食管鳞癌细

胞对多柔比星的化疗敏感性。 

结论 本研究为 miR-316-5p 应用于食管鳞癌治疗、预后提供了启示，同时，也表明具有抑癌基因功

效的 miR-316-5p 能够大大增加该类患者的化疗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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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7 

Accurate Protein Quantification in Coommasssie-stained 
Stacking Gel for Urine Samples 

 
Jia Jia,Bing Bai 

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 

 
Objective The pyrogallol red molybdate (PRM) method used in clinical laboratories for urine 
protein quantification is subject to colorimetric and turbidity interference in the sample. We have 
now developed a method that solves this problem. 
Methods In this method, urine proteins are run by SDS-PAGE shortly into the stacking gel 
without being resolved, and then stained by Coommassie blue for quantification based on the 
intensity. 
Results  This method can quantify the protein amount in the urine sample as low as 20 µg/ml 
and is not affected by the sample interference. By this method, we have found although the total 
protein amount in the urine samples from SLE patients are still within the normal range, the 
protein patterns in some urine samples already begin to alter. Finally, with an auto-gel staining 
apparatus, it only takes a few minutes to complete the Coommassie staining process, making this 
method much more practical in clinical laboratories. 
Conclusions  In summary, we recommend this stacking-gel based method for urine protein 
quantification when interference in a urine sample is suspected. 
 
 

PO-118 

基于不连续密度梯度离心法尿小细胞囊泡提取方案优化 

 
陈青根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超速离心提取尿小细胞囊泡（sEV）的实验条件和实验方案尚无统一标准，sEV 分离方法所

使用的差速离心和超速离心的离心力和离心温度都不统一。虽然有文献比较不同的方案和实验条件

提取尿 sEV 的效果，但基于密度梯度离心法比较不同的优化方案和实验条件的方法学文献鲜有报

道，由于使用其他方法提取的 sEV 纯度不高，可能使最终得到的结论是错误的甚至是相反的。本

研究拟建立改进的不连续密度梯度离心法提取尿 sEV，并比较不同的实验方案和实验条件下不连续

密度梯度离心法提取尿 sEV 的产量，以找到最合适的不连续密度提取法提取尿 sEV 的方案。 

方法 综合运用 WB，1-D 电泳，透射电镜，纳米颗粒示踪仪比较常温和 4 ℃下密度梯度离心，使用

Tris 梯度液和 PBS 梯度液，差速离心使用二硫苏糖醇或乙基苯基聚乙二醇溶解 TH 蛋白条件下尿

sEV 提取的产量。 

结果 使用 Tris 梯度液常温下离心能提高尿 sEV 产量。使用二硫苏糖醇和乙基苯基聚乙二醇溶解

TH 蛋白后尿粗囊泡产量提高，但 sEV 产量提高不明显。 

结论 常温下梯度离心和使用 Tris 梯度液能减少 TH 蛋白对 sEV 的吸附，使 sEV 保持其原本密度，

从而提高提取产量。使用二硫苏糖醇和乙基苯基聚乙二醇虽然能提高粗囊泡的产量，但 sEV 产量

提高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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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9 

Quantitative proteomic analyses of 4,234 proteins in 
Alzheimer serum samples 

 
Bing Bai 

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 

 
Objective Alzheimer disease (AD) is becoming an increasingly serious problem, but serum 
markers for its diagnosis are still lacking.  
Methods Here, we employed a mass spectrometry and TMT based LC-MS/MS proteomic 
analysis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serum samples of six AD patients and five age-matched 
non-demented controls.  
Results In the results, 4,234 proteins were quantitatively identified, providing the largest scale in 
the serum proteomics field. Data analysis revealed that about 250 proteins were significantly 
changed in the AD samples, enriched in inflammation, endocytosis, and other biological 
processes. Validation of particular protein candidates as AD serum biomarkers is now under 
investigation.  
Conclusions In summary, our proteomics pipeline is able to quantitatively identify proteins in the 
serum sample at an unprecedented scale, and is expected to find unique serum markers for 
diagnosis of this challenging disease. 
 
 

PO-120 

食管鳞癌组织中 Let-7a-3 甲基化 

与血浆类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2 的相关性研究 

 
朱公建,郭红云,王晓敏,李海宁,朱小康,苏海翔 

甘肃省医学科学研究院 

 

目的 探讨食管鳞癌组织中 Let-7a-3 甲基化状态与血浆类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2（IGF-Ⅱ）表达的相

关性。 

方法 采用甲基化特异性 PCR 法( MSP)检测 83 例食管癌及切缘正常组织 Let-7a-3 甲基化，采用酶

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技术检测血浆中 IGF-Ⅱ的含量。 

结果 83 例食管鳞癌组 Let-7a-3 组织中的平均甲基化程度（66.4%），显著高于切缘正常组织

（25.3%）(P＜0.001)。83 例食管鳞癌患者血浆中 IGF-Ⅱ的表达与 let-7a-3 基因的甲基化总体上呈

正相关，且在统计学上有显著性意义（p ＜0.001）。 

结论 食管鳞癌组织 let-7a-3 高甲基化程度和 IGF-Ⅱ高表达显著相关。 

 
 

PO-121 

细胞角蛋白-18 片段预测胃癌的治疗效果和总体存活率 

 
杨照微 

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中日联谊医院） 

 

目的 胃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预后差。 在诊断时，大多数患者已经出现转移性疾病，阻碍了治愈

性治疗。 发现非侵入性的生物标志物，在疾病早期可用于判断疾病阶段或评估预后是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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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本研究探讨了细胞角蛋白 18（KRT18）片段 M30 和全长细胞角蛋白 18 M65 在预测晚期胃癌

治疗效果和生存期中的作用。 

方法 参加研究的患者实验组为接受舒尼替尼治疗，对照组为接受亚叶酸钙（氟伐尼亚），5-氟尿嘧

啶和伊立替康标准治疗的辅助治疗。 在 12 个月的随访期间评估有效治疗率、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

存期。 在治疗和治疗的第 14 天对 52 名患者中的细胞角蛋白-18 片段进行分析。 

结果 M30 的水平与转移和淋巴结受累的存在相关，并在化疗期间显着降低。 重要的是，在治疗无

效的患者中，M30 的平均水平显著增高。 另外，治疗无效的患者在第 14 天时出现 M30 水平升

高。 通过逐步回归分析，第 14 天的 M30 被认为是反应治疗效果的独立预测因子。 同样，全长细

胞角蛋白-18 M65 的平均水平也与治疗无效和无进展生存相关。舒尼替尼的加入对 M30 或 M65 的

血清水平没有任何影响。 

结论 治疗第 14 天时细胞角蛋白-18 片段 M30 水平可用于评估晚期胃癌的二线或三线治疗的效果。 

这种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可作为判断胃癌治疗的评估指标。 

 
 

PO-122 

血清 Fractalkine、Vaspin 水平对冠心病病情的判断价值 

及其与 心肌损伤程度的相关关系 

 
陈曦 

绵阳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 Fractalkine、Vaspin 水平对冠心病病情的判断价值及其与心肌损伤程度的相关关

系。 

方法 80 例冠心病患者根据临床发作特点跟体征分为稳定型心绞痛组 45 例、不稳定型心绞痛组 35

例。另取同期在本院进行体检的心功能正常者 50 例作为正常对照组。检测各组研究对象的血清

Fractalkine、Vaspin 水平，血清心肌酶谱指标含量。进一步采用 Pearson 检验评估冠心病患者血

清 Fractalkine、Vaspin 水平与病情严重程度的内在联系。 

结果 稳定性心绞痛组、不稳定性心绞痛组血清中 Fractalkine 水平高于正常对照组，Vaspin 水平低

于正常对照组，随心绞痛病情加重，血清 Fractalkine 水平上升、Vaspin 水平下降（P＜0.05）。

稳定性心绞痛组、不稳定性心绞痛组的血清心肌酶谱指标 CK、CK-MB、LDH、AST、ALT 的含量

均高于正常对照组，随心绞痛病情加重上述指标水平增加（P＜0.05）。冠心病患者血清

Fractalkine 水平与心肌损伤程度呈正相关，Vaspin 水平与心肌损伤程度呈负相关。 

结论 冠心病患者血清 Fractalkine、Vaspin 水平异常，且其异常程度与患者心肌损伤程度直接相

关。 

 
 

PO-123 

肝脏细胞 Trx 系统对 PPARγ 亚硝基化的调节 

在脂质沉积中的作用 

 
殷睿映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肝脏脂质沉积是代谢性肝脏疾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的重要病理过程，代谢性核

受体 PPARγ 对肝脏脂质代谢有重要调节作用。研究表明 PPARγ 可发生亚硝基化并影响其功能，

而其去亚硝基化过程还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明确 Trx 系统对肝细胞脂质沉积的影响，并阐明 Trx 系

统对 PPARγ 亚硝基化以及其功能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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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利用 FFAs 诱导 HepG2 细胞，构建脂肪型肝炎的细胞模型。以油红 O 染色的方法检测 Trx 质

粒转染或 si-Trx 处理对该细胞模型脂质累积的影响。另外，以生物素转换法检测 si-Trx 敲低 Trx 表

达后 PPARγ 的亚硝基化水平的变化。 

结果 Trx 质粒过表达后，与空质粒转染组对比，FFAs 诱导的 HepG2 细胞脂质沉积减少；而给予

si-Trx 敲低 Trx 表达后，FFAs 诱导的 HepG2 细胞脂质沉积与随机序列转染组相比较有所增加。si-

Trx 敲低 Trx 表达后 PPARγ 的亚硝基化水平较随机序列转染组明显上调。 

结论 Trx 系统对肝脏细胞脂质沉积具有改善作用，这种作用可能是通过 Trx 对 PPARγ 的去亚硝基

化、减弱亚硝基化对 PPARγ 活性的抑制而实现的。由于 PPARγ 作为代谢性核受体，其在肝脏脂

质代谢的调节过程中有重要作用，因此可推测肝脏 Trx 系统的去亚硝基化功能受损、PPARγ 的亚

硝基化修饰水平增加，可能为亚硝基化应激参与肝脏脂质沉积的分子机制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PO-124 

中国健康人群 M 蛋白筛查结果分析 

 
徐双,赵磊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对我国健康人群进行 M 蛋白筛查，探讨我国健康人群 M 蛋白血症的发病率，及建立血清

蛋白电泳筛选 M 蛋白的判断标准。 

方法  连续纳入 2017 年 4 月~2017 年 8 月间就诊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

院、新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 2391 例样本。其中 1797 例样本为健康体检样本，594 例样本

为临床样本。制定蛋白电泳筛选 M 蛋白标准，对其进行验证。根据筛选标准，对 2391 例血清样本

及 1239 例尿液样本先进行蛋白电泳检测，筛选出可疑样本，再进行免疫固定电泳，统计全部样本

M 蛋白阳性率及分布规律。 

结果 使用新制定的蛋白电泳筛选 M 蛋白标准，对所有样本进行筛查，得到可疑样本经免疫固定电

泳确证，得到 77 例含有 M 蛋白患者，总阳性率为 3.22%。1797 例健康体检者筛查后，经免疫固

定电泳确证，得到 49 例含有单克隆免疫球蛋白患者，总阳性率为 2.73%。77 例 M 蛋白阳性样本

中，IgG Kappa 型（GK 型）22 例，占 28.57%；IgG Lambda 型（GL 型）21 例，占 27.27%；

IgA Kappa 型（AK 型）3 例，占 3.90%；IgA Lambda 型（AL 型）6 例，占 7.79%；IgM Kappa

型（MK 型）8 例，占 10.39%；IgM Lambda 型（ML 型）2 例，占 2.60%；Free Kappa 型（FK

型）7 例，占 9.09%，Free Lambda 型（FL 型）7 例，占 9.09%，一例双克隆，为 IgG 

Kappa+IgM Kappa 型，占 1.30%。 

结论 血清蛋白电泳是快速、灵敏筛查单克隆免疫球蛋白血症的方法之一，所制定的筛选规则适合

临床实际应用，极少漏诊 M 蛋白阳性患者。健康人群 MGUS 发病率在 2.73%，需密切随访，观察

转归。 

 
 

PO-125 

孕中期血清学四联产前筛查效用分析 

 
杨建林,鲁玲,肖雪,李彬,杨继青,王珏,钱源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收集资料统计分析 2013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孕中血清学产前

筛查的阳性率、检出率，分析孕中期血清学产前筛查在预防染色体出生缺陷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统计 2013 年 11 月到 2016 年 12 月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抽取外周血进行血清学

产前筛查的 6005 例孕妇产前和产后资料。收集孕妇孕期资料并填写知情同意书，采血孕周为 15-

21+6W 之间孕妇外周血，通过化学发光法测定孕妇血清 AFP、总 β-HCG、未结合游离雌三醇、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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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素 A 的含量。孕妇体重、年龄、孕周、糖尿病否、吸烟否等孕期资料通过腾程产前筛查软件校准

中位数值，将生化指标转换成中位数倍数(MOM 值)，计算孕妇的胎儿患唐氏综合征、18 三体综合

征、开放性脊柱裂的风险度，对每一个孕妇进行产前、产后随访，并记录分析孕妇的产前诊断情况

和妊娠结局。 

结果 进行产前筛查的 6005 例孕妇中，其中 311 例为唐氏综合征高风险，筛查阳性率为 5.17%，

18 三体综合征 13 例，阳性率为 0.2%，191 例开放性脊柱裂高风险，阳性率 3.1%。产前诊断或随

访共检出唐氏综合征 11 例，18 三体综合征 4 例，性染色体异常 1 例，平衡易位 1 例，随访发现 1

例唐氏综合征为假阴性病例，但在随后的 B 超检查中发现，胎儿鼻骨缺失，进行产前诊断。分析显

示本院唐氏综合征的检出率为 83%，18 三体未发现假阴性病例，随访中还发现筛查高风险的部分

孕妇胎儿畸形，发生母体妊娠期并发症也高于低风险孕妇。 

结论 孕中期血清学产前筛查无论从卫生经济学、筛查效率、检测的难易程度都是目前染色体异常

筛查的重要手段，可以有效的降低唐氏综合征胎儿的出生率，减轻社会或家庭的社会负担。并且孕

期四项生化指标的检测还对母体疾病、胎盘发育、胎儿发育情况都有一定的临床参考价值。 

 
 

PO-126 

基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的尿碘检测方法的建立及应用 

 
李辉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建立基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ICP-MS）的尿碘检测方法，并应用于临床尿碘检测。 

方法 采用碘元素的国家标准物质并利用基质尿为背景配制标准曲线，以 1%四甲基氢氧化铵/0.2%

曲拉通溶液作为稀释液对尿液标本进行稀释，建立一种临床检测尿碘的方法，评估该方法精密度，

准确度，稀释线性，可报告范围，携带污染，检出限与定量限等，并应用于健康体检人群尿碘检

测。 

结果 测定德国 ClinChek 尿液元素标准品（order no.8847, oder no.8848）与尿碘国家标准物质

（GBW09108m,GBW09109i），检测值均在可接受范围内，日间精密度小于 10%。两份随机临床

尿液标本三个浓度的加标回收率在 100±10%以内，本方法无明显携带污染，检出限 4.28 ug/L，定

量限 6.81 ug/L。本方法应用于 165 份健康体检人群的尿碘检测结果显示，尿碘中位数 225.4 ug/L,

尿碘-尿肌酐比中位数为 160.2 ug/L，95%数据分布区间为尿碘 62.0-734.6 ug/L，尿碘-尿肌酐比值

73.3-560.9 ug/L。 

结论 本方法利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检测尿碘，快速准确，各项参数均能满足临床检测需

求。应用于健康体检人群尿碘检测显示，人群碘摄入量较为合适。 

 
 

PO-127 

上海市儿童甲状腺激素参考区间的建立 

 
吴群尔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目的 建立上海市 2 至 14 岁儿童促甲状腺激素（TSH）及甲状腺激素（FT3、FT4）的参考区间，

并用于筛查临床儿童甲状腺疾病。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4 月于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上海市儿童医院和上海市浦东医院就

诊的 2 至 14 岁的 691 例健康儿童为研究对象。按照年龄段,将 1 月至 12 月月龄儿童标本分为 A

组、1 岁至 4 岁儿童分为 B 组、5 岁至 8 岁儿童分为 C 组、9 岁至 13 岁儿童分为 D 组。四组受试

儿童的性别、胎龄、出生体质量等与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用

BECKMANDxI800 测定人血清中的血清促甲状腺素(TSH)、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游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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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甲状腺原氨酸(FT4)、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和甲状腺过氧化酶抗体（TPO-Ab）的水平。

各指标参考区间采用中位数及 P2.5、P25、P50、P75、P97.5 表示。 

结果   A 组参考区间： TSH：0.75～5.75，FT3：4.21～8.16，FT4：9.4～19.54；B 组参考区间：

TSH：0.63～6.2，FT3：3.54～6.9，FT4：9.32～18.4；C 组参考区间：TSH：0.58～5.39，

FT3：3.97～7.83，FT4：10.65～19.23；D 组参考区间：TSH：0.39～5.36，FT3：4.27～8.55，

FT4：9.8～19.64。 

结论 该参考区间为上海市儿童甲状腺功能异常提供了基础性数据，有利于儿童亚临床甲状腺减退

或增强的检测工作。 

 
 
 
 

PO-128 

MiR-98 induced invasion and migration in pancreatic 
cancer  via regulating MMP-11 

 
ju shaoqing1,Xiaohong Li2,Jingjing Lu 2,Jing Qi2,Yibing Guo2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2.Research Center of Clinical Medicin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Pancreatic cancer is one of the most aggressive cancers. The vast majority of patients 
are diagnosed with advanced, unresectable disease because of early invasive growth and 
metastatic spread. However,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is intractability have yet to be 
elucidated. 
Methods RT-qPCR was performed using the miScript PCR Kit to assay the expression of miR-98. 
Transwell experiment was used to analysis migration and invasion in pancreatic cancer. RT-
qPCR and Western blot were performed to test the expression of MMP-11. In order to find the 
role of miR-98 in regulating of MMP-11, miR-98 mimic and inhibitor were transfected to Bx-PC3 
and  PANC-1. 
Results The expressions of miR-98 were down-regulated in PANC-1 and Bx-PC3, compared to 
HPDE6c7. The expression of MMP-11 was increased in PANC-1 and Bx-PC3, compared to 
HPDE6c7. Moreover, miR-98 overexpression inhibited MMP-11 expression and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while miR-98 repression increased MMP-11 expression and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in PANC-1 and Bx-PC3. 
Conclusions In our study, we found that miR-98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link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tion and invasion in pancreatic cancer by regulating MMP-11. Selective 
increase the expression of miR-98 using novel agents would be useful for prevention and/or 
treatment of pancreatic cancer. 
 
 

PO-129 

抑制肝癌特异型 GPC-3 转录对肝癌靶向治疗的临床价值 

 
郑文杰 1,董志珍 1,王理 2,姚敏 2,邱历伟 1,张海健 1,姚登福 1 

1.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南通大学 

 

目的 新发现以糖基磷脂酰肌醇锚定于细胞膜表面的癌胚型磷脂酰肌醇蛋白多糖-3 (GPC-3)为肝细胞

恶性转化的特异标志，促进肝细胞性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发生与转移；已证实沉

默 GPC-3 基因转录可抑制肝癌细胞增殖，但能否成为 HCC 治疗的潜在靶点及分子机制有待阐明。

本文分别以肝癌细胞和裸鼠皮下移植瘤模型，以特异性 miRNA 在转录水平下调 GPC-3 表达，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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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HCC 细胞增殖和生长的影响，分析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中关键分子表达并探讨其分子机

制。 

方法 以 WB 检测肝癌细胞株中 GPC-3 的表达；构建和筛选 GPC-3-miRNA 高效干扰质粒并测序鉴

定，转染研究细胞株；以荧光定量 PCR 评估干扰效率；以荧光定量 PCR 评估干扰效率；平板克隆

及软琼脂克隆形成实验分析细胞克隆形成；流式细胞术分析细胞周期；构建裸鼠皮下成瘤模型。 

结果 人肝癌细胞株中 GPC-3 差异表达，其中 HepG2 和 Hep3B 细胞强势表达。GPC-3 转染质粒

后在基因转录和蛋白水平上表达明显降低(P<0.01)，癌细胞增殖明显受抑并呈时间依赖性，无血清

培养增强抑制效果(P<0.01)；干预组癌细胞平板克隆形成及软琼脂克隆形成能力均明显降低

(P<0.01)；癌细胞发生 G1 期阻滞，CyclinD1 表达降低(P<0.01)；β-catenin (P<0.01)及 p-GSK3β

表达降低(P<0.01)。沉默 GPC-3 裸鼠皮下移植瘤形成潜伏期明显延长(P<0.01)，肿瘤生长速度干

预组差异最显著(t = 15.29, P<0.01)。移植瘤干预组癌细胞分界相对较清，排列呈条索状、板状，

偶见细胞核固缩坏死样改变，胞膜较完整且明显。免疫组化证实干预组 GPC-3、β-catenin、p-

GSK3β 及 CyclinD1 表达均显著(P < 0.01)低于空白组；阴性组和空白组间 GPC-3、β-catenin、p-

GSK3β 和 CyclinD1 表达均未见明显差异。 

结论 体内、外研究证实干预 GPC-3 基因转录可经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抑制肝癌细胞增殖或肝

癌生长，提示 GPC-3 为潜在的 HCC 基因治疗的有效靶目标。 

 
 

PO-130 

FGFR1 基因突变致一家系 Kallmann 综合征的基因 诊断研究 

 
李卫巍,殷玉玲,余毛毛,朱培冉,夏欣一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目的 Kallmann 综合征（Kallmann syndrome, KS），又名伴嗅觉障碍的先天性低促，约占 CHH 的

60%左右；主要发病机制是由于先天性下丘脑 GnRH 神经元功能受损导致垂体分泌促性腺激素减

少，进而引起腺功能不足和先天性嗅觉缺失或减退。该病具有较强遗传异质性，明确致病基因可为

患者的临床治疗和遗传咨询奠定基础。 

方法 收集一 KS 三代家系，采集患者及家系成员外周血，利用全外显子组测序技术（WES）对先

证者进行高通量测序，通过筛选、过滤和整理测序数据，分析患者可能致病突变。利用聚合酶链式

反应扩增，Sanger 测序在家系中其他患者进行验证，生物信息学分析等验证该变异有害性。 

结果 先证者青春期生殖器发育不良、男性第二性征不明显并伴嗅觉障碍，临床确诊为 KS。高通量

测序结果提示 FGFR1 基因突变（c.1810 G>A, p.604 Q>X）极有可能为该家系的致病原因。经验

证，该突变在家系中与疾病共分离；生物信息学分析，同源性比对该突变位点编码的氨基酸在不同

物种中高度保守；并在 SNP 数据库和 200 名正常对照中未发现该变异位点，排除位点多态性。 

结论 明确了该 KS 家系的遗传学病因，发现了一个新的 FGFR1 致病突变位点；该变异位点的发现

不仅丰富了 KS 基因的突变表型谱，有利于基因型-表型的对应，且为该家系后续的遗传咨询、临床

诊断、以及用药指导等提供重要依据。 

 
 

PO-131 

分支 DNA 技术检测血液肿瘤患者血清中游离 DN 

 
尹红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游离 DNA(cf-DNA)测定在血液肿瘤疾病诊断、 鉴别诊断及疗效判断中的价值。 

方法 设计 Alu 序列探针，用分支 DNA(bDNA)技术对 172 例血 液肿瘤初诊患者，58 例缓解期患者

及 60 例健康对照组进行 cf-DNA 定量检测，并观察各组血清 cf-DNA 的浓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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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所有血液肿瘤患者 cf-DNA 含量在初诊组、缓解组及正常对照 组分别为 988(70~21641) 

ng/ml、216(78~10089) ng/ml 及 200(13~1915) ng/ml，初诊组明显高于缓解组和对照组，缓解组 

cf-DNA 水平亦高于正常 对照组，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所有血液肿瘤患者中，慢性 

粒细胞白血病组(CML)及急性淋巴白血病组(ALL)血清 cf-DNA 水平明 显高于其他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3.在淋巴系统增殖性疾病 (ALL、CLL、MM 及 NHL)中，根据 ROC 曲线，当取 

cf-DNA 浓度 3 131 ng/ml 为诊断界值时，其对 ALL 诊断敏感性为 75.0%，特异性为 95.0%。4. 在

骨髓增殖性疾病(CML 及 MPD)中，根据 ROC 曲线，当取 cf-DNA 浓 度 2 348 ng/ml 为诊断界值

时，其对 CML 诊断敏感性为 71.4%，特异性为 87.5%。 

结论 1.血液肿瘤初诊患者血清 cf-DNA 水平高于缓解期病人和正 常对照组。2.ALL 及 CML 患者血

清 cf-DNA 水平明显高于其他血液肿 瘤疾病。3.血清 cf-DNA 浓度测定对血液肿瘤疾病有辅助诊

断、鉴别 诊断及疗效判断价值。 

 
 

PO-132 

新型核酸检测与分子诊断纳米孔技术 

 
耿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目前临床核酸检验对于灵敏性、即时性等方面，不断有新的需求。在单分子核酸传感器及分

子标记物检测研究的基础上，新型纳米孔单分子检测方法可在低浓度条件下，无需扩增，快速对核

酸样品进行定性和定量鉴定，可用于病原体快速检测、基于核酸分析的药敏检测、肿瘤标记物等临

床检测。 

方法 使用直径为 1.3 纳米左右的纳米孔，将其在体外嵌入至样品槽内的磷脂膜或者高分子膜上。通

过在膜两侧施加电压，可以利用检测该通道的电流变化来对通过该通道转运的核酸和生化小分子进

行定性或定量分析，灵敏度可达单个分子。对于临床核酸疾病标记物，可以设计与其匹配的引物进

行特异性结合。当核酸与引物以双链的形式通过纳米孔时， DNA 的过孔转运收到阻碍并会而引发

延长的滞留时间信号。由此可以高灵敏度、快速检测特定核算靶标。 

结果 本研究设计了特殊序列的探针来识别目标 miRNA，并借由纳米孔道单分子分析技术对 miRNA

与探针形成的复合物进行高灵敏分析，实现了疾病相关 miRNAs 的特异性检测。 

结论 纳米孔核酸检测技术是新型分子检测传感技术，针对灵敏性、特异性等需求，可以开发出快

速、准确、乃至便携的单分子诊断工具，用于复杂病原体的复合检测、致病微生物药敏检测、肿瘤

标记物和肿瘤早期诊断等方面。 

 
 

PO-133 

新型丙肝病毒核酸定量试剂检测性能验证 

 
何学虎,郭雅琪,董洁,赵志军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验证新型丙肝病毒核酸定量试剂的检测性能。 

方法 按 CNAS-CL36:2012 要求，验证精密度、正确度、线性及可报告范围、抗干扰能力。精密度

取低、高两浓度水平样本，每天重复测定 3 次，连续测定 5 天，分别计算批内和批间精密度值，观

察其 CV 是否≤5%；正确度取 2017 全年卫生部临检中心室间质评样本，观察检测结果是否在靶值

允许的上下限之间；线性及可报告范围取 1×108 IU/ml 样本，依次做 10 倍梯度稀释，覆盖说明书声

明的线性范围，各浓度样本重复检测 3 次取其均值，将实测值与理论值比较，偏倚应<20%，以实

测值为 x，理论值为 y 进行回归分析，计算 y=ax+b，斜率 a 在 1±0.5 范围内，相关系数 r2≥0.95。

抗干扰能力将浓度水平为 103 IU/ml 的临床阳性血浆样本混合后分 5 份，一份为正常组，另四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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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加入终浓度为 2 g/dl 的血红蛋白、28 mg/dl 的总胆红素、3000 mg/dl 的甘油三酯、40 g/L 的总

IgG 作为干扰组，各组重复检测 3 次取均值，观察干扰组检测结果是否在正常组±0.4Log 范围内。 

结果 低、高浓度样本批内、批间精密度 CV 值分别为 2.04%、1.85%、0.65%和 1.10%，均小于

5.00%；2017 年 10 份卫生部室间质评样本检测结果均在靶值允许的上下限范围之内，且与靶值偏

倚均≤±7.5%，正确率达 100%；试剂在 50 IU/ml~1×108 IU/ml 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线性回归方

程为 y=0.988x+0.1891，R2=0.9996>0.95；2 g/dl 的血红蛋白、28 mg/dl 的总胆红素、3000 mg/dl

的甘油三酯、40 g/L 的总 IgG 对检测结果无影响。 

结论 新型试剂重复性好、稳定性高，结果准确可靠，线性范围宽，抗干扰能力强，具有极好的检

测性能，可有效用于临床检测。 

 
 

PO-134 

CLSI EP12-A2 在梅毒定性检测性能评价试验中的应用 

 
李全,徐天,钱世宁 

江苏省中医院 

 

目的 应用美国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发布的 EP12-A2 文件《定性试验评价方法协议》，对梅

毒定性与定量检测进行性能评估，为实验室检测遇到定性与定量结果不一致时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参照 CLSI EP 12-A2 文件推荐方法，比较定性与定量两种方法检测梅毒的 C50、C5-C95 区

间，同时用两种方法检测 200 份血清标本，计算结果一致程度的 95%可信区间（CI），计算

Kappa 值，评价一致性 

结果 定量检测血清梅毒的 C50小于定性检测的 C50，两种检测梅毒方法的一致程度的 95%可信区间

为：93.6%-97.5%，Kappa 值为 0.96 

结论 两种检测方法一致性较好，同时 EP 12-A2 文件作为性能评价方法可行 

 
 

PO-135 

临床检验室内质控室间化管理的应用 

 
闫绍荣,钱定良,何令伟 

瑞安市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室内质控室间比对结果评价实验室开展项目的不精密度和不准确度，同时为检验结果互

认提供依据。 

方法 通过伯乐 Unity Real Time ( URT ）用户端软件系统，上传日常室内质量数据到伯乐质控全球

网络平台，对比分析全球完全对等组、同方法学组同批次室内质控 20 个项目结果，通过对当月和

累计的 SDI（标准差指数），CVR（变异系数比例）分析，评价本实验室检测项目的不精密度和不

准确度 ，确定总误差是否满足质量规范要求。 

结果 大多数项目 SDI 和 CVR 均在要求范围内，其中 TP 当月结果与对等组比对可接受，与方法学

组比对不可接受,SDI 2.02>2.00 即本项目与方法学组相比,均值超过了 2 个标准差范围；BUN 当月

结果与对等组比对不可接受 SDI -2.13<-2.00，CVR 1.1>1.0，但与累计结果比对良好；GLU 室内

质控当月结果和累计结果有偏移，但与当月全球比对结果良好。 

结论 通过对室内质控室间比对结果分析，获取了项目的准确度和精密度有价值的信息,综合分析项

目总误差判断是否满足质量规范要求，有助于检验质量的持续改进，并对检验结果互认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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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6 

GNR 技术革命与检验 

 
李慧敏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未来检验肯定会向便捷精准发展未来人类将会在体内植入许多生物监测 装置、仿生机器人、

纳米机器人，以监测人体健康状况，并避免感染和伤害。 

方法 GNR 一、R 机器人技术革命。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已进入强人工智能时代。G 基因技术。基

因革命能改造自身的生物特性，以消除疾患，激发人类潜能，防止 衰老，并从根本上扩张生命的

力量。RNAi（即 RNA 干扰）是一个新的治疗基因疾病强有力的工具。它是人工构建的短的 DNA 

片段，它与人体 RNA 匹配并且锁定 RNA 上从目标基因转录过来的区域，使产生蛋白质的能 力被

抑制，从而有效的引起目的基因沉默而使基因失去活力。 纳米技术革命。纳米技术使我们可以重

新设计和重构（以分子为单位）人类的身体 和大脑，以及与人类休戚相关的世界，并且可以突破

生物学极限。纳米技术是各种技术持续微型化的必然结果。纳米技术使得纳米机器人的构建成为可

能。 这是一种在分子水平上设计的以微米来计算的机器人。 

结果 检验更加便捷精准 

结论 抓住 GNR 技术革命的机遇 

 
 

PO-137 

西格玛性能验证图在肿瘤标志物项目质量控制中的应用 

 
张好良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用西格玛性能验证图选择肿瘤标志物项目的质量控制规则，评价应用效果。 

方法 参照罗氏肿瘤标志物试剂说明书，选取人血清 1 和 3 的批间不精密度作为西格玛性能验证图

的不精密度，以我室 2017 年 6 月肿瘤标志物在室间质评中的偏倚百分比作为实验室的偏倚，采用

室间质量评价评价限 25%作为总误差，用检验医学信息网中的标准化西格玛性能验证图进行质量

控制规则设计。使用既定规则并根据质量目标指数进行正确度或精密度改进，然后对本室的累积变

异系数和 2017 年 10 月的室间质量评价偏倚绘制的性能验证图进行评价。 

结果 参照说明书时，TPSA、AFP 的人血清 3，CA125 的人血清 1、3 性能世界一流，采用 13s

（N=2,R=1）规则，TPSA、AFP 的人血清 1，HCG 的人血清 3，CA153 的人血清 1、3 性能优

秀，采用 13s22sR4s（N=2，R=1 ）规则，CA199 人血清 3，FPSA 的人血清 1 的性能良好，采用

13s22sR4s41s（N=2，R=2 ）规则，HCG 的人血清 1，，CEA 的人血清 1、3，FPSA 的人血清 3 性

能临界，采用 13s22sR4s41s8`x（N=2，R=4 ）规则，FER 的人血清 3 性能欠佳，CA199，FER 的人

血清 1 不可接受。根据质量目标指数进行改进后除 FER 性能临良好，采用 13s22sR4s41s（N=2，

R=2 ），其余均是世界一流水平，采用 13s（N=2,R=1）规则。 

结论 仪器安装完毕后需要对精密度进行验证，然后根据不精密度和偏倚设计适合本室肿瘤标志物

质量控制规则，同一项目不同浓度质控品可有不同的质控规则。本室肿瘤标志物检测性能基本全部

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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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8 

浅谈第三方检验与临床沟通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黄立文 1,黄清海 2 

1.福州迪安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2.福建泉州市中医院检验科 

 

目的 通过对第三方检验实验室与临床沟通中出现的问题分析，有针对性的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

法，解决第三方检验与临床沟通不畅的问题。 

方法 用自己在工作中的亲身实践分析第三方检验与临床之间可能产生矛盾的原因，有针对性的找

出解决办法。 

结果 通过认真做好检验前标本质量的管理、实验室自身的质量管理和加强临床知识的学习，使实

验室人员能了解临床思路，而临床医生在经过多次验证后也更加了解和相信实验室，化解了第三方

检验由于与临床医生之间时空距离产生的误会，做到了与临床的有效沟通。 

结论  虽然由于第三方实验室不象医院检验科和临床医生那样彼此熟悉和了解，且很多信息没办法

有效传递，但第三方实验室如果能一方面抓好检验各环节的质量管理，同时设身处地地站在临床医

生的角度思考问题，加强对临床知识的学习，确实为临床医生做好服务，仍能很好的取得临床医生

的信任，做到让临床医生相信实验室的检验结果。 

 
 

PO-139 

二代测序技术在临床诊断中的应用进展 

 
李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近年来二代测序（Next GenerationSequencing，NGS）技术取

得重大进展。 

方法 NGS 技术逐渐在临床疾病诊断得到广泛应用，比如产前诊断，肿瘤临床分子诊断，遗传性罕

见病检测等。目前国内多家医院及第三方检测机构将 NGS 技术应用到临床诊断中，以便辅助临床

疾病的诊断及治疗。 

结果 在医疗实践过程中，相对于传统检测技术而言，NGS 技术展现出很大的优势，但是也存在一

定的缺陷。 

结论 本文将从 NGS 技术的发展历程以及目前 NGS 技术在临床疾病诊断中的应用进行总结。 

 
 

PO-140 

全自动核酸提取仪评价方案的建立和探讨 

 
徐婷,戎国栋,陈丹,赵鸿,吴蕾,王芳,黄珮珺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对六个品牌全自动核酸提取仪进行性能验证，以期建立全自动核酸提取仪临床选择和评价的

性能验证方案。 

方法 采用阴性血清对乙型肝炎病毒核酸（HBV DNA）血清标准物进行系列稀释，配制梯度浓度样

品 A-F。各仪器检测结果与罗氏系统比较，评价防污染能力、准确性、重复性、检测下限及线性相

关性。用第三方扩增试剂盒对各仪器提取的核酸进行扩增检测，评价各系统开放性。 

结果 通过防污染实验的五个品牌仪器进一步验证。配套系统中，品牌一、四与罗氏结果偏倚最

小，准确性佳；品牌一、二对样品 A（1x104 IU/ml）与 C（1x102 IU/ml）的检测结果极差小，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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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佳；品牌一、五对样品 F（1×101 IU/ml）的检出率为 100%；品牌三线性相关系数为 0.998，相

关性最佳。开放性实验的准确性、重复性和检测下限低于配套系统，其中品牌一在各检测参数中均

显示最佳性能。 

结论 配套系统中各品牌优势各异，而品牌一在开放性评价中优势明显，基本建立全自动核酸提取

仪临床选择和评价的性能验证方案。 

 
 

PO-141 

自动审核在微生物检验应用探讨 

 
单星星 

南京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目的 建立适合微生物检验结果报告的自动审核系统。 

方法 以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为基础，制定微生物检验相关结果报告自动审核规则。 

结果 共设定与其他检测结果趋势矛盾、检测结果与相关资料相关性两大类质控规则。其中客户特

殊需求总预警报告数 103 例，预警通过数 56 例，通过率 54.36%；危急值预警报告数 18 例，通过

数 11 例，通过率 61.11%；检测结果与病人性别一致性，总报告数 100 例，预警通过数 100 例，

通过率 100% 

结论 微生物自动审核程序的建立大大提高了微生物检验人员工作效率，降低了人员审核差错率，

保证了报告的准确性，优化了工作流程。 

 
 

PO-142 

临床肿瘤和遗传分子检测的检验程序确认 

 
何书康 1,2,王薇 1,赵海建 1,王治国 1,2 

1.北京医院 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北京市临床检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730 

2.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730 

 

目的 法规要求强制临床实验室确定和/或证实用于患者检测的每种检验方法的分析和临床有效性，

这样的确认要求对于确保安全有效地使基因检测用于其预期用途是必要的。 

方法 验证是证实制造商家已经建立的性能规范，而确认则要求实验室建立通常是由制造商建立的

检测方法的性能特征。 

结果 确认和验证的复杂性，取决于检测方法的类型，但是一般包含以下几部分：（1）临床实用性

评估：其是指试验结果在改善患者最终结局方面已证明具有价值，或者根据试验结果将会对医疗决

策产生明确的影响，一般采用 ACCE 模式：分析有效性（analytic validity）、临床有效性（clinical 

validity）、临床实用性（clinical utility）以及相关的伦理（ethical）、法律和社会影响。（2）分析

确认：分子方法产生定量和定性数据，两者具有相似但不同的确认要求，具体见表 1。（3）临床

确认：临床确认提供具有客观证据和高度保证的确证试验的临床性能特征支持其预期用途，通常在

检测所处的环境条件下进行前瞻性研究。（4）偏离：应该确认和记录来自确认计划中的任何偏

差。（5）确认的局限性：任何研究都有其局限性。检测确认研究也不例外。为了确保结果的正确

解释，应该对这些局限性进行记录。（6）确认报告：在临床检测的确认或验证过程中实施的所有

实验都应该总结在一份确认报告中。 

结论 本研究讲述定性和定量分子检测的分析和临床确认的一般考量，每个实验室应该建立自己的

确认实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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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3 

差值（Delta）检查法在临床检验质量控制中的应用 

 
黄钰竹 1,2,王薇 1,赵海建 1,杜雨轩 1,王治国 1,2 

1.卫生部北京医院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2.北京协和医学院 

 

目的 临床检验差值（Delta）检查法作为实验室质量改进的一部分，用于确定标识错误的标本、识

别标本相关问题以及监测患者病情变化。随着自动验证的普遍应用，Delta 检查被广泛作为结果审

核工具。Delta 检查法是指根据特定的标准对来自同一患者一段时间内的两组结果进行比较，若差

值超过界限，则认为当前检验结果触发了 Delta 检查警报，实验室应采取措施调查分析原因。从标

本采集到结果报告，检验全过程的每个步骤都存在着大量固有风险。Delta 检查有助于检出检验全

过程差错，尤其在检验前和检验后阶段，帮助实验室识别和解决反复出现的问题并追踪差错。实验

室在建立 Delta 检查程序之前，须确定其预期用途、被测物、检查界限，并在 Delta 检查报警后调

查分析报警原因，评估检查程序的性能。检查界限可根据基于生物学变异的参考变化值（RCV）或

患者数据制定，然而尽管米兰共识强调了生物学变异的重要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

（CLSI）也建议可应用 RCV 建立 Delta 检查界限，但近期有研究指出生物学变异在临床实验室应

用的局限性。在实施 Delta 检查后，实验室可通过计算真阳性、假阳性和假阴性结果的数量来监测

Delta 检查程序。Delta 检查法的有效性取决于其附加于实验室质量保证系统的价值，实验室须调整

检查界限、规则、被测物和患者人群，利用本实验室的患者数据定期开展回顾性研究，验证 Delta

检查的有效性。 

 
 

PO-144 

血气检测结果分析前的影响因素研究 

 
杨伏猛,刘倩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分析前因素对血气分析结果的影响。 

方法 针对送检时间、保存温度和血气针品牌等分析前因素设计三组实验，同一时间内采集患者两

侧桡动脉血气标本，应用血气分析仪测定 pH、二氧化碳分压(PCO2)、氧分压(PO2)、钠离子

(Na+)、钾离子(K+)、钙离子(Ca2+)，比较不同的分析前因素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结果 室温条件下(18-28℃)血气标本延迟检测对 pH、PCO2、PO2、Na+、Ca2+五项指标的影响具

有统计学差异 (P<0.05)，即刻检测与延时检测结果分别为 pH (7.40±0.09 和 7.39±0.09)、

PCO2 (45.55±10.46 和 44.55±9.87) mmHg、PO2 (98.70±18.48 和 118.30±25.36) mmHg 、

Na+ (137.20±5.16 和 138.00±5.03) mmol/L、Ca2+ (1.05±0.09 和 0.99±0.09) mmol/L，延迟检测

会导致 PO2 的显著上升和 Ca2+的显著下降；冷藏条件下(2-8℃)血气标本延迟检测对 pH、

PCO2、PO2、Na+、K+、Ca2+六项指标的影响较小，不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两种品牌的血

气针对血气分析结果的影响不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血气标本应注意及时送检，以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80 

 

PO-145 

县级区域临床医学检验中心的建设及质量保证初探 

 
芮星 

金坛市人民医院 

 

目的 公立性临床医学检验中心的发展是与国家卫生政策相契合的。探讨县级区域临床医学检验中

心的建设及质量保证。 

方法 在金坛区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下，以金坛区人民医院检验科为中心实验室，与区域内的 15 家

医院、卫生院的检验科所建立了松散型的区域检验中心。 

结果 通过统一应用信息化系统、共享资源、整合检验项目，规范操作流程、加强培训、完善文件

表格及流程，提高质量、持续改进、提升了服务与能力，初步实现了区域内信息互通、检验结果互

认、资源优化配置。 

结论 检验中心在分级诊疗、医联体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使就医的患者享受了更大的实惠和服务。 

 
 

PO-146 

全实验室自动化——机遇与挑战并存 

 
蒋理 

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全实验室自动化为临床诊断实验室的升级变革带来的机遇。 

方法 分析了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并展望了 TLA 未来的发展趋势。 

结果 随着自动化分析仪的大量应用以及信息系统的不断完善，国内各家实验室自动化建设蓬勃发

展，实验室自动化系统在提高工作效率、确保检验质量等方面显示出巨大优势 

结论 检验医学的新时代是开放的，随着检验领域所涵盖的检测项目越来越丰富，TLA 在临床诊断

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在享受 TLA 系统带来的诸多优势与便利的同时，也要清楚

地认识到 TLA 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各医院临床实验室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

的全实验室自动化系统模型，并不断优化工作流程，提升实验室效率，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临床。 

 
 

PO-147 

一种评估流式细胞术能力验证样品均匀性和稳定性的统计学方法 

 
朱岭峰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通过能力验证参加者的回报数据来评估流式细胞术能力验证样品的均匀性和稳定性。 

方法 该方法适用于需自行分装的商品化能力验证样品或科室自制的能力验证样品，并按分装顺序

对能力验证样品进行编号；对于每个批号的能力验证样品的回报数据，按照其仪器、方法或试剂进

行分组；针对某一组别数据，以参加者回报数据和分装顺序的编号作回归分析。如果回报数据出现

趋向性（升高或降低），在 α=0.05 水平（p＜0.05），回归曲线斜率的绝对值越大，则提示该批次

能力验证样品的不均匀和/或不稳定。同时计算 MaxDev（注：MaxDev 算法为回归方程两端最大值

和最小值相减取绝对值后除以二）；累计统计历年各个轮次各组别的均值和标准差（剔除离群值

后）作回归分析，将本轮次各组数据的均值带入此回归方程，得到一个新的标准差，将此标准差与

本轮次所得各组相对应的标准差比较大小，较大者作为 Stdev，再将 MaxDev 除以 Stdev，如果

MaxDev/Stdev>0.5，则提示该批次能力验证样品的不均匀和/或不稳定；通过以上步骤如果所得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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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提示该批次能力验证样品的不均匀和/或不稳定，则可以使用 2 倍的 MaxDev 来代替本轮次所得

各组相对应的标准差，以用来抵消能力验证样品的和/或不稳定可能带来的影响。 

结果 计算出五个批次能力验证物品的 MaxDev 和 Stdev 分别为 0.213,2.1；0.07,1.87；0,1.24；

0.42,3.26；0.21,2.2。MaxDev 除以 Stdev 均小于 0.5，提示该批次能力验证样品为均匀的、稳定

的。该结果与按“CNAS-GL03：2018《能力验证样品均匀性和稳定性评价指南》”实验所得到的结

果也相一致。 

结论 通过能力验证参加者的回报数据评估能力验证样品的均匀性和稳定性解决了常规统计方法中

样品非独立性的问题，同时可以避免流式细胞术设门的主观性对均稳结果造成的影响。而且此统计

方法经济、省时，是一种良好的评估方法。 

 
 

PO-148 

白细胞分类计数项目能力验证结果评价标准的探讨 

 
缪颖波,王青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探讨适用于白细胞分类计数项目能力验证结果的评价标准,使其可以客观准确地用于能力验证

评价。 

方法 通过组织上海地区白细胞分类计数项目能力验证活动，根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改进修正法案

(CLIA’88)能力验证可接受标准、基于生物学变异的期望评价标准和澳大利亚皇家病理协会

（RCPA）评价标准 共 3 种评价标准对所检测的项目包括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单核细

胞计数、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和嗜碱性粒细胞计数进行评价，并对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根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改进修正法案(CLIA’88)能力验证可接受标准项目及格率为 93.8%-

100%，基于生物学变异的期望评价标准项目及格率为 49.6%-100%，澳大利亚皇家病理协会

（RCPA）评价标准项目及格率为 80.1%-97.3%，但根据 CLIA’88 标准在淋巴细胞计数和嗜碱性粒

细胞计数项目及格范围过大，允许偏差达 100%，故及格率较高。结论 澳大利亚皇家病理协会

（RCPA）评价标准更适合用于白细胞分类计数项目能力验证结果评价。 

结论 澳大利亚皇家病理协会（RCPA）评价标准更适合用于白细胞分类计数项目能力验证结果评

价。 

 
 

PO-149 

运用 PDCA 管理方法提高检验前周转时间合格率 

 
孟静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运用 PDCA 循环管理方法缩短标本检验前周转时间（TAT），提高检验标本送检 TAT 合格

率，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方法  统计我院 2017 年 5 月检验医学中心各专业组室（临检、生化、免疫、微生物、血凝）住院

患者的检验前周转时间（TAT），发现检验前周转时间明显延长的质量问题，运用 PDCA 质量管理

方法，分 4 个阶段 8 个步骤有序地进行为期五个月的质量管理活动。 

结果 统计我院 2017 年 9 月住院患者的检验前标本周转时间合格率，由 2017 年 5 月的 42%提高到

2017 年 9 月的 82%，完成既定的控制目标。有待进入下一个 PDCA 循环，进一步提高检验前标本

周转时间合格率，以达到不断提高检验质量的管理目标。 

结论 PDCA 循环可有效提高检验检验前周转时间，为临床提供及时可靠的检测报告，提高医学实

验室的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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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0 

6σ 质量管理方法在临床血液学常规项目检测性能评价 

和质量控制中的应用 
 

林赛玲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目的 应用 6σ 质量管理方对临床血液学常规检验项目质量控制数据进行分析，评价检验项目的分析

性能，设计其质量控制方法并选择合适的质量改进方法。 

方法 收集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检验科 2017 年 WBC、RBC、HGB、HCT、PLT、MCV、

MCH、MCHC 等 8 个项目室内质量控制的数据，结合 2017 年的两次室间质评结果，根据美国

《临床实验室改进修正案》（CLIA’88）按照公式 σ=[允许总误差(TEa%)- 偏倚(Bias%)]/ 变异系数

(CV%)，计算 σ 值并绘制标准化 6σ 性能决定图，以此评价项目分析性能,选择质量控制方案。结合

质量目标指数(QGI)，查找项目性能水平未达到 6σ 的主要原因，提出优先改进方法。 

结果 8 个检验项目中，HGB 和 HCT 达到 5σ 水平，WBC、RBC、PLT、MCV 和 MCH 达到 4σ 水

平，MCHC 达到 3σ 水平。从使用 Excel 软件制作的标准化 6σ 方法性能决定图中可以看出，图示

法评价结果和公式计算法评价结果相似。在分析性能水平低于 6σ 的检验项目中，有 3 个需要优先

改进精密度，分别为：HGB、PLT、MCH；HCT、MCV、MCHC 需要优先改进准确度。WBC 和

RBC 则需要同时改进精密度和准确度。 

结论 6σ 质量管理方法应用于临床血液学常规检验项目，可有效评价检测性能，针对性地设计个性

化质量控制方案，有助于提高检验项目质量水平。 

 
 

PO-151 

混乱度因子 PnR 建立与临床应用 

 
郑军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对标本周转时间（标本采集时间与报告汇报时间的差值）的分析，为检测科室在检测过

程中可能出现的混乱度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量化因子，对科室内日常工作中流程合理性、人员安排

等因素导致的混乱程度增加进行定量评估与监测。  

方法 收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一院门诊患者 2017 年 3 月到 6 月血细胞分析检测的标本周转时间

（TAT），根据我室血细胞分析检测 70%的自动审核率，选择 P75(四分之三位数）与 P50(中位

数），计算绝对偏差（PnB=P75 - P50）与相对偏差（PnR=PnB/P50）。将所得数据点按要求绘

制面标准的 L - J 质量控制曲线，失控规则采用 13S，22S。L - J 质控图中的失控点作为不可接受点

进行评估。绝对偏差与相对偏差定义为混乱度因子。  

结果 在总数 52 个点中，PnB 失控点 1 个，PnR 失控点一个。两处失控点非同一天。在全部数据中

未出现明显的系统性偏差。  

结论 对于独立失控点的分析，若出现失控情况说明当日可能存在影响检测质量的整体系统稳定性

的因素，即导致体系混乱度的增加。PnB 正失控，PnR 未失控，说明是混乱风险即存在于标本接

收前也存在于标本接收后；PnB 正失控，PnR 正失控，说明混乱风险可能完全存在于标本接收

后；PnB 负失控，PnR 未失控，说明可能较小的混乱风险存在于标本接收前；PnB 负失控，PnR

负失控，说明标本接收前存在严重的混乱风险。而如果出现明显的系统偏差（如，均值的漂移。）

则要求科室在流程安排与人员配置上重新规划设计。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83 

 

PO-152 

关于医学实验室分析用水风险管理的探讨 

 
李晶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鞍山医院 

 

目的 期望通过规范的管理去预防、控制或消除一些潜在的风险因素，提高医学实验室的质量控

制。医学实验室不能仅对试剂使用进行监管，医学实验室分析用水与实验室试剂的管理一样也应受

到足够的重视 

方法 本文着重对医学实验室分析用水的分析前、分析中和分析后进行风险管理的探讨。分析前医

学实验室分析用水存在的风险，医院实验室分析用水是许多物质进行化学反应和能量交换的载体。

水的纯度将直接影响测量结果的可靠性，影响到临床的诊断和治疗。 分析中医学实验室分析用水

存在的风险，在医学实验室分析仪器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因水质问题影响分析结果的因素存在以下

两点： 1、纯水参与分析仪器加样针的清洗和试剂的配制及反应杯的冲洗如果纯水中氧化物质含

量、pH 值、电导率、吸光度、蒸发残渣含量、可溶性硅   含量超出一级纯水的要求会造成交叉污

染从而影响检验分析结果的准确性。2、在设备制备的纯水电阻率达标的前提下，医学实验室分析

用水的另一个影响因素是纯水水箱及管道中微生物的含量。 分析后医学实验室分析用水存在的风

险医学实验室分析后实验室用水的风险管理主要集中在分析用水的管理和分析后医用废水的管理方

面。 

结果 1、每一个实验室都要对本地区的水质进行评估，对于原水水质较差的实验室加装前处理设

备。2、每天对水质进行监管并且绘制水质电阻率监测的曲线了解水质的波动状态。一些实验室的

纯水设备陈旧老化达不到医学实验室的用水要求，应及   时更新设备以满足医学实验室用水要求。

3、定期对纯水进行微生物监测，对储存的水箱及管道定期进行清理防止二次污染。4、加强医学实

验室用水监管 5、建立医学实验室医用废水管理制度 

结论 提高医学实验室分析用水实验室的质量风险管理 

 
 

PO-153 

自身抗体检测的方法学评价 

 
吴卉卉 

泉州市第一医院 

 

目的 对比免疫印迹法、间接免疫荧光法及这两种方法联合检测 ANA 所得结果之间的一致性与差异

性。 

方法 对 2017 年在福建医科大学泉州第一医院就诊的 3758 例患者用间接免疫荧光法和免疫印迹法

进行自身抗体的检测，并对其结果进行分析。分为 ANA +/ANA 谱+、ANA- /ANA 谱+、

ANA +/ANA 谱-和 ANA -/ANA 谱-四组，分析所得结果在自身免疫性疾病（AID）与非 AID 间的分

布情况及特性。 

结果 免疫印迹法与间接免疫荧光法两者所得结果不符合率为 20.97%，符合率为 79.03%。AID 与

非 AID 患者在 4 组检测的分布情况也各不相同。 

结论  免疫印迹法与间接免疫荧光法两种方法联合检测时，比用一种方法检测的阳性预测值

（PPV）提高，假阳性率（FPR）降低，假阴性率（FNR）降低。两种方法联合检测对 AID 患者的

鉴别诊断比用一种方法检测能有效减少误诊率和漏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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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4 

临床检验自动化流水线的发展现状及展望 

 
隋淑娟 

鞍山市中心医院 

 

目的 实验室自动化的目的是通过改善质量和安全性，增加测试数量和简化流程，达到提高效率，

减少劳动力成本，并能够准确及时地测定和报告，实现全面网络化管理，为科研工作和患者提供更

好地服务。 

方法 实验室自动化系统的建设应该有较好的计算机网络基础，在医院现有的 LIS 和 HIS 系统中才

能充分体现出作用和优势。同时医院的信息流也要适应检验样品流的自动化建设，这些涉及到各个

分析仪工作站，采样工作站，流水线控制工作站，甚至医生临床工作站与 LIS 和 HIS 系统的信息通

讯和管理，各工作站信息流网络与医院整体的连接。 

结果 国际上建立临床实验室自动化系统的医院主要有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而全实验室

自动化系统全球总体来看用户并不多。 

结论  目前生产实验室自动化产品的公司主要有日立，贝克曼，Sysmex，雅培，奥林巴斯和 Bayer

等厂家，其中 Sysmex 以血液分析为主，其他主要是前/后处理，生化和免疫系统，日立和贝克曼

的前处理以及其他厂家单个独立的自动化子系统基本成熟。但全面自动化的系统与 LIS 的联网，以

及最终实现与 HIS 的连接，从网络计算机技术方面没有问题，但各子系统分析仪、前处理、轨道输

送信息和软件的兼容整合为一个大的系统方面还有待成熟。将血清分析系统、全血分析系统和不同

前处理要求的分析仪连成一条流水线，还是各自独立一套系统分别与网络连接，如何组合，效率和

投入成本谁优先，这些都还需结合实际进行论证。  

 
 

PO-155 

上海地区 GGT 正确度验证计划调查结果分析 

 
虞啸炫,欧元祝,唐立萍,居漪,王美娟,刘文彬,葛丹红,王茗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通过一级参考方法赋值的 GGT 正确度控制品将临床实验室的终端结果溯源到酶学的 SI 单

位，同时实现临床实验室的 GGT 结果可比性。 

方法 经过离心过滤处理分装得到四个正确度控制品通过冷链运输发放给临床实验室，对样品连续

检测三天。与发放的正确度控制品同步，用 IFCC 一级参考方法为正确度控制品赋值，得到靶值。

两个样品，每个样品不分组进行均值，标准差，变异系数 CV%及与靶值的偏移 Bias%的统计；再

根据仪器品牌分组进行均值，标准差，变异系数 CV%及与靶值的偏移 Bias%的统计。 

结果  82 家实验室结果显示：两个样品的总体 CV 均在 10%以内，而与靶值偏移均不大于 7.3%；

82 家实验室根据仪器品牌分为八组，八组中，罗氏，贝克曼 AU 系列，迈瑞这三组的组内变异系数

及与靶值的偏移较小，均在 5.6%以内；贝克曼,日立和东芝组内变异系数不大于 6.4%，日立和东

芝两组在 A 水平样品的偏移均超过 7.2%，B 水平样品的偏移均在 5.7%以内，而贝克曼组均超过了

30%。西门子和雅培两组的变异系数在 10%左右，偏移也在 6%左右。采用靶值的±5.5%，总体合

格符合率均不满足 61%的标准。 

结论 以 IFCC 参考方法为溯源的 GGT 检测系统的临床结果与 IFCC 参考方法赋值的结果偏移较

小，而与 IFCC 参考方法不同的贝克曼配套试剂 GGT 检测系统的临床结果存在较大的系统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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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6 

六西格玛理论在临床血液学检验质量持续改进中的应用 

 
栾虹,张青杨,刁莹莹,王银玲,郑军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应用六西格玛(6σ)理论设计临床血液学实验室红细胞参数的室内质控规则，分析导致失控率较

高的原因。 

方法 收集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2 月血细胞比容（HCT）、平均红细胞容积（MCV）、平均红细

胞血红蛋白含量（MCH）和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MCHC）4 个红细胞参数的室内质控数据及

卫生部正确度验证室间质评数据，以我国卫生行业标准 WS/T406-2012 的允许总误差作为质量目

标，使用 Bio-Rad 公司 Unity Real Time 软件设计室内质控规则；同时比较不同参数调整质控规则

前后失控率的变化。 

结果 HCT、MCHC 项目室内质控规则由 1-3S/2-2S/R-4S 调整为 1-3S/2-2S，MCV、MCH 项目室

内质控规则由 1-3S/2-2S/R-4S 分别调整为 1-4S 和 1-5S；调整后各项目失控率明显下降。 

结论 应用 6σ 理论能够为临床血液学实验室红细胞参数设计个性化的质控方案，个性化的质控规则

可以有效降低假失控率，有利于不断改进临床血液学检验的质量水平。 

 
 

PO-157 

血标本静置时间对常规生化检验结果的影响 

 
王柏田,钟绵玲 

日照市中医院 

 

目的 研究血标本静置时间对常规生化检验结果的影响。方法方便选取 2016 年 5 月—2017 年 5 月

于日照市中医医院进行常规生化验的血标本 100 例,所有标本均在采样后的 1、3、7、24 h 均采用

日立 7600 型全自动生化仪检测,并且将采样后按照时间段划分为标准组(1 h 组)、3 h 组、7 h 组、

24 h 组,对比不同时间段的血糖、碱性磷酸酶、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及直接胆红素的各项指标,

并且展开组间数据对比 

方法 根据该次研究结果显示,3 h 组与标准组对比不同结果。 

结果 根据该次研究结果显示,3 h 组与标准组对比方面,血糖指标方面差异最明显,3 h 组血糖值为

(5.01±0.51)mmol/L,而标准组血糖值仅为(5.22±0.78)mmol/L;7 h 组与标准组对比的差异主要体现在

碱性磷酸酶指标方面 ,7 h 组碱性磷酸酶为 (21.11±13.88)U/L,而标准组碱性磷酸酶仅为

(22.18±14.66)U/L;24 h 组与标准组对比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及直接胆红素

等方面,24 h 组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及直接胆红素分别为(29.33±7.86)、(68.42±25.06)、

(12.58±5.88)U/L,而标准组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及直接胆红素分别为 (25.24±7.17)、

(62.81±23.63)、(12.25±5.78)U/L,以上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血标本静置时间越长,对常规生化检验结果影响越大,因而,选择科学的静置时间也是十分必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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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8 

检验科如何做好检验前的质量控制 

 
郑楠,王均梅,张庆芸 

日照市中医医院 

 

目的 对检验科做好检验前的质量控制的方法进行研究。 

方法 将我院 2013 年 7 月--2014 年 7 月之间收治的进行检验的 80 例患者设为对照组，给予常规检

验，将我院 2014 年 8 月--2015 年 8 月之间收治的进行检验的 80 例患者设为实验组，加强检验前

的质量控制，对两组患者的检验情况进行对比。 

结果  实验组患者的检验报告准确人数为 78（97.50）例，多于对照组检验报告准确人数 66

（82.50）例，实验患者检验报告完整人数 79（98.75）例，多于对照组检验报告完整人数 65

（81.25）例，实验组患者满意人数为 78（97.50）例，多于对照组患者满意人数 59（73.75）

例，组间对比 P<0.05，差异明显。 

结论 加强检验科检验前的质量控制，能够提高检验报告的准确性、检验报告的完整性和患者的满

意度，有利于提高患者的诊断准确率、治疗有效率和医院的社会声誉，值得进行推广 

.50）例，实验患者检验报告完整人数 79（98.75）例，多于对照组检验报告完整人数 65（81.25）

例，实验组患者满意人数为 78（97.50）例，多于对照组患者满意人数 59（73.75）例，组间对比

P<0.05，差异明显。 

 
 

PO-159 

精益六西格玛质量管理-实验室管理的解决方案 

 
宋鉴清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精益管理（Lean Management）源于精益生产。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是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教授詹姆斯．P．沃麦克等专家通过“国际汽车计划(IMVP)”对全世界 17 个国家 90 多个汽车制

造厂的调查和对比分析，认为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生产方式是最适用于现代制造企业的一种生产组

织管理方式。精益管理的常用工具包括 5S 现场管理（整理、整顿、清扫、清洁和素养）、标准化

操作（用于减少不同操作人员带来的差异）、拉动系统（用于按需生产避免浪费）、可视化管理、

先进先出（用于改善大批量混合生产造成的无序现象）、八大浪费（不良修理的浪费，过分加工的

浪费，动作的浪费，搬运的浪费，库存的浪费，制造过多过早的浪费，等待的浪费和管理的浪

费）。 

方法 5S 起源于日本，是指在生产现场中对人员、机器、材料、方法等生产要素进行有效的管理，

这是日本企业独特的一种管理办法。 

科室在精益管理培训启动后根据专业组成立各自 5S 活动实施推行组，以专业组为单位，以平时实

际工作情况为基础发散思维（头脑风暴），总结日常工作中常见问题并拟定活动推行方针及目标，

最后制定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和负责人。 

结果根据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各组人员分头行动，对科室物品进行 5S 标准化管理，将杂乱物品

归类、整理、定位。对工作效率的提升十分显著，消除“八大浪费”的概念更是对医疗资源的合理利

用和成本控制给出了解决办法。 

结论 “精益六西格玛管理”旨在为临床和患者提供更及时、更高品质的检测服务，提高临床和患者满

意度。如何利用现有的资源最大限度兴利除弊，如何使用先进的技术和工具追求更高的价值，是我

们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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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60 

ISO15189 认可    我们一直在路上 

 
任建平,王晓玲 

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 山西省中医院 

 

目的 实验室认可则为医学实验室向社会证明其能力和公正性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方法 ISO15189：2012《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的专用要求》国际标准的发布，为医学实验室

的质量管理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方法 

结果 现在，科室在院领导的支持下，科主任带领由质量主管、技术主管为主的技术骨干组成的监

督小组，按照检验科质量管理层的工作计划如期开展着检查监督工作，大家在检查过程中，互通有

无、各抒己见，面对存疑的问题大家热烈讨论，对提出不同的意见和建议，通过争辩和辩论并详细

记录，来共同寻求解决的办法和途径。 

结论 正是因为我们有相同的目标和共同的信念，为了科室的发展，为了医院美好的明天，我们没

有松懈，质量管理我们一直在持续改进，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通过 ISO15189 认可的道路上，我们

会一直前行，同时，也有理由相信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通过认可。 

 
 

PO-161 

用自上而下的方法评定白细胞计数的测量不确定度 

 
陈炜钢,沙伟 

南医大二附院 

 

目的 评定白细胞计数的测量不确定度。 

方法 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偏移引入的测量不确定度通过 PT 数据评定，实验室内测量复现性引入的

测量不确定度利用三个水平室内质控数据累积 CV 和江苏省临床检验中心室内质控推荐 CV 分别评

定。 

结果 偏移引入的测量不确定度通过 PT 数据评定，当实验室内测量复现性引入的测量不确定度利用

三个水平室内质控数据累积 CV 评定时，白细胞计数的测量不确定度可表述为：用 Sysmex XE-

2100D 配套系统测量全血中的白细胞计数，被测量浓度为 3.1 1́09/L 时的相对扩展不确定度（95%

可信限）为 11%or10%；被测量浓度为 6.8 1́09/L 时的相对扩展不确定度（95%可信限）为

10%or9%；测量浓度为 18.3 1́09/L 时的相对扩展不确定度（95%可信限）为 10%or9%。当实验室

内测量复现性引入的测量不确定度利用江苏省临床检验中心室内质控推荐 CV 评定时，白细胞计数

的测量不确定度可表述为：用 Sysmex XE-2100D 配套系统测量全血中的白细胞计数，被测量浓度

为 1.5~23.7 1́09/L 时的相对扩展不确定度（95%可信限）为 13%or12%。 

结论 实验室内测量复现性引入的测量不确定度利用室内质控数据累积 CV 时，低浓度被测量的不确

定度会高于高浓度被测量的不确定度，此时评定的是三个水平室内质控品浓度的被测量的不确定

度；利用江苏省临床检验中心室内质控推荐 CV 评定实验室内测量复现性引入的测量不确定度时，

可以得到一个基于 PT 靶值浓度区间的不确定度。目标不确定度应符合临床要求。本文所得出的所

有不确定度评定结果均符合，可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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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62 

浅谈大数据环境下机器学习对医学实验室发展的促进 

 
刘晓雷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2016 年 8 月，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IBM）的

医疗人工智能 Watson（沃森）10 分钟“研读”完患者医疗资料后，随即明确诊断出一种罕见白血

病。这一事件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大数据挖掘的具体应用及机器学习在未来医疗领域的威力。近些年

检测仪器的自动化、信息化使得医学实验室在日常工作中无时不刻产生着海量的数据，而且随着实

验室信息系统（Laboratory information system, LIS）等网络应用的普及，数据的复杂度、大容

量，变化快等特性正在极速增高，传统的数理统计分析处理方法已经不能满足与提取数据资源里的

有价值信息，因此大数据应用下的机器学习算法是目前各行各业共同探讨的主流话题。机器学习是

通过各种大数据挖掘方法让计算机具有类似人类的认知甚至自主学习能力的技术，使计算机能够帮

助我们从种类繁多的海量数据中自主寻找出有用知识及预测，因此机器学习是一种能够使机器具备

学习能力并让其完成某种创新性任务的技术。通过分析当下处理大数据的常用机器学习算法，提出

面向医学实验室的机器学习算法建议，为促进医学检验行业向人工智能方向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基

础。 

方法 机器学习是通过各种大数据挖掘方法让计算机具有类似人类的认知甚至自主学习能力的技

术，使计算机能够帮助我们从种类繁多的海量数据中自主寻找出有用知识及预测，因此机器学习是

一种能够使机器具备学习能力并让其完成某种创新性任务的技术。 

结果 通过分析当下处理大数据的常用机器学习算法，提出面向医学实验室的机器学习算法建议，

为促进医学检验行业向人工智能方向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结论 通过分析当下处理大数据的常用机器学习算法，提出面向医学实验室的机器学习算法建议，

为促进医学检验行业向人工智能方向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PO-163 

Docker 容器技术在临床实验室 ISO15189 体系中的 初步应用 

 
裘维维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研究基于 Docker 的容器技术在临床实验室 ISO15189：2012 体系中的应用｡ 

方法 在 Windows 环境中搭建 Docker 容器，并将 ISO15189 性能验证数据服务系统等服务模块封

装入容器的虚拟环境中，设置调整后等在内网中提供访问、数据计算等服务。 

结果 采用 Docker 容器技术搭建面向 ISO15189：2012 的实验室信息应用能够明显降低综合运维成

本、保障系统运行的安全性及稳定性，并且当某一系统出现问题时可通过副本镜像的补位等操作进

行不间断移植。 

结论 应用 Docker 技术可以方便地在物理服务器中执行各种容器操作，实现快速建立和启动多个

Web 服务组件，从而可以通过在 Windows 平台调用 Linux 虚拟环境应用 Docker 技术的各种特

性，整体提升与 ISO15189：2012 体系相关的实验室信息与数据服务的建设与管理水平，并对

Docker 在临床实验室信息化中的应用作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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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64 

检验前过程质量指标的监测应用 

 
刘继来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目的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 2015 年下发的临床检验专业医疗质量控制指标中检验前过程相关的 6

项质量指标，对 6 项质量指标进行回顾性研究，跟踪评价，以达到质量持续改进的目的。 

方法 通过实验室信息系统（LIS）中的标本流转管理模块，实时监测并统计我院检验科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的不合格标本及检验前周转时间，回顾性统计分析标本类型错误率、标本容器

错误率、标本采集量错误率、抗凝标本凝集率、血培养污染率、检验前周转时间中位数和百分九十

位数，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建议和改进措施。 

结果 2017 年统计的检验前过程 6 项质量指标中，除标本类型错误率高于 2016 年，其余指标均低

于 2016 年。标本类型错误率为 0.08%，其中微生物组痰液标本类型错误率占 73.9%；标本容器错

误率 0.01%，其中微生物组尿液标本容器错误率占 50%；标本采集量错误率 0.02%，主要是急诊

出凝血标本，占 57.6%；抗凝标本凝集率 0.02%，主要是临检组的血常规标本，占 55%；血培养

污染率为 0.55%，较 2016 年有明显下降；检验前周转时间中位数变化不大，符合科室设置的标

准，百分九十位数较 2016 年有所下降，仍有提升的空间。 

结论 利用杏和 LIS 系统中的标本流转管理模块可以有效监测检验前过程各项指标，并通过统计分

析找出问题所在，对护理人员、标本转运人员进行不定期培训，可以提高检验质量。 

 
 

PO-165 

互联网+检验科的科学城社区医疗模式的开发 

 
叶炼,倪承涛,李磊,张勇豪,陈沂,杨佳,方堃 

四川省科学城医院 

 

目的 为科学城社区职业病和健康体检患者提供针对性的检测方案，提供简便、快速、动态、精准

的个体化医疗服务。 

方法 通过互联网+检验科的医疗模式的开发，对科学城社区职业病和健康体检患者实行检测前数据

回顾，对患者的检测时间进行预约，对患者检测结果和既往结果进行比较分析，获取动态和网格化

的数据关联。 

结果 建立了以检验科为节点，通过互联网+的技术将患者、社区医疗和医院精准医疗无缝连接的全

面渗透诊前、诊中、诊后医疗环境的应用方案。 

结论 建立了以检验科为节点，通过互联网+的技术将患者、社区医疗和医院精准医疗无缝连接的全

面渗透诊前、诊中、诊后医疗环境的应用方案。 

 
 

PO-166 

检验结果应用到临床实战相关问题的思考 

 
张平,张帆 

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临床医生全面解读检验报告的方法策略。 

方法 通过以下方面综合分析、判读临床检验结果：临床科室与检验科人员及时、有效沟通，对质

量控制的分析前、分析中和分析后过程做严格把控，保证结果的准确性；充分了解检验项目大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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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临床意义、套餐各项互补及联合应用的内在联系，透彻理解最终做到全面综合分析评价；掌握

正常参考范围和医学决定水平；认识选择项目要遵循循序渐进步骤、检验项目选择原则、检验项目

的临床意义不能忽略生理性的变化、某些检验项目是绝对增减还是相对增减；掌握项目临床意义的

普遍性再记住其特殊性及个性化；注重项目数量的变化和质量（形态学）的变化和检验结果与与临

床不符的情况的解决办法。 

结果 及时、有效沟通，及时查找、分析原因，掌握检验报告单判读方法，提升对患者疾病的鉴别

诊断及诊断的正确率。 

结论 树立全面、规范、细致、动态、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思维方法，帮助临床医生全面解读检验报

告 

 
 

PO-167 

临床实验室分析前质量风险评估及控制的应用 

 
孔金灿 

杭州迪安医学检验中心 

 

目的 探讨独立医学实验室分析前阶段的质量指标、存在风险及其控制措施，为独立医学实验室建

立分析前质量控制提供参考。 

方法 利用信息系统收集质量数据、利用 FMEA 进行风险评估、利用因果图、对策表等分析、改进

问题。 

结果 有 33 家（100%）实验室标本丢失率<0.03/万，达到 6δ 水平；21 家（63.6%）实验室信息录

入错误率<0.03/万，达到 6δ 水平；标本类型错误率、抗凝标本凝集率、标本量不正确率、标本溶

血率，33 家（100%）实验室<0.1%，达到 4.6δ 以上水平。 

结论 经过实验室的质量风险评估和控制，以及持续改进，实验室在标本运输丢失率、标本标签不

合格率、标本类型错误率、标本量不正确率、抗凝标本凝集率、标本溶血率、标本运输温度不当

率、信息录入差错率均有较大程度下降，取得了良好的成果。 

 
 

PO-168 

质量指标监测在检验科管理实践中的应用 

 
甄宏斌,王春霞 

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加强实验室标本质量管理，缩短标本采集到实验室接收及实验室接收到报告周转时间，降低

检验标本不合格率，提高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及及时性。 

方法 利用戴明ＰＤＣＡ循环，经过整理不合格标本原因及周转时间偏长者确定通过一年的持续改

进、分析不合格常规标本原因及运输时间和实验室周转时间偏长原因、根据卫生部公布全国临床检

验质量指标初步质量规范的目标设定我院目标不合格率及运转时间中位数、原因分析、对策拟定及

实施等阶段来降低常规标本不合格率，缩短转运及实验室周转时间中位数。 

结果  将常规标本类型错误率由 0.0708%降至 0.0022%，标本容器错误率由 0.0408%降至

0.0029%，标本采集量错误率由 0.0778%降至 0.0072%，抗凝标本凝集率由 0.0908%降至

0.0128%，标本溶血率由 0.0608%降至 0.0067%，（Ｐ＜0.05），急诊标本运送时间从 22.52min

缩短到 18.33min，急诊标本接收至报告时间从 73.88 min 缩短到 58.33min，常规标本运送时间从

29.52min 缩短到 22.53min，常规标本接收至报告时间从 93.88 min 缩短到 68.33min。 

结论 通过质量指标监测分析，运用戴明环管理持续改进，使我院检验科常规标本不合格率有了明

显下降，标本运送及实验室周转时间中位数有了明显缩短，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及时性，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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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转部及检验科质量小组成员责任心、积极性、沟通及协调能力得到了提升，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临床医生及患者受益。 

 
 

PO-169 

三位一体、能力导向的医学检验技术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与实践 

 
曾涛 1,2,郑磊 2,1 

1.南方医科大学 

2.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现代医学、医学检验技术和体外诊断行业快速发展，对医学检验技术人才素质与能力提出了

新要求。而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显现出理论教学、实验教学和创新创业训练等方面的不足，导致培

养的学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理论与实践、技术与临床、传承与创新等能力脱节现象，难以适应新时

代社会与医学发展的需求。 

方法 通过医检贯通、虚实结合、校企协同三大举措，涵盖理论课程体系、实践实习教学及科研创

新训练的全过程，以培养具备较强专业技术能力（包括实践操作能力、临床应用能力、开发创新能

力）的新时代高素质医学检验技术人才为目标，  

结果 系统构建了一种医学检验技术人才培养新模式。 

结论 该新人才培养模式在教学实践中取得了可喜的教学成效，获得了全国检验界同行的认可与好

评，为国内高校该专业及其他医学技术类专业办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PO-170 

医学检验科血常规 TAT3 分析与改进 

 
梁志强,江玉凤,张曦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本研究以急诊血常规检验项目标本 TAT 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医学检验科接受标本与至检验

结果发布间隔时间（TAT3）及 TAT 延迟的原因，以期缩短 TAT，完善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提高

患者和临床医生满意度。 

方法 抽取 2017 年四个季度和 2018 年第一季度急诊血常规标本，对每个季度随机抽取 6 天的标

本，进行统计分析。分析医学检验科血常规 TAT3 中位数、TAT3 平均时间及 TAT3 在阈值内分布

比例，进一步分析 TAT 延迟的原因，提出改进措施。 

结果 2017 年抽取的急诊血常规 TAT3 中位数为 9min,第二季度平均时间最短，TAT3 阈值内比例一

直在持续上升，由原来的 91.36%上升至 93.60%，其中 2018 年第一季度血常规在 TAT3 阈值内所

占比例 93.57%。我院 2017 年四个季度及 2018 年第一季度急诊血常规 TAT3 全部在预期阈值内。 

结论 该研究结论如下：（1）我院急诊血常规 TAT3 都在预期阈值范围内。（2）加强科室人员工

作责任心与积极性，提高业务能力也是必不可少的。（3）减少危急值标本复查率，对提高我院

TAT 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检验结果回报时间是患者及临床医生关心的重要问题，因此应加强临床科

室与医技科室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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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1 

运用品管圈提高危急值及时接报率的效果评价 

 
江玉凤,伊怀文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危急值管理是医学检验科质量管理的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本研究利用品管圈方法，以解决

危急值报告发出后，危急值存在不及时接报问题，从而提高检验科危急值管理水平。 

方法 将检验科危急值的管理过程按照 PDCA 方法的四个阶段展开，于 2017 年 11 月成立品管圈小

组，通过调查科室、查阅 LIS 系统和危急值登记本的方法，分析存在问题，设定目标和制定工作计

划，并实施相关对策，于 2018 年 3 月分析确认品管圈实施效果。 

结果  2017 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及 2018 年第一季度，危急值及时接报率逐渐增加，其中 2017

年第四季度较第三季度的增幅达 47.86%，2018 年第一季度较上一季度增幅为 9.47%。 

结论 通过 PCDA 管理后，危急值电脑及时接报率提高幅度为 22.25%。总之，PDCA 循环法在纠正

检验科在危急值制度执行中存在问题以保证制度执行到位和促进质量持续改进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PO-172 

医学检验危急值报告评估 

 
徐新立,林久龙 

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对检验危急值历史数据进行回顾分析，通过评估危急值报告现状及危急值制度执行效果，总

结改进对策。 

方法 从实验室 LIS 系统中筛选出我院全部科室，2016 年 7 月-2017 年 11 月，17 个月的危急值报

告，评估危急值报告接报方式、危急值项目、数量分布与危急值科室分布。 

结果 对 41022 例危急值报告分析，其接报方式以临床科室确认为主，所占比例为 86.58%；而通过

电话通知确认所占比例为 13.42%。月危急值数目在 2000~2900 之间，波动范围较大。危急值项目

主要集中在血小板、凝血酶原时间、白细胞、凝血酶原国际标准化比值、肌酐、活化部分凝血活酶

时间等项目，其中血小板的危急值所占比例最高（23.10%），其次为凝血酶原时间（10.26%）。

通过临床科室护士站确认危急值的临床科室主要分别在:重症医学科、血液内科、急诊监护室、血

液内科、新生儿病房、儿童抢救室、肝胆外科、肾内科等。 

结论 通过回顾分析发现：（1）我院危急值报告每月数量较大，接报危急值工作繁重，尤其是重症

医学科、血液内科、急诊监护室、血液内科等。（2）血小板、凝血酶原时间、白细胞等检测项目

也是危急值集中分布的项目，应该提高警惕。总之，定期回顾分析危急值项目数据，是临床实验室

持续改进工作质量、提高临床诊疗水平必要手段与途径 

 
 

PO-173 

医学检验危急值报告评估分析 

 
孙梦怡,江玉凤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危急值报告数据进行定期分析，为持续改进危急值报告制度提供科学依据，以完善临床工作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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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从实验室信息系统 LIS 中筛选出 2016-2017 年的危急值数据，计算出危急值项目的人群性

别、年龄分布及危急值报告发出数量天内分布、周、月分布。 

结果 我院检验科医学危急值项目 22 项，统计分析报告共 41022 例，男女所占比例分别为 58.35%

和 41.64%，在就诊的患者中 60-70 岁是危急值报告的集中人群。危急值报告发出时间集中在

9:00-10:00、10:00-11:00、11:00-12:00，其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14.73%、21.76%、19.91%。一周

中危急值报告集中在星期二、三、五、六，其中星期日，所报危急值数量最少。1 月、3 月、7

月、8 月，危急值数目较其他月份高。 

结论 我院危急值报告男性比例高，且 60-70 岁老年患者人群所占比例大。危急值报告发出时间段

集中在早上 9:00-12:00，且冬季和夏季危急值数目较多。检验科应定期回顾分析危急值报告数据，

加强与临床沟通，持续改进，将危急值报告制度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规范管理，不断提高临床

诊疗水平，满足患者安全要求。 

 
 

PO-174 

全国临床实验室儿童常规化学参考区间调查结果分析 

 
杜雨轩,王薇,何法霖,钟堃,袁帅,刘佳丽,张志新,王治国 

北京医院 国家老年医学中心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北京市临床检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目的 统计并分析全国临床实验室儿童常规化学参考区间来源及上下限现状。 

方法 2017 年 9 月向全国参加 2017 年常规化学 EQA 计划的所有实验室下发参考区间信息调查表，

实验室自愿参加此次调查活动，并按照规定格式上报参考区间、测定方法、仪器和试剂等相关信

息。采用基于 Web 方式的室间质量评价（EQA）软件系统，收集 2017 年全国临床实验室儿童全

血细胞计数参考区间调查结果，并使用 Microsoft Excel 2007 和 SPSS 17.0 对数据进行分析统计。 

结果 此次共有 122 家实验室回报了参考区间。儿童常规化学参考区间的来源主要包括操作规程、

说明书和相关行业标准，其中 44.5%-50.0%的实验室对参考区间进行了验证。在此次调查的 13 个

检测项目中，钾、钠、氯三个项目未分组的实验室为 98.2%；钙、磷、总蛋白和白蛋白四个项目，

分别有 9 家实验室按照年龄对其进行分组，占汇报实验室的 7.6-9.0%；尿素、肌酐、丙氨酸氨基

转移酶、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和 γ-谷氨酰基转移酶项目，按照性别进行分组的实验室最高可达回

报实验室的 23.5%。而碱性磷酸酶参考区间的分组相对复杂，约 35.0%的实验室按照年龄和/或性

别进行分组。碱性磷酸酶按性别分组，上限和上下限差值统计有显著差异（p＜0.01；p＜0.05）；

按年龄进行分组统计结果比较，0-1 岁、1-12 岁、13-15 岁和＞15 岁各年龄组间的参考区间上、下

限及差值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而各年龄组内比较无统计学差异，可作为碱性磷酸酶儿童

参考区间的年龄分层的依据。 

结论 目前我国还未建立儿童常规化学项目的参考区间，建议按照年龄和性别分组制定儿童常规化

学参考区间的卫生行业标准。 

 
 

PO-175 

检验医师规范化培训质量管理科学体系的构建 

 
张永瑞,杨丽 

云南省肿瘤医院 

 

目的 进一步明确检验医师规范化培训细则，通过质量管理科学体系提高检验医师培养质量。 

方法 通过 2016、2017 年度检验医师规范化培养实践经验，分别从培训计划、培训内容、考核方

式、青年教师培养手册填写、岗位胜任能力五个方面进行质量管理科学体系构建，从而提高检验医

师规范化培训质量。 

结果 规范化培训组与传统培养组比较，理论考试和技能考试成绩有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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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实现检验医师规范化培训，合理、科学的全面质量管理，使教学过程更为人性化，激发了规

培医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了动手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集体协作能力、创新实践能

力，从而提高检验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整体素质。 

 
 

PO-176 

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的方式、方法在医学生教育中的探索与体会 

 
孙伟,苏建荣 

北京友谊医院 

 

目的 探索新颖、有效的方式、方法对医学生进行生物安全教育，为其顺利完成其临床学习和见习

任务提供保障，并为避免日后临床实际工作中发生生物安全问题奠定基础。 

方法 本研究以首都医科大学 2015 级医学检验学系的两个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随机选择一个班作

为对照组，该组沿用传统生物安全教育方式，即纯理论授课。另一个班作为实验组，该组采用多种

教学途径，将理论授课与情景模拟、应急演练等方式相结合，全方位、深层次加强医学生对实验室

生物安全法规、安全防护知识和技能、突发安全事件应急处理的理解。最终，通过生物安全知识学

习前后对于常见生物安全知识问题的问卷调查形式，考察两种教学方法的教学效果。 

结果 实验组的教学效果优于对照组，采用新的教学方式培训后，实验组学生对常见生物安全知识

的知晓率由 50%上升到了 95%。而对照组学生对常见生物安全知识的知晓率由 50%上升到了

80%。 

结论 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在医学生教育中关系重大，教学过程中采用合理、灵活的教学方式、方

法可以显著提高教学效果 

 
 

PO-177 

使用室间质量评价（PT/EQA）数据 

进行电化学发光检验程序正确度验证的研究 

 
郭绪晓,柏淑美,凌欣,李金星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能力验证/室间质评（PT/EQA）标本在电化学发光项目正确度验证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根据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IS）EP15-A3 文件正确度验证 5x5 方案，利用 2018 年

卫计委能力验证/室间质评计划（PT/EQA）提供的标本，分别对游离三碘原氨酸（FT3）和雌二醇

（E2）等电化学发光项目进行正确度验证，每个样本每天检测 1 批，每批重复 5 次，共 5 天，每

个样本获得 25 个数据，使用 Grubbs'法判断离群值，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方法计算重复性

精密度（SR）、实验室内不精密度（SWL）、总体均值标准误（  ）、定值参考物质标准误

（SERM）和总体合成标准误（SEC），再根据自由度（dfC）查 T 分布界值表得 m 值，计算正确度

验证区间。如果总体均值（ ）在验证区间内，正确度验证通过，如果超出验证区间，则计算偏倚

并与实验室规定的目标偏倚进行比较。 

结果 FT3 和 E2 的总体均值均在正确度验证区间内，正确度验证通过。 

结论 能力验证/室间质评（PT/EQA）标本可以作为定值参考物质进行实验室检测程序的正确度验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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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8 

中国四大石棉矿区纤维粉尘结构特征对比研究与分析 

 
曾娅莉 1,马骥 1,霍婷婷 2,邓建军 1,董发勤 2 

1.四川绵阳四 0 四医院 

2.西南科技大学 

 

目的 中国是温石棉的生产和使用大国，温石棉无处不在人们的生活空间，近年来国际上对温石棉

的安全性也存在质疑，我国对石棉粉尘的安全性研究也较少。资料显示我国主要产地的可吸入性石

棉粉尘存在一定生物毒性，且不同产地石棉的生物毒性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否与其产地特征相

关？因此，本实验旨在论证石棉的生物安全性机制，为大气污染提供防控依据。 

方法 选取我国四大主矿区的石棉为代表，球磨法制备成粒径小于 10 µm 的可吸入性纤维粉尘，采

用激光粒度仪检测粒径，扫描电镜观察纤维形态，红外光谱仪检测研磨后纤维粉尘的结构与活性基

团，X 射线衍射仪分析纤维粉尘的化学组成与百分比，X 射线荧光光谱仪定量检测纤维粉尘的微量

元素谱，通过以上结构特征分析，为我国石棉的生物毒性研究和环境预防提供理论依据。 

结果 实验结果表明：（1）纤维粉尘的扫描电镜形态基本相似，呈纤维状，束状排列，或混有薄层

块状物质。（2）研磨后的石棉纤维粉尘结构和活性基团无变化。（3）除陕西陕南石棉主要含水镁

石外和少量斜纤蛇纹石外，其余三种纤维粉尘基本成分为斜纤蛇纹石，含少量的水镁石或石英。

（4）四种石棉的化学成分主是 SiO2和 MgO，伴少量杂质，其中陕南石棉含较高的 MgO 和更低的

SiO2。（5）四大矿区石棉粉尘主要含铬、镍、锰、钛、磷等元素，不同矿区微量元素及含量存在

差异。 

结论 综合以上结果，除陕西陕南石棉外，其余三大石棉矿区的纤维粉尘属于温石棉粉尘，各矿区

粉尘的形貌、化学结构、微量元素基本相似，但不同矿区石棉纤维粉尘具有典型的结构特征。 

 
 

PO-179 

二代测序（NIPT）实验室的质量控制 

 
张振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二代测序实验室的质量控制 

方法 1. 实验室设置 

2. 检验前质量控制 

3. 检验中质量控制 

4. 检验后质量控制 

5. 环评 

结果 质量控制的重要性 

结论 1. 实验室设置 

合理的实验室布局设置是保证实验质量的基础，根据十六字原则 ‘各区独立、注意风向、因地制

宜、方便工作’进行布局。其中，一，水电设置要合理。二，门窗安装合理主实验室的窗子为双层

钢化玻璃窗，保证外窗可通风。三，气流的控制，设置新风系统；新风和排风空气流向保证为单向

流。 

2. 检验前质量控制 

主要包括样本采集、样本运输、样本接收三部分。其中，样本采集主要包括知情同意书的正确解

读、采血管的正确使用与保存等方面。样本运输主要包括根据采血管类型的不同采用合适的运输方

式。样本接收主要包括根据样本接收标准进行接收 

3. 检验中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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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中质量控制可分为室内质控与室间质评两方面，其中，室内质控主要包括实验过程中的控制措

施。室间质评则监控实验室的整体质量情况，主要包括仪器设备、试剂、耗材、环境、实验记录、

人员能力等是否符合质控要求。 

4. 检验后质量控制 

检验后质量控制主要包括报告的出具、结果解读与随访、临床沟通有效性及数据统计分析等。 

5. 环评，对于二代测序实验室而言，质量控制中重要一项是定期环评。实验过程中应定期进行环评

采样、检测。 

 
 

PO-180 

采用生物学变异和六西格玛 2 种模式 

评价 6 种 HbA1c 检测系统分析性能及设计质控方案 

 
王霞,温冬梅,王伟佳,张德才,索明环,胡婷 

中山市人民医院/广东药学院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采用生物学变异和六西格玛 2 种质量管理模式评价本实验室 6 种糖化血红蛋白（glycated 

hemoglobin HbA1c）检测系统性能，利用 σ 值和 OPSpecs 图设计质控方案，根据质量目标指数

（quality goal index,QGI）持续改进质量水平。 

方法  依据美国国家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EP5-A2 和 EP15-A2 文件分别对 Variant II、

Variant IITurbo 2.0、Capillarys 2FP、Trinity Ultra2、Trinity Hb9210 和 Roche Modular PPI 6 种

HbA1c 检测系统精密度和正确度性能进行评价，计算各个检测系统的总变异系数 (CV%)和偏倚

(Bias%)。根据 CV%、Bias%和允许总误差(TEa%)计算 σ 和 QGI 值，同时绘制生物学变异学和六

西格玛性能评价图。利用 σ 值和 OPSpecs 图设计质控方案并根据 QGI 指导质量的持续改进。 

结果  本实验室的 6 种 HbA1c 检测系统均达到常规模式的可接受水平，其中 Ultra2、Hb9210、

Variant II 、Variant II Turbo 2.0 这 4 种检测系统达到生物学变异模式的可接受水平，Ultra2、

Hb9210、Variant II 、Variant II Turbo 2.0 和 Capillarys 2FP 这 5 检测种系统达到西格玛模式的可

接受水平。利用 σ 值和 OPSpecs 图设计质控方案。Ultra2 系统高低 2 个浓度 σ>6，只需采用宽松

且简单的单规则质控方案即可；Variant II、Variant IITurbo 2.0、Capillarys 2FP 系统高低两个浓度

及 Hb9210 系统低浓度 σ 值较低（3<σ<5），必须采用多规则质控方案方能达到质量控制目标；

PPI 系统两个浓度 σ 值均小于 3，性能较差。对于未达 6σ 的检测系统根据 QGI 值分析发现，改进

正确度是本实验室的主要任务。 

结论 生物变异学模式和六西格玛模式可以直观地显示 6 种 HbA1c 检测系统性能所落在的性能区

域，是评价实验室 HbA1c检测系统分析性能的 2 种极好的质量管理模式，利用 σ 值和 OPSpecs 图

可以设计个性化的质控方案并根据 QGI 指导质量的持续改进。 

 
 

PO-181 

基于实验室内不同检测方法的分析性能评价标准模型的选择 

 
罗文波 1,2,周伟燕 2,张传宝 1,2 

1.北京协和医学院 

2.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随着检验医学的迅速发展，检验技术不断更新检测新方法层出不穷。各医院检验科及临床实

验室等如何在针对同一被检测量的众多检测方法中，选择符合临床需求、具有更高分析性能的检测

方法，是目前需要重视的问题之一。本文阐述了三种方法学分析性能评价标准模型，并对其应用范

围进行说明，旨在为各检验科、临床实验室及厂家选择方法学性能评价标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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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被检测量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被测量量在某种疾病诊断中起决定性作用，如：血糖与

糖尿病，血红蛋白与贫血等；第二类：被测量量在体内浓度相对稳定且其浓度波动未在疾病诊断中

起决定性作用，如：血氯等；第三类：无法采用第一二类对应的方法学性能评价标准的被测量量。

三类检测量分别对应三种方法学性能评价标准模型，模型一：临床结果导向模型，通过检测灵敏度

特异度等指标评价方法性能；模型二：生物学变异指标模型，根据生物学变异数据导出的不精密

度、偏移、总误差指标评价方法性能；模型三：统计学模型，采用最新的、可信的统计学指标评价

方法性能。 

结果 方法学性能评价标准模型选择的优先顺序是：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模型三作为无法使用

模型一、二无法使用时的替代方法。 

结论 该方法学分析性能评价标准等级模型充分考虑临床诊疗对检验结果的需求，体现检验医学服

务临床的主旨。模型一中涉及的被检测量参考范围与医学决定水平与模型二中的生物学变异数据仍

有待进一步建立与完善 

 
 

PO-182 

参考实验室的建立和应用 

 
王建新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建立参考实验室并对参考物质进行量值传递。 

方法 按照 ISO17025 和 ISO15195 的要求建立了参考实验室必须具备的质量管理体系，按照 IFCC

要求建立并运行了临床酶学的参考测量程序，对所有的设备及计量器具按国家规定进行了正确的量

值溯源。利用参考实验室网络及参考测量程序为参考物质（校准品）定值，并进行参考物质的量值

传递，于 3 家三甲医院、2 家二甲医院进行实验，测量项目有 ALT、AST、GGT、CK、AMY、

LDH、ALP、TBi、Glu、BUN、Cr、UA、TP、CHO、TG、HDL-C、LDL-C。 

结果 参加国际 IFCC-RELA 比对及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组织的比对活动，成绩优秀。通过中国合格

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初评审、监督评审和复评审。量值传递前的平均不精密度（CV）和平均偏移

分别为 9.0%和 6.0%，量值传递后的平均 CV 和平均偏移分别为 2.5%和 2.6%。 

结论  参考实验室可改善临床检验质量，为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基础。 

 
 

PO-183 

临床检验重要质量指标（检验前 TAT 周转时间）的研究 

 
王得旭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于了解我院检验前 TAT 周转时间现况,分析检验前 TAT 周转时间影响因素并给

予临床实验室提供相关建议。 

方法 根据我院实验室信息化系统，采用统计学分析的方法分析临床上不同检验标本周转时间的检

验结果，并统计各类标本的检验前周转时间耗时情况。检验前 TAT 调查分为生化、三大常规、凝

血和自动化免疫专业，同时对实验室 TAT 主要延时原因进行调查。 

结果 检验前 TAT 周转时间调查发现在生化、三大常规、凝血和自动化免疫中，生化专业检验前

TAT 中位数低于三大常规。自动化免疫专业与生化专业类似,而凝血专业与三大常规类似。实验室

认为检验前 TAT 延时的原因可分为三个环节：①采血环节：病房护理采血时间过早；②转运环

节：周转程序和频次不妥，运输时间过长；③接收环节：标本量大，核收需要一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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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通过监测实验室标本周转时间和各检测项目在检验前 TAT 周转时间的耗时情况，可以反映出

工作中的弊端和优势，从而为我院今后的临床工作指明方向，以此来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和实验室质

量。 

 
 

PO-184 

医学实验室临床检验设备计量校准新技术与新发展 

 
张玲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目的 计量校准是量值溯源的保障。为保障患者利益，保证医疗安全，临床实验室有责任和义务组

织进行临床检验设备的计量校准工作。随着医学计量的发展，计量学逐渐弥补其在医学测量领域的

校准与溯源功能的缺位。医学测量仪器的计量校准作为医学实验室能力验证（室间质评）的良好补

充， 共同服务于保障医学测量的准确性。 

方法 通过对国家标准文件的梳理，明确医学实验室临检设备校准实施的必要性，明确校准的实施

方案和负责人。 

结果 梳理国家对医学实验室和临床检验医疗设备的质量体系管理标准，确立校准的必要性和法制

地位。 

1. 卫生部印发《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卫医发〔2006〕73 号]，第二十四条。 

2.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发布  CNAS-CL02 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 ISO 

15189:2012，IDT）5.3.1.4 设备校准和计量学溯源。 

3.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2017 年发布 医药行业标准  YYT0287-2017 医疗器械——质量管理

体系用于法规的要求 （ISO 13485:2016,IDT） 7.6  监视和测量设备的控制。 

4.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 2015 年发布第 18 号令《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 第十

五条。 

随着医学计量的发展，计量学逐渐弥补其在医学测量领域的校准与溯源功能的缺位。 

校准的目标是实现量值溯源；依据是国家计量校准规范；资质是机构要求国家认可的校准实验室，

人员资质要求有注册计量师证书；校准证书要求有国家法定效力；并且校准的公平性保障体现在其

实施者是独立于医学实验室和仪器厂家的第三方校准机构。 

结论 由于医疗设备的复杂性和临床检验的特殊性，医学计量研究一度大大落后于医学检验学的发

展。随着计量人的坚持不懈的研究，厘清医疗检验设备的溯源链条，归纳总结不同厂家、型号设备

的测量原理，研究计量校准方法，先后出台了多项计量校准国家标准技术规范，例如 JJF1527-

2015 《聚合酶链反应分析仪》，JJF 1665-2017 《流式细胞仪》等。更多的国家校准规范立项在

研中。医学测量仪器的计量校准作为医学实验室能力验证（室间质评）的良好补充， 将共同服务

于保障医学测量的准确性。 

 
 

PO-185 

临床实验室质量指标智能统计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卢兰芬，温冬梅 

中山市人民医院/中山大学院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开发临床实验室质量指标智能统计系统，一键生成各项质量指标统计图，实现质量指标统计

的时实性和智能化，实时监控检验全过程的关健环节，以提高检验报告的及时率和保证结果的准确

性。 

方法  参照我国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临床检验质量指标 WS/T 496-2017 和 ISO 15189: 

2012 认可准则要求，基于 SIEMENS Aptio 生化免疫自动化流水线中间体 Centralink 为核心，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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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tio 自动化流水线各功能模块和实验室信息系统（LIS），利用数字化和互联网技术，自主开发实

验室质量指标智能统计系统。 

结果 本系统可实现统计的质量指标包括检验前阶段指标抗凝标本凝集率、检验前周转时间中位数

等 5 项；检验中阶段指标室内质控项目开展率、实验室内 TAT 中位数等 4 项；检验后阶段指标 3

项，分别为检验报告不正确率、危急值通报率、危急值通报及时率。另外增加统计的质量指标有检

验项目仪器分配统计，标本来源及数量统计、流水线故障率统计、标本流程 TAT、仪器分析全程

TAT 的统计。实现检验全程质量指标的时段性数据自动统计、一键生成，并以柱状图、箱线图和饼

状图形式呈现，达到质量指标智能统计、简便直观呈现的目的。传统的上述质量指标统计需专人两

工作日方能完成的工作，现仅需一秒钟即可完成。 

结论 借助自主开发的质量指标智能统计软件，可对检验分析全过程的各项质量指标统计实现实时

性和智能化，有利于检验分析过程的精细化管理和质量控制的实时监控，有效提高工作效率，缩短

TAT，达到持续改进目的。 

 
 

PO-186 

检验护理品管圈在降低血液样本异常率中的应用研究 

 
刘伟腾,李润青,赵志鹏 ,毕重阳 ,沈犁,赵秀英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目的 运用 QCC 手法降低血液样本异常率，以减少分析前错误对检验结果的影响。 

方法  对近 2 年的异常血液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对比检验科与护理部组建品管圈（QCC）前后的异

常指标的改善，验证 QCC 手法及改善措施的有效性。 

结果  820844 支血液样本中异常样本为 2581 支，按血液样本异常原因占比从高到低排序，前五位

为：溶血（37.27%）、凝固（33.90%）、样本量不足（13.29%）、容器错误（5.97%）、脂血

（4.49%），其次为样本类型错误（2.17%）、输液同侧采血（0.81%）、条码错误（0.70%）及

其他错误（1.40%）；血液样本异常率按来源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新生儿科（2.83%，3.5 

sigma）、急诊科（0.64%，4.0 sigma）、 ICU（0.51%，4.1 sigma），外科（0.48%，4.1 

sigma）、妇产科（0.44%，4.2 sigma）、内科（0.39%，4.2 sigma）、体检中心（0.20%，4.4 

sigma）、门诊部（0.06%，4.8 sigma）； QCC 实施前血液样本异常率为 0.40% (4.2 sigma)，实

施后下降到 0.26% (4.3 sigma)，改善幅度为 35%。 

结论 人为因素是引起血液样本异常的主要因素，运用 QCC 手法，检验与护理进行跨部门协作可有

效降低血液样本异常率。 

 
 

PO-187 

医学人文建设与临床检验的“温度” 

 
孙改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检验医学人文建设在检验日常管理中的作用 

方法  分析临床检验医学中的困惑，加强人文建设的措施 

结果  1.改善就医环境，合理布局门诊采集大厅，宽敞、整洁、卫生；服务标识需醒目、规范，以

利于患者的理解；血液及体验检验窗口需分开，减少尿、粪、痰液等造成的视觉污染；在候诊区提

供电视、书报及饮水，减轻患者等待结果使其恐惧及急躁；建立独立的采精室；接受患者的相关咨

询，并给予详细、耐心的回答；配置自助报告机，设置人工咨询服务窗口，对检验结果发放进行严

格管理，尊重患者的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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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临床沟通，深入临床进行检测项目的宣讲，合理进行检验项目的选择及正确进行标本采集。

考虑组合的合理性、实用性、及时性、准确性、有效性等。 

3.缩短检测 TAT 成为检验科管理亟需解决的问题。首先需做到医院服务流程的优化，尽可能地简化

患者检验程序。突破常规工作模式，实行弹性工作，合理分流急诊检验标本，落实危急值报告制

度。加强信息化建设，通过网络平台查询检验报告。 

4. 重视检验人员的人文关怀，提高对工作的幸福感。临床检验工作具有高风险、高技术含量、高体

力消耗等特点，当所从事的工作得到了必要的认可、合理的尊重，尤其是来自管理者及受服务对象

的尊重，付出得到合理合法的精神和物质的回报时，才会有一个良好的心态而且安心工作，而不是

想着怎样保护自己，才会敞开胸怀，带着感情去工作，患者才能获得高质量的服务。当接过患者手

中的标本，回答患者的一个咨询，他们的一个微笑、一句谢谢同样会让感到温暖，可能会是一天好

心情的开始，反之一句愤怒的话语、不信任的眼神会使情绪低落一天，有时会影响到工作的进行，

甚至出错，毕竟检验人员也是有情绪的人；作为人工作中难免存在疏忽，抑或是机器偶尔故障，给

患者带来不便，他们的包容、理解会成为工作中莫大的动力，时刻提醒在以后的工作中应更加认

真。，患者对检验人员的人文关怀应该也必须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在临床工作中，除了

日常的工作外，要采用各种方式宣传，如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讲解化验单上常见项目的意义，参加公

益性咨询以及义诊等。    

结论 人文是医学的灵魂和旗帜，是支撑医学发展的原动力。检验技术与人文的结合才是检验医学

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PO-188 

探寻实现医院多区域多仪器之间 

生化结果质量保证和一致性的方案 

 
谭同均,李熙建,彭宇生,王鹏 

四川省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寻在多仪器多区域范围间如何实现生化检验结果的质量保证（quality assurance，QA）和

一致性要求，并实现质量的持续改进(quality continuous improvement，QCI)。 

方法 注重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QM）,涉及到分析前、中、后各个阶段。从

检验前过程中的标本采集，运送，标识的粘贴与识别，上机前的观察与核对，到检验过程中仪器及

人员的质量控制，检验后对质量和方法的评估，危急值的管理，临床沟通，及检验人员的质量能力

评估多方面进行。在结果的一致性上，采用能溯源的、有可靠质量保障的仪器系统为参比系统，用

新鲜全血标本为传递对象，经过测定、比对分析、偏倚评估、赋值传递、再校准、再验证的方法，

可提高检测结果的溯源性和可比性，达到一致性的结果。 

结果 通过对检验中不同过程进行质量保障，生化检验的质量水平有了较明显的提升，不同仪器和

不同区域间的检验结果达到了更加可比的效果，同时也减小了检验和临床各部门之间不必要的纠

纷。  

结论 检验质量的保证是检验人员的生命线，是工作要求的重中之重，随着医院的发展壮大，多仪

器，多区（地）域模式的大量出现，实现结果的一致可比就变成了我们必做的功课之一。这也就要

求我们从人员的培训，操作的规范入手，在对分析前，分析中，分析后质量层层把关的同时，坚持

一如既往地做好质量控制和仪器间的比对与偏倚评估，做好量值传递与验证工作，达到检验结果的

一致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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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9 

6σ 质量管理方法在电化学发光肿瘤标志物 

检测质量控制中的应用 

 
黄潇苇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应用六西格玛( 6σ) 质量管理方法分析电化学发光检测的肿瘤标志物项目质量控制数据, 评价

其分析性能, 设计质量控制方法,指导质量改进。 

方法 收集 2015 年度本实验室电化学发光检测的肿瘤标志物室内质量控制及室间质量评价的数据, 

按照卫生部室间质评允许总误差(TEa)标准, 采用公式 σ =[TEa-偏倚(bias)] /变异系数(CV),计算检验

项目的 σ 值,评价检验项目分析性能, 设计质量控制方案, 计算检验项目的质量目标指数, 查找导致性

能不佳的主要原因,提出优先改进方法。 

结果 7 个肿瘤标志物项目中,σ≥6 的项目 1 个，5≤σ<6 的项目 4 个，4≤σ<5 的项目 2 个; 当 σ≥5 时,

采用 1-3S( n=2) 质量控制方法能满足质量控制要求,根据 QGI 值，85.7%的项目均,需要优先改进精

密度。 

结论 6σ 质量管理是临床实验室开展质量控制的一项有效的管理工具,有助于不断提高临床实验室质

量水平。 

 
 

PO-190 

浅析甘南藏区基层医院检验科现状及应对建议 

 
李亚琴 1,2,才让拉毛 1,2,无 1,2 

1.甘肃省肿瘤医院 

2.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医院检验科 

 

目的 了解甘南藏区县医院检验科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切实有效的帮扶建议。 

方法 通过一年援藏帮扶工作，深入了解藏区县医院检验科现状及急需解决的问题。县医院医务管

理部门、检验科主任和科室成员就科室管理人员结构、管理制度、质量管理体系、人员培养、设

备、检验与临床的沟通等问题进行分析。 

结果 分析发现援藏检验工作者需要帮助甘南藏区县级医院逐步建立检验科室内质控制度、SOP 文

件、仪器使用、维护和保养制度建立与临床沟通体系，定期对全院 POCT 设备进行比对校准的制

度。需要在提升全科人员专业能力的同时，重点培养管理人才。通过建立业务学习制度，养成每个

工作人员在科室内讲课、交流的习惯，激发学习热情。通过在全院开展专题讲座、检验新项目推

广、参加多学科查房、和医院微信平台等多种途径加强与临床沟通。 

结论 近年来，甘南藏区县级医院检验科在国家、省、州、县多项政策帮扶下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仍然存在常规设备陈旧、新增设备实用性不强、专业人员不足、业务能力低、质量意识薄弱、缺

乏与临床积极沟通等问题。援藏工作人员应与被帮扶单位一起深入分析检验科存在的问题，结合实

际制定帮扶措施。加强对现有人员的专业知识、技能的系统培养，改变不规范师带徒现象，规范工

作流程、培养质量意识。在检验项目发展上注重与当地常见病、多发病检验相关的项目，为临床提

供更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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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1 

POCT 设备在应急救援应用中的思考 

 
赵强元, 荣扬 ,张云 ,李艳君 , 郝秀红, 杨明 ,白巨明, 黄新强 

海军总医院 

 

目的 通过文献调研并结合应用实践，总结归纳 POCT 设备在应急救援中应用存在的问题，并提出

相应对策。 

方法 文献调研并总结实际应用中的经验。 

结果 存在以下问题和不足：1、适宜、可靠、成熟的 POCT 检测系统和开展项目尚不能完全满足需

求。2、检测系统的环境适应性和勤务适应性有待提高。3、质量保证的可靠性不成熟。4、检测系

统的整合不足，无创检测的可实现度有限。5、维护保障的可持续性不强。6、信息化不足。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如下对策： 

1、国家医疗器械标准管理部门尽快完善 POCT 产品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审评指导原则，大力

研制国家标准品，规范 POCT 产品命名，建立第三方 POCT 产品性能评价机制，以规范市场，规

范统一技术要求和质量标准，指导选型和质量控制。2、完善质量控制网络化管理。3、针对 POCT

设备的试剂耗材供应、仪器的维护保养、技术培训做出专门要求，以加强售后服务。4、加强技术

改进。近年来兴起的环介导等温扩增技术、微流控芯片技术及生物传感器技术，具有灵敏、便携、

多通道和自动化的优势，应做为 POCT 的技术发展趋势。无创伤性经皮检测、功能整合、可穿戴

式装备也将是 POCT 的重要发展方向。5、基于无缝救援系统建立应急救援 POCT 信息化平台，同

时对 POCT 设备和信息化平台的信息化接口做出规范性要求，使之能够与信息化平台对接。6、可

通过检测系统技术改进或标配环境稳定箱以解决 POCT 的环境适应性问题。 

结论 POCT 是应急救援中的骨干检验装备，需要在标准建立、技术改进、质量控制管理、售后保

障、信息化和环境适应性方面给予完善。 

 
 

PO-192 

实验室自动化系统工作流程优化 

 
齐永志,马聪,赵强元,刘敏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目的 通过实验室自动化系统运行数据进行分析，调整运行参数、改进检测流程，缩短样本周转时

间，提高系统运行效率。 

方法 对 3631 例标本运行数据进行统计，计算样本周转时间，并对样本周转时间超过 4 小时的标本

进行超时原因分析。针对超时严重的肿瘤全套标本，改变检测流程，统计流程改变前后肿瘤全套标

本的样本周转时间。对 332 份人工干预标本分析需要人工干预的原因，并针对问题进行改进，对改

进前后人工干预标本数量及占比进行分析。 

结果 样本周转时间超过 4 小时的标本共 313 份，占总标本数的 8.62%。其中因标本交接超时的标

本占超时标本总数比例最大，为 66.77%。肿瘤全套标本检测流程改进后样本周转时间明显缩短，

超时标本比例改进前的 52.47%，改进后 24.76%。条码异常、血量不足、离心问题三种原因造成

人工干预标本占总数的 90%以上，针对三种原因，实验室采取相应措施后，人工干预标本下降至

4.21%。 

结论 通过实验室自动化系统运行数据分析，改进自动化系统运行流程，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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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3 

POCT 信息管理平台的构建及应用 

 
邱骏,吴伟华,牛健,宋文,程思民,高磊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针对当前 POCT 应用的现状和不足，基于 LIS/HIS 创建智能化 POCT 信息管理平台，规范医

院 POCT 的应用和管理。 

方法 依据医院 POCT 管理委员会的要求，自主研发 POCT 信息管理平台，以检验科为管理中心，

结合 POCT 管理的质量指标，构建本地化的全院 POCT 信息网络质量管理平台。 

结果 对全院各临床科室不同类型的 POCT 实现了智能化、标准化和规范化管理，使 POCT 为临床

诊疗提供更好、更快、更优的服务。 

结论 POCT 信息管理平台是 POCT 在线一体化管理最有效的手段，值得在业内推广应用。 

 
 

PO-194 

利用课题达成型品管圈方法建立建立实验室管理信息化系统 

 
周逸雯,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实验室管理信息化系统是通过以数据库为核心的信息化技术与实验室管理需求相结合的信息

化管理工具对与实验室有关的人、事、物、信息、经费等进行管理课题达成型品管圈。 

方法 成立品管圈，通过 QC STORY 适用判定、模式构件图、计划拟定图、现状问题数据挖掘、选

择攻坚点、设定目标值和方策群组的拟定和实施等步骤进行。主要包括：实验室人力资源管理、质

量管理、仪器设备与试剂管理、环境管理、安全管理、信息管理以及实验室设置模式与管理体制、

管理机构与职能、建设与规划等。 

结果 通过品管圈，实现了检验科电子化文控率从 50%提升至 100%。建立信息化人员培训，减少

50%的培训耗时。建立电子化仪器校准报告，覆盖率由 0%提升至 80%。课题达成型即是在问题解

决达到标准的举出上,为追求更高品质或拓展新业务而创造的以达成新目标值为导向的新模式。 

结论 利用课题达成型品管圈方法建立建立实验室管理信息化系统，实现人员档案和文控电子化、

人员培训信息化以及仪器校准电子化。检验科利用课题达成型品管圈方法建立建立实验室管理信息

化系统。 

 
 

PO-195 

泉州地区结核病实验室检测的方法学评价 

 
吴卉卉,陈清林 

泉州市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泉州地区结核病的实验室检测方法，并对其检测结果进行分析，比较不同检测方法学之

间的差异及其优缺点。 

方法 对 2017 年在泉州市第一医院就诊的 837 例疑似结核的患者进行 γ-干扰素体外释放实验，结

核细菌培养以及抗酸染色涂片等实验室检测，并对结果进行分析分析，比较在 γ-干扰素体外释放实

验不同结果下，结核细菌培养和抗酸染色涂片检出率，并对 γ-干扰素体外释放实验和结核细菌培养

两种方法联合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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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γ-干扰素的含量越高，结核细菌培养和抗酸染色涂片检出率越高。联合检测 γ-干扰素和结核

细菌培养时，对肺结核患者和非肺结核患者检测结果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 

结论 这三种结核的实验室检测方法各有其优缺点。综合考虑，γ-干扰素体外释放实验在实验时间及

排除诊断上有明显的优势，可以做为一种辅助诊断肺结核的有力手段。 

 
 

PO-196 

上海市临床血液体液学实验室诊断项目成本核算 

 
邵文琦,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实验室诊断是医疗服务项目规范的重要板块，价格构成不同于其他技术劳务为主的诊疗项

目。政策要求建立“以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为基础”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箭在弦

上，却由于缺乏科学的价值标准悬而未发。 

方法 检验科血液体液学室作为检验科最基础的组室，承担着大量“三项常规”——血尿粪便的检测，

被誉为检验科的“窗口组室”。本文以检验科血液体液学组室的诊断项目成本作为切入点，通过客观

公正科学合理的数据分析兼顾各方利益，建立标化实验室模型，构建价值分析框架，分版块和分类

核算血液体液学实验室诊断项目成本。 

结果 大部分血液项目检测成本略高于收费价格，仅有少数方法较新的项目能达到盈利。  

结论 血液体液学项目价格制定按照当时出台的成本价格进行计算,而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物价上涨

和技术进步等因素，收费标准也未将人工成本和隐性成本等核算在内。未来需要在政府物价和医疗

保险支付部门、病人、医院检验科间建立桥梁，提出完善实验室血液体液学项目诊断价格制定和支

付的政策建议。 

 
 

PO-197 

0～1 岁婴幼儿甲状腺功能检测指标参考区间的建立 

 
王爱林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建立长春地区 0~1 岁婴幼儿甲状腺功能检测指标参考区间。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2018 年 2 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出生及就诊的新生儿、婴幼儿 360 名，按年

龄分为 3 组，每组 120 名。新生儿组应除外母亲患有甲状腺疾病。将研究对象按年龄分为围产期新

生儿组(0~6d)、新生儿组(7 d ~3 月)、婴幼儿组 1(4~12 个月)。收集血液离心后-20℃冷冻保存，使

用罗氏 e602 电化学发光系统分别检测上述各组促甲状腺激素(TSH)、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

和游离甲状腺素(FT4)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依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C28-A3 文件及国

际临床化学和检验医学联合会(IFCC)的相关要求制定参考区间的合理方法和可靠依据,以非参数法

确定 TSH、FT3 和 FT4 的 95%参考区间(百分位数范围为 2.5%~9 7.5%,可信区间为 9 0%)。 

结果  围产期新生儿组 (0~6d)：TSH(0.70-15.2)uIU/ml；FT3(1.73-6.3)pmol/L；FT4(0.70-15.2) 

pmol/L。新生儿组(7 d ~3 月) ：TSH(0.72-11.0) uIU/ml；FT3(3.0-9.28) pmol/L；FT4(0.72-11.0) 

pmol/L。婴幼儿组 1(4~12 个月)：TSH(0.73-8.35) uIU/ml；FT3(3.3-8.65) pmol/L；FT4(0.73-8.35) 

pmol/L。 

结论 建立了长春地区 0-1 岁婴幼儿 TSH、FT3 及 FT4 的参考区间，以利于临床医生及时掌握 0-1

婴幼儿甲状腺功能，有助于此年龄段婴幼儿甲状腺疾病的诊断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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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8 

物联网云端服务器的远程质量管理职能 

在 POCT 检测系统中的应用实例研究 

 
王峥辉,丁琪,张金红,陈烨,杨晓莉 

武警总医院 

 

目的 初步评价一种基于物联网云端服务器的 POCT 检测系统的远程质量管理系统。 

方法 参照 EP15-A2 文件和 EP6-A 文件对某国产 POCT 仪器的 D-Dimer 试剂的精密度、准确度、

线性范围进行评估；实验模拟运输、储存、人员等各种现场因素影响下，观察并评价物联网云端服

务器是否能发现问题，及时预警并将指令与终端互动是否顺畅，有作用。 

结果 本国产 POCT 产品的 D-DIMER 项目其在测定两个水平的其试剂批内精密度分别为 1.24%和

1.89%,批间精密度为 6.45%和 8.37%，均优于行业标准（10%）。与沃芬 ACL-TOP500 系统相

比，检测临床血浆标本的表现, 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具有良好的相关性，临界值判断阴阳性具有较

好的一致性。在试剂和质控品异常温度湿度保存时、在加样出现 20%偏差时，本 POCT 系统厂家

的物联网云端服务器能进行远程发现并校准。 

结论 基于物联网云端服务器的 POCT 质量管理系统是一种有利于规范和完善 POCT 质量管理的新

方法。 

 
 

PO-199 

设计基于风险管理的临床血液学检验常规项目质量控制计划 

 
王麟 

成都郫都区中医医院 

 

目的 随着质量控制技术的发展，在基于风险的质量控制计划下，采用统计质量控制（SQC）和诺

曼图相结合的方法对本实验室临床血液学检验常规项目设计符合质量控制的计划。 

方法 采用 westgard 的 Sigma(σ)值 σ=（Tea%-Bias%）/CV%，采用本实验室 2017 年 1 月-12 月

的室内质控平均累积值做为变异系数（CV%），采用参加 2017 年四川省临检中心全血细胞计数的

室间质评结果的平均偏移（Bias%）做为本实验室的偏移。以临床血液学常规检验分析项目分析质

量目标要求（WS/T406-2012）做为允许总误差（Tea%），分别计算本实验室血细胞分析仪各常

规项目的 σ 值。 

结果 对本实验室临床血液学检验常规项目 WBC、RBC、Hb、PLT 的 σ 值分别 6.4、4.7、6.7、

3.1。根据各检测项目的 σ 值结合 Sigma-SQC 诺曼图设计起始质量控制计划和过程监测计划并兼

顾保证质量、控制成本的目的。对 6σ 值以上的项目 WBC 和 Hb 采用：起始质控计划采用：MR2: 

13S/22S/R4S 多规则,分析样本量为 300，PED=0.94；过程监测计划采用：SR1W2.5S ,分析批长度

300，Pfr=0.01。对 σ 值为 4.7 的 RBC 起始质控计划采用：MR4：13S/22S/R4S/41S 多规则，分析

样本量 =300 ，误差检出率（ PED ） =1.00 ；过程监测质控计划： SR2W3S ，分析批长度

=80,Pfr=0.00。对 σ 值为 3.1 的 PLT，起始质控计划采用：MR4：13S/22S/R4S/41S 多规则,分析样

本量=300，误差检出率（PED）=1.00；过程监测质控计划：SR4W3S，分析批长度=15，

Pfr=0.00。 

结论 本着以起始质控误差检出率最大，过程监测质控的假失控率最低的原则，对本实验室临床血

液学检验常规各项目设计起始质控计划和过程监测质控计划，通过以上的质量控制措施，以达到减

少患者风险，实现实验室质量持续性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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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0 

新疆地区胸痛中心 POCT 法检测肌钙蛋白临床应用现状调查 

 
宋颖博 1,2,邓朝辉 1,鹿新红 1,张新 1,2 

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医院 

2.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了解新疆地区胸痛中心即时检验（Point of Care Testing, POCT）法检测肌钙蛋白的临床应用

状况，为规范胸痛中心 POCT 的应用提供依据。 

方法 根据中国胸痛中心总部网站发布的新疆地区已通过胸痛中心认证医院的名单，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临床检验中心于 2018 年 5 月 20 日~30 日对部分医院胸痛中心 POCT 法检测肌钙蛋白临床应

用现状进行了调查。参与调查的人员包括医院检验科负责人，胸痛中心负责人、医生和护士，

POCT 仪器厂家工程师。调查采用问卷和电话咨询结合的方式进行，内容包括分析前、分析中和分

析后相关环节的质量控制情况。 

结果 截至到 2017 年 12 月 20 日，新疆地区通过胸痛中心认证的医院共 11 家（标准版 10 家，基

层版 1 家），本次调查选择了 9 家医院（均为三级甲等医院）作为调查对象。9 家医院均设有胸痛

中心 POCT 质量管理部门，但 9 家医院检验专业人员均未参与对 POCT 的质量管理。除 2 家医院

只在急诊科配备 POCT 仪器检测肌钙蛋白外，其他医院均在胸痛中心内部多个科室配备了 POCT

仪器，有 2 家医院配备 POCT 仪器多达 5 个科室，并且存在 2 个不同品牌的 POCT 仪器同时使用

的情况。在 9 家医院中，只有 1 家医院的胸痛中心开展 POCT 肌钙蛋白室内控制工作，只有 1 家

医院参加过国家卫计委临床检验中心的室间质量评价计划。5 家医院胸痛中心的肌钙蛋白结果采用

仪器自带的热敏纸打印后直接粘贴在患者的病历。6 家医院胸痛中心的 POCT 仪器以厂家工程师不

定期维护保养为主。 

结论 新疆地区胸痛中心 POCT 法检测肌钙蛋白的质量管理缺乏规范，没能发挥检验学科在胸痛中

心建设中的作用。 

 
 

PO-201 

用模拟患者数据中位数值连续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误差 

 
曾玉萍 1,2,黄亨建 1,2 

1.四川大学 2014 级医学检验技术 

2.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 

 

目的 模拟患者数据并建立以中位数值的改变实时监测分析过程中误差的方法 

方法 用 Microsoft Excel 2003 模拟符合偏态分布的患者数据，选取中位数值达到稳定所对应的 n 个

数据作为中位数质量控制（质控）的一个分析批，每 n 个数据分段并计算其中位数值，计算累积中

位数值的均数（ M）和标准差（s），作为靶值与标准差， M±2s 作为警告线， M±3s 作为控

制线。模拟需要实时监测的患者数据，连续计算数据 A1 至 An 的中位数值 M1，A2 至 An+1 的中

位数值 M2，依次类推，得到中位数值 M1、M2、M3……，绘制在质控图中。分别模拟分析过程第

350~550 个数据出现 3 倍正偏倚和第 100~300 个数据出现 3 倍负偏倚，通过质控图判断分析方法

出现正负偏倚的时间和失控状态持续的时长 

结果 本次模拟数据达到稳定所需的患者数据个数 n=60，依据质控设计方法处理模拟数据，绘制中

位数质控图，模拟 3 倍正偏倚时，中位数质控图中第 335 个数据点（第 394 个模拟数据）开始警

告存在系统误差，第 341 个数据点（第 400 个模拟数据）开始出现失控；模拟 3 倍负偏倚时，中

位数质控图中第 87 个数据点（第 146 个模拟数据）开始警告存在偏倚，第 99 个数据点（第 158

个模拟数据）反映出失控 

结论 模拟患者数据中位数质控能连续实时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误差，可视化地警告实验室人员存在

偏倚，并在较短时间内反映出失控状态，有助于分析过程中的误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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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2 

解脲脲原体 UPA3-0382 基因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与表达分析 

 
赫聪慧,贾天军 

河北北方学院 

 

目的 构建解脲脲原体 UPA3-0382 基因的原核表达载体并表达蛋白，对其进行初步的生物信息学分

析，为该基因的功能研究奠定基础。 

方法 PCR 方法扩增 UPA3-0382 基因，使用限制性内切酶 BamHI 和 NotI 酶切目的片段和载体

pGEX-6P-2，并连接、转化，诱导表达蛋白，采用生物信息学软件分析编码蛋白的结构及功能。 

结果 克隆出 UPA3-0382 基因，全长 624bp，测序结果经 Blast 比对显示同源性为 100%；表达出

GST-UPA3-0382 融合蛋白，分子量约为 50kDa，大小与预期一致；UPA3-0382 基因编码蛋白由

207 个氨基酸组成，分子式为 C1075H1749N305O348S3，分子量为 24.62 kDa。二级结构中含有 α-螺

旋、β-折叠、β-转角及无规则卷曲，比例分别为 48.79%、16.91%、7.25%和 27.05%，预测为假

设蛋白无信号肽及跨膜区域。 

结论 UPA3-0382 基因成功的克隆表达及生物信息学分析为进一步研究解脲脲原体奠定了基础。 

 
 

PO-203 

Species distribution and antifungal susceptibility patterns 
of Candida species isolated from refractory and recurrent 

oral candidiasis: a multicenter study in China 

 
Shuying Yu,Li Zhang,Yingchun Xu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Objective  Oral candidiasis is an opportunistic infected disease caused by candida species. 
Candida species distribution and antifungal susceptibility profiles is essential in giving appropriate 
clinical strategies since the information diversity largely reliant on geographic area. The aim of our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e trend of the species distribution and antifungal susceptibility patterns 
of Candida species isolated from patients with oral candidiasis. 
Methods A total of 560 non-duplicate Candida isolates from refractory and recurrent oral 
candidiasis were included in our study, from 11 different hospitals distributed in 7 provinces 
across China from October 1st, 2013 to April 30th, 2016. Species identification was performed 
using Bruker Boityper MS system. Identification of failed strain by Bruker Boityper MS system 
was further identified by ITS sequencing;antifungal susceptibilities were determined by broth 
dilution methodology according to the CLSI M27-A3 document. 
Results Clinical isolates from oral candidiasis of which female patients were more commonly 
affected than males (75.89 versus 24.11%, respectively). Oral yeast infections increased with age, 
from 8.93% (aged 20-39 years) to 54.11% (aged≥60 years).  C. albicans was the most frequently 
isolated species, accounting to 89.29% of the total yeast isolates. Most drugs have high activities 
against C.albicans, resistance /non-WT isolates were less than 5% of isolates. MCZ was the most 
active antifungal drug to C.albicans of azoles. Except for KCZ and FLZ, all the isolates of 
C.glabrata species complex were susceptible to the other antifungal drugs. 6.25% (1 out of 16) 
C.tropicalis isolates resistant to FLZ, VOR and MCZ, with MIC of 128, 8 and 16μg/ml,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In this study, we showed a nationwide, multicenter and large-scale epidemiology 
investigation of refractory and recurrent oral candidiasis in China. Our findings showed that 
C.albicans was the predominant species; Miconazole and voriconazole have excellent in vitro 
activities against almost Candida isol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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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4 

MALDI-TOF MS 检测耐碳青霉烯类药肺炎克雷伯菌膜孔蛋白 

 
涂海健,黄亚雨,许光辉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采用 MALDI-TOF MS 技术对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菌的膜孔蛋白进行检测分析，以了解

MALDI-TOF MS 检测菌膜孔蛋白的能力及膜孔蛋白在肺炎克雷伯菌耐碳青霉烯类药物中的作用。 

方法 收集 2015 至 2017 年间莆田学院附属医院临床分离的耐碳青酶烯类药的肺炎克雷伯菌 7 株，

进行改良 Hodge、EDTA 试验和多位点序列（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MLST）分型；用 PCR 

技术检测相关的耐药基因 KPC-2、SHV、TEM 和膜孔蛋白 OmpK35、OmpK36 基因，并对膜孔蛋

白基因进行序列分析；采用超速离心提取膜孔蛋白，分别进行 SDS-PAGE 和 MALDI-TOF MS 检

测分析。 

结果 7 株耐碳青酶烯类药肺炎克雷伯菌 MLST 分型结果 2 株 ST15 型，其他为 ST11 型，改良

Hodge 实验阳性菌株 6 株，EDTA 试验阳性菌株 1 株；PCR 技术检测出耐药基因 KPC-2、SHV、

TEM、NDM-1 和膜孔蛋白 OmpK35、OmpK36 基因，膜孔蛋白基因进行序列分析发现存在突变和

缺失。SDS-PAGE 检测出 OmpK36 及 OmpA；MALDI-TOF MS 可检测出 OmpA (m/z 36.0 kDa), 

ompK35 (m/z 37.2 kDa)和 OmpK36 (38.7 kDa)三种膜孔蛋白。 

结论 MALDI-TOF MS 在膜孔蛋白缺失的检测方面更有优势；膜孔蛋白结构改变或缺失，合并产超

β-内酰胺酶，导致对碳青霉烯类药耐药。 

 
 

PO-205 

基于适配体和 G 四链体的免标记荧光传感器 

检测大肠埃希菌研究 

 
肖玉玲 1,张裕斌 2,王丽 1,张鹏 3,耿佳 1,3,康梅 1,应斌武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3.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 

 

目的 大肠埃希菌是临床最常见的病原菌，常引起各种感染，传统检测方法时效性不高且检测程序

复杂，本研究拟建立一种快速、准确、高灵敏、低成本的临床检测新方法。 

方法 本研究设计了一种偶联了大肠埃希菌特异性适配体和诱导 DNA 的新型识别探针，并通过两步

级联放大链置换等温扩增反应和基于 G 四链体的荧光增强，将适配体与大肠埃希菌的特异性识别

结合信号传导放大为可检测的荧光信号。 

结果 本研究所设计的基于适配体的大肠埃希菌新型识别探针和荧光传感器，能够直接快速检测大

肠埃希菌。在大肠埃希菌存在时，适配体特异性地结合大肠埃希菌，释放出诱导 DNA，继而诱发

两步链置换等温扩增反应，反应循环往复进行，生成大量 G 四链体。荧光染料 NMM 能够结合 G

四链体，产生显著增强的荧光信号，从而实现对活大肠埃希菌的高灵敏、特异性检测。检测反应时

间为 90min，检测灵敏度为 60 CFU/ml，检测范围为 102-107 CFU/mL。特异性实验结果表明，本

方法可特异性地直接检测活大肠埃希菌，而不受非大肠埃希菌和热变性致死大肠埃希菌的干扰。 

结论 本研究基于特异性适配体，建立了一种新型免标记、免修饰、免 DNA 提取的荧光传感器，创

新性地使用了两步链置换等温扩增反应，实现了诱导 DNA 的循环利用，应用于大肠埃希菌检测，

且能够区分死活大肠埃希菌。该生物传感策略用于检测大肠埃希菌未见报道，为病原菌简单、快

速、灵敏、准确、即时检测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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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6 

血液 FCGR1A 基因检测用于诊断微生物感染的研究 

 
陈建魁,许晓跃,尹秀云,金欣,王淼,徐建民,袁顺宗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 0 七医院 

 

目的 探讨呼吸道感染患者的血液中免疫球蛋白 G Fc 段受体Ⅰ（High affinity immunoglobulin 

gamma Fc receptor I, FCGR1A）的基因表达水平对细菌、病毒感染的鉴别诊断价值和判别细菌感

染类型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7.05-2018.01 我院呼吸道感染患者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其细菌培养和呼吸道病

毒基因检测结果分为细菌感染组和病毒感染组，细菌感染组进一步分为革兰氏阴性细菌（Gram-

negative，G-）感染组和革兰氏阳性细菌（Gram-positive，G+）感染组。同时选取健康体检者 30

例作为正常对照组。对各组 FCGR1A 基因表达水平进行检测并对检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FCGR1A 基因表达水平在正常对照组为 2.27±0.77，在病毒感染组为 5.41±4.71，在细菌感染

组为 8.07±5.23，三组之间两两比较均存在显著差异（P<0.01）。G-细菌感染组和 G+细菌感染组

分别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前二组 FCGR1A 基因检测水平均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均非常显著

（P<0.01），G-细菌感染组和 G+细菌感染组 FCGR1A 基因表达水平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FCGR1A 基因检测可用于诊断鉴别细菌感染与病毒感染，但不能对呼吸道 G-细菌感染和 G+

细菌感染进行鉴别。 

 
 

PO-207 

Genetic environment of the oxazolidinone/phenicol 
resistance gene optrA in linezolid-non-susceptible 

enterococci from a multicenter study in China 

 
陈宏斌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耐利奈唑胺肠球菌在临床实践中构成巨大挑战，本研究为了研究耐利奈唑胺肠球菌耐药的机

制。 

方法 2009 年至 2013 年期间从中国的 8 家医院收集了 15 株利奈唑胺耐药菌株和 1 株利奈唑胺中耐

药菌株，包括 13 种粪肠球菌和 3 种屎肠球菌。 16 名肠球菌的利奈唑胺 MIC 分别为 4 mg / L 至 16 

mg / L。其中大多数属于多重耐药（MDR）细菌。他们都没有携带多重耐药基因 cfr。 

结果 目标 23S rRNA 基因只有一个菌株具有 G2658T 突变。 13 个（13 / 16,81.3％）菌株携带新

型恶唑烷酮抗性基因 optrA。全基因组测序（WGS）分析表明 optrA 基因侧翼为 13 个菌株中的序

列 IS1216E 插入，并且 optrA 与两个菌株中的转座子 Tn558 和一个菌株中的 Tn554 相邻，表明

optrA 基因可以在不同物种之间转移并在肠球菌中分离。有趣的是，optrA 被鉴定为与 fexA 共定

位，13 个菌株中的抗性基因介导氟苯尼考抵抗，9 个菌株中的抗性基因 ermA1 介导红霉素抗性，

表明利奈唑胺非敏感菌株可能由于非恶唑烷酮类抗生素（即大环内酯类和氟苯尼考）的用法。 

结论 总之，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移动遗传元件（MGE）IS1216E 可能在 optrA 传播到人类肠球

菌分离株中发挥重要作用。可转移特征和 optrA 共同选择的遗传学证据应在临床实践中给予更多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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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8 

应用 MALDI-TOF-MS 

对鲍氏志贺菌蛋白指纹图谱数据库自建的研究 

 
钱扬会,李艳君,丁毅伟,丁培培,张泽,王娇贤,郝秀红,赵强元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目的 研究运用 MALDI-TOF-MS 技术建立鲍氏志贺菌蛋白指纹图谱并将其添加至数据库，实现对临

床鲍氏志贺菌的快速鉴定，便于临床医生对疾病进行快速而有效的控制。 

方法 用甲酸萃取法进行鲍氏志贺菌蛋白指纹图谱的添加，建库后研究不同的标本前处理方法对鉴

定结果的影响，并用新分离的鲍氏志贺菌和大肠埃希菌对图谱进行验证。 

结果 采用自建后图谱库，对鲍氏志贺菌和大肠埃希菌进行验证,并对同一样本不同的前处理方法进

行比较。鲍氏志贺菌提取法鉴定率为 95%，直接涂抹法为鉴定率为 79%，而大肠埃希菌鉴定率为

97%。 

结论 MALDI-TOF-MS 通过数据库的扩充和流程的优化可以鉴定鲍氏志贺菌到血清学水平，它将会

成为临床微生物实验室的诊断和鉴别工具。 

 
 

PO-209 

HBV pregenome RNA virus is associated with persistence 
of HBV infection and viral rebound 

 
Xiangbo Hu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tic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Considering the economic burden and emergence of drug-resistant strains, a 
predictive factor is needed for monitoring the safe discontinuation of mediation. Among HBV 
serum markers, HBV RNA has recently been suggest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efficacy and 
prognosis of chronic hepatitis B (CHB) treatment. However, the characteristic of such HBV RNA 
and its potential clinical significance is still elusive. 
Methods  The dynamic change of serum HBV RNA in CHB patients treated with nucleot(s)ide 
analogues (NAs) was measured using quantitative real-time RT-PCR. Northern blot, sucrose 
gradient centrifugation, multiple identification PCR and electron microscopic observation were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origin of serum HBV RNA using cell and transgenic mice HBV 
replication models. 
Results Through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we firstly confirmed that serum HBV RNA was 
pregenome RNA (pgRNA) present in HBV viral particles. Such HBV pgRNA virus could b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hen the reverse-transcription of encapsidated pgRNA was inhibited by 
NA treatment and P protein Y63F mutation. Clinically, we found that the ratio of viral pgRNA to 
DNA (RNA/DNA)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NA therapy, and higher RNA/DNA ratio at the 
time point of NA therapy discontinua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risk of HBV DNA rebound. 
Conclusions This study suggests the presence of HBV pgRNA viral particle which is produced 
by the encapsidated and non- or partially reverse-tanscribed pgRNA, and may provide 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for the eradication difficulty of HBV infection. Clinically, serum HBV 
RNA/DNA ratio is a potential predictor for monitoring the safe discontinuation of NA therapy.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11 

 

PO-210 

外膜孔蛋白在产 NDM-1 肺炎克雷伯菌碳青霉烯耐药中的研究 

 
吕少刚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检测从临床分离的耐碳青霉烯类并产 blaNDM-1 的肺炎克雷伯菌 ompK35 和 ompK36 基因

mRNA 和蛋白的表达，以了解该基因的表达与产 blaNDM-1 的肺炎克雷伯菌碳青霉烯类耐药之间的

关系。 

方法 收集 2017 年 8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生儿科分离到的 7 株碳青霉

烯类耐药并产 NDM-1 的肺炎克雷伯菌株，以及其他科室患者标本中分离到的 6 株碳青霉烯敏感菌

株作为对照。分别提取其 RNA 做逆转录 PCR，检测 ompK35 和 ompK36 的 mRNA 表达情况，并

做 SDS-PAGE 检测各菌株 ompK35 和 ompK36 外膜孔蛋白的蛋白表达量。 

结果 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的 ompK35 mRNA 扩增产物电泳条带与 16SrRNA 扩增产物电泳

条带的灰度比值为 1.97±0.54，敏感菌株为 2.87±0.27，Fisher 确切概率法 p = 0.003（<0.005）。

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 ompK36 mRNA 扩增产物电泳条带与 16SrRNA 扩增产物电泳条带的灰

度比值为 2.0±0.62，敏感菌株为 1.57±0.18，Fisher 确切概率法 p = 0.12（>0.05），无统计学意

义。SDS-PAGE 结果显示耐药菌株外膜孔蛋白 OmpK35 含量明显比敏感菌株少，而 OmpK36 则

无明显差别。另外，分子量位于 17~26kDa 之间发现了一个小分子量的蛋白质条带，其耐药菌株表

达量明显较敏感菌株高。 

结论 ompK35 基因表达下调合并 NDM-1 是引起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敏感性降低的重要原因。

同时小分子量外膜孔蛋白对产 NDM-1 肺炎克雷伯菌碳青霉烯耐药也有一定的作用。 

 
 

PO-211 

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整合子Ⅰ和 ISCR1 结构及基因分型研究 

 
孙静静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从临床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的整合子Ⅰ和 ISCR1 的分布及结构情况,并对其进行基因分型. 

方法 分离自临床的 57 株鲍曼不动杆菌,PCR 检测整合酶Ⅰ、整合子Ⅰ、ISCR1 以及 ISCR1 可变

区 ,PCR 产物进行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 (RFLP)分型并进行测序分析可变区携带的耐药基因

盒,ERIC-PCR 进行基因分型. 

结果  49 株整合酶Ⅰ阳性,其中 47 株整合子Ⅰ扩增阳性,RFLP 分为 2 型,测序结果为 aacA4-catB8-

aadA1 和 drf17-aadA5.3 株 ISCR1 以及 ISCR1 可变区扩增均阳性,可变区经 RFLP 分为 1 型,测序

结果为 orf513-qnrA1 -amp R-qackdeltal,ISCR1 阳性菌整合子Ⅰ均阳性,经 ERIC-PCR 检测将 57 株

鲍曼不动杆菌分为 27 个基因型 

结论 Ⅰ类整合子广泛存在于鲍曼不动杆菌中,ISCRI 携带率较低,氨基糖苷类、甲氧苄啶类和 β-内酰

胺类耐药基因盒较常见,ERIC-PCR 可用于临床鲍曼不动杆菌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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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2 

重症甲型流感病毒肺炎简单生物标志物的新型临床应用 

 
李雪,张韶娅,吴丽媛,王玫,黄艳飞,鲁辛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目的  甲型流感病毒是引起社区获得性肺炎（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 CAP）最主要的病

原体之一，而重症甲型流感病毒患者临床结局差异较大。生物标志物可以预示临床转归，可应用其

对患者病情变化进行动态分析，从而及时干预。但现有研究多数仅对患者入院时进行生物标志物分

析，动态联合监测较局限；而对细胞因子的监测需要额外设备，不适用基层单位。本研究针对重症

甲型 CAP 患者，联合应用简单生物标志物进行疾病动态监测，提出适宜推广的常规临床应用指

标。 

方法  纳入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诊断为甲型流感病毒肺炎的 92 例患者。根据 IDSA/ATS

标准，分为非重症组 69 例及重症组 23 例（存活 19 例，死亡 4 例）。纳入常规临床指标，包括

WBC 计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N%）、淋巴细胞百分比（L%）、PLT、Hct、CRP、PCT、

ESR、Na、BUN、Cr、Glu、ALT、AST 等，自入院时进行动态监测。应用 student’s t 检验或

Mann-Whitney U test 进行组间比较，分析重症组及非重症组生物标志物差异；分析重症组中死亡

患者与存活患者生物标志物差异及出现差异时间。 

结果  1）入院 24h 内，WBC 计数、N%、CRP 及 AST 的值，重症组高于非重症组，L%及血 Na

值低于非重症组；重症患者入院第四天起，WBC 计数、N%、CRP 值死亡组明显高于存活组，而

L%及 PLT 值死亡组持续低于存活组。2）其中 N%、L%、PLT 及 CRP 四种指标联合应用，预测

早期重症（入院时）及死亡，ROC 曲线下面积最大，分别为 0.92 及 0.95。四种指标预测早期重症

的临界值分别为>78.7%，<12.6%，<115 ×109/L，>82.5mg/L，入院第 4 天预测死亡的临界值为

>83.5%，<10.9%，<115 ×109/L，>98mg/L。 

结论  应用 N%、L%、CRP 及 PLT 几种简单生物标志物，可作为重症甲型流感病毒肺炎早期预测

指标及死亡预测指标，四种指标联合应用预测能力最强。 

 
 

PO-213 

Temporal association between carbapenem usage and 
resistance in  Gram-negative bacteria at a tertiary hospital 

in Nanjing, China 

 
Yuxin Chen,Chang Haiyan,Wu Chao 

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 

 
Objective The irrational clinical usage of antibiotics including carbapenem and the prevalence of 
Gram-negative bacteria resistance have raised a global pressing concern.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emporal association between carbapenem usage and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in Gram-negative bacteria. 
Methods Quarterly consumptions of carbapenem (daily defined doses (DDDs)/1,000 inpatient-
days) and percentages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for four major Gram-negative bacteria (E.coli, A. 
baumannii, K.pneumoniae and P.aeruginosa) from inpatient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hospital 
electronic prescription system at a tertiary hospital in Nanjing, China from 2012 to 2017. The 
trends of carbapenem consumption and antibiotic resistance rates were assessed by regression 
analysis, respectively. Cross-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temporal association 
on a quarterly basis between carbapenem consumption and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Results We identified a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carbapenem consumption and ceftazidime 
resistance in E.coli (r=0.621, p=0.008) with two quarter lags. Further, in A. baumannii, we 
identified strong correlations between carbapenem consumption and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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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st piperacillin/tazobactam (r=0.505, p=0.029) 、 ceftazidime (r=0.507, p=0.027) 、

ciprofloxacin (r=0.487, p=0.035) 、 imipenem (r=0.512, p=0.025) without any quarter lag,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Our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increasing usage of carbapenem may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antibiotic resistance, especially in A.baumannii. We strongly suggest that 
carbapenem shall be prescribed with caution to combat the prevalence of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in A.baumannii. 
 
 

PO-214 

IMP-38 基因原核表达质粒构建、蛋白表达及其水解活性研究 

 
赵娟,刘宁,王思怡,钟一鸣,杨芳,刘文恩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构建碳青霉烯酶新基因 IMP-38 原核表达质粒以获得可溶性重组蛋白，并检测其对主要碳青霉

烯类抗菌药物的水解活性。 

方法  以产 IMP-38 的肺炎克雷伯菌 DNA 为模板扩增 IMP-38 基因，构建原核表达质粒 pCold TF-

IMP-38 并转化 BL21（DE3）受体菌，检测其表达蛋白可溶性。纯化重组蛋白并通过 SDS-PAGE

和 Western Blotting 方法检测蛋白表达情况，蛋白水解实验检测 IMP-38 重组蛋白对碳青霉烯类抗

菌药物美罗培南、亚胺培南和厄他培南的水解活性以及 EDTA 对这些药物的相对抑酶保护率。 

结果  成功构建原核表达质粒 pCold TF-IMP-38 并验证正确。pCold TF-IMP-38 重组质粒表达的蛋

白为可溶性蛋白。蛋白水解实验表明 IMP-38 重组蛋白对美罗培南、亚胺培南和厄他培南的水解活

性分别为 73.98%、65.04%和 82.13%。EDTA 对这三种药物的相对抑酶保护率分别为 87.41%、

85.17%和 87.24%。 

结论  成功构建原核表达质粒 pCold TF-IMP-38 并获得可溶性重组蛋白，新型碳青霉烯酶 IMP-38

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美罗培南、亚胺培南和厄他培南均有较强的水解活性，且 EDTA 可较大程度

上抑制其水解作用。 

 
 

PO-215 

Analysis of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ajor Clonal Lineages by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MALDI-TOF MS) 

 
Tingting Zhang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Yibin 

 
Objective The method of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has some shortcomings such as 
complex operation procedures, timely, and costly. However,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MALDI-TOF MS) coupled with ClinProTools is a 
powerful tool to discover biomarker peaks and to generate a classification model based on highly 
sophisticated mathematical algorithms to discriminate clonal lineages. We investigated the 
potential of this technology to type 154 MRSA-ST239, 72 MRSA-ST5, 30 MRSA-ST59, 14 
MRSA-ST45, and 20 MRSA-OST (other clonal lineages). 
Methods Four strategies for typing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ST239,ST5,ST59 and 

ST45 Clonal Groups by use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Coupled with ClinProTools.The first,Model 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has been used.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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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Classification with Biotyper has been used.The third,MSP dendrogram has been used.The 

last,Single-peak analysis has been used. 
Result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Model 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have good potency to 
discriminate ST45 with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all 100% and correctly identify ST239 with 
the sensitivity 95.80% and specificity 94.62%. With classification by Biotyper,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more than 90% in 3 types excepting for ST5 with the sensitivity 81.94%. With 
FlexAnalysis, the peak at 4808 and 9614 m/z can correctly discriminate ST45 with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all 100%; the peak at 6554 m/z also can discriminate ST239 with the sensitivity 
91.9% and specificity 85.4%.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MALDI-TOF/MS is a powerful and reliable tool for typing MRSA.With 
ClinProTools,Biotyper,or FlexAnalysis,the MRSA-ST45 and MRSA-ST239 can be correctly 
detected with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MLST is necessary to provide accurate and objective 
data in clonal epidemiology. However, the rapid,inexpensive, and easy MALDI-TOF MS protocol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n alternative method to continue monitoring the epidemiology of MRSA 
to control the global spread. 
 
 

PO-216 

气道微生态与 COPD 既往加重风险密切相关 

 
刘海月 1,梁振宇 2,谭细兰 1,张仕玉 1,3,杨婉颖 1,3,何彦 1,叶艳梅 4,苏瑾 4,周宏伟 1 

1.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检验医学部 

2.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3.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专业 

4.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呼吸科 

 

目的 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是一种常见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同时也是一种进行性疾病，急

性加重对患者具有深远而持久的不良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COPD 的进展与气道微生物组之

间关联密切。但是未有研究探索 COPD 患者气道微生物组与其既往发作风险的关联。 

方法 为了探索 COPD 稳定期患者气道微生物组与既往急性加重风险的关系，我们纳入了 160 位受

试者，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研究。根据过去一年的急性加重次数（≥2 或者<2）将 COPD 患者分成两

组。通过扩增细菌 16S 核糖体 RNA（16S rRNA）和真菌内转录 1 区 DNA（ITS1 DNA）来探索他

们的气道微生物群落组成。 

结果 我们同时在 COPD 和健康人气道中检测到 10 种常见菌属（平均值> 1％），包括普雷沃菌

属，链球菌属，奈瑟菌属，嗜血杆菌属，卟啉单胞菌属，罗氏菌属，韦荣球菌属，梭杆菌属，纤毛

菌属和酵母属。与健康个体相比，COPD 稳定期患者的气道微生物组具有显著升高的真菌 α 多样性

和较低的细菌 α 多样性。两个人群的气道群落结构组成显著不同，随机森林模型区分健康人和

COPD 的 AUC 分别为：细菌 0.95，真菌 0.97。COPD 患者气道细菌和真菌群落结构改变与既往急

性加重风险有关。随机森林模型将不同的既往加重组进行区分的 AUC 分别为：细菌 0.79，真菌

0.75。COPD 气道中的 7 个微生物共现性亚群（CAGs）被认为是 COPD 既往加重风险的潜在生物

标志物，因为它们与多种细胞因子和既往加重风险密切相关。其中 B.cluster2（普雷沃菌属和放线

菌属）和 B.cluster3（嗜血杆菌属和未分类的 Chitinophagaceae）由高风险组富集的 OTUs 组成，

被认为是促进 COPD 进程的关键菌集。 

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气道微生物组与 COPD 的既往急性加重密切相关，这为我们进一步评

估 COPD 未来急性加重风险提供了新的有效的策略。此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确定气道微生物组

对 COPD 风险的潜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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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7 

基于人群数据的经济发展、代谢综合征、肠道菌群的关联分析 

 
何彦 1,吴为 2,3,郑慧敏 1,2,李攀 1,2,盛华芳 1,陈慕璇 1,纪桂元 3,郑钟黛西 2,Prabhakar Mujagond4,陈晓娇 1,容祖华 1,2,陈

鹏 5,吕丽仪 6,王险 6,吴崇斌 6,余楠 1,许燕君 7,尹恝 8,Jeroen Rae9,10,11,马文军 1,周宏伟 1 

1.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检验医学部 

2.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学系 

3.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 

4.教科文组织地区生物技术中心，NCR 生物技术科学集团，肠道感染和炎症生物学实验室，印度法里达巴德 

5.南方医科大学病理生理教研室 

6.深圳市返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8.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神经内科 

9.鲁汶大学鲁汶大学微生物与免疫学系，比利时鲁汶 

10.VIB，疾病生物学中心，比利时鲁汶 

11.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布鲁塞尔微生物部科学和生物工程科学学院，比利时 

 

目的 肠道菌群与代谢性疾病关系密切，然而大部分研究集中在西方人群，因此我们开展了目前规

模最大的针对东方人群的肠道菌群横断面调查（GGMP，广东省微生物组计划），并分析肠菌与代

谢综合征及经济发展之前的关联性。 

方法 通过随机分层抽样方法，我们在广东省 14 个地区调查了 7009 人的肠道菌群以及宿主因素，

通过血检及体检指标，进行代谢综合征诊断，通过多因素相关分析确定东方人代谢综合征肠菌紊乱

特征，并建立代综指数，进一步通过关联分析探究其和经济发展，生活方式变化的关联性。 

结果 西方人群所报道的代谢性疾病紊乱特征在我们的人群上均得到重复，具体表现为厚壁菌门

（克里斯滕森菌科，柔嫩梭杆菌属，颤螺菌属和罗氏菌属）， Tenericutes（RF39），疣微菌门

（阿克曼氏菌属）与代综负相关，而放线菌门， 梭菌属，厚壁菌门（Blautia，梭菌属和巨球菌

属），和变形菌门与代综正相关。我们建立了代综指数，在不同地区和经济发展人群菌较好区分健

康和代综状况，然而该指数并不随着经济发展而升高。基于观察到经济发展与代综患病率显著正相

关，我们发现静坐时间的延长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生活方式转变，我们进一步发现代综指数和静坐时

间存在叠加效应，表现为代综指数高且静坐时间长的人群，其代综患病率显著高于其他人群。 

结论 东西方人群的代综肠菌紊乱特征大体一致。我们的研究进一步基于人群数据说明肠菌和生活

方式在代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中存在叠加作用。我们的数据也为未来的肠菌与代综关系分析提供了

重要的基础数据。 

 
 

PO-218 

脓毒症患者鼻腔及肠道菌群在临床结局中的预测作用 

 
谭细兰 1,2,3,刘海月 1,蒋昭芳 1,赵欣 1,李攀 1,何彦 1,岑仲然 4,陈仲清 5,钟晓祝 2,龙军 1,周宏伟 1 

1.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检验医学部 

2.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学系 

3.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感染科 

4.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重症医学科 

5.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重症医学科 

 

目的 脓毒症是临床重大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很高，总死亡率 10%到 52%，脓毒症患者鼻腔、

肠道微生态特征和病情结局关系，目前的认识尚不充分，本研究借助二代测序技术研究脓毒症患者

鼻腔、肠道菌群与结局的关系。 

方法 横断面采集某医院 89 个脓毒症和 78 个健康人的鼻拭子，80 个脓毒症的肛拭子和 80 个健康

人的粪便标本；每天动态采集 26 个脓毒症患者标本，共 281 个鼻拭子和 235 个肛拭子。提取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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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扩增，测序，使用 Quantitative Insights into Microbial（QIIME），随机森林模型和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Effect Size (LEfSe)进行分析，主要分析是运用随机森林模型用鼻腔菌群和肠

道菌群数据结合临床信息预测死亡结局。 

结果 脓毒症患者与健康人鼻腔、肠道菌群存在显著差异。脓毒症患者鼻腔、肠道菌群的 alpha 多

样性和 beta 多样性低于健康志愿者（p <0.01）。用 SOFA 评分预测脓毒症患者死亡 AUC:0.73，

APACHII 评分为 AUC:0.66，运用随机森林模型用脓毒症患者鼻腔菌群数据联合临床信息预测死

亡，AUC: 0.79，脓毒症患者肠道菌群联合相同的临床信息预测死亡 AUC:0.69。脓毒症患者住 ICU

期间的鼻腔菌群 Bray cruitis distance 变化情况低于肠道菌群，两组 K-W 检验 p<0.01，鼻腔菌群的

稳定性高于肠道菌群。基于鼻腔菌群的稳定性，我们用不同时间段标本对患者结局进行预测，其一

致性达到 72.5%。 

结论 脓毒症患者鼻腔、肠道微生态较健康人发生重大改变，有其独特特征，鼻腔菌群稳定性高于

肠道菌群，脓毒症鼻腔菌群未来可望应用预测脓毒症结局。 

 
 

PO-219 

河西走廊地区幽门螺杆菌 iceA、babA2 基因分型 

与疾病相关性探讨 

 
王猛 

1.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2.兰州大学病原生物研究所 

 

目的 探讨河西走廊胃癌高发区患者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 iceA 和 babA 基因型的分

布，并分析各基因型的分布以及与消化道疾病相关因素的关系，为当地 Hp 防治提供一定的参考数

据。 

方法 收集病例、从胃黏膜中分离并培养 Hp 菌株，设计引物进行 PCR 扩增及基因型判定，通过病

例资料整理，分析 Hp 菌株中 iceA 和 babA2 基因不同基因型与患者临床病理类型、性别和年龄的

关系。 

结果 分离 Hp 菌株并成功扩增 73 份目的基因，其中 Hp iceA1 和 2 型的构成比分别为 76.71%

（56/73）和 23.29%（17/73），babA2 基因型占比 38.36%（28/73）。Hp iceA1 型在浅表性胃

炎、萎缩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组的患者中的感染率均显著高于 iceA 2（P<0.05），胃癌组患者相

反，Hp iceA1 型在 25~40 岁、41~60 岁年龄组的患者中的感染率均显著高于 iceA 2（P<0.05），

不同性别患者间 iceA 基因型 Hp 感染率并无显著差异性（P>0.05）；消化性溃疡、胃癌患者中

babA2 型感染率显著高于其他病理组（P<0.05）,不同性别患者间 babA2 基因型 Hp 感染率并无显

著差异性（P>0.05）, 不同年龄组患者间 babA2 基因型 Hp 感染率并无显著差异性（P>0.05）。 

结论 河西走廊地区流行的 Hp 菌株 iceA 基因均为阳性并且以 1 型为主，其分布与患者的疾病类

型、年龄有关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与性别无关； babA2 基因型感染多发生在在消化性溃疡、胃

癌患者。本研究为当地 Hp 的研究提供相应的数据，填补空白，为防治工作提供有效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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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0 

肝脓肿相关肺炎克雷伯菌生物膜形成能力及毒力基因相关分析 

 
胡仁静 1,胡仁静 1 

1.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 

2.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 

 

目的 评价肝脓肿相关肺炎克雷伯菌生物膜形成能力，分析生物膜与高毒力荚膜血清型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分离肺炎克雷伯菌 62 株，其中肝脓肿

引流液组 31 株，对照组 31 株菌分离自痰液、尿液。所有菌株进行黏液丝试验；采用结晶紫染色法

检测肺炎克雷伯菌 24h-144h 体外生物膜形成能力；PCR 检测肺炎克雷伯菌常见的高毒力的荚膜血

清型（K1、K2、K5、K16、K20、K54、K57）以及相关毒力基因。 

结果 肝脓肿引流液组肺炎克雷伯菌均为高毒力荚膜血清型，分别为 K1 型 32.3%（10/31 ）、K2 

型 12.9%（ 4/31）、K5 型 9.7%（3/31）、K20 型 9.7%（3/31）、K57 型 35.4%（ 11/31），药

敏结果除氨苄西林以外敏感性均高于 95%；对照组检出 5 株高毒力荚膜血清型，分别为 K1 型

6.5%（2/31 ）、K2 型 3.3%（ 1/31）、K57 型 6.5%（ 2/31）。K1、K57 型生物膜 A590 在 96h

达到高峰，与 24h、48h、72h、120h 的 A590 有显著差异；K2、K5、K20 生物膜 A590 在 72 小

时达到高峰，与 24h、120h 的 A590 有显著差异；对照组 A590 低于肝脓肿引流液组，A590 有显

著差异。肝脓肿引流液组及对照组菌毛毒力基因 fimH、mrkD 检出率均为 100%；荚膜相关基因

rmpA 两组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肝脓肿组肺炎克雷伯菌为高毒力菌株，K1、K57 型生物膜产生能力强，持续时间久；与荚膜

产生有一定关系 

 
 

PO-221 

结直肠癌患者癌组织定植菌群结构与组分变化分析 

 
孙祖俊,李冬 

上海市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研究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 CRC）患者癌组织定植菌群结构和组分变化 

方法 收集 40 份位置匹配的组织样本，其中包括正常肠黏膜组织样本（n=12），肠癌组织样本

（n=28）；采用 Illumina Miseq 测序技术进行细菌 16S rRNA 基因 V3–V4 区测序，分析并比较正

常肠黏膜组织和癌组织定植菌群结构与组分差异 

结果 我们发现正常肠黏膜组织与癌组织定植菌群的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在门水平，厚壁菌门

（Firmicutes）和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在癌组织中的丰度显著偏低（P<0.01），而变形菌门

（ Proteobacteria ）在癌组织中的丰度则显著偏高（ P<0.01 ）；在属水平，拟杆菌属

（ Bacteroides ）、布劳特氏菌属（ Blautia ）、普雷沃菌属（ Prevotella ）和普拉梭菌

（Faecalibacterium）等在癌组织中的丰度明显低于正常肠粘膜组织（P<0.05）；仅在正常肠粘膜

组织定植且丰度排前三位是布赫纳什菌属（Buchnera）、普氏菌属（Prevotella）和普雷沃菌科

（Prevotellaceae），仅在癌组织定植且丰度排前三位是卡氏菌属（Catonella）、库特氏菌属

（Kurthia）和单胞菌属（Brachymonas） 

结论 结直肠癌患者癌组织定植菌群与正常肠黏膜组织相比整体结构具有显著的差异且组分发生了

明显改变，有的减少或消失，有的增加或新出现。肠黏膜组织定植菌群结构的改变及组分的增减可

能在 CRC 的发生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通过鉴定肠黏膜组织定植菌群结构及成分变化可能

成为一种准确、低成本的 CRC 早期诊断指标，为 CRC 的预防和治疗指明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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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2 

利用 RNA 恒温扩增技术检测儿童肺泡灌洗液中 

肺炎支原体及其临床应用 

 
林书祥,马百成,王维,王朝,郭伟,徐勇胜 

天津市儿童医院 

 

目的 肺炎支原体（mycoplasma pneumonia, MP）是人类原发性非典型肺炎的主要病原体，更是儿

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的首要病原，资料显示 MP 肺炎占儿童肺炎住院患者的 10%~40%，且 MP 肺炎

发病率有上升的趋势。因此，及时准确的诊疗肺炎支原体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通过采用

RNA 恒温扩增（SAT）技术，对肺炎患儿的肺泡灌洗液标本进行检测，并结合体外培养实验，评

估该技术检测活菌的能力，为利用 SAT 技术评估在肺炎支原体（MP）肺炎诊疗中的应用价值和临

床治疗效果提供理论支持。 

方法 收集天津市儿童医院 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2 月临床确诊为社区获得性肺炎的 572 例患儿

的肺泡灌洗液，利用 MP 核酸定量和 SAT 技术检测 MP 感染情况，并对 161 份肺泡灌洗液进行分

离培养，培养阳性菌液中持续加入高浓度抗生素，同时进行 MP 核酸定量和 SAT 技术检测。 

结果  MP 核酸定量和 SAT 技术的 MP 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74.7%（427/572）和 71.9%

（411/572），两种检测方法具有很高的一致性,（χ2=1.142，P=0.285）。根据 SAT 技术的检测结

果，572 例肺炎患儿中男性患儿阳性率为 72.7%（224/308），女性患儿阳性率为 70.8%

（187/264），不同性别患儿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252，P=0.616）。不同年龄患儿 MP

检出阳性率不同，婴幼儿（≤3 岁）阳性率为 56.6%（94/166），学龄前期和学龄期儿童（4~14

岁）阳性率为 78.1%（317/406），学龄前期和学龄期儿童的阳性率明显高于婴幼儿，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2=26.811，P=0.000）。通过 SAT 技术检测活菌的能力的实验发现，MP 阳性培养液中

连续 5 d 加入 5 MIC 阿奇霉素后，MP 核酸定量检测阳性，SAT 技术检测则为阴性。 

结论 SAT 技术具有高灵敏度和高特异性，并且可以鉴别“死菌”“活菌”，可以快速准确检测 MP 感染

情况，并能有效评估临床治疗效果。 

 
 

PO-223 

Whole-genome sequencing identification of a multidrug-
resistant Salmonella enterica serovar Typhimurium strain 

carrying blaNDM-5 from Guangdong, China 

 
Xiaoyan Li 

1.Nanfang Hospital 
2.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ntibiotic resistant mechanism of carbapenem 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CRE) isolated from clinical environment and elaborate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blaNDM-5 dissemination by analyzing molecular genetic level of strains, plasmids 
and gene transfer elements systematically, thus providing theoretical basis for clinical antibiotic 
therapy. 
Methods For 12 NDM-5-positive strains, the cloning correlation of these strains was detected by 
MLST method. The transferability of plasmids carrying blaNDM-5 was confirmed by conjugation 
tests. The identification of plasmid incompatibility groups was performed by PCR to tetect the 
type of plasmids replicon.Whole-genome sequencing of NDM-5-producing S81741 was 
performed by using a single-molecule real-time (SMRT) technique based on a PacBio RS II 
platform (Pacific Biosciences, California, USA). Assembled sequence was analyzed by 

bioinformaitic tools, such as ResFinder、PlasmidFinder, ISFinder, MLST Cgview 和 NCBI B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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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nalysis the genetic environment of blaNDM-5, PCR was used to amplify the blaNDM-5 flanking 
sequence of other 11 NDM-5-positive strains. 
Results 12 plasmids carrying NDM-5 could be conjugected to the recipient E.coil C600 
successfully. After identification of plasmid incompatibility groups of NDM-5-positive plasmids, 10 
of them are IncX3 plasmid, the other 2 strains: 1 K. pneumoniae and 1 S.typhi are IncFII plasmid. 
According to the plasmid MLST, these 2 IncFII plasmid are not clonally related, which are K9:A-
:B- and S2:A-:B-. 
Whole-genome sequencing revealed that a 84,565-bp NDM-5-positive IncFII plasmid pST41-
NDM is carried by S81741, which possesses a similar structure identity to the IncFII-type plasmid 
backbone by comparing with two blaNDM-5-positive plasmids and one blaCTX-M-27-positive plasmid. 
But, lots of transpose elements IS26 were concentrated in variable region, and several antibiotic 
resistant genes were integrated into this area. Interestingly, analysis of the variable region on 
pST41-NDM revealed that the blaNDM-5 gene was likely transferred by two flanking IS26 elements, 
which shared the same flanking sequence (IS3000-△ISAba125-IS5-blaNDM-5-ble-trpF-dsbC-IS26) 
with the blaNDM-5 gene-bearing IncX3 plasmids reported previously, and the rest 11 strains of CRE 
mentioned above also have the identical structure. 
Conclusions Dissemination of the blaNDM-5 in Enterobacteriaceae collected in this hospital may 
caused by IncX3 plasmid diffusion or IS26-mediatied 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HGT) between 
different plasmid types. The blaNDM-5-positive Salmonella was first reported in guangdong. The 
plasmid carrying blaNDM-5 in S81741 was found to be IncFII-type, which could be a potential factor 
in the transmission of blaNDM-5 in Enterobacteriaceae. 
 
 

PO-224 

Experience of application of FilmArray and multiplex qPCR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tics of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Dong Zhang1,Qiwen Yang1,Timothy Kudinha 2,Huadong Zhu1,Zhenghong Li1,Ge Zhang1,Yang Yang1,Dongxue 

Li1,Simeng Duan1,Jingjia Zhang1,Yingchun Xu1 
1.PUMCH 

2. Charles Sturt University 

 
Objective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is caused by a plethora of bacterial, viral, fungal, and 
other pathogens. Although various nucleic acid tests are now available to detect the pathogens, 
their performance remains unclear. 
Methods We describe here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performance of FilmArray and multiplex 
RT-qPCR platforms for the detection of respiratory viruses in 59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cases from 2016–2017, i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Results Among 1121 results obtained from the two methods, there were 44 discordant results. 
For confirmed positive samples, the two assays showed good overall agreement (FilmArray; 
sensitivity 31/34 [91.18%] versus multiplex RT-qPCR; 33/34 [97.06%], P = 0.31). However, 
FilmArray exhibited higher specificity (554/556; 99.64%) than the other method (520/556; 93.53%) 
(P < 0.05). The detection rates of pathogens was as follows; influenza virus A: 11 (18.33%);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2 (3.33%); human metapneumovirus 1 (1.67%); Coronavirus OC43: 1 
(1.67%); Coronavirus 229E: 3 (5%); Coronavirus HKU1: 1 (1.67%); Parainfluenza virus: 2 
(3.33%); Rhinovirus/Enterovirus: 6 (10%); Mycoplasma pneumoniae: 7 (11.67%); Bordetella 
pertussis: 1 (1.67%); Bocavirus: 2 (3.33%);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1 (1.67%); Klebsiella 
pneumoniae: 2 (3.33%); A. baumanii: 9 (15%); Enterobacter cloacae: 1 (1.67%); Methicillin 
sensitive Staphylococcus aureus: 3 (5%); Haemophilus influenzae: 2 (3.33%); Pseudomonas 
aeruginosa: 3 (5%); Rothia mucilaginosa: 1 (1.67%); Escherichia coli: 1 (1.67%).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underline the wide spectrum of potential pathogens in 
patients with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and the two nucleic acid tests methods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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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ly increase our ability to diagnose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The pathogens 
(influenzaA virus, Mycoplasma pneumoniae and A. baumanii) were the most commonly occurring 
pathogens. Interestingly, the prevalences of mycoplasma pneumoniae, A. baumanii, and flu A 
were relatively high in patients < 18, 18-65, and >65 years old, respectively. In this study, co-
infections especially occurred in younger female (P < 0.05) and older male (P < 0.05) than those 
with a negative sample or with a single-pathogen sample. 
 
 

PO-225 

Preval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T131 Clone  among 
unselected clinical Escherichia coli in a Chinese university 

hospital 
 

Bin Li,yingping cao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Objective Escherichia coli clinical sequence type 131 (ST131) has emerged as an extensively 
antimicrobial resistant E. coli clonal group in recent years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ST131 among 
unselected E. coli clinical isolates in a Chinese university hospital. 
a hospital environment in the 3 months prior to sample collection. A total of 429 stool specimens, 
1 specimen from each volunteer subject, were examined in this study 
Methods 700 consecutive E. coli isolates were colloected at a Chinese university hospital 
between 2014 and 2015. Isolates belonging to ST131 were identified by PCR and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and then characterized for antibiotic resistance, CTX-M-type extended-
spectrum β-lactamase genes, fluoroquinolone resistance genes, O types, phylogenetic groups, 
virulence factors and PFGE patterns. 
s in a Chinese university hospital. 
a hospital environment in the 3 months prior to sample collection. A total of 429 stool specimens, 
1 specimen from each volunteer subject, were examined in this study 
Results Overall, 83 (11.6%) isolates were identified as ST131 group. The H30 lineage accounted 
for 53 (63.9%) of the ST131 isolates, including 13 H30-Rx and 40 H30 non-Rx. The remaining 30 
isolates belonged to H41 lineage. Two O types were identified in this study: O25b (66.3%) and 
O16 (33.7%). Compared with O25b-B2-ST131 isolates, O16-B2-ST131 isolates harbored less 
virulence factors of adhesins. ST131 H30 Rx isolate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virulence score than 
those of other isolates. O16-B2-ST131 isolates were shown to have a lower resistance to 
quinolones than O25b-B2-ST131 isolates. 5 nonsynonymous mutations (GyrA S83L, D87N, ParC 
S80I, E84V and ParE I529L) were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ST131 H30 and O25b isolates. 
Results of PFGE demonstrated that these isolates were classified into 68 pulsotypes and these 
subtypes were grouped into 23 different PFGE clusters  using 70% similarity cut-off value. 
Conclusions This is the first study to reveal the prevalence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 of 
ST131 clonal group among consecutive clinical E. coli isolates in China. Our findings 
demonstrated that ST131 lineage accounts for a small proportion of clinical E. coli isolates in 
China, which included two major groups: O25b-B2-ST131 and O16-B2-ST131. 
'mso-bidi-font-weight:bold'>Compared with O25b-B2-ST131 isolates, O16-B2-ST131 isolates 
harbored less virulence factors of adhesins. ST131 H30 Rx isolate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virulence score than those of other isolates. O16-B2-ST131 isolates were shown to have a lower 
resistance to quinolones than O25b-B2-ST131 isolates. 5 nonsynonymous mutations (GyrA S83L, 
D87N, ParC S80I, E84V and ParE I529L) were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ST131 H30 and O25b 
isolates. Results of PFGE demonstrated that these isolates were classified into 68 pulsotypes 
and these subtypes were grouped into 23 different PFGE clusters  using 70% similarity cut-off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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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6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ree automated identification 
systems in detecting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Bin Li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Objective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CRE) is prevalent around the world. Rapid 
and accurate detection of CRE is urgently needed to provide effective treatment. Automated 
identification system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clinical microbiology laboratories for rapid and 
high-efficient identification of pathogenic bacteria. However, critical evaluation and comparison 
are needed to determine the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different system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ree commonly used automated identification systems on 
the detection of CRE. 
Methods A total of 81 non-repetitive clinical CRE isolates were collected from August 2011 to 
August 2012 in a Chinese university hospital, and all the isolates were confirmed to be resistant 
to carbapenems by the agar dilution method. The potential presence of carbapenemase 
genotypes of the 81 isolates was detected by PCR and sequencing. Using 81 clinical CRE 
isolates, we evaluated and compared the performance of three automated identification 
systems,MicroScan WalkAway 96 Plus, Phoenix 100, and Vitek 2 Compact, which are commonly 
used in China. To identify CRE, the comparator methodology was agar dilution method, while the 
PCR and sequencing was the comparator one to identify CPE. 
Results PCR and sequencing analysis showed that 48 of the 81 CRE isolates carried 
carbapenemase genes, including 23 (28.4%) IMP-4, 14 (17.3%) IMP-8, 5 (6.2%) NDM-1, and 8 
(9.9%) KPC-2. Notably, one K. pneumoniae isolate produced both IMP-4 and NDM-1. One K. 
oxytoca isolate produced both KPC-2 and IMP-8. Of the 81 clinical CRE isolates, 56 (69.1%), 33 
(40.7%) and 77 (95.1%) were identified as CRE by MicroScan WalkAway 96 Plus, Phoenix 100, 
and Vitek 2 Compact, respectively. The sensitivities/specificities of MicroScan WalkAway, 
Phoenix 100 and Vitek 2 were 93.8%/42.4%, 54.2%/66.7%, and 75.0%/36.4%,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MicroScan WalkAway and Viteck2 systems are more reliable in clinical 
identification of CRE, whereas additional tests are required for the Pheonix 100 system. Our 
study provides a useful guideline for using automated identification systems for CRE identification. 
font-style:normal'>pneumoniae isolate produced both IMP-4 and NDM-1. One K. oxytoca isolate 
produced both KPC-2 and IMP-8. Of the 81 clinical CRE isolates, 56 (69.1%), 33 (40.7%) and 77 
(95.1%) were identified as CRE by MicroScan WalkAway 96 Plus, Phoenix 100, and Vitek 2 
Compact, respectively. The sensitivities/specificities of MicroScan WalkAway, Phoenix 100 and 
Vitek 2 were 93.8%/42.4%, 54.2%/66.7%, and 75.0%/36.4%, respectively. 
 
 

PO-227 

金黄色葡萄球菌Ⅶ型分泌系统新型效应分子 SAPIG0513 蛋白 

在 ST398 克隆株致病性中的作用 

 
刘俊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 

 

目的 鉴定并验证金黄色葡萄球菌Ⅶ型分泌系统(typeⅦsecretion system,T7S system,T7SS) 的新型

效应分子，并探究其在金黄色葡萄球菌 ST398 克隆株致病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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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通过同源重组的方法构建金葡菌 ST398 克隆株的 T7SS 敲除株，收集并浓缩野生株和 T7SS

敲除株的八小时分泌上清，质谱分析鉴定出敲除株中明显下调的蛋白，并对其进行蛋白组学分析；

进一步构建 ST398 克隆株的 SAPIG0513 基因敲除株，通过建立小鼠皮肤脓肿和菌血症感染模型研

究 SAPIG0513 在金葡菌 ST398 致病性中的作用。 

结果 T7SS 敲除株的 SAPIG0513 蛋白明显下调，SAPIG0513 蛋白组学分析显示肽段峰面积有统

计学差异（p<0.01），提示 SAPIG0513 可能是 T7SS 的效应蛋白。SAPIG0513 在 ST239 和

USA300 中的同源蛋白序列比较发现序列比较保守，仅 N 端 53 个氨基酸序列有差异，提示 N 端可

能与蛋白分泌相关。小鼠感染模型中，SAPIG0513 敲除株感染组比野生菌株感染组的存活率明显

升高，肾脏组织菌落 CFU 计数、皮肤脓肿组织菌落 CFU 计数和皮肤脓肿面积均显著降低

（p<0.01），提示 SAPIG0513 蛋白可能为一个重要的金葡菌毒力因子 

结论 SAPIG0513 蛋白可能为金葡菌Ⅶ型分泌系统的新型效应分子并显著影响金葡菌的毒力，为Ⅶ

型分泌系统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临床抗感染靶标奠定了基础。 

 
 

PO-228 

Isothermal and rapid detection of pathogenic bacteria  by 
rolling circle amplification-enhanced terahertz 

metamaterials 

 
Xiang Yang,Weiling Fu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Rapid and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pathogenic bacteri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diagnosis and subsequent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In this paper, we used Terahertz (THz) 
metamaterials and rolling circle amplification techniques to detect the trace pathogenic bacterial 
DNA, and it is expected to construct a new technique for rapid and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the 
pathogenic bacteria. 
Methods Specific padlock probes (PLPs) are designed to capture the bacterium-specific 
sequence of 16S rDNA to form amplification templates; then the capture probe (CP) immobilized 
on magnetic beads (MBs) acted as a primer to initialize rolling circle amplification (RCA). In 
addition, we fabricated THz metamaterials composed of periodically arranged golden split ring 
resonators (SRRs) on the silicon substrate by the conventional photo-lithography technology to 
detect the RCA products. To further enhance the sensitivity of the method, we introduce the Au 
nanoparticle modified-capture probes to hybridize the RCA products.  
Results A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nalytical THz frequency shifts of RCA-enhanced 
terahertz metamaterials and the target sequence concentration was observed. By coupling the 
increased sensing capability of THz metamaterials and RCA, 0.5 pM of synthetic oligonucleotides 
and 0.5 pg/μl of genomic DNA from clinical samples can be detected by this method with low 
background signal. 
Conclusions By exploiting the intrinsically high sensitivity of THz spectroscopy, THz 
metamaterials and RCA, small amounts of bacterial DNA can be detected using the proposed 
strategy with high specificity. Compared to similar reported methods, the proposed strategy 
exhibits several advantages, such as simplicity, rapidity, small sample volume and low power 
consumption. THz metamaterials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developed to be a new method for rapid 
and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pathogenic bacteria for clinical laboratory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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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9 

Leukotoxin and Pyrogenic Toxin Superantigen Gene 
Backgrounds in Bloodstream and Wound Staphylococcus 

aureus Isolates from Eastern Region of China 

 
Chunyan He,Huanqiang Zhao,Fuping Hu,Xiaogang Xu,Shu Jin,Han Yang,Fang Gong,Qinzhong Liu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Objective The bicomponent leukotoxins and the pyrogenic toxin superantigens (PTSAgs) are 
important virulence factors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 It is necessary to survey the prevalence 
and expression of these toxin-encoding gen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ability of S. aureus to cause 
disease. 
Methods Five leukotoxin genes and thirteen PTSAg determinants were detected for 177 S. 
aureus isolates from blood (n = 88) and wound (n = 89) infections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The expression of leukotoxin ED (lukED) was determined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qRT-PCR). The genetic backgrounds of isolates were analyzed by staphylococcal cassette 
chromosome mec (SCCmec) typing (for methicillin-resistant S. aureus isolates), 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 accessory gene regulator (agr) typing and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for representative isolates based on PFGE type) methods. 
Results 99.4% (176/177) isolates contained at least one of leukotoxin genes. Among them, 
94.9% (168/177), 81.4% (144/177) and 67.8% (120/177) isolates harbored hlgBC, lukED and 
lukAB, respectively. Compared to leukotoxin genes, there was a relatively lower overall 
prevalence of PTSAgs genes [99.4% versus 72.9% (129/177), P< 0.001], and they were 
organized in 59 patterns, with the most common combination of the egc cluster with or without 
other PTSAg genes. Genetic analysis showed the distribution of certain toxin genes is associated 
with the genetic backgrounds of isolates. The egc cluster was a common feature of CC5 isolates, 
among which ST5 and ST764 isolates harbored more PTSAg genes. The lukED was not present 
in ST398 isolates, and its expression is quite different among isolates. Due to a limited number of 
isolates detected, no markedly correl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lukED expression and ST 
type or agr group.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study elucidated the distribution of leukotoxin and PTSAg genes and 
the expression of lukED in blood and wound isolates, and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with ge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isolates. These data improved the pres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hogenicity of S. aureus. 
 
 

PO-230 

Identification and signatures of Bordetella holmesii in an 
immunocompetent patient with bacteremia 

 
Jiang Pu,Chen Qian,Shaopeng Chu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explore the growth  characteristics, evolution and  antibiotic 
susceptibility of an underrecognized pathogen-Bordetella holmesii. 
Methods   16S rRNA gene sequencing was  used to certify that B. holmesii was the reason of 
bacteremia in  an immunocompetent patient, and its growth  characteristics are presented in this 
article.The PCR master mix consisted of 0.2 μM of each primer, 5 μl 10×Pfu Buffer, 1μl 10mmol/ 
L dNTP, 1μl 5U/ μl Pfu DNA polymerase, 5 uL of template and enough sterile nuclease-free water 
to bring the total reaction volume to 50 ul. The samples were subjected to an initial amplification 

cycle of 95°C for 5 min, followed by 35 cycles at 95℃ for 30s, 52℃ for 30s and 72℃ for 90s, and 

then 72℃ for 7min. PCR products were analyzed on ethidium bromide-stained 2% aga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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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ls. Purpose stripe was recycled by Gel Extraction Kit and then transferred to Sequencing 
company. The sequences of various Bordetella species, including B. holmesii, B. pertussis, B. 
parapertussis, B.bronchiseptica, B. avium, B. hinzii, B. petrii, B.trematum and Achromobacter 
xylosoxidans were obtained from NCBI. Multiple sequence alignments were performed using 
DNAMAN software and phylogenetic tree was constructed.The precise MICs of the isolate was 
determined by Etest. All Etest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on Mueller-Hinton agar with 
incubation at 35°C in atmosphere for 48 hours. 
Results We confirmed an immunocompetent patient of bloodstream infection caused by B. 
holmesii. The morphology of the strain B. holmesii is gram-negative, rod-shaped bacterium. The 
organism grows well on blood agar (BA) and  chocolate agar (CA) at 35°C in air enriched with 
5% CO2, while no growth on macconkey (MAC). The colonies are nonhemolytic, brown soluble 
pigment–producing and median size on BA, CA and Mueller-Hinton agar (MH) after 3 days of 
incubation. The organism tested negative for oxidase, nitrate reduction, mobtility, indole, urease 
and oxidative-fermentative (OF) glucose media, positive for catalase.We determined the 16S 
rRNA gene sequence (1410 nucleotide positions) of the strain that was isolated from the patient. 
We found 3 nucleotide differences between this sequence (deposited in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NCBI]; acession number KT828544.1) and that of Bordetella 
holmesii ATCC 51541 (NCBI; accession number CP007494.1). Except the positions where the 
nucleotide sequence differs, the sequence in strain ABD2 was identical to ATCC 51541 in 
homologous positions. The strain ABD2 can be classified as B. holmesii. The sequences from 
various species were aligned using DNAMAN software, and unrooted tree shows that the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s of Bordetella from various species. Our resulting tree was consistent 
with some previous studies, and the isolated strain B. holmesii ABD2 is more close to B. 
pertussis. There are no established interpretive breakpoints for this organism currently.The E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solate had low MICs for cefepime, meropenem, levofloxacin, gentamicin, 
ceftazidime, piperacillin, ciprofloxacin, polymyxin B, imipenem, tetracyline, amikacin, erythromycin, 
while  high for cefazolin, cefuroxime, aztreonam, cefoxitin, cefotaxim, trimethoprim-
sulfamethoxazole. And the  MICs can be reversed by using riboflavin or lumiflavi. 
Conclusions Bordetella holmesii emerged as a pathogen causing respiratory infections in 
healthy normal persons and invasive infections in asplenic and immunocompromised patients. 
Approximately 100 cases of infection caused by B. holmesii have been reported to date. We 
firstly described an immunocompetent patient of bloodstream infection caused by B. 
holmesii without symptoms except fever in China.We also provided a clear description of 
the  growth  characteristics, evolution and  antibiotic susceptibility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merging pathogen. 
 
 

PO-231 

金黄色葡萄球菌金属蛋白酶 Eep 

通过调控性激素 cAM373 的合成促进细菌毒力 

 
刘倩,吕慧颖,刘俊兰,刘瑶,李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 

 

目的 探讨金黄色葡萄球菌金属蛋白酶 Eep 促进细菌毒力的分子机制。 

方法 通过碱性磷酸酶融合和定点突变的方法检测 Eep 蛋白酶的跨膜结构，Westernblot 方法探讨

Eep 蛋白酶的调控，中性粒细胞杀伤实验验证 Eep 蛋白酶在抵抗宿主免疫中的功能，RNA-seq 分

析 Eep 影响哪些基因的转录表达从而影响细菌毒力，动物模型检测 Eep 对小鼠毒力的影响。 

结果 通过碱性磷酸酶融合和定点突变的方法证实 Eep 有 4 个跨膜结构域，在第一个跨膜区有 1 个

保守的锌离子结合活性功能域 (HExxH) ，在第 3 个跨膜区附近存在保守的 LDG 位点，证实 Eep 为

经典的位点 2 型金属蛋白酶；Western blot 证实 ATP 依赖蛋白酶 FtsH 调控 Eep 蛋白稳定性。细菌

性激素 cAM373 来自脂蛋白 CamS 信号肽序列，通过检测是否诱导含有 pAM373 质粒的肠球菌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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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实验证实 Eep 参与调控性激素 cAM373 的合成。进一步研究发现，Eep 通过调控性激素

cAM373 在细菌逃避中性粒细胞杀伤和细菌毒力方面发挥重要功能。RAN-seq 结果发现 Eep 通过

调控包括重要毒力基因在内 59 个基因 (22 个上调， 37 个下调) 的转录表达，提示 Eep 可能通过性

激素 cAM373 调控细菌毒力基因的转录表达影响细菌毒力。 

结论 金黄色葡萄球菌金属蛋白酶 Eep 定位在细胞膜，ATP 依赖蛋白酶 FtsH 调控其稳定性，Eep

通过参与性激素 cAM373 的合成，调控包括毒力基因的转录表达，促进细菌毒力 

 
 

PO-232 

Transcriptome differences of macrophages after infection 
with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Salmonella typhi 

 
Haifang Zhang,Hong Du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4， China.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transcriptome differences of human macrophage THP-1 after infection 
with S. aureus and S. typhi respectively, and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study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athogens and host cells.  
Methods (1) Establishment of bacterial invasion THP-1 cell model: S. aureus and S. typhi were 
infected with THP-1 cells with a 20:1 infection index, and a control group without bacteria was set 
up. After 2 hours of bacterial infection, Gentamicin was used to kill extracellular bacteria, and the 
intracellular bacteria and cells were allowed to act for different times (12h, 24h, 48h). The cell 
viability was determined by cytokine detection, microscopic observation, and flow cytometry to 
help us select the best interaction time of the bacterial invasion cell model. (2) THP-1 
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and differential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established invasion model, 
the control group, the S. aureus invasion group, and the S. typhi invasion group were set up, and 
the THP-1 were collected after interaction of each group. Total RNA was extracted and 
sequenced by transcriptome. The expression of transcriptome in each group was analyzed.  
Results (1) Establishment of a bacterial invasion THP-1 cell model: After incubation of two 
bacterial species with THP-1 cells for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the cytokine assay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mount of TNF, IL-6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amount of TNF and IL-6 secreted by THP-1 cells infected with the same strain varied significantly 
with time,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of secretion at 24 hours(P<0.05). Increased of 
other cytokines (IL-17, IFN, IL-10, IL-4, IL-2) had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interaction time 
(P>0.05); microscopic observations revealed that bacteria invaded cells for 12 hours and after 24 
hours, most of the cells were normal and intact, but after 48 hours of bacterial invasion, a large 
number of cell debris were seen under the microscope. Some of the cells had cell membrane 
fragmentation and abnormal morphology. Flow cytometry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ells were 
viable at 24 hours of interaction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hange compared with 12h (P>0.05), 
but the survival rate of the cells when the bacteria invaded the cells for 48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24h (P<0.05). (2) THP-1 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and differential analysis: 
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revealed that 1563 CircRNAs were up-regulated in THP-1 cells after S. 
aureus invasion, 972 CircRNAs were down-regulated, and THP-1 cells were infected with S. typhi. 
1072 CircRNAs were up-regulated and 1058 CircRNAs were down-regulated after invading. 367 
CircRNAs were up-regulated at the same time after infection by two different bacteria, and 55 
CircRNAs were down-regulated at the same time. After S. aureus invaded THP-1 cells, 5094 
lncRNAs were up-regulated. There were 6739 lncRNAs. S. typhi invaded THP-1 cells and 
upregulated 5615 lncRNAs, downregulated 5668 lncRNAs. After infection with the bacteria, there 
were 3121 lncRNAs up-regulated at the same time, and 3809 simultaneous down-regulated 
lncRNAs. After S. aureus attacked THP-1, there were 5385 mRNAs up-regulated and 6739 down-
regulated mRNAs. After infecting THP-1 cells with S. typhi, 5615 mRNAs were up-regulated and 
5668 mRNAs were down-regulated. After the two bacteria were infected, 3121 mRNAs were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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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ed at the same time. The number of down-regulated mRNAs was 3809; among them, the 
expression of RNA molecules such as RANBP9, RNF19B, and AATF was mos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Conclusions  (1) The infection model of THP-1 cells infected by bacteria with an interaction time 
of 24h was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2) The transcriptome responses of THP-1 cells to S. aureus 
and S. typhi infection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nd some important RNAs such as RANBP9, 
RNF19B, and AATF are worth to be studied further. 
 
 

PO-233 

NGS 技术直接检测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 

心脏瓣膜病原菌的应用价值 

 
程军 1,胡欢 1,2,张倩 1,高国峰 1,孙洋 1,王飞燕 1,周洲 1 

1.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2.江苏先声医学诊断有限公司 

 

目的 感染性心内膜炎（IE）是一种发病率和病死率都较高的感染性疾病，其预后和该疾病的早期

诊断及正确的抗菌治疗有直接关系，而确定 IE 潜在的病原菌是实施精准治疗的关键。临床上诊断

IE 的“金标准”是改良 DUKE 标准，对 IE 患者的血液及其心脏瓣膜置换术后摘除的瓣膜赘生物进行

培养是临床诊断 IE 并获取药敏信息的重要方法。然而，抗生素的使用、病原菌为苛养菌或者胞内

菌等因素致使传统培养方法的阳性率很低，并且耗时较长，这些缺陷和不足使其不能满足临床快

速、准确的诊疗需求。近年来，基于 16S rRNA 的 Sanger 测序在检测病原菌方面已经证明其重要

价值，只是这种方法不能检测真菌。众所周知，后者也是 IE 重要的病原菌。方法：将 15 例已确诊

为 IE 患者和 5 例非 IE 患者瓣膜置换术后切除的瓣膜组织随机分为两份。一份标本用于传统培养，

另一份标本采用下一代测序技术（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直接进行宏基因组测序，

应用生物信息学对测序结果进行分析，并与血培养、瓣膜培养的结果进行比较，探索 NGS 诊断 IE

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将 15 例已确诊为 IE 患者和 5 例非 IE 患者瓣膜置换术后切除的瓣膜组织随机分为两份。一份

标本用于传统培养，另一份标本采用下一代测序技术（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直接

进行宏基因组测序，应用生物信息学对测序结果进行分析，并与血培养、瓣膜培养的结果进行比

较，探索 NGS 诊断 IE 的临床应用价值。 

结果 以改良 DUKE 标准为“金标准”，NGS 诊断 IE 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

别为 92.3%、80%、92.3%和 80%，灵敏度远远优于瓣膜培养的 7.7%和血培养的 30.8%，同时也

具有较高的诊断特异性。对测序结果进行耐药基因分析，可指导临床对 IE 患者的经验治疗。 

结论 NGS 技术与传统培养方法相比，具有更高的灵敏度和更短的出报告时间。对于血培养和瓣膜

培养结果都是阴性的疑似 IE 的诊断，意义尤为重大。同时可对测序结果进行耐药基因分析，可为

IE 的精准治疗提供有力依据。随着技术的完善和发展，NGS 技术有望成为 IE 诊断和指导其抗菌治

疗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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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4 

Evolution analysis and full-length cDNA construction of 
Newcastle disease virus BJ strain 

 
Chengxi Sun 

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gain the purified NDV BJ strain and detect the virulence. To amplify genome of 
NDV BJ strain by PCR and sequence the full length genome of NDV BJ.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and probable origin of NDV BJ strain. To construct the full length cDNA and 
helper plasmids system of NDV BJ strain for the rescue of NDV BJ strain. 
Methods 1. NDV BJ strain was purified by limiting dilution method and determinate the mean 
death time by allantoic cavity inoculation in 9 days SPF embryo eggs. Intracerebral inoculation 
was used to detect virulent of NDV BJ strain by intracerebral pathogenicity index. 
2. 12 pairs of primers of NDV BJ strain were designed to amplify the gene fragments of NDV BJ 
genome. PCR productions were sequenced to get the full length genome of NDV BJ strain. 
Phylogenetic analysis of F gene and L gene of NDV BJ strain was made to find clues of the 
evolutionary evidence and potentially origin of NDV BJ strain.3. Available restriction sites were 
chose in the NDV BJ genome base on the sequence to construct the full length cDNA. The full 
length genome of NDV BJ strain was inserted into pVAX-1 vector.4. Primers of NP, P and L 
genes of NDV BJ strain were designed and the genes were amplified by PCR. NP, P and L genes 
were inserted into T-vector, sequenced and cloned into pVAX-1 vector.5. Primers of leader and 
trailer in genome 3′and 5′ end of NDV BJ strain were designed. Primers of EGFP gene was 
designed and amplified by PCR from pEGFP-N3 vector; Recombined the leader region, trailer 
region and EGFP gene by homologous recombinant PCR, the product was named TGL. TGL 
DNA fragment was inserted into pVAX-1 vector to confirm the function of helper plasmids. 
Results 1. The purified NDV BJ strain was isolated from plaque by limting dilution method, the 
full length genome was amplified by PCR and sequenced. The sequence was uploaded to 
GeneBank and the accession number is HQ317394.2. The virulence of NDV BJ strain was 
determinated by MDT and ICPI. MDT was 52.4h. Tissue adhesion, hemorrhage and histolysis 
were found in dead embryo eggs. ICPI of NDV BJ strain was 1.92, the 1 day chicken showed 
serious clinical symptoms including blinking quickly, shaking head, astasia, wings ptosis and 
paralysis and chicken died in 30h. NDV BJ strain was an NDV isolation with very high virulence. 
3. Phylogenetic analysis of high variety region of F gene (47-435nt) demonstrated NDV BJ strain 
being a member of genotype IX of NDV. NDV BJ strain belonged to genotype IX with a closed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 to I-IV genotypes from the phylogenetic tree. NDV BJ strain was a sister 
branch of genotype III. It probab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NDV.4. 
Helper plasmids and mini-genome of NDV BJ were co-transfected into BHK-21 cell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NP, P and L genes could expression and formed the RNPs with biological 
function. 
Conclusions 1. NDV BJ strain was a member of IX genotype with high virulence. The infection of 
NDV BJ strain caused death of embryo eggs and 1 day chicks within a short time. 
2. NDV BJ strain was a potential recombination strain of III/IV and VI-VIII genotypes. It was a 
transition genotype of NDV between the isolation before and after 1960s. 
3. Co-transfection the helper plasmids and TGL can produce green fluorescence in BHK-21 cells. 
It demonstrated that the helper plasmids formed RNPs with biologica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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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5 

全基因组测序分析美国输入性的 ST1/027 型 

艰难梭菌发生院内传播并引起患者严重反复腹泻 

 
秦娟秀,李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 

 

目的 调查一起艰难梭菌感染的暴发流行，为艰难梭菌的感控提供数据支持。 

方法 收集上海仁济医院 2016 年 6 月~10 月怀疑抗生素相关腹泻患者的大便进行毒素培养法检测，

所得菌株进行 MLST 和核糖体分型；流行菌株进行全基因组测序；ST81 为我院主要流行菌株，

ST37 为国内主要流行菌株，ST2 和 ST54 为国内外流行菌株，因此我们对特殊型别的菌株进行毒

素 A/B 形成能力、生物膜形成能力，芽孢形成能力、动力和药敏检测；同时通过查阅患者的电子病

历进行临床信息的收集。 

结果 全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出现了以保健病房为主的 ST1/027 型艰难梭菌的传播，5 例病人腹泻

中，3 例腹泻病人较为严重，呈现反复多发性的腹泻。传播源是来自美国的一位男性老年患者，在

美国住院期间发生反复腹泻且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抗艰难梭菌治疗，随后该病房出现了其他病人的感

染。2017 年 4 月对其粪便和环境中的进行艰难梭菌检测，发现该患者仍是携带者状态并向外排

菌，因此院感及时处理并干预，随后无 027 型艰难梭菌的再传播。5 株 ST1 型的艰难梭菌均对克

林霉素和环丙沙星耐药；我们对不同型别的艰难梭菌进行比较，毒素 A/B 检测和小鼠动物实验病理

显示，027 型的艰难梭菌毒力较其他菌株较高；芽孢形成能力显示 027 型和 ST81 型艰难梭菌较其

他型别较高，可能是其在我院流行的原因之一；生物膜形成能力和动力实验显示，不同型别的菌株

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这是国内首次发现并报道美国输入性的高毒力 027 型艰难梭菌感染，该型菌株引起的临床症

状较重、对环丙沙星耐药且芽孢形成能力较高需引起院感的重视。 

 
 

PO-236 

铜绿假单胞菌表面脂多糖适配体的筛选 

及其抑制巨噬细胞极化的研究 

 
孙颖,罗微,胡志东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筛选与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PA）表面脂多糖（LPS）特异性结合的适

配体，探讨其抑制巨噬细胞极化的效果。 

方法 提取 PA 的 LPS 成份，通过指数富集的配基系统进化 (SELEX)技术筛选与其特异性结合的高

亲和力 DNA 适配体，利用酶联寡聚核苷酸吸附试验（ELONA）、定量 PCR（Q-PCR）等方法探

讨其对巨噬细胞极化的影响。 

结果 本研究筛选出能与 PA-LPS 特异性结合的适配体 PL-6，并发现其能够阻断 PA-LPS 与相应受

体 TLR4 的结合，抑制巨噬细胞 M1 型过度极化，维持巨噬细胞稳态。 

结论 本研究筛选出可与 PA-LPS 特异性结合的高亲和力适配体，为 PA 可能引起脓毒症的预防和治

疗提供了新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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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7 

产 NDM-5 和 NDM-6 酶 CRE 菌株 

在新生儿病房中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李伟,孙恩华,潘宏伟,李勇,张义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研究新生儿病房临床分离及环境筛查出的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中新德里金属 β－内酰胺酶

（NDM）的亚型分布及分子流行病学特征。 

方法 收集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新生儿病房于 2017 年 1 月－2018 年 5 月各种临床标本分离以及在该

病房定期环境筛查出的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利用 EDTA 协同及增效试验与 PCR 扩增检测

bla-NDM 基因；通过脉冲场凝胶电泳（PFGE）及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分析菌株之间的同源

性，采用质粒接合试验、质粒图谱分析等技术研究 NDM 克隆传播的分子机制。 

结果 新生儿病房临床分离的 46 株 CRE 中有 42 株产 NDM，包括肺炎克雷伯菌 30 株，主要携带

NDM-6，大肠埃希菌 9 株，主要携带 NDM-5 和 NDM-6，产气肠杆菌 3 株，主要为 NDM-6；环境

主动筛查结果显示温箱壁、体重秤等分离到肺炎克雷伯菌 2 株，均携带 NDM-5 和 NDM-6。所有菌

株呈现多药耐药现象，且均携带其他多种耐药基因，主要为 CTX-M-65、CTX-M-14 等 ESBLs 和

DHA-1、CMY-2 等质粒 AmpC 酶；MLST 分型显示，产 NDM－6 肺炎克雷伯菌主要为 ST11 和

ST687，产 NDM-5 的大肠埃希菌主要为 ST167 和 ST354；PFGE 结果显示临床分离的 11 株与环

境筛查出的 1 株肺炎克雷伯菌为同一型。质粒接合试验显示 26 株产 NDM 菌株阳性，且部分质粒

之间有着相似图谱，bla-NDM 定位于约 46kb 大小的 IncX3 质粒上。 

结论 新生儿病房患儿及环境中分离到两种 NDM 亚型，主要通过 IncX3 型质粒在肠杆菌科细菌中传

播，存在克隆传播现象，已引起院感部门的高度重视并采取了积极措施。 

 
 

PO-238 

体液标志物联合模型在侵袭性肺曲霉病中的诊断价值评估 

 
李伟,孙恩华,潘宏伟,王莹,张义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评估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与血清中半乳甘露聚糖（GM 试验），以及 1,3-β-D 葡聚糖

（G 试验）联合检测在非粒缺患者侵袭性肺曲霉病（IPA）中的诊断价值，探讨非粒缺患者 IPA 实

验室诊断的最佳组合。 

方法 前瞻性收集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5 月间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就诊的考虑为 IPA 的住院患者

数据资料（排除粒细胞缺乏症患者），检测血清和 BALF 中半乳甘露聚糖，同时检测血清 1,3-β-D

葡聚糖；对患者进行肺穿刺病理组织染色、BLAF 真菌培养、BLAF 真菌荧光染色等病原学检查，

以 2016 IDSA 曲霉病的诊断和管理指南为标准确定是否为 IPA，利用 ROC 曲线分别分析血清 G 试

验、血清 GM 实验、BALF-GM 试验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并通过 logistic

回归将三者数值引入方程，构建 IPA 诊断模型，评估联合后的新指标对 IPA 敏感度和特异度。  

结果 血清 G 试验的敏感度 88.9%，特异度 85.4%，阳性预测值 82%，阴性预测值 91.21%；血清

GM 试验的敏感度 77.4%，特异度 92.5%，阳性预测值 76.0%，阴性预测值 90.6%；BALF-GM 试

验的敏感度 82.6%，特异度 93.2%，阳性预测值 76.0%，阴性预测值 95.1%。经逐步 logistic 回归

分析，血清 GM 被剔除（P=0.178,选入变量的检验标准为 P<0.05，剔除变量为 P>0.1），筛选出

有意义的变量为血清 G 试验和 BALF-GM，构建联合检测 IPA 的诊断模型：logit(Y)=0.36+0.03*G

﹣5.90*BALF-GM，得到新变量 Y 诊断 IPA 的 AUC 为 0.92(95%CI=0.873~0.967)，高于血清 G 试

验和 BALF-GM（P<0.05），敏感度为 94.1%，特异度为 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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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G 试验和 GM 试验是侵袭性肺曲霉病的重要早期实验室指标，BALF-GM 对 IPA 的诊断效能高

于血清 GM 和 G 实验，联合检测 BALF-GM 和血清 G 实验可进一步提高诊断效能，可为侵袭性肺

曲霉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有力的实验室证据。   

 
 

PO-239 

HIV-1 CRF01_AE 毒株 S68G 对 K65R 突变株耐药性 

及复制适应性影响的研究 

 
李胜佳,张旻,韩晓旭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CRF01_AE 是我国最常见的 HIV 流行株之一， 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我国各地未治疗 

CRF01_AE 感染者病毒序列即存在 S68G， 治疗后 S68G 频率显著增加，其对药物敏感性的影响

尚不明确。 生物信息学分析提示 S68G 与已知耐药突变 K65R 之间存在显著关联。 

方法 分析国际 HIV 序列数据库中不同亚型 HIV 毒株中天然存在的 K65R 与 S68G 突变频率及与抗

病毒治疗的相关性；采用深度测序分析感染者体内 K65R 和 S68G 的发生的时序性变化； 以表型

方法分析 CRF01_AE 毒株中 S68G 突变对已有 K65R 突变毒株的药物敏感性及病毒复制适应性的

影响。 

结果 抗病毒治疗后几乎 HIV-1 所有亚型毒株中 S68G 突变率均明显增加，而且与 K65R 密切相

关，尤以 CRF01_AE 毒株显著； K65R 常先于 S68G 出现在感染者体内， 而作为多态性存在的 

S68G 并不促进 K65R 的出现；S68G 本身并不影响 K65R 突变株的药物敏感性，但能够增强 

K65R 突变株的病毒复制适应性； 表型耐药试验发现 6 个携带 K65R 单突变及 K65R/S68G 双突变

的 CRF01_AE 毒株中， 5 个显示为对 TDF 部分敏感，与根据基因型判读的 TDF 高度耐药结果存

在明显差异。 

结论 CRF01_AE 毒株中 K65R 可促进病毒进化出 S68G， S68G 不影响 K65R 突变株的药物敏感

性，但可补偿 K65R 突变造成的复制适应性的损失。 传统耐药基因型解读规则高估了 CRF01_AE 

毒株中 K65R 突变对耐药性的影响，需要进一步扩大评估其对药物敏感性的影响程度。 

 
 

PO-240 

铜绿假单胞菌 PAO1 乳酸代谢机制对生物膜形成影响的研究 

 
王玉娇 

1.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2.山东大学微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目的 通过对铜绿假单胞菌 PAO1（Pseudomonas aeruginosa PAO1）进行全基因组信息分析，及

酶学性质研究，阐明该菌中负责 l-乳酸分解代谢机制，研究该菌乳酸代谢对其生物膜形成的影响 

方法 利用 NCBI 数据库，对 P. aeruginosa PAO1 的全基因组序列进行分析，推测出该菌基因组中

含有两个基因负责编码假定的 L-乳酸脱氢酶（LldD 和 LldA）。将这两个酶在大肠杆菌中进行外源

表达与纯化，并利用 DCPIP 人工电子受体分别研究了两酶的基本酶学性质。分别构建两个酶的单

突变和双突变菌株，测定野生菌与突变菌的生物膜形成水平，鉴定乳酸代谢对生物膜形成的影响。 

结果 对酶的底物谱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LldD 具有较专一的底物特异性，仅仅对 L-乳酸和 L-2-羟基

丁酸具有很高的催化活性；而 LldA 则具有更广的底物谱，对多种 L-2-羟基羧酸具有明显的催化活

性。进一步测定了 LldD 和 LldA 的表观动力学参数，确定了 LldD 对 L-乳酸的表观 Km 值和 Vmax

分别为 335.78 ± 12.21 mM 和 0.19 ± 0.002 µmol min-1mg-1；LldA 对 L-乳酸的表观 Km 值和

Vmax 分别为 1102.94 ± 79.32 mM 和 0.87 ± 0.045 µmol min-1mg-1。这一结果表明，虽然 Ll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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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L-乳酸的最大催化速率比 LldD 高，但 LldD 对 L-乳酸具有更高的亲和性。lldD 和 lldA 双突变菌

株的 l-乳酸代谢能力完全丧失，通过 96 孔板和 flow-cell 生物膜在线分析系统分析发现，完全丧失

利用 l-乳酸的双突变菌株生物膜形成水平下降。 

结论  P. aeruginosa PAO1 中 LldD 和 LldA，均负责氧化 l-乳酸生成丙酮酸，参与到该菌的 L-乳酸

利用过程，并对生物膜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 

 
 

PO-241 

异型淋巴细胞对 EBV 和呼吸道病毒感染的诊断价值研究 

 
欧阳芬 

广东省中医院 

 

目的 探讨异型淋巴细胞在感染 EB 病毒和呼吸道病毒两种情况下的不同变化，分析其对临床辅助诊

断病毒感染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 2017 年 11 月-2018 年 3 月广东省中医院大院儿科患儿 226 例，同时做 EBV DNA 定量

和呼吸道病毒抗原确认试验，人工镜检病毒感染阳性患儿的外周血异型淋巴细胞，计算百分比及分

型结果；并收集血常规白细胞计数（WBC）、淋巴细胞百分比、淋巴细胞绝对值结果。 

结果 226 例患儿中检出呼吸道病毒感染 57 例，EB 病毒感染 19 例，感染率分别为 25.2%、

8.4%；感染病毒的不同年龄和不同性别的患儿外周血异型淋巴细胞比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呼吸道病毒和 EB 病毒感染患儿外周血异型淋巴细胞比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不同的呼吸道病毒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异型淋巴细胞比例与

WBC、淋巴细胞百分比、淋巴细胞绝对值、EBV DNA 载量均有相关性（P<0.05），相关系数分别

为 0.561、0.460、0.760、0.475；EB 病毒感染患儿异型淋巴细胞分型结果 I、II、III 型异淋个数分

别为 13.54±8.94、 12.92±17.19、 3.00±2.89，呼吸道感染患儿的结果分别为 3.93±2.00、

1.29±1.41、0.57±0.63；以 EBV DNA>500IU/ml 为分界线、外周血异型淋巴细胞比例为检验变量

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66。 

结论 异型淋巴细胞比例在感染 EB 病毒时较感染呼吸道病毒时高，而与患儿性别年龄关系不大；淋

巴细胞绝对值与异型淋巴细胞比例相关性最高；EB 病毒感染时患儿的异淋形态比呼吸道病毒感染

复杂；异型淋巴细胞>6.5%对 EB 病毒感染有诊断价值。 

 
 

PO-242 

核酸检测与 ELISA 检测对 HIV 检测结果分析 

 
裴宝芹 

鞍山市中心医院 

 

目的 分析核酸检测 HIV-RNA 与 ELISA 方法检测 HIV-Ab、P24 抗原对 HIV 病毒感染者检测结果，

评价核酸检测 HIV-RNA 在 HIV 病毒感染者诊断的意义。 

方法 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期间，在我院体检人员共计 5301 人， 对体检人员

采用 ELISA 方法第 4 代抗原、抗体检测试剂与盖立复核酸检测系统检测 HIV-RNA 同时进行。 对将

两种方法检测为反应性的标本送至鞍山市疾病控制中心进行艾滋病确认实验。 

结果 5301 名体检人员中，ELISA 检测反应性 13 人，占体检人数的 0.25%；NAT 检测反应性 6

人，占体检人数的 0.11%。NAT 反应性标本 ELISA 检测均检出。将 13 份反应性标本送至鞍山市疾

病控制中心进行确认实验，确认实验阳性 6 人，13 例 ELISA 检测反应性标本中 6 例经确认为 HIV

感染，确认阳性率为 46.2%；6 例 NAT 检测反应性标本中 6 例经确认为 HIV 感染，确认阳性率为

100%。经过确认的 6 人均为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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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核酸检测在 HIV 感染的诊断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强等优势，在高危人群筛查、采供血系统

的献血者筛查、新生儿检测宜采用核酸检测方法。 

 
 

PO-243 

EV71 感染手足口病患儿 IL-21 水平变化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冉飞 1,柯江维 2 

1.贵州省人民医院 

2.江西省儿童医院 

 

目的 分析 EV71 感染手足口病患儿 IL-21 与细胞因子的水平变化及其相关性，探讨 IL-21 的作用机

制。 

方法 以 109 例 EV71 感染手足口病患儿及 27 例正常对照组儿童为研究对象；ELISA 法检测血清

IL-21、IFN-γ 的水平；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检测血清细胞因子 TNF-α、IL-6、IL-8、IL-10 的水平 

结果 EV71 感染手足口病患儿血清 IL-21、IFN-γ、TNF-α、IL-6、IL-8、IL-10 的水平变化随疾病的

加重而升高，各组患儿的 IFN-γ、TNF-α、IL-10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与对照组儿

童血清 IL-6 、IL-8 水平相比，除普通组无明显差异外（P>0.05），重症组和危重组均显著升高

（P<0.001）。IL-21 的水平变化与 IFN-γ（r=0.54，P<0.001）、TNF-α（r=0.36，P<0.001）、

IL-6（r=0.30，P<0.01）、IL-8（r=0.33，P<0.001）水平呈正相关，而与抗炎因子 IL-10（r= -

0.23，P<0.05）水平变化呈负相关。 

结论 EV71 感染患儿存在多种细胞因子的水平异常，IL-21 可能作为一种新型炎性细胞因子参与

EV71 感染患儿的免疫炎性调节，在 EV71 感染的免疫炎症反应中具有重要的促炎作用，与手足口

病患儿病情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PO-244 

生物被膜多糖 PA140 抗生物被膜活性研究 

 
税剑,王海晨,李军,黄紫嫣,胡咏梅,陶晓燕,邹明祥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筛选产抗生物被膜活性物质的铜绿假单胞菌菌株，提取抗生物被膜活性物质并鉴定其化学性

质。 

方法 TSA 平板构建生物被膜模型，蒸馏水溶解菌苔，离心过滤除去活菌后获得生物被膜物质，96

孔板法检测生物被膜提取物抗生物被膜活性。煮沸、蛋白酶 K、DNA 酶 I、RNA 酶 A、高碘酸钠初

步鉴定该活性物质的化学性质，苯酚-浓硫酸法测定多糖含量。96 孔板及玻片法进一步检测该物质

的广谱抗生物被膜活性，稀释法检测该物质抗生物被膜活性的浓度依赖性。 

结果 随机挑选的 16 株强成膜 PA 的生物被膜提取物对表皮葡萄球菌 ATCC35984 生物被膜均具有

抑制作用，抑制率在 14.7%-93.8%之间。选取抑制率较好的 140 号菌株（抑制率 93.1%）进行后

续实验。该物质经煮沸、蛋白酶 K、DNA 酶 I、RNA 酶 A 处理后的 PA140 的抑制率并无明显改

变，说明该物质热稳定好，不是蛋白质以及核酸类物质。20mmol/L 的高碘酸钠处理后 PA140 失去

抑制作用，由此鉴定该活性物质为多糖，命名为 PA140。苯酚 -浓硫酸法测得多糖含量为

76.63mg/L。96 孔板法显示 PA140 对表皮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粪肠球菌、铜绿假单胞

菌、肺炎克雷伯菌、阴沟肠杆菌、大肠埃希菌生物被膜形成均具有抑制作用，抑制率在 12.2%-

93.1%之间；玻片法显示 PA140 可以显著减少上述细菌生物被膜形成，玻片上团块状物质明显减

少，且各细菌成散在分布，胞外基质量少。当 PA140 浓度达 20%以上时，对表皮葡萄球菌

ATCC35984 生物被膜形成的抑制率即达到最高，为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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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发现了一种新的抗生物被膜活性多糖 PA140，此多糖具有广谱的抗生物被膜活性，其抗生物

被膜活性具有浓度依赖性。 

 
 

PO-245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肠杆菌科细菌 mcr-1 基因筛查 

及其流行情况的研究 

 
王齐晖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随着碳青霉烯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的检出率日益增高，多黏菌素被重新应用于临床，成为对

抗多重耐药肠杆菌科细菌感染的最后手段。新近发现肠杆菌科细菌携带 mcr-1 基因后与对多黏菌素

耐药有直接关系。但我国对 mcr-1 基因的携带率及相关研究甚少，东北地区尚未见相关数据报道。

本研究对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分离的肠杆菌科细菌菌株 mcr-1 基因进行筛查和分析，明

确我院菌株的 mcr-1 基因携带率、流行情况以及与碳青霉烯类药物耐药重叠的情况。 

方法 本研究收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13-2015 年间临床分离的肠杆菌科细菌共计 2210

株。选用 mcr-1 基因特异性引物进行 PCR 扩增并琼脂糖电泳检测的方法筛查 mcr-1 基因的携带情

况，并测序验证。利用 whonet 软件对 2210 株菌株进行对碳青霉烯类药物的耐药情况进行分析。

挑选其中 mcr-1 基因阳性的菌株行脉冲场凝胶电泳检测这些菌株的同源性。 

结果  1.共发现携带 mcr-1 基因的肠杆菌科细菌共计 22 株，mcr-1 基因携带率约为 1.4%

（22/2210）。其中大肠埃希菌 mcr-1 基因的携带率为 1.4％（19/1357），肺炎克雷伯菌的携带率

为 0.8％（3/375），其他肠杆菌科细菌未检测到携带 mcr-1 基因。2. 大肠埃希菌对碳青霉烯类药

物(亚胺培南，美罗培南)的耐药率为 0.3%，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类药物的耐药率为 2.3%，无

携带 mcr-1 基因又同时对碳青霉烯类药物耐药的菌株 3.19 株携带 mcr-1 基因的大肠埃希菌的脉冲

场凝胶电泳结果不具有同源性。 

结论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现了少量携带 mcr-1 基因的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2.尚

未发现携带 mcr-1 基因又同时碳青霉烯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3.脉冲场凝胶电泳结果提示本地区携

带 mcr-1 基因的肠杆菌科细菌未出现医院感染的爆发流行。 

 
 

PO-246 

小双节 RNA 病毒阳性腹泻儿童粪便标本的病毒宏基因组学分析 

 
杨凤真,吴金英,臧琴波,梁英风,姜丽华,陈磊,赵琪,周志美,伊茂礼 

烟台毓璜顶医院 

 

目的 研究小双节 RNA 病毒（PBVs）与儿童不明原因腹泻的关系。 

方法 筛选 PBV RT-PCR 阳性的腹泻儿童粪便样本和四例正常儿童粪便样本分别作为研究组和对照

组，利用病毒宏基因组学方法对上述样本进行分析，探讨 PBVs 与儿童腹泻的关系；对分离的

PBV 序列中 RdRp 进行进化分析，进一步探讨 PBVs 分型与儿童腹泻的关系。 

结果 七例腹泻儿童粪便样本含有高浓度的 PBV 序列，而阴性对照组只有一例含有低浓度的 PBV

序列，其他三例不含 PBV 序列。对分离到的 PVB 序列中 RdRp 进行分析，七个 RdRp 序列分别来

源于七例粪便标本，分别命名为 ChXz-1 至 ChXz-7。根据预测的 RdRp 的氨基酸序列与 GenBank

中已知的 RdRp 序列进行进化分析，提示七例 PVB 序列从属于三个不同的基因型，ChXz-1、

ChXz-2、ChXz-3 从属于基因型 I，ChXz-4、ChXz-5、ChXz-7 属于基因型 II，ChXz-6 属于基因型

III。 

结论 PVBs 可能是导致七例儿童腹泻的病原体，且三型 PVBs 均有可能导致腹泻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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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7 

探讨喹诺酮素类抗生素的使用强度与细菌耐药性的关联性 

 
胡晓菡,周万青 

南京鼓楼医院 

 

目的 探讨喹诺酮素类抗生素的使用强度与细菌耐药性的关联性，为规范喹诺酮抗生素使用提供参

考依据 

方法  回顾 2013-2017 年期间喹诺酮类抗生素的使用强度及细菌培养结果及其耐药率，分析其变化

趋势及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及细菌耐药滞后抗生素使用强度的季度数。抗生素使用强度及细菌耐药

率趋势采用线性回归，抗生素使用强度与细菌耐药相关性使用时间序列分析。 

结果 2013-2017 年喹诺酮类抗生素使用强度趋势平稳，平均 61.00DDDs，喹诺酮抗生素使用强度

与大肠埃希菌耐环丙沙星呈正相关，分别为（r=0.716 p=0.009 Lag=2）;喹诺酮类抗生素使用强度

与铜绿假单孢菌耐头孢他定呈正相关，分别为（r=0.501 p=0.048 Lag=3）、喹诺酮类抗生素使用

强度与鲍曼不动杆菌、肺炎克雷伯耐药率未见明显相关。 

结论 喹诺酮类抗生素的使用增加了大肠埃希菌耐环丙沙星及铜绿假单孢菌耐头孢他定的耐药率，

适当减少喹诺酮类抗生素的使用有助于控制细菌耐药。 

 
 

PO-248 

金黄色葡萄球菌 essC 基因敲除菌株的构建 

及其对细菌致病性的影响 

 
张霞 

昆明市解放军昆明总医院 

 

目的 构建金黄色葡萄球菌 Esx 分泌系统 essC 基因的敲除株和互补株，研究 essC 基因缺失对细菌

致病性的影响。 

方法 利用同源重组技术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N315 essC 基因进行敲除，同时构建其回复突变株。比

较野生株 N315，突变株 ΔessC 和回复突变株三者基本生物学特性的差异，动物实验分析 essC 基

因敲除后细菌在小鼠肾脏的定植情况及对小鼠肾脓肿致病性的影响。 

结果 成功构建 N315 essC 基因敲除株及其回复突变株。其基本生物学性状无明显改变，但与野生

株相比，敲除株在小鼠肾脏的定植量及对小鼠肾脓肿的致病性明显下降，而回复突变株的定植量和

致病性又得到回复。 CN; mso-bidi-language:AR-SA'>N315，突变株 ΔessC 和回复突变株三者基

本生物学特性的差异，动物实验分析 essC 基因敲除后细菌在小鼠肾脏的定植情况及对小鼠肾脓肿

致病性的影响。 

结论 essC 基因作为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VII 型分泌系统的重要组分，与其致病性密切相关，essC 基

因敲除株的获得为进一步研究其在致病过程中的作用及机制奠定了基础。 

脓肿的致病性明显下降，而回复突变株的定植量和致病性又得到回复。  CN; mso-bidi-

language:AR-SA'>N315，突变株 ΔessC 和回复突变株三者基本生物学特性的差异，动物实验分析

essC 基因敲除后细菌在小鼠肾脏的定植情况及对小鼠肾脓肿致病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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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9 

全球流行 ST195 型鲍曼不动杆菌优势 

克隆基因组流行病学特征研究 

 
贾慧琼,阮陟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目的 ST195 型鲍曼不动杆菌广泛分布于全球多个国家，本研究借助多种高分辨率基因组流行病学

数据分析策略，明确该优势克隆菌株间的亲缘关系。 

方法 对当前 NCBI GenBank 数据库中所有 2418 株鲍曼不动杆菌基因组数据进行多位点序列分型

（MLST），识别所有菌株的序列型（ST），并筛选出来源于 8 个不同国家 90 株 ST195 型鲍曼不

动杆菌进入后续研究。以 AC30 基因组为参考序列，借助 Parsnp 工具鉴定核心基因组单核苷酸多

态性（cgSNP）位点并去除基因组序列中的重组位点，构建基于 cgSNP 位点的系统发育树。采用

Genome Profiler（GeP）工具进行核心基因组多位点序列分型（cgMLST），并构建最小生成树

（MST）。 

结果 系统发育学分析结果提示，cgSNP 与 cgMLST 分析策略较传统的基于 7 个管家基因的 MLST

方案具有更高的分辨率，能够将 ST195 型鲍曼不动杆菌进一步细分为若干簇型（Cluster）拓扑结

构，且多数来源于相同国家的菌株聚集于系统发生树的同一簇。菌株间 SNP 数量分布于 0~43，等

位基因（allele）差异数分布于 0~14，且分离自同一国家的菌株等位基因差异数＜10，SNP 差异

数＜20。两种分析策略所产生的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cgSNP 策略的分辨率略高于 cgMLST 策

略。 

结论 全球流行 ST195 型鲍曼不动杆菌菌株间亲缘关系十分接近，存在跨国传播的可能性较大，其

准确的传播路径需要进一步研究。以 cgSNP 与 cgMLST 为代表的新一代基因组流行病学数据分析

策略具有更高的分辨率，能够对暴发流行菌株进行更为精准的追踪与溯源。 

 
 

PO-250 

荧光染色在鼻窦真菌快速诊断中的应用评价 

 
王丽赟,王玫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目的 评价荧光染色在快速诊断真菌性鼻-鼻窦炎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对 96 例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4 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临床诊断为真菌性鼻-鼻

窦炎的术中取材真菌团块组织少量，拉片制成薄层涂片，滴适量荧光染料，加盖玻片，室温放置 5

分钟，在荧光显微镜下从低倍至高倍观察真菌结构。常规进行乳酸酚棉蓝染色及 10%KOH 湿片处

理，以真菌培养结果作为金标准。 

结果 荧光染色、乳酸棉兰染色、10%KOH 湿片标本一次镜检阳性率分别为 95.83%（92/96），

93.75%（90/96）及 91.67%（88/9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涂阴标本再次涂片染色镜检，除

10%KOH 漏检 2 例外，荧光及乳酸棉兰染色均可捕捉到真菌结构。培养阳性的 65 例标本，荧光着

色理想，可见清晰的真菌结构，尤其对曲霉菌属与暗色真菌属菌丝区分良好，直接荧光染色拟诊与

培养结果一致。有 3 例经乳酸棉兰及 10%KOH 湿片观察到特征性顶囊结构及分生孢子判断为烟曲

霉及链格孢属，结果与培养一致，而荧光染色此类结构着色不清。 

结论 荧光染色法可用于鼻窦真菌的快速拟诊，但在观察真菌特征性产孢及产色素结构上，与常规

方法相比并无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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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51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智能初筛 

 
苑林 

广东省中医院 

 

目的 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对临床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相关检验数据进行深层多维分析，旨在揭示各

种检测结果之间复杂和特殊的关系，从而发现其隐含的规则、模式和规律。 

方法 收集广东省 8 家三甲医院的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病例 2310 例，数据根据呼吸道感染病原体类型

分为细菌组 426 例，病毒组 457 例和正常对照组 364 例，采用支持向量机算法来对本数据进行分

析处理。 

结果 训练集分类中，细菌类准确率为 155/181 = 85.6%；病毒类准确率为 151/198 = 76.2%；正常

类准确率为 55/73 = 75.3%；测试集分类中细菌类准确率为 106/121 = 87.6%；病毒类准确率为

106/132 = 80.3%；正常类准确率为 39/49 = 79.6%。 

结论 本文选取了临床上较为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采用多中心的检测数据进行了横断面的数据挖

掘研究，作出有实际参考价值的诊断决策，有助于优化临床医生的常规诊疗流程，缩短诊疗时间，

改善就医体验，虽然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和推广价值。 

 
 

PO-252 

Rapid Diagnosis of Azole-Resistant Aspergillosis by  
multiplex ligation dependent robe amplification (MLPA) 

 
Shuwen Deng,Nong Yu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Suzhou National New 

 
Objective  Invasive infections due to Aspergillus fumigatus are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although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invasive aspergillosis has 
improved with the clinical use of mold-active antifungal azoles, most notably voriconazole. 
However, the survival of patients may be threatened by the emergence of azole resistance of 
aspergilli. Resistance is commonly due to point mutations in the cyp51A gene, which is the target 
for antifungal azoles. A. fumigatus isolates harboring the mutation TR34/L98H are found globally 
and the cyp51A gene mutation TR34/L98H was most frequently found in china. The isolates 
commonly exhibit a cross resistant phenotype, and patients with azole-resistant disease may fail 
azole therapy. One problem in the management of azole-resistant aspergillosis is the early 
detection of resistance as cultures are negative in up to 50% of patients with focal pulmonary 
lesions, and in vitro susceptibility testing takes at least 5 to 7 days to complete. The multiplex 
ligation-dependent probe amplification (MLPA) method has been applied in medical mycology.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MLPA proved to be high, and the assay was therefore found to 
be a useful tool for the prompt and accurate diagnosis of SNP mutant. This study, we aimed to 
develop a highly specific, technically attractive and rapid detection of mutations associated with 
azole resistance by MLPA-based Quick Diagnostics 
Methods The multiplex ligation-dependent probe amplification (MLPA) method was used, probes 
for MLPA were designed with main mutant TR34/L98H target sequences in the CYP51 gene 
region of A.fumigatus, and strains tested included 7 azole resistant A.fumigatus, 2 wild type 
A.fumigatus( non-azole resistant A.fumigatus), and 15 closely related species. 
Results MLPA-based Quick Diagnostics for TR34/L98H in targeting the CYP51 gene of 
A.fumigatus yielded amplicons of 200 bp. Amplification products were detected by 
electrophoresis on agarose gel. Positive responses showed the expected band (200 bp) after 
MLPA in 7 azole resistant A.fumigatus strains with mutant TR34/L98H , whereas negative results 
were obtained with all 17isolates used for reference, including 2 wild type A.fumigatus strai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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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strains of closely related A.fumigatus species, the backgrounds remaining clean. No cross 
reac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azole resistant A.fumigatus strains and wild type A.fumigatus 
strains as well as any of the reference species . Specificity therefore was 100% as well. 
Conclusions molecular diagnostic techniques-MLPA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rapidly 
and efficiently identify most common mutants of azole-resistant strains in A.fumigatus. 
Advantageous : reliability, ease of operation, rapid detection (within 2 hours) compared to 
standard PCR and conventional methods. 
 
 

PO-253 

耐碳青霉烯大肠埃希菌同源性检测 

 
杜帅先,陈安迪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分析耐碳青霉烯大肠埃希菌的同源性，对临床监测耐碳青霉烯大肠埃希菌的传播情况及预防

提供依据。 

方法 对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临床分离出的耐碳青霉

烯大肠埃希菌（共 23 株）通过 REP-PCR 的方法进行同源性检测。 

结果 通过对实验结果的分析，发现大致可以分为 A、B、C 型和无法分型四种，其中 B 型最多有 9

株。 

结论 检测细菌同源性有助于鉴别该耐药菌株的流行情况，是否有爆发流行趋势。Rep-PCR 法可用

于医院内感染的流行病学调查。 

 
 

PO-254 

COPAN SLB 液化处理痰液标本的效果评估 

 
白露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 利用商品化痰液消化液（SLB,COPAN）处理痰液，评估液化程序对痰液菌量的影响。 

方法 收集分析 2018 年 1 月-2018 年 4 月合格痰液标本 100 例，同时以传统痰液接种方法及 SLB

液化处理后接种。经 24 小时 37、5% CO2孵箱孵育后，进行菌量评估及菌种鉴定。 

结果 100 例标本中共分离 98 株病原菌，且两种接种方式均可分离出，无差异性。菌量评估，经液

化处理后的痰液标本，48%分离菌量大于传统接种方法，且分布更均一。 

结论 应用痰消化液处理痰液标本，可使待检菌落分布均匀，菌量提高。但较传统手工接种方法，

较费时费力，但如应用自动化接种系统，将解决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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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55 

九项呼吸道病原体抗体 IgM 联合检测 

在呼吸道感染疾病中的临床应用 

 
赵雅,刘小滨,王林,黄嫄,郝旭,任莉 

西安市第一医院 

 

目的 为呼吸道感染病原体的检测提供一种可靠，快速的检测方法。 

方法 对 495 例吸道感染患者的血清标本应用九项呼吸道病原体联检试剂(间接免疫荧光法)同时检测

呼吸道感染主要病原体的 IgM 抗体，九项病原体包括嗜肺军团菌血清Ⅰ型(LP-1)、肺炎支原体

(MP)、Q 热立克次体(COX)、肺炎衣原体(CP)、腺病毒(ADV)、呼吸道合胞病毒(RSV)、甲型流感

病毒(IFA)、乙型流感病毒(IFB)和副流感病毒 1、2 和 3 型(PIVS)。 

结果 检测这九种病原体感染率为 36.7％(182/495)，其中临床检出率为乙型流感病毒>肺炎支原体>

副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嗜肺军团菌腺病毒>甲型流感病毒>腺病毒 >Q 热立克次体 >肺炎衣原

体，其中混合感染率达 18.38％(91/495)； 

结论 九项呼吸道联检试剂(间接免疫荧光法)在呼吸道感染检测方面准确性高、操作便捷，检测病原

体范围广、便于呼吸道感染的早期发现与治疗，特别是对混合感染有提示意义，适合呼吸道感染患

者在疾病早期的应用。 

 
 

PO-256 

金黄色葡萄球菌生物膜产生及相关毒力因子研究 

 
魏莲花 1,陈晓青 2,谢跃 2,李可可 2,余甜 2 

1.甘肃省人民医院 

2.甘肃中医药大学 

 

目的 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感染遍及临床各科，人体各部位。对临床分离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进行

生物膜、生物膜相关因子及毒力因子检测 

方法 刚果红培养基法进行生物膜筛选；用电子显微镜观察生物膜的形成；用 PCR 方法检测生物膜

相关基因及毒力因子。 

结果 100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中，63 株产生生物膜，产生物膜率达 63.0％，均产生与生物膜高度相

关的 icaA 基因、icaD 基因；还可产生 ebh、sea、seb、pvl、hla、fnbA 等毒力因子；生物膜阳性

菌株对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利福平及庆大霉素的耐药性显著高于生物膜阴性菌株，产生物膜的

菌中 MRSA 菌株占 51.2%，MSSA 占 48.8%；无论产生物膜与否均未发现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

和替考拉宁耐药的菌株。 

结论 产生物膜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已经成为医院感染的致病因素之一，常产生各种毒力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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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57 

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快速鉴别 

MRSA ST5-Ⅱ-t311 和 ST59-Ⅳ/Ⅴ-t437 基因型的研究 

 
孔海深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初步建立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 MS）进行快速 MRSA 分子分型

的方法，探讨 MALDI-TOF MS 用于鉴别 MRSA 流行克隆的可能性。 

方法 收集浙江地区临床分离的 96 株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 采用多位点序列

（MLST）、葡萄球菌 A 蛋白（spa）、葡萄球菌染色体 mec 基因盒(SCCmec)分型方法进行分子

分型，通过 MALDI-TOF MS 对所有菌株进行鉴定，ClinProTools 软件对主要克隆型的质谱峰图进

行主成分分析和遗传算法(GA)统计。 

结果 分子分型结果显示，本地主要 ST 型为 ST5（34.38%）、ST59(25%)、ST239（10.42%），

spa 型为 t311(47.92%) 、 t437(31.25%) 、 t002(6.25%), 最常见的流行克隆型为 ST5- Ⅱ -

t311(33.33%)和 ST59-Ⅳ/Ⅴ-t437 (19.78%)。经 ClinProTools 软件中的遗传算法（GA）分析得到

模型 t311 与 t437 的交叉效度为 84.85%，其可接受度为 96.31%；模型 ST5 与 ST59 的交叉效度

为 98.51%，其可接受度为 100.0%；模型 ST5-Ⅱ-t311 与 ST59-Ⅳ/Ⅴ-t437 的交叉效度和可接受度

均达到 100.0%。质荷比为 6482、6553、5698 和 4498m/z 的质谱峰是用于区分 ST5-Ⅱ-t311 和

ST59-Ⅳ/Ⅴ-t437 的最为主要的特征性峰。 

结论 采用 MALDI-TOF MS 可以快速准确区分 ST5-Ⅱ-t311（HA-MRSA）和 ST59-Ⅳ/Ⅴ-t437

（CA-MRSA）两种基因型，为临床快速诊治社区相关性 MRSA 感染提供依据。 

 
 

PO-258 

布鲁菌病患者血清中 piRNAs 的表达谱筛选及临床价值研究 

 
张翠平 1,王成 1,福泉 3,丁梦 2,张辰宇 2,张春妮 1 

1.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3.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布鲁菌病作为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严重危害我国内蒙、东北、西北等地区牧民健康。本研

究旨在筛选布鲁菌患者血清中的 piRNAs 表达谱，评价其对布鲁菌病的诊断价值。 

方法 运用 Solexa 测序技术对 29 名布鲁菌病患者和 29 名年龄性别相匹配的正常对照组成的两份混

合血清分别提取 RNA 进行测序，初筛布鲁菌患者血清中表达发生明显改变的一组 piRNAs。然后

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RT-qPCR）对初筛的 piRNAs 在单个样本中进行复筛（30 例布鲁菌病

患者，30 例正常对照）和验证（50 例布鲁菌病患者和 40 例正常对照），筛选出布鲁菌病患者血

清中显著变化的 piRNAs。最后，运用 ROC 曲线分析 piRNAs 作为诊断标志物的临床价值。 

结果  Solexa 测序的结果发现布鲁菌病病人与正常对照相比，6 种 piRNAs 明显升高（2 倍以

上）。RT-qPCR 技术对这 6 种 piRNAs 进行复筛和验证的结果显示，4 种 piRNAs（piR-001312, 

piR-015151, piR-016742, piR-000753）表达量在两者之间具有显著且稳定的差异，变化倍数在

2.5~8.5 倍（p 均 < 0.01）。ROC 曲线分析显示，4 种 piRNAs 作为布鲁菌感染 ROC 曲线下面积

在 0.60~0.802 之间（p<0.0001），特异性和灵敏性分别在 0.608~0.718 和 0.681~0.814 之间。 

结论 布鲁菌病患者血清 piRNAs 表达谱与正常对照有明显差异，其中 4 种 piRNAs（包括 piR-

001312、piR-015151、piR-016742 和 piR-000753）在患者血清中含量显著升高，可以作为布鲁

菌感染潜在的诊断指标，有望为临床布鲁菌病的诊断提供一条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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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59 

微流控芯片液滴数字化抗生素敏感性测试 

 
徐邦牢,刘大渔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发展一种基于微流控芯片液滴数字化分析的快速抗生素敏感性测试方法。 

方法 研究设计并搭建了一套液滴微流控芯片分析系统，包括液滴阵列微流控芯片以及相关的机械

驱动、流体控制和光学检测单元。 

从体液样品分离的细菌悬液加入系列浓度抗生素，孵育一段时间后将细菌悬液与细菌活性指示荧光

染料混合，引入微流控芯片完成液滴发生和捕获，生成高密度微液滴阵列。通过对液滴阵列的荧光

扫描，检测每个液滴中的荧光信号并以此计算出阳性微液滴比例（p）。根据阳性微液滴比例

（p），可以用泊松分布算法推算出最小抑菌浓度（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指

导区分敏感和耐药细菌 

结果 液滴发生器为“十字”结构通道。在油相的剪切力作用下，水相被分散为大量油包水型液滴。液

滴捕获结构包括含有捕获池的主通道和旁路通道。初始状态下，主通道阻力小，因而液滴进入主通

道；液滴进入捕获池后，由于表面张力效应被扣留，因而主通道阻力增加。后续液滴因而进入旁路

通道。以此类推，液滴被顺序捕获形成高密度液滴阵列。 

利用梯度密度细菌悬液的测试结果显示，数字化分析方法获得的细菌计数结果与理论值高度一致。 

数字化分析结果显示，尿路感染病人与健康人尿液细菌数量具有显著差别。通过细菌计数可以初步

判定细菌性尿路感染。 

将敏感和耐药性大肠杆菌暴露于最小抑菌浓度水平的庆大霉素，连续数字化计数结果显示 30 min

内敏感和耐药性细菌的数量已经具有显著差别(p=0.000)。 

结论 本研究发展的液滴数字化测试方法在短时间内完成细菌计数和药敏测试，有望为细菌感染性

疾病的循证诊疗提供有力工具。 

 
 

PO-260 

呼吸道病毒特异性 IGM 检测的临床分析 

 
税鑫 

乐山市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急性呼吸道感染常见的 11 种呼吸道病毒特异性 IGM 阳性标本，为临床诊断和用药提供

依据，了解本地区呼吸道病毒谱构成。 

方法 我院 2017 年 4 月到 2018 年 2 月呼吸道感染患儿标本，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呼吸道病毒

特异性 IGM。 

结果 1989 例送检标本中，阳性例数为 484 例，总阳性率为 24.33%。阳性标本中，流感病毒 B 型

检出最多，196 例（40.50%），其次为肺炎支原体，169 例（34.91%），其余 9 种病毒检出分别

为：流感病毒 A 型 39 例（8.06%），呼吸道合胞病毒 30 例（6.20%），副流感病毒 21 例

（4.34%），肺炎衣原体 20 例（4.13%），柯萨奇病毒 B 型 3 例（0.62%），柯萨奇病毒 A 型 2

例（0.41%），腺病毒 2 例（0.41%），埃可病毒 1 例（0.21%），嗜肺军团菌 1 例（0.21%）。

随季节变化，阳性检出率变化明显。在 2017 年 4 月、5 月、11 月、12 月出现检测高峰，其阳性检

出分别为：80 例（16.53%），70 例（14.46%）。72 例（14.88%），76 例（15.70%）。而各种

病毒随季节变化有自己的变化特点。其中流感病毒 A 型在 2017 年 11 月、12 月出现检出高峰，分

别为：10 例（2.07%），11 例（2.27%）；流感病毒 B 型在 2017 年 4 月出现检出高峰，为 44 例

（9.09%）；肺炎支原体在 2018 年 2 月出现检测高峰。为 30 例（6.2%）。不同年龄段儿童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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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 IGM 检出率也有一定的差别，我院以幼儿期患者检出最多，为 176 例（36.36%），学龄期

儿童检出率偏低，为 80 例（16.53%）。 

结论 我院 2017 年 4 月到 2018 年 2 月常见呼吸道病毒阳性检出 484 例，阳性率为 24.33%，其中

以流感病毒 B 型最高，其次为肺炎支原体，流感病毒 A 型；随年龄和季节的变化，11 种病毒有不

同的流行趋势。 

 
 

PO-261 

NF-κB/AP-1 与 mTOR 信号通路在抗 β2GPI 

 自身抗体引发血栓形成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夏龙飞 

1.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2.江苏大学医学院 

 

目的 抗磷脂综合征（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APS）是一种非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性疾病，血

栓形成是其主要的病理基础和最突出的临床表现，也是 APS 首要的死因。近期有研究表明，哺乳

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复合物（the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complex，mTORC）通路在

APS 内皮血管壁炎症激活导致血管损伤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本论文旨在前期研究的基

础上，分别利用实验性 APS（EAPS）小鼠模型和单核细胞（THP-1 和人外周血单核细胞）探讨

NF-κB/AP-1 和 mTOR 在 anti-β2GPI 自身抗体诱导血栓形成中的作用及其调控的效应分子，以期为

APS 血栓形成的防治提供新思路。 

方法 利用实验性 APS（EAPS）小鼠模型和单核细胞（THP-1 和人外周血单核细胞）建立模型，

采用特异性刺激物处理模型小鼠和细胞，运用 RT-qPCR、免疫荧光、TF 活性试剂盒、ELISA 和

Western blotting 等方法检测小鼠体内和细胞内相关信号分子和效应分子表达的变化。 

结果 在 EAPS 模型小鼠体内，NF-kB 和 c-Jun/AP-1 参与介导抗体 β2GPI 抗体诱导小鼠 TF、粘附

分子（E-选择素、ICAM-1、ICAM-1 和 VCAM-1）和炎症因子（IL-1β、IL-6 和 TNF-α）的表达，

表明 NF-κB 和 c-Jun/AP-1 在 aPL 诱导的促血栓、促炎症状态中扮演极其重要的作用。体外研究发

现，mTOR 参与介导了 anti-β2GPI/β2GPI 或 APS-IgG/β2GPI 复合物诱导单核细胞 TF 和 IL-8 的表

达，TLR4、p38 和 ERK1/2 能够调节 mTOR 的活化，表明 mTOR 在 APS 的发病机制起到重要的

作用。 

结论 NF-κB、c-Jun/AP-1 或 mTOR 的抑制剂均能够降低 anti-β2GPI 自身抗体诱导的促血栓和促炎

症因子的表达，表明 NF-κB、c-Jun/AP-1 和 mTOR 可作为 APS 血栓形成防治的新靶点。 

 
 

PO-262 

ARID5B 基因在急性白血病患者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的探索 

 
买景群,周娟,陆小军,应斌武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通过检测及比较 ARID5B 基因在 ALL、AML 及健康人群中的表达水平，探讨其对于急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患者的临床意义与应用。 

方法 应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RQ-PCR) 方法，分析 105 例 ALL 患

者，111 例 AML 患者及 100 例正常人的骨髓或外周血 ARID5B 基因的 mRNA 转录表达量，以法计

算基因表达水平。 

结果  与健康对照（ΔCT ： 7.760±0.630）相比，  ALL 患者的 ARID5B mRNA （ΔCT ：

5.756±1.125）显著增高，为健康对照组水平的 4.011 倍，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90；T-ALL 和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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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两组亚型之间 ARID5B 基因表达无显著差异；AML 患者的 ARID5B mRNA 表达（ΔCT：

9.302±1.520）显著降低，为健康对照组水平的 0.344 倍，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96；将 AML 患

者根据 FAB 分型分组，发现 AML 亚型之间 ARID5B 表达水平具有显著差异，且在 M1 中表达量最

高，其次是 M2，在 M3 中表达量最低。对 ARID5B 基因 mRNA 表达水平与 AL 临床特征的相关性

分析显示，其在不同性别、年龄、外周血白细胞数量、预后分组、首次化疗缓解以及是否伴随

BCR/ABL 融合基因等分类中的表达水平无明显差异。 

结论 ARID5B 基因的异常表达对于 AL 具有诊断及鉴别诊断的价值，与 AL 的发生密切相关，提示

ARID5B 基因表达改变可能影响了淋系和髓系分化，其表达失衡在 ALL 及 AML 发病中具有重要的

调控作用。 

 
 

PO-263 

A study of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bone 
marrow cells for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refractory 

 anemia (MDS-RA) and megaloblastic anemia (MA)  
clinical study 

 
Yang Wu 

Gansu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features and differences of bone marrow cell morphology in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anemia (MDS-RA) and megaloblastic anemia (MA), and to provide basis 
for clinical differential diagnosis. 
Methods A total of 50 patients with MDS-RA and MA were selected in a top three hospital. The 
basic data (gender, age, etc.) of all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The blood and bone marrow cell 
morphological tests were performed and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The basic data of the study 
subjects were statistically described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the t test or analysis of 
variance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 measurement data obey the normal distribution Comparability, using chi-square 
tes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blood information and bone marrow morphology 
differences, and the ROC curve was drawn to compare the detection of two detection methods to 
evaluate the diagnosis of bone marrow cell morphology. 
Results  There were 50 cases in each of MDS-RA and MA patien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age and sex. The basic data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able and the diagnostic results we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ndard of diagnosis and 
curative effect of blood diseases. In addition, the blood results of both anemia patients showed 
different degrees of difference, the erythrocytes and abnormal granulocytes were predominant in 
RA group, while the mature macrophages and nucleus right shift in MA group were predominant. 
In addition, two groups of bone marrow cells (Giant primordium, precocious erythrocytes) and 
gliacytes all showed giant oligodendroglity,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The erythroid and granulocytic morbid hematopoiesis in RA bone marrow were more 
significant (P <0.05), and the number of megakaryocyte or multi-leaf megakaryocyt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 <0.05).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OC curve, the morphology of bone marrow cells 
was better than blood in the diagnosis of both groups. 
Conclusions  Both MA and RA have similarities in blood images and bone marrow cell 
morphology, but there are also differences. Bone marrow cell morphology test results in the 
clinical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MA and RA there is a certain value, and better than bloo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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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64 

一种通过降低 A 型糖基转移酶活性 

导致 Aw 亚型的 M142V 突变研究 

 
雷航,蔡晓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ABO 血型系统是最具有临床意义的血型系统，除 A、B、O、AB 血型外，还有因血型抗原减

弱导致的亚型，ABO 亚型是一种具有遗传性的 ABO 血型弱表现型，多表现为 ABO 血型血清学的

正反定型不符，造成患者血型的鉴定困难，进而延误患者输血。本文对 1 例中国籍个体弱 A 血型的

分子机制进行初步的探索研究 

方法 对患者进行 ABO 血清学血型鉴定，红细胞 H 抗原测定，血浆中 A 型糖基转移酶活性测定。

采用 PCR-SSP 方法对患者的 ABO 基因型进行鉴定，并对其 ABO 基因的 6、7 号外显子进行 PCR

扩增、基因克隆和测序分析。采用 SWISS-MODEL 软件构建野生型及突变 GTA 同源蛋白模型，预

测氨基酸改变对 A 糖基转移酶结构的可能影响。 

结果 血清学检出红细胞表面含有部分 A 抗原，鉴定为 Aw 表型；红细胞上 H 抗原明显强于正常 A

型和 B 型，血浆中 A 型糖基转移酶活性检测结果显示 A 酶活性显著性降低。SSP 基因分型为 A/O

血型。测序分析显示 Aw 个体的 ABO 基因编码区存在 424A>G 单碱基置换的新突变，导致了 A 糖

基转移酶 M142V 氨基酸改变。分子同源蛋白模型分析提示 M142V 突变引起酶构象稳定性的改

变，从而可能减弱其催化活性 

结论 ABO 等位基因 A1.02 发生 c.424A>G 突变，引起 A 糖基转移酶 142M>V 氨基酸置换，可导致

ABO 血型抗原 A 的弱表达。 

 
 

PO-265 

ABO 基因内杂交导致 A 亚型的分子机制研究 

 
蔡晓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ABO 亚型是一种遗传性 ABO 血型弱表现型，易造成 ABO 血清学正反定型不符，血型鉴定的

困难，进而造成患者输血的延误。本文对 2 例中国籍个体的弱 A 血型的分子机制进行进一步研究。 

方法 进行 ABO 血清学定型，红细胞 H 抗原测定，血浆中 A 酶活性测定。ABO 基因分型采用 SSP

方法。对 ABO 基因第 1-7 号外显子及 5 号内含子进行 PCR 扩增、基因克隆和测序分析。采用

SWISS-MODEL 软件构建野生型及突变 GTA 同源蛋白模型，预测氨基酸改变对 A 糖基转移酶结构

的可能影响。 

结果 血清学鉴定为 Ax 表型，红细胞上 H 抗原明显强于正常 A 型，血浆中未检出 A 酶活性。SSP

基因分型为 A/O 血型。测序分析显示 2 例 Ax 个体的 ABO 基因编码区均存在 106G>T， 

188G>A，189C>T，220C>T 和 1009A>G 5 个单碱基置换，导致了 A 糖基转移酶 V36F，R63H，

P74S 和 R337G 4 个氨基酸改变。其中，前 4 个 SNP 是 ABO*O02 等位基因中的多态性位点，而

1009A>G 则与 A205 等位基因相关，提示为 O02-A205 重组。经过序列分析，发现 2 例个体重组

区域分别在 ABO 基因第 5 内含子第 306 位至第 450 位核苷酸，以及第 5 外显子 220 位核苷酸至第

5 内含子第 103 位核苷酸。分子同源蛋白模型分析提示 V36F，R63H，P74S 和 R337G 突变引起

酶构象的改变，从而可能减弱其催化活性。 

结论 ABO 等位基因 O02 与 A205 在内含子 5 中发生的重组，导致形成不同的 O02-A205 杂交体

（hybrid），引起 A 糖基转移酶部分氨基酸置换，可导致 ABO 血型抗原 A 的弱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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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66 

Aberrantly expressed transcription factors C/EBP 
 and SOX4 have positive effec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Fei Dong,guili zhang,Xia Zhang,Xuena Liu,Na Wang,Chengming Sun 

Yantai Yuhuangding Hospital 

 
Objective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expression and significance of 
CCAAT/enhancer binding protein α (C/EBPα) and SRY-related high mobility group box contain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4 (SOX4) in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CML). 
Methods Bone marrow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patients with CML, and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were collected from healthy controls. Protein and mRNA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collected samples, and analyzed using western blotting and reverse transcription-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alyses,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SOX4 was upregulated in the patients with CML, whereas the 
expression of C/EBPα was downregulated (P<0.05). In addition, no associ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the changes in expression and age, gender, white blood cells or the expression of 
breakpoint cluster region/abelson in patients (P>0.05). However, the expression of SOX4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expression of C/EBPα (P<0.01). Following imatinib treatment, the 
expression of SOX4 was downregulated in the progression-free patients, but upregulated in the 
blastic phase patients, whereas the expression of C/EBPα showed the opposite trend. 
Conclusions Therefore, C/EBPα and SOX4 were important and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process of CML, and the C/EBPα-SOX4 axis may be a novel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the 
treatment of CML. 
 
 

PO-267 

Clinical Research on the Coagulation Index Change to the 
Tumor Metastasis Risk through Blood Circulation 

 
Mei Guo,Lin Ren,Kun Wei,JunFu Huang,WeiLing Fu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blood coagulation index change and CTC 
positive 
Methods The 15 ml venous blood was drawn in 90 female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 diagnosed 

stage Ⅰ～Ⅲ breast cancer and 17 stage Ⅳ breast cancer patients undergoing no treatment. 

PBMCs (peripheral blood monouclear cells) were gathered from the blood by density gradient 
centrifugation, and then CTCs with CK (Cytokeratin) 19 mRNA positive in PBMCs were detected 
by FQ-PCR. Meanwhile the blood coagulation index was detected in all these patients. After this, 
the discrepancy of blood coagulation index between CTC negative group and CTC positive group, 
and CTC detection rate were contrastively analyzed. 
Results 1) PT was (10.71 ± 0.57) s in CTC negative group, (11.01 ± 0.57) s in CTC positive 
group;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11)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T% was 108.37 ± 
12.81 in CTC negative group, 101.44 ± 13.01 in CTC-positive group;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09)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TINR was 0.93 ± 0.05 in CTC negative group, 
0.96 ± 0.05 in CTC positive group;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05). Fib level was (2.67 ± 0.44) g / L in CTC negative group, (3.03 ± 0.81) g / L in CTC positive 
group;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04). PLT was (185.15 ± 
46.22) × 109/L in CTC negative group, (205.08 ± 51.16) × 109/L in CTC positive group;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41). APTT, APTT Ratio, DD and TT 

http://dict.youdao.com/w/discrep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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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d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CTC negative group and CTC-positive group (P> 0.05). 
2) 111 patients presented Fib ≤ 3.70g / L, including 36 patients with CTC positive (32.43%); six 
patients presented Fib> 3.70g / L, including 5 patients of CTC positive (83.33%);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20). CTC detection rate showed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y grouping based on PT, PT%, PTINR, APTT, APTT Ratio, DD, TT, PLT (all 
P values > 0.05). 
Conclusions Compared with CTC negative group, in CTC positive group, Fib and PLT levels 
were increased, PT increased, PT% decreased and PTINR increased. CTC positive ratio in 

patients with Fib＞3.70g/L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Fib≤3.70g/L group. 

 
 

PO-268 

儿童白血病中 34 种 ph 样 ALL 基因表达筛选的临床研究 

 
夏敏,邵静波,郑月,李红,王欢,李珊珊,张泓 

上海市儿童医院 

 

目的  通过对 34 种 ph 样 ALL 基因表达筛选在儿童白血病肿瘤中的结果分析，联合 MICM，评估其

在儿童白血病中精准诊断和预后判断中的意义。 

方法  2016 年 02 月-2017 年 02 月上海市儿童医院 50 例初发或复发白血病患儿，男 26 例，女 23

例，年龄 11 月- 14 岁，应用实时荧光探针 PCR 法进行 Ph 样 ALL 相关融合基因的筛选，筛选阳性

者再进行监测，34 种 Ph-like 样融合基因包括如 ETV6-ABL1，BCR-JAK2,IKZF3-8(IK6)，EBF1-

PDGFRB 和 CRLF2 等，涉及相关的细胞因子受体和激酶信号通路活化等分子异常。 

结果  50 例患儿包括初发 47 例，复发 3 例。最后诊断为 ALL-B 43 例，ALL-T 4 例，其他 3 例分别

是：NHL-B 2 例、AML 1 例。结果显示 ph 样 ALL 融合基因筛选的阳性率为 18.0%（9/50），4 例

复发患儿 ph 样 ALL 融合基因阳性 2 例（50%）。阳性的融合基因包括：IKZF3-8(IK6) 6 例次，

CRLF2 5 例次，EBF1-PDGFRB 1 例次，其中 3 例为 2 种融合基因同时存在：IKZF3-8 和 CRLF2

共阳性 2 例, IKZF3-8 和 EBF1-PDGFRB 共阳性 1 例。9 例阳性结果中 ALL-B 8 例，ALL-T 1 例，

其中 6 例阳性患儿在化疗 D19d，D46d 进行了 34 种 ph 样 ALL 融合基因的监测，2 例 D19d 仍阳

性，后续监测均转阴。9 例阳性患儿 D19d MRD>1.0%共 3 例，与阴性患儿存在明显差异

（33.3%&4.9%）。 

结论  34 种 ph 样 ALL 融合基因检测有助于白血病的精准诊断、危险分层和预后评估，并可作为监

测指标之一，阳性者预后差易复发，患儿可能获益于 ABL-TKI 和 JAK-TKI 的靶向治疗 

 
 

PO-269 

Overexpression of S100A14 contributes to the malignant 
 progression and predicts poor prognosis  

of lung adenocarcinoma 

 
Yiqun Che 

National Cancer Center/Cancer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S100A14 is one member of the S100 calcium-binding protein family that exerts 
important phenotypic effects on cell proliferation, apoptosis, differentiation and motility. However, 
the functional role and potential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S100A14 in lung adenocarcinoma have 
not been clarified yet. 
Methods  We firstly analyzed the genomic alterations of S100A14 using 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 lung adenocarcinoma genomic data set. S100A14 displayed significant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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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amplification in lung adenocarcinoma. We next detected S100A14 expression in lung 
adenocarcinoma and analyz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S100A14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Results Immunohistochemistry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S100A14 was obviously 
upregulated in lung adenocarcinoma tissues compared with matched normal counterparts. 
Statistics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S100A14 expression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poor 
differentiation, metastasis, stage, smoking and EGFR mutation,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our 
data indicated that S100A14 serum levels were higher in lung adenocarcinoma patients than 
healthy controls. Intriguingly, S100A14 serum levels were related to distant metastasis (P=0.028). 
S100A14 high expression i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post 
progression survival (PPS), respectively (P=0.0016 for OS, P=0.039 for PPS). In addition, we 
investigated the biological functions of S100A14 in lung adenocarcinoma cell line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S100A14 promotes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SPCA1, Glc-82 cells. 
Conclusions S100A14 increases motility of lung adenocarcinoma cells, and S100A14 might be a 
serum diagnostic, prognostic biomarker and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lung adenocarcinoma. 
 
 

PO-270 

急性早期前体 T 淋巴细胞白血病分型预后意义的初步探讨 

 
廖红艳,孙卓怡,蒋能刚,粟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急性早期前体 T 淋巴细胞白血病（ETP-ALL）是一种高侵袭性、具有类似于早期 T 系祖细胞

的转录和表型谱的新 T-ALL 亚型，由于报道的病例有限，对其认知不足。本研究旨在探讨对我国

T-ALL 患者进行 ETP-ALL 分型的预后意义。 

方法 本研究收集了 126 名于 2008 至 2014 年间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就诊的 T-ALL/LBL 患者的临床

信息，参考免疫分型结果将其分为三组： ETP-ALL/LBL（CD1a-，CD8-，CD5-/dim以及一种或多种

干细胞和髓系相关抗原表达）、Near-ETP-ALL/LBL（CD5+但其它表型同 ETP-ALL）及 Non-ETP-

ALL/LBL（表型均不符合前面两组）组，回顾性分析患者的临床特点，包括基本信息、初诊实验室

检查指标、诊断、治疗，并对其生存情况进行随访，探讨 ETP-ALL 分型及相应实验室指标的预后

意义。 

结果 T-ALL/LBL 患者以年轻男性（< 30 岁）为主；T-ALL 患者初次化疗缓解率（CR1）率显著高

于 T-LBL 患者（64% vs 31%，P = 0.03）；初诊外周血 WBC > 50×109/L 的患者 CR1 率显著高于

WBC ≤ 50×109/L 的患者（78% vs 51%，P = 0.0095）； 相较于 Non-ETP 组，ETP 组患者发病

年龄更大（P < 0.0001）、外周血 WBC 计数更低（P < 0.0001）、病程中 CNS 浸润率更低（10% 

vs 30%， P = 0.0087）； ETP 组患者 CR1 率显著低于 non-ETP 组（37% vs 85%，P < 

0.0001）；ETP 组患者较 Non-ETP 组患者总生存期短。 

结论 ETP-ALL/LBL 的诊断分型依赖于流式细胞术免疫分型，且相应抗原的表达与预后密切相关；

ETP-ALL/LBL 属于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高危亚型，需要更精准的诊断和治疗策略来改善预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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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71 

HPLC 在昆明地区地中海贫血产前筛查中的临床价值 

 
杨继青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高效液相色谱技术（HPLC）对昆明地区产前筛查人群中 α 地贫、β 地贫及各种异常血红

蛋白病的检测效果，评估其在昆明地区地中海贫血产前筛查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1 月到 2016 年 8 月，到我院产科常规产检的昆明市户籍孕妇及配偶 12743

例，运用 HPLC 法进行地中海贫血产前筛查；用 Gap-PCR 方法和 PCR-寡核苷酸探针反相斑点杂

交法检测 α-或 β-珠蛋白基因常见突变类型检测，对罕见珠蛋白基因突变类型，使用测序分析。 

结果 12473 例孕妇及配偶中，HPLC 法检出地中海贫血阳性病例 537 例（4.21%），其中 β 地贫

289 例（2.27%），α 地贫 232 例（1.82%）异常血红蛋白 16 例（0.13%）。71 例 Hb A2 >4.0%珠

蛋白基因分析，检出 69 例常见 β-珠蛋白基因突变，2 例为罕见突变类型，灵敏度 100%

（71/71）；66 例 Hb A2 <2.5%病例行珠蛋白基因分析，检出 12 例见 α-珠蛋白基因突变，8 例为

罕见突变类型，敏感度 30.3%（20/66）；39 例 Hb A2 在 2.5%-3.5%之间，MCV 和/或 MCH 偏

低，检出 24 例常见 α-珠蛋白基因突变。 

结论 昆明地区异常血红蛋白人群携带率高，高效液相色谱技术对 β 地中海贫血具有很高的检出率

和敏感度，为避免对 α 地贫的漏筛，需要 HPLC 联合血液学分析进行。 

 
 

PO-272 

循环长非编码 RNA SNHG1 检测方法的建立 

及其在结肠癌诊断中的应用 

 
汪桂华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建立血清中 lncRNA 核仁小分子 RNA 宿主基因 1（small nucleolar RNA host gene 1，

SNHG1）的检测方法，评价其表达差异的在结肠癌诊断中的应用，探讨血清 SNHG1 检测在结肠

癌早期辅助诊断、预后判断和病程监控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1. 分析 TCGA 数据库中 440 例结肠癌测序数据中长非编码 RNA SNHG1 的表达情况，并分析

其预后意义。2.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

qPCR）验证结肠癌患者组织及血清中的差异表达 2.1 采用 TRIzol 及 TRIzol LS 法共提取 30 对结

直肠癌及癌旁组织样本与 90 例结肠癌患者、45 例正常体检者血清样本中的总 RNA。2.2 针对

SNHG1 序列的不同部位，设计 5 对引物，采用 qRT-PCR 相对定量法检测 SNHG1 的表达情况，

分别在组织及血清中选择可扩增差异较大产物量的引物序列用于后续实验，组织中以 β-actin 为内

参，血清中以 18s 作为内参。2.3. 受试者工作曲线分析血清 SNHG1 在结肠癌中的诊断效能。2.4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SNHG1 与结肠癌 TNM 分期、转移、CEA 及 CA19-9 等临床参数的相关性。 

结果 1、  TCGA 数据库中 440 例结肠癌中 SNHG1 表达显著高于正常结肠组织，Kaplan-Meier 生

存曲线显示 SNHG1 高表达与结肠癌患者生存时间呈显著负相关。 

2、  基于 RT-qPCR 的方法检测循环 SNHG1 简单易行，较为稳定可靠。SNHG1 在结直肠癌组织

及患者血清中表达均增高，与癌旁组织及正常对照血清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组织及血清

SNHG1 的表达水平与结肠癌 TNM 分期相关。3、  血清 SNHG1 作为诊断指标，ROC 曲线下面积

为 0.81，提示 SNHG1 可作为结肠癌的检测指标。 

结论 循环 SNHG1 可通过 RT-qPCR 的方法在外周血中检测。循环 SNHG1 可作为诊断结直肠癌的

新的生物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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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73 

抗凝血酶缺陷家系与易栓症的遗传易感性研究 

 
张福勇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1.对一个遗传性 AT 缺陷症进行家系调查，明确临床表型。 

2.通过基因测序，查找基因突变位点，对遗传性 AT 缺陷症的分子发病机制进行研究。 

方法  1.用发色底物法检测先证者及其 5 名家系成员的血浆 AT 活性（AT：A）、蛋白 C 活性

（PC：A） ,凝固法检测蛋白  S 活性（PS：A），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检测 AT 抗原（AT：Ag）、蛋白 S 抗原（PS：Ag）、蛋白 C 抗

原（PC：Ag）；同时检测他们的凝血四项、D-二聚体、肝功能、肾功能、同型半胱氨酸、狼疮抗

凝物、抗心磷脂抗体、抗 β2 糖蛋白 1 抗体等，以明确临床表型。 

2.抽提该家系成员的外周血全基因组 DNA，用 PCR 法扩增 AT 基因 7 个外显子及其侧翼序列，

PCR 产物纯化后测序，将测序结果与美国 NCBI 基因库公布的序列进行比较，寻找突变基因。 

结果  1.先证者血浆 AT:A 为 41%（正常参考区间：80%-120%），AT:Ag 为 94mg/L（正常参考区

间：250-360mg/L）；先证者父亲（Ⅲ2）AT:A 为 58%，AT:Ag 为 99mg/L；先证者祖母（Ⅱ2）

AT:A 为 63%，AT:Ag 为 131mg/L；表现为 AT 抗原和活性同时减低，为 I 型 AT 缺陷症。 

2.先证者 AT 第 6 外显子 c.1385G>A 杂合突变，导致 p.Cys462Tyr 错义突变，使氨基酸序列发生

改变，即第 462 氨基酸由半胱氨酸变异为酪氨酸。其家系成员中，表型阳性的成员（Ⅲ2 父亲）和

（Ⅱ2祖母）在第 6 外显子的第 1385 位也发现了同样的突变；表型阴性的成员（Ⅳ2姐姐）、（Ⅲ1

母亲）和（Ⅱ1祖父）未发现突变。 

结论  本研究家系 AT 第 6 外显子 c.1385G>A 杂合突变，引起 p.Cys462Tyr 错义突变，导致Ⅰ型遗

传性 AT 缺陷症。 

 
 

PO-274 

Circulating Platelets mRNA ITGA2B and SELP as potential 
diagnostic biomarkers for early stage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Shan Xing,Liu Wan-Li 

Sun Yat 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Objective Blood platelets act as local and systemic responders during tumorigenesis and cancer 
metastasis, thereby being exposed to tumor mediated platelet education, and resulting in altered 
platelet behavior.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tumor-educated platelets (TEPs) may enable blood-
based cancer diagnostics. We characterize the platelet mRNA profiles of early stag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 patients and healthy donors and investigate their potential for TEP-
based diagnostics. 
Methods RNA was extracted from 10 pairs of early NSCLC (5 stage I and 5 stage II) and 
controls’ platelets, including benign pulmonary nodules patients and matched healthy volunteers.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DEGs) were analysed using RNA 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technology, then filtered out by the next multi-step analysis: expression frequency, upregulated 
fold, bioinformatics, lung cancer signaling pathway analysis, oncogenic protein function analysis, 
and document retrieval retrospective analysis. Circulating platelets was isolated from three 
independent groups, that is, early NSCLC patients, benign pulmonary nodules patients and 
matched healthy volunteers (test corhort n = 82, 39, 46 and validation corhort n = 78, 4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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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NA expression levels of ITGA2B, SELP were analyzed by qRT-PCR in the test corhort and 
verified by two different methods, RT-PCR and Droplet Digital PCR(dd-PCR) in the validation 
corhort. 
Results Ten mRNA (BSG, CD63, HK1, HLA-E, ITGA2B, RNMT, SELP, TGB1I1, THBS1, and 
TLNQ) were selected as candidate biomarkers for initial  
analysis. In the preliminary screening phase, platelet mRNA levels of SELP and ITGA2B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early NSCLC compared to controls. Elevated levels of these 
two markers were confirmed in the test phase, with an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0.732 and 
0.881, respectively, and the specificity were 25.71% and 57.86%; positive predicted value (PPV) 
were 56.49% and 69.59%, negative predicted value (NPV) were 70.59% and 84.38%, 
respectively when the sensitivity was fixed on 90%. The mRNA levels of SELP and ITGA2B in 
platelets were verified to b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validation phase using an independent set 
of subjects. Meanwhile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values for SELP and ITGA2B in TEP in 
the validation control were 0.753 and 0.843 respectively, and the specificity were 29.87%, and 
69.48%; positive predicted value (PPV) were 58.30% and 75.13%, negative predicted value (NPV) 
were 71.88% and 79.85%, respectively at the 90% sensitivity level. Dd-PCR emphasized the 
effect, establishing an AUC of  0.802 and 0.872, respectively. Combination of ITGA2B and CEA 
improved the AUC to 0.928. Moreover, the AUC of the combination for classifying patients with 
early NSCLC and Benign nodules patients was 0.922 in the test group and 0.928 in the validation 
group. In addition, expression of ITGA2B and SELP in circulating platelets show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tumor size (P < 0.01).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py number of circulating blood platelets ITGA2B and 
SELP mRNA allow blood-based biomarkers for early detection of NSCLC, and what’s more, it 
helps us to distinguish malignant nodules from benign nodules with high accuracy. The diagnostic 
power could be improved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NSCLC markers CEA.  
 
 

PO-275 

Shortened telomeres in Chinese essential 
thrombocythaemia and the impact of major mutations 

 
Yuqing Pei,Yue Wu,Wei Cui 

Cancer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Essential thrombocythemia (ET) is one of the classic philadelphia-negative 
myeloproliferative neoplasms, and somatic mutations of JAK2 V617F, CALR and MPL are 
considered to be most notable markers in the diagnosis of ET, with a frequency of 53.9-64.1%, 
15.5-28.4%, and 1.4-4.3% respectively. Shortened telomere and increased telomerase activity 
have been reported in a variety of hematological malignancies, associated with faster disease 
progression, reduced response to chemotherapy, and poor prognosis.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whether these mutation subtypes have an effect on telomeres length (TL) in ET. We hereby 
aim to determine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TL shortening in a large, well-defined cohort of ET 
patients, and correlate TL with mutation status, as well as multiple clinical and hematological 
features. 
Methods 175 newly-diagnosed ET patients and age and gender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were 
collected at Peking Union Medical Hospital from 2011 to 2017 and the diagnosis of ET was 
perform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HO criteria for myeloid neoplasms. All the genotyping 
procedures were performed on DNA obtained from peripheral blood leucocytes.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assay was performed to detect JAK2 V617F mutation. CALR exon 9 and MPL 
exon 10 mutations were assessed by bidirectional sequencing. LTL (ratio of the copy number of 
telomere [T] repeats to that of a single [S] gene) reflecting TL was measured by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assay. Differenc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continuous variables between 
categories were analyzed by either Mann–Whitney (comparison between two groups) or Krusk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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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is (for comparison of three or more groups) test. For comparison of the dichotomous 
variables, a Pearson chi-squared or a Fisher’s exact test (for expected values of >5 or ≤5, 
respectively) was applied. Logistic regression correction analysis used to correct the effects of 
confounding factors. 
Results Mutational frequencies among the 147 ET patients were 54.9% for JAK2 V617F, 16.6% 
for CALR and 4% for MPL; the remaining 28% were ‘triple-negative’ (3N). Four patients harbored 
both JAK2 and CALR mutation and two patients harbored both CALR and MPL mutation. We 
confirmed that the association of mutant CALR with younger age (p=0.004) and higher platelet 
count (p=0.009) when compared with other three mutation status, and JAK2 V617F was 
correlated with higher hemoglobin level (p=0.0016). The 3N group, to our most interest, displayed 
older age (p=0.004), lower platelet count (p=0.009) and lower hemoglobin level (p=0.0016). 
Telomere lengths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ned in ET patients compared with age and gender 
matched controls (p=0.041). Moreover, shortened TL were consider to be one risk factor for ET 
[0R 1.853 (95%CI 1.044, 3.289), p=0.035]. However, the difference of TL between four groups 
with distinct mutation status was insignificant after adjustment for age. We also failed to correlate 
TL with other clinical and hematological features. 
Conclusions ET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mutation types may display distinct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features. ET patients have shortened TL when compared with age and gender matched controls, 
and this was markedly pronounced in those with JAK2V617F and MPL mutations. While the 
difference of TL between JAk2 V617F, CALR, MPL and 3N mutation groups was not significantly. 
There is a possibility that TL may be used as an additional diagnostic marker for ET and 
telomerase inhibitors be used as a way of treatment. 
 
 

PO-276 

Rictor/mTORC2 在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中作用的研究 

 
华春兰,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mTOR 是一种进化上十分保守的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属于磷脂酰肌醇激酶超家族，它是

细胞生命活动的枢纽，可以通过整合来自于营养、生长因子、能量和环境压力的信号来调节细胞的

生理活动。据统计约 50%的急性髓系白血病存在 mTOR 通路的激活。Rictor 是 mTORC2 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敲除小鼠 Rictor 后，明显延长小鼠的寿命，但 Rictor 是如

何影响白血病的发生发展未曾有人研究过。正因如此，对 Rictor 敲除后白血病宿主体内的细胞数

目、功能及生物学行为进行深入研究，对阐明 Rictor 敲除后白血病状态转变的机制及关键分子具有

重大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方法 构建 Rictor 敲除的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T-ALL）模型。在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小鼠

模型中，我们使用流式细胞术检测了 Rictor 敲除后小鼠体内白血病细胞的动态生长变化。通过不同

的表面标记，我们探讨了 Rictor 敲除后对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小鼠体内不同白血病细胞群的影

响。最后，使用 RNA-Seq 技术、shRNA 敲降等方法对 Rictor 敲除后引起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

小鼠寿命延长的机制进行了研究 

结果 我们成功构建了 Rictor 敲除的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小鼠模型。随着白血病的发展，白血病

小鼠外周血，脾脏和骨髓中白血病细胞的比例逐渐上升，但是 Rictor 敲除后白血病小鼠外周血，脾

脏和骨髓中白血病细胞比例上升的速度明显小于对照组，说明 Rictor 敲除后可以明显抑制白血病细

胞生长。利用基因芯片和生物信息学、RT-PCR 验证和文献查阅，我们发现不管是在 Rictor 敲除组

还是在对照组都能够加速白血病的进程，但是在 Rictor 敲除组敲降 FoxO3a 后能显著加速白血病的

进程。 

结论 在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中，Rictor 敲除后通过各种途径，比如抑制细胞周期，增加白血病

细胞向脾中归巢以及改变白血病细胞表面标记来延缓白血病的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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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77 

新型肝癌标志物 CD166、MACM 信号通路研究 

 
陈宇心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暨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目的 肝癌是世界第六大威胁人类健康的恶性肿瘤，由于缺乏高灵敏度和特异性的标志物去检测肝

癌的早期病变，所以治疗肝癌的方法极其有限。膜蛋白可以作为早期非侵入性诊断肝癌的血清肿瘤

标记物。最近有报道 CD166 因其肿瘤形成能力可作为很多肿瘤的肿瘤干细胞标志物。在乳腺癌细

胞中沉默 CD166 基因降低了抗凋亡 Bcl-2 蛋白的浓度，增加了凋亡活性。我们以前的研究还表

明，CD166 通过以 PI3K / AKT 依赖的方式增强原癌蛋白 YAP 的功能，发挥其在保护 HCC 细胞免

于凋亡的作用。MCAM 促进肿瘤生长，血管生成和转移，被认为是肿瘤治疗的有希望的靶点。最

近，我们首次揭示了 MCAM 对 HCC 细胞存活和转化也至关重要，并提出促进 c-Jun / c-Fos 功

能。最近，我们发现 CD166 和黑色素瘤细胞粘附分子 MCAM 这两种膜蛋白可成为肝癌的血清肿瘤

标记物，其在维持肝癌细胞转化表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然而，这两种膜蛋白之间的关系还不得而

知。鉴于 CD166 和 MCAM 在 HCC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所以了解 CD166 和 MCAM 之间的关系是

非常重要的，这样我们可以发现治疗 CD166 和 MCAM 依赖性 HCC 的有效方法。 

方法 免疫组化，免疫荧光，免疫沉淀，免疫印记实验。细胞增殖，细胞凋亡，软琼脂成瘤实验及

异种移植小鼠实验。 

结果 CD166 诱导的抗致癌表型的缺失可以被 MCAM 的过表达所逆转，这表明 MCAM 在 CD166

诱导的肝脏肿瘤的发生中发挥着功能性作用。此外，我们发现 CD166 主要通过保护 MCAM 免受泛

素介导的蛋白的降解来调控 MCAM。CD166 机械地下调两个泛素 E3 连接酶，βTrCP 和 Smurf1，

它们在 MCAM 蛋白失稳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另外，βTrCP 的过表达和 Smurf1 诱导的转化表型

可以被 MCAM 部分逆转，证明 MCAM 是 βTrCP 和 Smurf1 的靶蛋白。同时，我们发现 c-

Raf/MEK/ERK 信号作为 CD166/PI3K/AKT 轴的一个下游影响因子去刺激 βTrCP 和 Smurf1 的泛素

化和失稳。 

结论 CD166 通过一个从 PI3K/AKT 和 c-Raf/MEK/ERK 信号的活化到抑制潜在的 CAM，阻断这个

信号通路或许对 CD166 和 MCAM 依赖的肝癌有一定作用 

 
 

PO-278 

基于限量 dNTP 竞争性 PCR 

和 HRM 分析的 7q11.23 微缺失检测方法的建立 

 
张立辰 1,游国岭 1,余永国 2,傅启华 1 

1.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上海市儿科医学研究所 

 

目的 染色体微缺失微重复综合征是一类由于染色体微结构异常所导致的具有复杂临床表现的遗传

性疾病。7 号染色体 7q11.23 区域微缺失会引起 Williams–Beuren 综合征。主要表现为主动脉瓣上

狭窄、智力缺陷、异常面容、牙齿畸形、认知功能不均衡以及遗传性高血压，严重影响患者的健

康。本研究拟使用限量 dNTP 竞争性 PCR 和 HRM 分析技术，建立一种用于检测 7q11.23 微缺失

的拷贝数分析方法。 

方法 在 7q11.23 易发生缺失区域选择四个基因，分别位于该区域的近端粒端（BAZ1B）、近着丝

粒端（CLIP2）和中间（ELN、LIMK1）。针对这四个基因为目标基因分别设计引物。同时以

7q11.23 区域之外稳定的 2 拷贝基因 CFTR 作为对照基因设计引物。将对照基因引物对、任意一种

目标基因引物对和 LCgreen 染料加入到 PCR 反应体系中，采用 Rotor-geneQ 实时定量 PCR 仪进

行多重 PCR 扩增。PCR 反应结束后，在相同的荧光定量 PCR 分析仪内直接对反应体系进行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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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的缓慢程序升温，温度每上升 0.3℃记录一次荧光信号，即可得到高分辨率熔解曲线。以参

考基因的熔解峰为标准对熔解曲线进行归一化处理，即可通过目标基因熔解峰的高度得出样本的拷

贝数变异情况。 

结果 本研究利用限量 dNTP 竞争性 PCR 和 HRM 建立了一种用于检测 7q11.23 染色体片段缺失的

检测方法。PCR 扩增和 HRM 反应总共需要 79min。使用本方法对 15 个 7q11.23 缺失病人和 12

个健康人样本进行双盲法检测，准确率为 100%。在反应体系中添加 5~50ng 的 DNA 样本，都能

得到很好的检测结果。 

结论 本研究建立了一种基于限量 dNTP 竞争性 PCR 和 HRM 的 7q11.23 缺失检测方法。该方法通

过分析端粒端、着丝粒端和中间共四个基因的拷贝数变异情况，判断该染色体区域的缺失情况。与

现有 7q11.23 缺失检测方法相比，本方法具有成本低、操作简单、检测速度快、准确率高以及样本

浓度范围宽的优点；同时，由于整个反应过程在闭管条件下进行，因此不易受到环境的污染。综上

所述，本方法在 7q11.23 缺失的分子诊断中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PO-279 

风湿性关节炎患者与低密度粒细胞表达的关系研究 

 
郭冬梅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低密度粒细胞的核为不成熟状态，与正常密度粒细胞的表面标记物无明显差异，但其表达水

平不同，根据表面标记物能区分单核细胞和低密度粒细胞。国内外已有不少低密度粒细胞与疾病的

相关性研究，例如 HIV、SLE 等。为了探索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外周血中是否具有低密度粒细胞及其

临床意义，我们用流式细胞术对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的外周血进行分析。 

方法 收集 51 例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和 25 例健康体检者的外周血，分离出外周血中的单个核细胞。

采用流式细胞术分析 51 例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及 25 例健康体检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s）层

中的低密度粒细胞，检测低密度粒细胞表面 CD15、CD45、CD11b、CD66b 的表达水平。分析低

密度粒细胞在风湿性关节炎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实验数据采用 SPSS 18.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结果以均数±标准差表示，两样本均数比较用 t 检验，多组间的比较采用 ANOVA 方差分析，患者

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P<0.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外周血 PBMCs 层中低密度粒细胞的比例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P<0.01）；与风湿性关节炎患者正常密度粒细胞（NDGs）比较，风湿性关节炎患者低密度粒细

胞表面 CD15、CD11b、CD66b 表达量显著升高，CD45 的表达量显著下降。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经

抗风湿治疗后，外周血低密度粒细胞的比例随治疗时间延长而下降，治疗 1 个月后，低密度粒细胞

的比例降低，治疗 3 个月后，低密度粒细胞的比例显著降低，治疗 6 个月后与健康对照组无明显差

异。 

结论 低密度粒细胞是近年发现的一种免疫细胞，在形态上低密度粒细胞的细胞核分叶少，多为杆

状或更幼稚的核型，细胞质中不含空泡或凋亡小体。前期研究表明，低密度粒细胞在一些疾病中存

在且与疾病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其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进程中起着一定的作用。 低密度粒细胞水

平在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外周血中显著上调，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外周血中的低密度粒细胞为一群发生

脱颗粒的活化中性粒细胞，且与风湿性关节炎的严重程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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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80 

FISH 组合探针联合骨髓染色体检测在 MDS 诊断中的临床应用 

 
魏琦 1,伦嘉欣 2,陈帆 2,吴梦华 2,刘嵘 2,李晓华 1,常中宝 1 

1.合肥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2.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目的 探讨荧光原位杂交（FISH）技术联合骨髓染色体核型分析检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

患者染色体异常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分析 2017 年 12 月-2018 年 03 月 132 例初诊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的患者的骨

髓细胞间期荧光原位杂交（FISH）和常规染色体核型分析结果，FISH 检测采用-5/5q-、-7/7q-、

+8、-20/20q-四种探针进行检测，并与常规染色体核型分析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132 例 MDS 患者中 FISH 检测出 25 例有染色体异常，总异常检出率为 18.9%,其中-5/5q-检出

率最高，为 7.6%（10/132），其余异常阳性检出依次为+8(7/132)，-7/7q-(5/132)，20q-(3/132)。

常规细胞遗传学分析异常检出率为 13.8%（17/123），骨髓染色体退单率 6.8%（9/132），退单的

患者中有 1 例 FISH 结果阳性。FISH 与骨髓染色体分析两者结合可将检出率提高至 32.7%。 

结论 在 MDS 的细胞遗传学检测中，由于 FISH 和染色体分析的检测原理和检测水平的不同，其结

果存在一定差异。FISH 技术可直接分析间期细胞，利用已知探针检测目的基因的微小缺失，尤其

是可以作为染色体核型分析失败时的重要补充，但难以检出探针以外的染色体异常；骨髓染色体分

析作为经典方法，可分析大片段染色体的缺失与突变，也能发现未知的异常，但需要细胞培养，可

能漏检比例较小的染色体异常。因此，联合应用 FISH 技术与骨髓染色体检查，两种方法互为补

充，可提高异常检出率，为 MDS 的临床诊断和疗效判定提供实验室基础。 

 
 

PO-281 

脑脊液 MRD 联合铁蛋白检测 

在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诊断中的价值 

 
李凤,梁艳丽,邓劲松,冯簏洁,魏佳希 

遂宁市中心医院 

 

目的 了解急性白血病患者脑脊液中微小残留病（MRD）联合铁蛋白（Ferr）检测在中枢神经系统

白血病（CNSL）早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为临床诊断和病情发展及治疗效果评价提供实验室诊断

依据。 

方法 选择我院住院病人无血液病及中枢神经系统器质性病变、脑脊液常规和生化检验各项指标均

为正常者 30 例做为对照组，骨髓穿剌 FAB 形态学和流式细胞免疫分型确诊的急性白血病（AL）

96 例做为疾病组。其中伴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患者（经脑脊液常规和生化及 MRD 检测或伴中枢神

经系统病变确诊）30 例，不伴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 66 例。用流式细胞术法检测对照组和疾病组脑

脊液中的 MRD，用速率法检测对照组和疾病组脑脊液中铁蛋白的含量，并对检测结果进行比较分

析。 

结果  96 例急性白血病患者中，30 例伴中枢神经系统疾白血病脑脊液 MRD 检测阳性者 13 例，阳

性率为 43.33%。66 例无 CNSL 组未检出 MRD。30 例伴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组患者脑脊液铁蛋白

水平为 26.17±8.32ug/L， 66 例不伴 CNSL 组患者脑脊液铁蛋白水平为 11.68±7.21 ug/L，对照组

脑脊液铁蛋白水平为 11.52±6.57 ug/L。伴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组 MRD 和铁蛋白水平显著高于不

伴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组及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伴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组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急性白血病患者脑脊液中 MRD、Ferr 检测可做为早期诊断 CNSL 的实验室诊断指标，MRD

联合 Ferr 检测可提高 CNSL 阳性诊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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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82 

深静脉血栓与外周血血小板中性粒细胞聚集体 

表达率的相关性研究 
 

周景艺,许尔文,邵康,沈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 

 

目的 探讨深静脉血栓患者外周血血小板中性粒细胞聚集体（PNAs）表达率，评估 PNAs 在深静脉

血栓（DVT）形成中的诊断应用。 

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2018 年 3 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血管外科确诊为深静脉血

栓的患者 32 例；选取 2018 年 3 月～2018 年 4 月无血栓病史的门诊患者 60 例作为对照组，其中

肿瘤患者 11 例，中性粒细胞大于 60%且绝对值升高炎症组 29 例，其他普通患者 20 例。使用

CD61-PerCP 标记血小板，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 PNAs 百分比。检测过程严格控制时间，采

样至标本加入抗体时间不超过 20min。 

结果 DVT 组外周血中 PNAs 百分比为（12.74±11.48）%，显著高于无血栓病史组（6.32±4.96）

%, 结果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在无血栓病史的门诊患者中，肿瘤组患者与炎症组患者的外

周血 PNAs 百分比分别为（7.66±4.39）%和（7.37±5.46）%，均显著高于普通患者（4.01±3.74）

%（p＜0.05）。血栓组与非血栓组 PNAs 表达率 ROC 曲线 Youden 指数分析结果表明，PNAs 的

阈值为 7.41%，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61.29%和 68.33%，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67（p＜

0.05）；血栓组与普通患者 PNAs 表达率 ROC 曲线分析结果显示，PNAs 的阈值为 5.57%，敏感

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70.97%和 80%，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9 （p＜0.001）。与此同时，以普通患

者为对照组，炎症组和肿瘤组的 PNAs 阈值分别为 3.09%和 4.78%，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79.3%和 65.0%，以及 81.8%和 75%，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2 （p＜0.001）和 0.8（p＜

0.001）。 

结论 PNAs 在 DVT 患者以及 DVT 高危人群（肿瘤、炎症等）中的表达率显著上升，可作为 DVT

形成的潜在风险预测指标。但由于血小板离体后即开始活化，PNAs 需要在 20 分钟内完成抗体加

入，限制了其在临床实验室中的日常开展。 

 
 

PO-283 

循环长链非编码 RNA STAiR18 

在多发性骨髓瘤患者预后判断中的临床研究 

 
钟凌,姜涛,张娟,吴昊,李焱鑫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目前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的 R-ISS 分层标准尚不能反映肿瘤负荷的动态变化，为此亟需

找到循环中动态监测的新指标。STAiR18 是新发现的与骨髓瘤细胞增殖密切相关的 lncRNA，其二

级结构稳定，有望成为新型标志物。 

方法 收集 MM 患者的骨髓、血浆及血清。采用 ELISA 测定血清 IL-6 水平；提取骨髓单个核细胞

（BMC）RNA 和循环血浆 RNA，通过 qRT-PCR 分析 STAiR18 表达量。化疗后随访观察骨髓残留

病灶（多参数流式，MFC）和循环 STAiR18 表达量变化，评估无进展生存率（PFS）和生存期。 

结果 共收集 MM 患者 46 例（I 期、Ⅱ期、Ⅲ期患者分占 28%、32%和 38%），其 STAiR18 表达

量是对照组的 4.97±1.24 倍（P=0.022），且与 IL-6 水平呈正相关（r 为 0.88，P=0.0001）。R-

ISS 分期越差，STAiR18 表达量越高（Ⅰ、Ⅱ、Ⅲ期的均值分为 2.49、5.47、6.93）。初诊时，循

环 STAiR18 表达量与 BMC STAiR18 的表达量相关性显著（r=0.99，P<0.0001）。I 期、Ⅱ期、Ⅲ

期的 PFS 分为 80.0%、41.2%、10.0%；生存期分为 21.77±1.23 月、15.32±1.81 月、6.5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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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而各组内依据 STAiR18 表达量的不同，PFS 也存在差异。Ⅰ期患者中 STAiR18 的均值为

3.45，同组内高于均值的患者的 PFS 较差（X2=5.49, P=0.019）。在Ⅱ期、Ⅲ期患者中，

STAiR18 的均值分为 5.04、6.45，高于均值的患者的 PFS 均较差（X2=15.96, P=6.45E-5；

X2=0.021, P=0.88）。经化疗后，11 例患者达完全缓解。其中 7 例患者残留监测持续阴性，其

STAiR18 持续处于较低水平。而另 4 例患者循环 STAiR18 表达量逐渐增高，且在 MFC 监测阳性

前即发生显著增高，趋势变化的拐点较 MFC 阳性提前平均 4 周至 8 周。 

结论 循环 STAiR18 有望成为 MM 患者预后分层和残留监测的新型无创标志物。 

 
 

PO-284 

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 and Fibrinogen as prognostic 
markers for chemotherapy in advanced lung cancer 

 
Ting-Ting Zeng,Lei Zhang,Ya-Li Song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Lung cancer ranks first both in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malignancies. Eighty percent 
of lung cancer cases ar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There is an urgent but unmet need 
to identify prognostic factors for these patients to improve their prognosis, but prognostic 
biological markers are lacking. Inflammation-related and coagulatory biomarkers have been 
proposed as prognostic markers for cancer. The 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 (NLR) and fibrinogen 
were proposed as a convenient biological marker.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NLR and fibrinogen in NSCLC. 
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screened patients admitted from October 2007 to October 
2017 in West China Hospital. A total of 325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Patients had histo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treatment-naïve, 
metastatic NSCLC, and were prescribed platinum doublet chemotherapy. NLR, fibrinogen and 
demographic data were collected, together with the outcome of chemotherapy.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and OS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Kaplan-Meier method and Cox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A total of 325 patients were enrolled. The median age was 59 years (range 28-82), and 
218 (67.1%) of the patients were male. The most prominent histological type was 
adenocarcinoma (56.9%), followed by squamous carcinoma (25.8%). Other pathological types 
included adenosquamous carcinoma and poorly differentiated NSCLC (17.3%). No relationship 
could be found between NLR or fibrinogen and demographic features including age, sex, smoking, 
histological type, and 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ECOG) performance status. 
For the whole cohort, the median neutrophil count was 4.33 × 109/L (range 1.09-18.9), and the 
median lymphocyte count was 1.38 × 109/L (range 0.21-7.28). A wide range of NLR distribution 
was observed (range 1.0-21.81), and the median NLR was 3.09. The median fibrinogen was 4.00 
g/L (range 1.99-9.99). The cutoff values for NLR and fibrinogen (3.19 and 4.00g/L, respectively) 
were determined by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Patients were dichotomized into 
high and low NLR (≥3.19 and <3.19) or high and low fibrinogen (≥4.00 and <4.00 g/L) groups. All 
groups had similar demographic features. However, the low-NLR group had longer PFS (6.1 
months) and OS (22.3 months) than the high-NLR group (5.1 months, p = 0.002; 13.1 months, 
p<0.001, respectively). And the low- fibrinogen group had longer PFS (6.3 months) and OS 
(23.07 months) than the high- fibrinogen group (5.0 months, p <0.001; 14.03 months, p=0.005, 
respectively). Multivariate analysis confirmed that NLR and fibrinogen were both inversely related 
to the prognosis of these patients. 
Conclusions This study argues that NLR and fibrinogen were convenient prognostic biological 
markers for advanced NSCLC patients treated with first-line chemotherapy. Patients with high 
NLR or fibrinogen had a poor prognosis, and would be candidates for other aggressive 
treatments. Those who benefited from chemotherapy would be selected and in such a way the 
outcome of NSCLC would probably improve. Further prospective and larges cale studies are 
warranted to confirm the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NLR and fibrino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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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85 

血小板参数结果异常作为血常规人工涂片复检警报的临床意义 

 
刘善凤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研究血小板参数与 PLT 形态的关系和血小板参数结果异常作为血常规人工涂片复

检警报的临床意义 

方法 第一阶段，选取 588 例门诊病人为研究对象，采集静脉血经 EDTA-K2抗凝，所有样品均采用

XE-5000 阻抗法和手工涂片镜检两种方法进行检测，根据仪器分析得出的 MPV 值的分布将所有样

本分为 3 组：A 组为对照组，其 MPV＜12FL，B 组 MPV≥12 FL，C 组样品 PLT 参数未被检出。

第二阶段，随机收集 1000 例病人作为验证对象，采集静脉血用 REDTA-K2 抗凝，经 XE-5000 阻

抗法检测后，依据 41 条复检规则和我们提出的新规则对部分标本采用手工涂片法复检。第三阶

段，选 31 例血小板聚集的样本做 D 组研究血小板聚集的样本的血小板参数值分布特点 

结果 A、B 两组样本的仪器分析的结果显示大血小板比率 P-LR 与 MPV 呈正相关（r＝0.7427，t＝

20.9）。涂片镜检发现，  41 条复检规则下 A、B、C 的大血小板真阳性率 0.8%，8.79%和

45.89%，假阴性率分别为 0.8%，2.09%和 6.93%。C 组巨大血小板假阴性率明显高于 A 组（u＝

22.35，p＜0.01）。验证组的手工涂片复检率从 19%增加到 22.6%，巨大血小板的真阳性率从

2.4%提高到 4.1%。D 组 96.77%（30/31）的样本血小板参数值未被检出。 

结论 MPV≥12FL 提示样本可能存在巨大血小板，血小板参数值未被检出提示样本可能存在巨大血

小板或者血小板聚集；41 条复检规则可能造成部分巨大血小板阳性标本的漏检。因此我们建议无

论 41 条规则被触发与否，血小板参数结果异常的样本（MPV≥12FL 和血小板参数未检出）均应采

取手工涂片镜检的方式复检。 

 
 

PO-286 

限量 dNTP 竞争性 PCR 结合 HRM 技术 

在基因组拷贝数变异疾病检测中的应用 

 
张晓青 1,Luming Zhou2,傅启华 1 

1.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Department of Pathology， University of Utah School of Medicine 

 

目的 SMA 及 22q11.2 微缺失综合征为临床上与拷贝数变异相关的两种发病率较高的疾病，SMN1

基因及 22q11.2 区域片段拷贝数变异的检测，对于相关疾病的诊断和针对性治疗以及遗传阻断具有

重要的意义。 

方法 本文利用限量 dNTP 竞争性 PCR 结合 HRM 技术分别建立了 SMN1 基因及 22q11.2 区域基因

拷贝数变异检测体系。并利用该体系对 103 例 SMA 患者及患者父母标本，和 100 例 22q11.2 拷贝

数异常及正常对照标本进行拷贝数变异分析，通过与多重连接探针扩增技术（MLPA）检测数据进

行比对，分析该技术在拷贝数变异相关疾病检测中的应用性。 

结果 在 SMA 疾病检测中，通过与参考基因组合的双重 PCR 扩增后，我们能清晰 SMN1 基因 7 号

外显子 0，1，2 和 3 个拷贝数的情况。在 22q11.2 拷贝数变异检测体系中，对于一例 22q11.2 区

域拷贝数重复样本，HRM 及 MLPA 检测结果均不佳，判断为 DNA 质量问题。对于 99 例样本，通

过三个竞争性 PCR 反应，我们可准确判断位于不同低拷贝重复序列间的 CLTCL1、KLHL22、

PI4KA 及 SNAP29 基因的拷贝数缺失情况，同时可根据缺失组合推测变异长度范围。分析两体系

对 SMA 及 22q11.2 病人检测结果可知，本方法具有较高准确性及可重复性。 

结论 限量 dNTP 竞争性 PCR 结合高分辨率熔解曲线是一种评估拷贝数变异的简便、精确的方法，

在 SMA 及 22q11.2 微缺失综合征疾病检测中具有极强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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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87 

Long noncoding RNA XLOC-013703 as a novol diagnostic 
biomarker of multiple myeloma 

 
Jiang Pu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Multiple myeloma (MM) is a malignant proliferative disease of monoclonal 
plasmacytes arising from post-germinal center B-cell.The disequilibrium of bone marrow 
microenvironment and genetic changes in each period are key factors in its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Man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lncRNAs are dysregulated in cancer 
and concered with oncogenic or tumor inhibitory processes. The aberrant lncRNAs expression 
including OIP5-AS1, MALAT1, MEG3, H19, KIAA0495, UCA1 and CRNDE have been reported in 
MM. However, the investigation of lncRNA in MM is still in primary,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ir 
biological function needs to be progressively elucidated.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and clinical relevance of the 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XLOC-013703 in multiple 
myeloma. 
Methods   CD138 positive plasma cells were isolated, supplemented with 1ml TRIzol and then 
stored at −80°C for study. Separated sera samples were also collected in RNase-free centrifuge 
tubes at −80°C for further use. The samples were taken from 119 clinically confirmed MM 
patients and 40 healthy adults. Real-time quantitative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s were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expression of XLOCC-013703. In order to confirm 
specificity of PCR products, a melting curve analysis and subsequent PCR product cloning and 
sequencing were used. The clinical relevance of XLOCC-013703 expression was also 
explored. RNA FISH and subcellular fractionation assays were applied to determine the 
localization of XLOC-013703 in MM cell lines including RPMI8226, U266 and H929. Expression 
of XLOC-013703 was detected in three MM cell lines and we selected H929 and U266 cell lines 
with relatively low and high expression of XLOC-013703 in the functional experiments. XLOC-
013703 knockdown and overexpression assays were then performed in H929 and U266. XTT 
and flow cytometry were used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XLOC-013703 on MM cell 
proliferation, cell cycle and apoptosis. Transwell and invasion assays were also applied in this 
study 
Results   We identified a novel lncRNA XLOC-013703 which i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MM. Clinicopathological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XLOC-013703 expression was associated with 
Durie–Salmon (D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coring System (ISS) stage of MM. And the severity of 
the disease could be roughly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amount of XLOC-013703 expressed in 
the patient serum. RNA FISH and subcellular  fractionation assays showed that most of XLOC-
013703 located in the cell cytoplasm rather than nucleus. Functionally, over expression of XLOC-
013703 significantly inhibit MM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promote bortezomib-induced 
apoptosis and increase drug sensibility in MM cells.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the novel lncRNA XLOC-013703 functions as an inhibitory gene 
and may serve as a new biomarker and therapeutic target in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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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88 

骨髓涂片结合活检对血液病诊断的价值分析 

 
袁清亮 

临沭县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骨髓涂片结合活检对血液病诊断的临床价值，为后续的临床诊断及治疗提供方法参考。

回顾分析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9 月期间收治的 80 例血液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骨髓涂片结合

活检的诊断价值。结果：联合检测的诊断率为 100.%,明显高于单纯的骨髓涂片（70.0%）以及活

检（92.5%）；骨髓涂片检测Ⅲ～Ⅴ级增生率为 73.5%，低于活检的 76.4%。结论：对于血液疾病

的患者诊断，骨髓活检为涂片的重要补充手段，两者结合可以明显的提高诊断的准确率。 

方法 抽吸患者的骨髓，采集骨髓样本，取 0.3ml 的骨髓涂于涂片上，瑞式染色之后常规检查；抽

吸患者的骨髓组织之后进行固定，酒精进行梯度洗脱之后用甲基丙烯酸羟乙基酯塑料包埋然后制成

切片，给予 HGF 染色、铁染色等处理之后检查。 

结果 诊断符合率比较，对 80 例患者进行估算涂片以及骨髓活检，骨髓涂片的检查符合 56 例

（70.0%），骨髓活检的检查符合 74 例（92.5%）；联合诊断的符合为 80 例（100.0%），联合

检查的结果明显高于单项检查（P＜0.05），P＞0.05 为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2.2 骨髓涂片与活检对于增生的诊断结果 

骨髓涂片检测Ⅲ～Ⅴ级增生率为 73.5%，低于活检的 76.4%，但组间差异不显著（P＞0.05）具体

的结果见表 1。 

表 1 骨髓涂片与活检对于增生的诊断结果比较[n(%)]  

检查方法 例数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Ⅴ级 

骨髓涂片 

骨髓活检 

56 
72 

3（5.4） 

5（6.9） 

12（21.4） 

12（16.7） 

16（28.5） 

25（34.7） 

15（26.9） 

18（25.0） 

10（17.8） 

12（16.7） 

结论 骨髓的形态学是诊断血液疾病的基础手段，对于较多的患者而言，通过骨髓形态学的检查可

以进一步的确定疾病的情况以及治疗的方案。骨髓的涂骨髓活检可以清晰显示各系细胞结构情况，

可以观察到骨髓中骨小梁的情况，并了解脂肪和结缔组织之间的关系，可以较全面的判断骨的增生

情况，但是在形态不典型的情况下也会造成误诊以及漏诊。 

 
 

PO-289 

基于 DNA 工程和多引物样滚环扩增的 BCR/ABL 

融合基因快速检测新方法 

 
吴海平,周晓燕,丁世家 

重庆医科大学 

 

目的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是一种起源于造血干细胞的血液系统恶性克隆增生性疾病。

BCR/ABL 融合基因作为 CML 的重要分子标志物，对疾病的早期诊断和疗效监测具有重要意义。本

文设计了一种基于 DNA 工程和多引物样滚环扩增的分子诊断新方法用于 BCR/ABL 融合基因的快

速检测。 

方法 BCR/ABL 融合基因在均相体系中被一对识别探针（DNA1、DNA2）捕获，自组装形成三交联

DNA 结构。在聚合酶、切口内切酶的作用下，以 DNA1 伸出的短臂为模板，以 DNA2 为引物，启

动 DNA 工程，产生大量的触发单链。触发单链再与下游含有两个剪切位点的环状 DNA 模板结合，

以多引物样滚环扩增模式实现信号的指数放大。终产物中的 G4 序列与 ThT 相互作用产生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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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该方法检测 BCR/ABL 融合基因的线性范围为 10 fM ～ 1 nM，最低检测限为 5.52 fM；本方法

仅需一步法、常温、单管内操作，60 min 内即可完成检测，并具有良好的检测特异性；经检测含

有不同浓度靶基因的血清样本，回收率为 92.7% ～ 103.8%。 

结论 本文建立的基于 DNA 工程和多引物样滚环扩增的 BCR/ABL 融合基因检测新方法具有快速、

等温、高灵敏等优势，并成功应用于复杂基质样本的检测。该方法有望为临床 BCR/ABL 融合基因

的检测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 

 
 

PO-290 

荧光原位杂交技术研究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17 号染色体异常异常及其意义 

 
杨瑞芳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目的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是一类造血干细胞恶性克隆性疾病，表现为骨髓病态造血及无效造血，

伴外周血细胞减少和红系、粒系、巨核细胞系其中一系或多系形态学异常。疾病的发生和进展是一

个多步骤的过程，伴有基因组不稳定性和继发细胞遗传学异常。初发的 MDS 中，40%-70% 患者

具有细胞遗传学异常，继发的 MDS 中 95%以上患者具有细胞遗传学异常。通过对 MDS 患者分子

细胞遗传学的研究对 MDS 的正确诊断、病情监测及预后评估有重要价值。本研究主要探讨 MDS

患者 17 号染色体异常缺失与疾病发展、预后、及治疗效果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应用 FISH 技术检测 150 例 MDS 患者 17p 缺失的发生率，分析 17p 缺失与疾病临床特征和生

存期的相关性。收集 150 例 MDS 患者标本（均来自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疾病诊断及分

期参照张之南主编的《血液病诊断及疗效标准》（第三版）[3]。 

结果 检测结果显示 150 例患者中有 14 例（9.33%）出现了 17P 缺失（绿色荧光信号为 1 个，见图

1）。我们将实验结果分为两组：出现 17P 缺失定义为阳性组；未出现 17P 缺失定义为阴性组。两

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白细胞、原始细胞计数、原始细胞计数分类、WHO 分型、IPSS 预后分型、

IPSS 分级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在血红蛋白、血小板、等级、核型类型、疾病进展、治

疗效果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采用国际骨髓同一疗效标准评价 MDS 疗效，我们将完全

缓解 CR 和疾病稳定 SD 的患者定义为缓解组，疾病进展 PD 期患者定义为未缓解组。在这次实验

中阳性组 14 例其中缓解组 0 例，缓解率 0%。阴性组 136 例其中缓解组 54 例，缓解率 39.7%。两

组缓解率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7p 缺失在 MDS 患者中较为常见，同时伴有 17p 缺失的 MDS 患者生存期较短同时死亡率较

高，说明 17p 缺失可作为 MDS 患者预后较差的重要指标。 

 
 

PO-291 

Heterozygous protein C deficiency (a Novel mutation:  
Ala291Thr)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leads  

to the Deep Vein Thrombosis 

 
Kankan Su,Mingshan W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phenotype and genotype of a novel missense mutation, 
Ala291Thr, responsible for type I protein C deficiency, combined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and it leads to deep vein thrombosis (DVT) in a Chinese w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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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Routine blood coagulation indexs detection by one-stage clotting method. PC antigen 
was test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Screening possible mutations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d forward and reverse sequencing in 5’, 3’ untranslated sequences, 
exon-intron boundaries and all exons of protein C. The protein structure change was analyzed by 
protein model and bioinformatics. 
Results PC: A levels of the proband, her son and sister were reduced to 39%, 57% and 56%, 
respectively, parallel decrease in PC: Ag same as PC: A. The proband with SLE and other tests 
were normal. Sequencing analysis detected that three members with a novel heterozygous 
c.997G>A point mutation in exon 9 of PROC gene resulting in a substitution of Alanine 291 by 
Threonine. Bioinformatics and model analysis illuminated the mutation will probably damage and 
perturb the catalytic structure, thus affects the function of the protein. 
Conclusions The Ala291Thr mutation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decrease of PC: A, which is cross-
reacting material negative deficiency and the first reported in the world. This mutation alone does 
not have significant clinical symptoms, whereas it will cause DVT when combined with SLE. 
 
 

PO-292 

实时定量 PCR 动态监测急性视网膜坏死 

房水病毒载量的临床研究 

 
王朱健,周旻,曹文俊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目的  探讨采用实时定量 PCR 技术动态监测急性视网膜坏死(ARN)患者抗病毒治疗前后房水病毒载

量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4 月期间，共入组临床确诊病毒性 ARN 患者 19 例，采集患者抗病毒

治疗前后共 6 次前房水。采用实时定量 PCR 技术连续检测房水中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拷贝数。 

结果 抗病毒治疗前房水中的疱疹病毒的平均载量为 4.78×104copies/ml，治疗未次房水病毒平均载

量为 58 copies/ml，治疗前后病毒载量有显著变化（P<0.05）。所有患者的病毒载量曲线均存在 2

种变化：平台期和对数下降期，持续时间与初始载量无关。初始病毒载量低的患者有更好的预后及

更高的病毒转阴率。病毒载量与眼底坏死灶面积相关（P<0.05）。 

结论 采用实时定量 PCR 检测房水中病毒载量可以提示病毒性 ARN 的疾病预后，并可用于 ARN 患

者的疗效评估。 

 
 

PO-293 

氨基酸代谢组学分析技术在尿石症早期诊断中的应用探索 

 
高瑶 1,龚思思 1,张天闻 2,张蓓英 1,唐敏洁 3,陈敏 1,欧启水 3 

1.福建医科大学医学技术与工程学院 

2.福建省海洋环境与渔业资源监测中心 

3.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目的 以本课题组建立的代谢组学分析平台为基础，利用气相色谱串联质谱技术（GC-MS），检测

血清游离氨基酸代谢物信息，筛选差异氨基酸，为辅助临床早期诊断尿石症提供新方法，为监测疾

病的发生发展提供可靠的实验依据。 

方法 基于 GC-MS 检测平台，血清样本中的目标氨基酸经氯甲酸异丁酯衍生化后，采用 DB-5MS

毛细管色谱柱分离，电子轰击源（EI）电离，选择离子监测（SIM）模式采集特征质量数。谱图信

息采用 ChemStation 软件进行保留时间校正、氨基酸标准品比对定性、外标法定量，同时使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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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素稀释法保证方法所得结果的准确性，数据经归一化后通过两样本 t 检验筛选出差异氨基酸，再

利用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ROC）评估诊断价值，从而确定尿石症特征血清游离氨基酸。 

结果 本实验采集了尿石症患者组（n=81）和健康对照组（n=38）的血清样本，检测了 17 种目标

氨基酸，其标准工作曲线的线性相关系数均大于 0.9985，检出限在 0.1~4.0 μmol/L 之间，回收率

在 74-104%之间，满足分析要求。本研究共筛选出 6 种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的氨基酸，为

丝氨酸（Ser）、色氨酸（Try）、谷氨酸（Glu）、天冬氨酸（Asp）、缬氨酸（Val）和异亮氨酸

（Ile）；其含量在实验组中均明显下调。ROC 曲线下面积达到 0.65 以上，灵敏度在 68-95%之

间，特异度在 54-73%之间，具有较高的疾病诊断准确性。 

结论 本课题组建立的代谢组学分析平台对血清样本中的游离氨基酸具有较强的定性定量能力，筛

选出与尿石症相关的差异氨基酸，有望辅助临床进行疾病的早期诊断，为实时动态监测病程和准确

评估病情提供了一定的实验基础。 

 
 

PO-29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r-155 and aspirin resistance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engwei Xu 

Laboratory medicine center，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China.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r-155 and aspirin resistance(AR)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statistic other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AR． 

Methods  58 cases of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who were hospitalized in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and cadre health care of The Second Hospitalof Shandong University 

from March 2016 to January 2017．The venous blood of patients were drawed and platelet 

inhibition rate was detected with thrombelastography(TEG)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inhibition rate： inhibition rate by amchidonic acid pathway＞50% 

Aspirin Sensitive (AS) group; inhibition rate≤50% aspirin resistance group (AR). QRT-PCR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mir-155 in the two groups.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r-
155 and aspirin resistance with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AR is 34.5％according to the platelet inhibition rate,58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R (20 cases) and AS (38 cases). There ar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in gender、 smoking history 、 hypertension history 、 diabetes history、 serum total 

cholesterol、 triglycerides、glycosylated hemoglobin and platelet count. LDL in AR group is 

higher than in the AS group. The expression of mir-155 is lower in AR group than in AS group. 
The low expression of mir-155 may be the risk factor of AR. 
Conclusions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155 is related to AR . It could be used as a new 
effective evaluation index for AR , which supplies the new treatment for the doctors. 
 
 

PO-295 

649 例不育男性 Y 染色体微缺失及性激素水平分析 

 
王哲,张林,王宁,刘日明 

烟台毓璜顶医院 

 

目的 针对不育男性进行 Y 染色体微缺失的检测，揭示男性不育的分子流行病学机制，同时探讨 Y

染色体不同位点缺失与性激素水平的关系，进一步明确男性不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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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我院生殖中心男性科不育男性 649 例（31.45±4.55 岁），抽取静脉血分离血清，并提取

基因组 DNA。采用核酸扩增技术和电化学发光法检测 Y 染色体微缺失、促黄体生成素（LH）、促

卵泡生成素（FSH）及睾酮（T）。 

结果 649 例不育男性有 62 例 Y 染色体存在微缺失，缺失率为 9.55%（62/649）。其中 AZFc 缺失

占 75.80%（47/62），AZFb+AZFc 缺失占 11.29%（7/62），AZFa+AZFb+AZFc 缺失占 4.84%

（3/62），AZFa 缺失占 4.84%（3/62），AZFb 缺失占 3.23%（2/62）。AZFc 微缺失者睾酮 T 水

平高于无微缺失者；AZFb+AZFc 微缺失者 FSH 水平低于无微缺失者；AZFa+AZFb+AZFc 微缺失

者 FSH、LH 均高于无微缺失者，而睾酮 T 水平明显低于无微缺失者。 

结论  Y 染色体微缺失是男性不育的原因之一，AZFc 缺失为最常见缺失，发生在 Y 染色体不同区

域的微缺失具有明显的性激素水平差异。 

 
 

PO-296 

Improvement of sensitive and specific detection of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using negative enrichment and 

immunostaining-FISH 

 
Yang Li,Tingting Zhang,Xudong Tian,Yaping Wu,Zhaoqing Cui,Dawei Yang 

Liaocheng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TCs) provide an opportunity to obtain pivotal biological 
information requir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zed medicine. However, the current assays 
of CTCs’ detection face serious challenges regarding specificity and sensitivity. In this study, we 
employed an improved enrichment strategy (NE) which was EpCAM-independent followed by a 
novel strategy that combined immunocytochemistry CD45 staining and FISH to increase CTCs 
recovery efficiency. 
Methods   The assay was evaluated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cancer cell lines including lung cancer, 
breast cancer, esophageal cancer and gastric cancer. And then, the developed assay was 
applied in 592 donors, who were treated as in- and outpatients at Liaocheng People’s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6 to November 2017,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whether CTC number was related to clinicopathological factors. 
Results The average recover rate of esophageal cancer cell line Eca-109 using negative 
enrichment was higher than 80% and the multiploid cells rate of four cancer cell lines (Eca-1009, 
A549, MCF-7 and SGC-7901) were more than 96%, which demonstrate the NE-FISH platform is 
favorable for CTCs detection. CTCs coun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150 lung cancer patients 
than 34 healthy controls and 28 benign lung disease, with an area under ROC curve of 0.905 
(95% confidence interval 0.866-0.944, P < 0.001). Using a cutoff value of 2 CTCs, the positive 
rate of detecting lung cancer, gastric cancer, breast cancer and esophageal cancer patients were 
71.33% (150 patients), 86.21% (87 patients), 76.77% (99 patients) and 78.35% (194 patients), 
respectively. CTCs count is not related to age, tumor dep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TNM 
stage. Obviously, the association of CTC enumeration with clinicopathological parameters needs 
further confirmation in a larger sample size of patients. Besides, CTCs could be detected in stage

Ⅰwith the positive rate of 64.15% for lung cancer, 83.33% for gastric cancer, 78.95% for breast 

cancer and 68.18% for esophageal cancer, which may promote the early diagnose and influence 
the treatment decision for better management of those cancer in clinic. 
Conclusions Our study showed that CTCs could be detected in lung, breast, gastric and 
esophageal cancer using the NE-FISH platform with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Analysis of 
CTCs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has a clear potential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cancer patients 
in real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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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97 

阴性富集+FISH 技术检测循环肿瘤细胞（CTCs） 

及其在肺癌诊断中的应用 

 
付娆,李阳,马国军,张婷婷,任天莹,胡萍,吴亚平,杨大伟 

聊城市人民医院 

 

目的 采用阴性富集+FISH 技术，研究外周血循环肿瘤细胞（CTCs）检测在肺部良恶性病变诊断中

的应用，同时讨论 CTCs 数目与肺癌患者临床病理生理特征的相关性。 

方法 2017 年 07 月-2018 年 04 月，采用阴性富集+FISH 技术共对 176 例肺癌初诊患者、64 例健

康人及 43 例肺部良性疾病患者进行了术前外周血 CTCs 检测。符合 DAPI+/CD45-/CEP8+的细胞

定义为 CTCs。绘制 ROC 曲线评估 CTCs 检测在肺癌诊断中的灵敏度、特异性，根据 Youden 指

数确定其 Cut-off 值，进一步分析 CTCs 数目与临床病理生理特征的相关性。 

结果 176 例肺癌患者中，145 例检测出了 CTCs，总体平均值为 3.64 ± 4.71 个/3.2 mL（0-32）；

43 例肺部良性疾病患者中，11 例检测出了 CTCs，总体平均值为 0.26 ± 0.44 个/3.2 mL（0-1）；

64 例健康人中，23 例检测出了 CTCs，总体平均值为 0.36 ± 0.48 个/3.2 mL（0-1）。肺癌患者

CTCs 个数明显高于对照组，有极其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 < 0.001）。根据 Youden 指数确定其

Cut-off 值为 2 个/3.2 mL，灵敏度及特异性分别为 69.89%、100%。CTCs 数目与原发肿瘤特性有

统计学意义，与性别、年龄、吸烟史、病理类型、临床分期、淋巴结转移无关。CTCs 在 I 期肺癌

中的阳性率为 65.15%，因此有望通过本研究中的 CTCs 检测技术来实现肺癌的早期诊断。 

结论 阴性富集+FISH 技术检测 CTCs 对肺部良恶性病变具有良好的诊断能力，对早期肺癌也有较

好的诊断效能。CTCs 个数与原发肿瘤特性相关，与性别、年龄、吸烟史、病理类型、临床分期、

淋巴结转移无关。 

 
 

PO-298 

微卫星不稳定性在结肠癌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刘军莉,刘玲,袁超,李顺子,王玲玲,赵燕,赵敬杰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微卫星不稳定性（MSI）在结直肠癌患者中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016 年 8 月至 2018 年 1 月结肠癌病例 160 例，将 160 例样本的癌旁

组织作为正常组织对照。对全部病例的正常组织和癌组织同时采用 PCR–毛细管电泳法直接检测

MSI 状态，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 MLH1、MSH2、MSH6、PMS2 蛋白表达。比较分子手段与免疫

组化方法检测的一致性，以及 PCR–毛细管电泳法检测 MSI 的敏感度和特异性。 

结果  PCR–毛细管电泳法与免疫组织化学法两种方法检测结果的一致率为 96.25%(154/160)，

PCR–毛细管电泳法检测 MSI 肿瘤的敏感度及特异性均为 100.0%(154/154)，其微卫星稳定型

（MSS）占比 16%，低度微卫星不稳定型（MSI-L）占比 3%，高度微卫星不稳定型（MSI-H）占

比 81%。与 PCR–毛细管电泳法结果不一致的 6 例均为至少一种蛋白局灶阳性；PCR–毛细管电泳

法检测 160 例个体正常和肿瘤组织的结果显示：在 MSS 表型中，其中 10 例出现一个位点杂合

子，1 例出现两个位点杂合子。 

结论 采用 PCR–毛细管电泳法检测微卫星表型的方法灵敏度高，特异性强，尤其可以对肿瘤细胞

核阳性表达的可疑病例进行有效检测验证，并且通过与正常组织检测结果对比后可得到杂合子位

点，从而清晰判读微卫星的 MSS、MSI-L 和 MSI-H 表型。采用 PCR–毛细管电泳法可以直接对

MSI 进行准确分型（微卫星稳定型、低度微卫星不稳定型、高度微卫星不稳定型），但免疫组化不

能明确区分 MSS 和 MSI-L。因此免疫组化与微卫星不稳定性检测是相互辅助，更好的为临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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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并且临床上已将 MSI 作为结肠癌预后和制定辅助治疗方案的重要分子标志物，并且临床上还

可用 MSI 检测来进行 Lynch 综合征的筛查。 

 
 

PO-299 

血浆中 SHOX2 和 PTGER4 基因甲基化联合检测 

对肺癌的诊断价值 

 
赵敬杰,刘玲,袁超,刘军莉,李顺子,王玲玲,赵燕,王传新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评估血浆中 SHOX2 和 PTGER4 基因甲基化联合检测在肺癌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收集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经病理确诊的肺癌患者 469 例，有肺部良性疾病的患者 52 例，以及健

康人 259 例。将肺癌患者作为实验组，良性肺部疾病和健康人作为对照组，对此两组人群同时采用

甲基化特异性 PCR（Methylation-Specific PCR, MSP-PCR）与焦磷酸测序法检测血浆中 SHOX2

和 PTGER4 基因的甲基化状态，比较两者方法的一致性。此外以病理诊断为金标准，比较 SHOX2

和 PTGER4 基因的甲基化检测（MSP-PCR 法）在肺癌诊断中的敏感度和特异性。 

结果  MSP-PCR 法与测序法两种方法检测全部受试者的 SHOX2 和 PTGER4 基因甲基化，检测结

果的一致率达 60%。主要是由于血浆中游离 DNA 的含量很少，焦磷酸测序受限于检测灵敏度低，

远远低于 MSP-PCR 检测手段。因此，MSP-PCR 检测方法与焦磷酸测序方法所得到的一致性结果

较低。通过病理学金标准对比，对 469 例肺癌患者实验组及 311 例对照组采用 SHOX2 和

PTGER4 基因甲基化检测，所得到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 82.5%和 96.0%。在 469 例肺癌患者

中，SHOX2 和 PTGER4 基因甲基化在腺癌、鳞癌、大细胞癌和其他亚型肺癌中的阳性率分别是

67.5%、95.5%、100.0%和 87.5%，在 0 期、I 期、II 期、III 期和 IV 期肺癌的阳性率分别是 63%、

74.4%、83.3%、87.1%、95.0%。 

结论 采用 MSP-PCR 法可准确检测血浆中 SHOX2 和 PTGER4 基因的甲基化状态。通过病理金标

准的对比，这一方法检测肺癌的敏感性以及特异性能到 82.5%和 96%，可作为肺癌筛查及肺结节

辅助诊断的有效方法。本次研究旨在通过液态活检技术检测 SHOX2 和 PTGER4 基因甲基化，为

疑似肺癌患者提供一个简便、可靠的检测肺癌筛查方法。 

 
 

PO-300 

Runx2 基因多态性与骨质疏松的相关性研究 

 
张云芳 

昆明市延安医院 

 

目的 Runx2 是骨发育过程中调节骨细胞分化和成熟最关本研究探讨 Runx2 基因多态性与骨质疏松

的关系，为疾病的早期诊断提供新思路及治疗提供新靶点。 

方法 120 名汉族健康体检者作为汉族人群，126 名云南省红河地区哈尼族人作为骨质疏松研究人

群。应用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断长度多态性（PCR-RFLP）方法分析 Runx2 基因 polyQ/polyA

重复区域+198G/A 位点的等位基因多态性。应用基因直接测序法分析 Runx2 基因第二启动子

（P2）-1080A/G 位点和-1171DelT/ΔT 位点等位基因多态性。 

结果 1. 哈尼族骨质疏松研究人群中，Runx2 基因 polyQ/polyA 重复区域+198G/A 位点的 GA 基因

型的骨密度值比 GG 型的高（P=0.002＜0.05），Runx2 基因第二启动子（P2）-1080A/G 位点的

AA 基因型的骨密度值比 AG 基因型高 (P=0.013＜0.05） ,Runx2 基因第二启动子（P2） -

1171DelT/ΔT 位点的有 T 缺失的比无缺失的骨密度值低（P=0.046＜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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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unx2 基因 polyQ/polyA 重复区域+198G/A 位点的基因型分布以及等位基因频率在云南省昆明

地区汉族、红河地区哈尼族人群和苏格兰地区研究人群中无地域性差异。 

结论 1. Runx2 基因 polyQ/polyA 重复区域+198G/A 位点的 GA 基因型的骨密度值比 GG 型的高，

第二启动子（P2） -1080A/G 位点 AA 基因型的骨密度比 GA 型的高 ,第二启动子（P2） -

1171DelT/ΔT 位点的有 T 缺失的比无缺失的骨密度值低。 

2.Runx2 基因 polyQ/polyA 重复区域+198G/A 位点的基因型分布以及等位基因频率在云南省昆明地

区汉族、红河地区哈尼族人群和苏格兰地区研究人群中无地域性差异。 

 
 

PO-301 

二代测序技术对 MDS 常见突变基因的临床应用研究 

 
李可馨 2,1,王斐 2,崔巍 3 

1.中国医科大学 

2.北京协和医院 

3.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目的 采用二代测序技术检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yelodysplastic syndrome，MDS）患者 DNA

外显子基因中的常见的突变，统计相应突变基因的突变频率，用于 MDS 在诊断、预后及治疗方面

提供依据。 

方法 检测 MDS 患者的基因组 DNA 中 MDS 的重现性异常基因进行测序后，对结果进行统计与分

析，探索患有 MDS 的中国人其相应的突变基因的突变频率，并 MDS 患者进行危险分层，并回顾

性分析临床资料。 

结果 本次实验入组的 38 例患者中有 35 例至少存在一种突变，其中 KMT2D 阳性率最高为 24%

（9/38），其次为 EP300，频率为 21%（8/38），其中频率为 13%包括 BCOR（5/38）、

DNMT3A（5/38）、SETBP1（5/38）、STAG2（5/38），频率为 11%的有 CREBBP（4/38）、

GATA1（4/38）、RUNX1（4/38）、TP53（4/38）。38 例患者中有两位患者因送检细胞过少而

染色体核型制备失败，36 例患者中 13 例为染色体核型异常，核型异常率为 36%。根据 IPSS-R 将

36 例患者评分后进行危险分层，分为极低、低、中等、高、极高五个组。其中极低组 6 例，低危

组为 19 例，中危组为 4 例，高危组为 4 例，极高危组为 3 例。38 例患者中未检测到候选基因突变

的 3 例患者均在低危组。极高危组存在候选基因突变包括 KTM2D、BCOR、SETBP1、TP53、

ASXL1、U2AF1、BCORL1 和 CUNX1。 

结论 对于以克隆性造血为特征的 MDS 可联合染色体核型分析与基因测序，增加诊断率以及用与预

后分析。采用基因 PANEL 可修改其候选基因的特征，加速其应用从科研向临床转化。二代测序技

术具有快速，低成本等特点，已逐步应用于临床中，但仍需要不断完善检测的方法和水平。 

 
 

PO-302 

二代测序在骨髓增殖性肿瘤（MPN）诊治中的应用 

 
黄秀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尝试建立一个由 50 个基因组成的二代测序 panel，旨在对中国人群的 MPN 三种主要亚型

ET、PV、PMF 进行突变谱分析和分子预后标记物的确定，并且尝试建立三阴性 MPN 病人的分子

诊断标志物。 

方法 筛选 MPN 相关突变基因，定制二代测序基因 panel（Thermo Fisher），对来自华山医院以及

长海医院血液科的 MPN 患者共 68 例（JAK2 突变 44 例、CALR 突变 13 例、MPL 突变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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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三阴性 MPN 患者（12 例），进行二代测序。所有病人的诊断均符合 WHO 的诊断标准。对测

序结果进行分析，绘制 MPN 人群的突变谱，并结合患者的临床随访资料进行解读。 

结果 除去典型的 JAK2、CALR、MPL 突变，该 panel 还检测出了另外 18 种基因的突变，以及 4

种与家族性 MPN 相关的 SNP 位点（rs4858647，rs9376092 ，rs58270997，rs621940）。平均

每个病人的突变基因数为 7.1 个，突变位点数为 8.6 个。全部患者（68 例）中，基因突变频率由高

到低依次为 MLH3， LINC-PINT， TET2， TP53 ，BARD1，HBS1L-MYB ，THRB-RARB，

MSH6，EZH2，ASXL1，CBL，MSH3，MLH1，GFI1B，DNMT3A，MSH2，GATA2，KIT，

MIR662，SF3B1，FAT4， IDH2，FLT3。而在三阴性患者中，LINC-PINT，MLH3，TET2，

MSH6 ，TP53，BRAD1 ,HBS1L-MYB ，THRB-RARB 等基因的突变频率则都高达 50%以上。值

得注意的是，MSH3，MLH3，MSH6，MSH2，MLH1 等基因突变与基因组不稳定性显著相关，且

本 panel 检测出了两例 JAK2 突变与 CALR 突变并存的患者。 

结论 因字数限制，结论见附件 

 
 

PO-303 

The susceptibility of PON1 and PON2 genetic variations to 
ischemic stroke 

 
Yanping Mei,Bei Pan,Yuqin Pan,Huiling Sun,Shukui Wang 

Nanjing First Hospital，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Paraoxonases (PONs) are a family of orphan enzymes with multiple enzyme activities, 
including anti-inflammatory, anti-oxidative, anti-aterogenic activities. Previous studies suggested 
genetic variations in PON1 and PON2 were assoicated with ischemic stroke risk; however, the 
results were not consistent. To investigate such association, this case-control study was carried 
out on a Chinese population. 
Methods We carried out a case-control study including a total of 300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and 300 healthy controls. The genotypes of enrolled polymorphisms were identified with 
an improved multiplex ligase detection reaction (iMLDR) technique. 
Results This study showed that PON1 rs662 genetic varia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isk 
of ischemic stroke (CT vs. TT: ORadjusted=1.79, 95%CI: 1.08 - 2.97, p=0.025). The 
subgroup analysis of patients stratified by sex revealed that the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of 
PON1 rs662 to ischemic stroke risk was presented in male cohort (CT vs. TT: ORadjusted=2.59, 
95%CI: 1.29 – 5.21, p=0.009; CT/CC vs. TT: ORadjusted=2.03, 95%CI: 1.05 – 3.93, p=0.036) but 
not in cohort of female. Results of subgroup analysis revealed that PON1 rs662 genetic variation 
was an increased risk in the sub-cohort of patients with type of large-artery atherosclerosis 
(CT/CC vs. TT: ORadjusted=2.31, 95%CI: 1.09 – 4.91, p=0.029), but not in the patients with other 
type of ischemic stroke. 
Conclusions This study showed that PON1 rs662 was a potential risk of ischemic stroke, 
especially for male, and such association was more obvious for subtype of large-artery 
atheroscle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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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04 

外周血白细胞分类计数流式参考方法的建立 

 
周维,宋颖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使用 BD CantoII 流式细胞仪多色分析技术，建立外周血白细胞分类计数的参考方法。 

方法 选取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71 名健康体检者为研究对象。取静脉血，运用全自动血液分析

仪、BD CantoII 流式细胞仪和人工显微镜计数 200 个细胞分别进行白细胞分类计数。流式细胞术

样本处理方式采用单管溶血免洗法，以全自动血液分析仪 Sysmex XN 结果为对比，人工显微镜计

数法为参考方法，比较两种方法与流式细胞术的相关性，对所建立的方法进行确认。 

结果 BD CantoII 流式细胞仪、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以及人工显微镜分类计数中性粒细胞、淋巴细

胞、单核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五类成熟白细胞，结果均有很好的相关性。BD 

CantoII 流式细胞仪与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白细胞分类相关性较好，r 均>0.9，p 均<0.05，BD 

CantoII 流式细胞仪与人工显微镜分类计数白细胞分类相关性较好，r 均>0.8，p 均<0.05。 

结论 流式细胞术与常规白细胞分类计数方法相比可提供更多的外周血白细胞亚群，更快捷、准确

地定位异常细胞，建议将外周血白细胞分类计数流式法作为实验室参考方法。 

 
 

PO-305 

瘦素对人妊娠早期绒毛外滋养细胞侵袭活性的影响及调节机制 

 
王华阳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在妊娠早期阶段，绒毛外滋养细胞向子宫肌层的正常侵袭是妊娠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侵袭

异常可能导致流产、绒癌等疾病。瘦素是一种重要的妊娠相关激素，妊娠过程中母体呈高瘦素血症

状态，调节胚胎植入的多项生理过程。既往研究提示瘦素调节滋养细胞的增殖、存活等多种生物学

行为，但其对绒毛外滋养细胞侵袭活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目前尚未阐明。本研究观察了瘦素对人

妊娠早期绒毛外滋养细胞侵袭活性的影响，并对相关调控机制进行了初步探究。 

方法 利用细胞侵袭实验检测瘦素对绒毛外滋养细胞系 HTR-8/SVneo 细胞侵袭活性的影响。qRT-

PCR、Western blot 等方法检测瘦素对 HTR-8/SVneo 细胞中 MMP-14 表达的影响，并通过 MMP-

14 siRNA 转染等验证 MMP-14 在 HTR-8/SVneo 侵袭中的作用。我们进一步检测了瘦素对 HTR-

8/SVneo 细胞中 Notch1 信号通路活性的调控，并探究 Notch1 通路对 MMP-14 表达及 PI3K/Akt 信

号通路活性的影响。 

结果 瘦素通过上调 HTR-8/SVneo 细胞 MMP-14 的表达促进绒毛外滋养细胞的侵袭。此外，瘦素

促进 HTR-8/SVneo 细胞中 Notch1 信号通路活性，该通路进一步促进 PI3K/Akt 信号通路活性，从

而参与 MMP-14 表达及细胞侵袭活性的调控。 

结论 瘦素通过 Notch1/PI3K/Akt 通路促进人绒毛外滋养细胞系 HTR-8/SVneo 中 MMP-14 的表达，

从而促进该细胞的侵袭活性。本研究探索了人妊娠早期高瘦素微环境对绒毛外滋养细胞侵袭活性的

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可能为深入理解流产、先兆子痫等妊娠并发症的病理生理机制提供有力的理

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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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06 

An ultrasensitive fluorescence sensing strategy for 
detection and in situ imaging of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related BCR-ABL1 mRNA 

 
Xiaoyan Zhou1,2,Shijia Ding1 

1.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2.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Medical College， Qingdao University 

 
Objective In this study, a fluorescent sensing strategy has been developed for rapid and 
ultrasensitive detection of BCR-ABL1 mRNA in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CML) based on 
DNAzyme Cleavage-induced Rolling circle amplification (DCR for short).  
Methods In the presence of BCR-ABL1 mRNA, DNAzyme was activated to split the target 
sequence into two fragments, producing the 3’ terminus on the forward cleavage fragments. After 
T4 polynucleotide kinase modification reaction, the forward cleavage fragments were extended by 
rolling circle amplification. Plenty of long single DNA strands were produced and partially 
hybridized with the fluorescence-quenching decorator probes, thus inducing the separation of 
fluorophore and quencher decorator probes and recovery of fluorescence. 
Results By adopting this method, highly sensitive detection of BCR-ABL1 was achieved with a 
limit of detection at 9.4 fM. In addition, the DCR strategy was adopted to successfully in situ 
image the BCR-ABL1 mRNA in the cytoplasm of human leukemia bone marrow cells. Moreover, 
results of the BCR-ABL1 mRNA expression in clinical samples achieved by DCR sensing were 
well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reverse transcription PCR  and 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analysis. 
Conclusions Therefore, this developed DCR sensing strategy might provide a potential 
alternative tool for precise diagnosis of CML. 
 
 

PO-307 

凝血因子的酶学动力学活性检测方法学建立与临床应用评价 

 
邹丽辉,张俊华,肖飞 

北京医院 

 

目的 循环血液中的凝血酶等蛋白酶以无活性的酶原形式存在，正常人体内仅含有极微量的有活性

的凝血酶。而现有的检测方法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均较差。因此本研究以凝血酶为例，建立一种基于

级联反应的体内蛋白酶酶动力学检测方法，以及应用该检测方法在临床血液样本中进行蛋白酶检

测。 

方法  运用重叠延伸 PCR 技术改造苯丙氨酸氧化还原酶酶原（L-phenylalanine oxidase，

proPAO），构建各系统中蛋白酶的凝血酶特异识别底物序列，并进行底物蛋白的表达和纯化。利

用苯丙氨酸氧化还原酶（PAO）与底物的氧化还原与显色反应，构建 IIa 因子浓度与反应产物吸光

度变化间的时间曲线，建立凝血因子 IIa 活性的直接检测体系。同时，使用临床样本对检测体系进

行可行性验证。 

结果 成功完成 IIa 因子特异底物的制备，获得高度纯化的表达蛋白。成功建立反应速率高效的凝血

因子 IIa 活性检测体系。在临床标本中成功检测到凝血因子 IIa 活性。 

结论 本研究构建了完整的凝血因子 IIa 检测方法，通过 IIa 因子、氧化还原酶两级级联反应，拓宽

了检测范围、提高了检测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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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08 

载脂蛋白 A1 在精子中定位及其抗体对人精子功能的影响 

 
池秀平 1,向代军 1,王成彬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研究载脂蛋白 A1（APOA1）抗体对正常人精子动力和凋亡的影响，进一步探讨 APOA1 在精

子中的功能 

方法 采用免疫荧光和免疫印迹来定位载脂蛋白 A1 在人精子中的部位。设空白对照、兔多克隆

IgG、10  μg/ml、20  μg/ml、40  μg/ml 的 APOA1 抗体处理正常查体精液标本，分别在 37 ℃ 温箱

孵育 1h、2h、3h 后，通过计算机辅助系统(CASA)观察精子活力相关参数的变化，流式细胞分析

仪检测精子的凋亡率和透射电镜观察精子凋亡形态学变化。 

结果 APOA1 蛋白主要定位于精子细胞头部，分子量大小为 31KD。在随着 APOA1 抗体浓度的增

加和孵育时间的延长，精子前向运动的百分比下降，精子前向运动百分比在孵育 1h、2h、3h 后空

白对照组与抗体浓度 20 μg/ml 组、抗体浓度 40 μg/ml 组间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APOA1

抗体孵育精子 2h 后，随着抗体浓度的增加精子凋亡率增加，空白对照组与抗体浓度 20 μg/ml 组、

抗体浓度 40 μg/ml 组间差异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1）。40 μg/ml APOA-I 抗体处理精子细

胞 4h 后，透射电镜观察到精子头部出现核空泡、质膜疏松、不同凋亡期的精子等现象。 

结论 精子头部 APOA1 在维持精子活力和调节精子凋亡中发挥一定作用，其作用机制还需进一步的

研究。 

 
 

PO-309 

Chinese and Europeans with Acute Myeloid Leukemia Have 
Discordant Mutation Topographies 

 
Min Zhang1,Jiawei Yin2,Qinghua He1,Fan Zhang2,Hongyu Huang1,Biao Wu1,Xuedong Wang3,Hong 

Liu4,Hongchao Yin5,Yan Zeng6,Robert Gale7,Depei Wu4,Bin Yin1,2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The Affiliated Wuxi No. 2 People’s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Cyrus Tang Hematology Center， Jiangsu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Soochow 

University 

3.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The Fifth People’s Hospital of Wuxi， The Medical School of 

Jiangnan University 

4.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Jiangsu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5.Department of Pathology， Institute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6.Department of Zoology，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7.Haematology Research Centre， Division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Department of Medicine，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Objective The topography of mutations in persons of predominately European-
descent with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is well-described. This is less so in 
Asians with AML.  
Methods We studied AML-related mutations in 289 consecutive Chinese (mostly Han) with 
newly-diagnosed de novo AML. Full-length coding sequence of NPM1 and CEBPA, IDH1 and 
IDH2 hotspot mutations and WT1 mutations in exons 7 and 9 were analyzed by PCR. We also 
interrogated correlations between mutations and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variables including age, 
sex, leukemia type, cytogenetics, WBC and platelet levels and percent bone marrow blasts. 
Results CEBPA mutations were detected in 49 subjects (20%;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5, 
25%) of which 7% (4, 11%) were mono-allelic and 13% (9, 17%) bi-allelic. NPM1 mutation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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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ed in 20% (15, 25%), IDH1 mutations in 4% (1, 6%), IDH2 mutations in 11% (7, 15%) and 
WT1 mutations in 6% (3, 9%). IDH1 and IDH2 mutations were mutually-exclusive. 6 subjects with 
a NPM1 mutation also had an IDH1 mutation (P<0.05) and 11 also had an IDH2 mutation 
(P<0.001). A comparison of these data with mutation frequencies in persons of predominately 
European-descent with AML indicates a higher frequency of CEBPA mutations, a similar 
frequency of IDH2 mutations and lower frequencies of NPM1, IDH1 and WT1 mutations. CEBPA 
mutations were correlated with lower platelet levels and lower percent bone marrow blasts 
compared with subjects without these mutations. NPM1 mutations were correlated with older age 
and higher WBC and platelet levels. IDH2 mutations were also correlated with older age and 
higher platelet levels. We found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mutations in IDH1 or WT1 and 
any clinical or laboratory variable tested. 
Conclusions Our data indicate different topographies of AML-associated mutations in Chinese 
compared with persons of predominately European descent suggesting genetic background, life-
style, environment and possibly other variables may influence the mutation topography of AML in 
Chinese. There are also implications for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therapies targeting these 
mutations in different populations. 
 
 

PO-310 

流式细胞术在成熟 B 细胞淋巴瘤诊断中的作用 

 
林慧君 

浙江省人民医院 

 

目的 从流式细胞术检测成熟 B 细胞淋巴瘤常用免疫学标志、临床常见成熟 B 细胞淋巴瘤的免疫表

型几方面阐述流式细胞术在成熟 B 细胞淋巴瘤诊断中的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 年 3 月至 2014 年 7 月君安医学细胞平台病例及《特殊血液病分析 100 例》

共计 30 例成熟 B 淋巴细胞瘤患者临床资料，探讨 FCM 在诊断成熟 B 细胞淋巴瘤的作用。 

结果 30 例病例中经免疫细胞化学染色及病理诊断明确分型 28 例，包括 12 例小淋巴细胞淋巴瘤

（SLL），5 例套细胞淋巴瘤(MCL)，7 例浆细胞样淋巴瘤(LPL)，2 例滤泡型淋巴瘤(FL) ，4 例毛

细胞白血病（HCL）。FCM 与涂片骨髓涂片形态学( BMA）比较：BMA 诊断阳性 16 例( 53.33% ),

其中合并白血病 2 例;不确定病例为 14 例(46.67%)。 流式细胞术检测为阳性者 28 例( 93.33% )。

流式细胞术检测的阳性率高于涂片检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此 30 例成熟 B 细胞淋巴瘤的流式免疫分型与免疫组化，骨髓活检和病理得出的分型结果一

致，流式细胞免疫分型结合细胞形态诊断 B-NHL 与病理诊断符合率高达 93.33﹪(28/30 例)，有良

好的辅助检查作用。 

 
 

PO-311 

血细胞分析仪造血前体细胞计数 

与流式细胞术 CD34+干细胞计数检测结果间的比较 

 
王蓓丽,吴蕙,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比较血细胞分析仪造血前体细胞（hematopoietic progenitor cell，HPC）计数与流式细胞术

CD34+干细胞计数检测结果的相关性。 

方法 使用 Sysmex XN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和 BD cantoⅡ流式分析仪（BD CD34+干细胞计数试剂

盒，货号 340489）分别检测 215 例造血干细胞动员后外周血标本和 29 例自体干细胞移植采集物

标本（CD34+干细胞纯化标本 7 例、非纯化标本 22 例），比较检测结果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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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外周血、采集物标本中 HPC 计数和 CD34+干细胞计数相关性分别为 r2=0.7954、

r2=0.0034，外周血标本两种方法检测结果间的相关性明显优于采集物标本。2. 进一步分析采集物

标本检测结果，7 例进行了 CD34+干细胞纯化的标本 HPC 计数结果显著高于流式细胞术计数

（HPC 计数为 CD34+干细胞计数的 5.4~35.6 倍），分析原因为纯化用 CD34 抗体与流式细胞术检

测抗体克隆号一致，考虑抗原遮蔽导致的流式细胞术检测结果偏低。3. 2 例采集物标本流式细胞术

CD34+干细胞计数结果显著高于 HPC 计数结果，原因尚无法明确。4. 剔除 9 例离群值标本后两种

方法检测结果相关性提高至 r2=0.8249。 

结论 Sysmex XN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HPC 计数和流式细胞术 CD34+干细胞计数检测结果对于外

周血标本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对于采集物标本 Sysmex XN 血细胞分析仪 HPC 计数可用于提示

CD34+干细胞纯化导致的抗原遮蔽可能。 

 
 

PO-312 

血栓弹力图与常规凝血实验和血小板参数的相关性分析 

 
马跃飞,荀振,吴文楠,林锦骠,欧启水,戴琳孙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血栓弹力图（TEG）与常规凝血实验（CCT）和血小板参数的相关性及其在评估凝血状

态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住院患者 300 名，采集空腹静脉血同时进行 TEG、CCT 和 PLT 参数检测，分析 TEG 各

指标与 CCT、PLT 参数的相关性；筛选临床明确诊断的高、低凝血功能状态的患者共 209 例，比

较 TEG 与 CCT、PLT 检测的敏感性。 

结果 反应时间(R)与 PT、APTT、TT 均成正相关(r=0.429，0.695，0.351；P<0.01)，与 APTT 相

关系数最高。凝块形成时间(K)与 FIB、PLT、PCT 成负相关。最大切角(α)与 FIB、PLT、PCT 成

正相关，与 MPV 成负相关。最大振幅(MA)与 FIB、PLT、PCT 均成中度正相关(r=0.676，0.647，

0.675；P<0.01)，与 FIB 相关系数最高。当 PLT>280×109 个/L 时，MA 与 MPV 无相关性；当

PLT<160×109 个/L 时，MA 与 MPV 呈低度相关，相关性略高于 PLT（r=0.323 vs r=0.299）。R

在 PT、APTT 延长的样品中的阳性率分别为 33.3%、41.7%；K、α、MA 在 FIB< 1.8 g/L 和

PLT<150×109 个/L 时的阳性率分别为 47.4%、31.6%、63.2%和 18.5%、11.1%、25.9%。TEG

在高凝组检测敏感性高于低凝组，在两组中的敏感性均高于 CCT、PLT。 

结论 TEG 与 CCT、PLT 参数存在相关性；MA 主要反应 PLT 功能；TEG 对异常凝血状态的敏感

性高于 CCT 和 PLT。正确理解 TEG 与 CCT、PLT 的相互关系，有助于临床对凝血功能异常疾病

的诊断、治疗和预后判断。 

 
 

PO-313 

吞噬样细胞在泌尿系感染性疾病诊断中的意义 

 
卢佩 1,刘海波 2,丁振若 1,郑善銮 1,郝晓柯 1 

1.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2.空军军医大学 

 

目的  探讨尿液中吞噬样细胞在泌尿系感染性疾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观察 216 例泌尿系疾病患者的尿沉渣涂片中吞噬样细胞检出率，并通过瑞－姬染色方法对细

胞形态以及吞噬物作对照比较。 

结果  吞噬细胞在肾盂肾炎患者、肾小球肾炎患者以及膀胱炎患者中均能检出，其中膀胱炎患者检

出率 97.2%，肾盂肾炎患者检出率 78.9%，肾小球肾炎患者尿液吞噬细胞检出率为 58.8%，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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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群中没有检出吞噬细胞，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0.05），并且不同泌尿系疾病中吞噬样细

胞的形态也不同。 

结论  尿液中吞噬样细胞对泌尿系统疾病及其相关疾病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PO-314 

恶性髓系血液病患者伴有体质性染色体异常报告及文献复习 

 
张之芬,李祯,刘天璞,韩静颖,王子娥,李丽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分析恶性髓系血液系统疾病患者伴有体质性染色体异常的相关临床效应。 

方法  恶性髓系血液病患者培养骨髓标本染色体，经 G 显带，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  

结果 2 例病例，包括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 1 型(CMML-1)型 1 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APL）中危 1 例，病例诊断均严格按照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WHO) 造血与淋巴组织

肿瘤分类(第四版) WHO classification of tumours of hameatopoietic and lymphoid tissues 的诊断

标准。骨髓染色体分析显示,除与本身血液病相关的染色体异常以外,均伴有体质性染色体异常. 

结论  当血液病患者治疗缓解后,与其血液病相关的染色体异常消失,而体质性染色体异常依然存在。

体质性染色体异常与所患血液病无相关性。 

 
 

PO-315 

AML-ETO 衍生融合环状 RNA-F-circAE 的确认及验证 

 
叶远馨,唐思诗,周燕虹,王旻晋,周易,陆小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现有研究表明，融合基因产生的过程中，可反向剪切形成融合环状 RNA（F-circAE），并具

有重要生理功能。本研究旨在验证 AML-ETO 融合基因形成过程中，亦可形成融合环状 RNA-F-

circAE，且可能对 AML-ETO 阳性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患者预后产生影响，可作为诊断及预

后标志物，并可能成为潜在药物作用靶点。 

方法  在 NCBI 查找 AML 基因，ETO 基因及 AML-ETO 序列，对可能 F-circAE 序列进行预估，并

设计相应引物。在 AML-ETO 阳性细胞模型 kasumi-1 及 10 例 AML-ETO 患者中采用 PCR 进行初

步验证，并进一步采用一代测序进行验证。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0 月的 AML-ETO 阳性

M2 患者资料 98 例，与 F-circAE 表达水平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RT-PCR 检测显示，在 kasumi-1 细胞株及 10 例患者中均检测到符合 F-circAE 大小的片段扩

增。一代测序结果显示，扩展片段序列基本符合推测的 F-circAE。提示 F-circAE 的确存在。通过

患者资料与 F-circAE 表达水平分析显示，同等 AML-ETO 表达情况下，F-circAE 高表达患者生存

时间等略有缩短，p=0.068，提示 F-circAE 可能导致较差的预后。 

结论  AML-ETO 融合基因形成过程中，可以反向剪切形成 F-circAE，且 F 后-circAE 可能与病人预

后有关。提示 F-circAE 可能与 AML-ETO 至白血病有关，可能作为相关白血病的辅助诊断指标用

于辅助预后判断。对其进一步研究也有可能为白血病治疗提供新的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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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16 

4340 份精液检查结果回顾性分析 

 
薛丹丹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 4340 份男性生殖系统疾病患者精液标本实验室检查结果，探讨影响不育的主要因

素。 

方法 采用西班牙 SCA 精液分析系统，按照第五版《WHO 人类精液检查与处理实验手册》要求对

收集的 4340 份精液标本进行常规分析，用迈瑞 BS-480 生化分析仪检测精浆果糖含量。 

结果 4340 份就诊患者，全完正常的有 1857 份（43％），异常的有 2483 份（57％），异常标本

中，液化异常 44 份（1.77％），pH 异常 54 份（2.17％），精液量异常 303 份（12.20％），密

度异常 616 份（24.81％），活力异常 1423 份（57.31％），精浆果糖异常 411 份（16.55％），

无精子症 138 份（5.56％），血精 52 份（2.09％），白细胞精子症 89 份（3.58％） 

结论 精液质量降低是导致不育的主要因素，其中精子活力影响最大。 

 
 

PO-317 

组织胞浆菌病骨髓细胞形态学观察及临床价值分析 

 
佘仕金 1,蹇启政 2,向尹 1 

1.乐山市人民医院 

2.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和探究组织胞浆菌病骨髓细胞形态观察及临床价值。 

方法 本次实验选取的 44 例组织胞浆菌病患者，其中 11 例来自本院于 2015 年 11 月—2017 年 10

月收治，另外 33 例均来自四川省人民医院（由蹇启政教授提供），根据相关检查治疗文献数据，

回顾分析所有患者的临床症状、骨髓细胞形态学和临床诊断治疗情况。 

结果 本次实验选取的 44 例组织胞浆菌病患者，其中 11 例来自本院于 2015 年 11 月—2017 年 10

月收治，另外 33 例均来自四川省人民医院（由蹇启政教授提供），根据相关检查治疗文献数据，

回顾分析所有患者的临床症状、骨髓细胞形态学和临床诊断治疗情况。 

结论 采用骨髓涂片病原学检测可清晰反映出组织胞浆菌病骨髓细胞形态学，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

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临床价值较高。 

 
 

PO-318 

青海玉树地区 160 例肝包虫患者的实验室检查结果分析与研究 

 
李满桂 

青海红十字医院 

 

目的 通过统计肝包虫患者实验室检查结果，探讨肝包虫患者实验室各项检查结果的异常性，分析

其实验室检查结果对肝包虫患者的诊断、手术及治疗提供参考价值。 

方法  统计我院肝胆胰外科已确诊肝包虫患者 166 例的所有实验室检查结果，包括内皮试验、血清

学试验、乙肝五项、血细胞分析、血栓与止血功能检查，探讨肝包虫患者实验室检查结果的异常

性。 

结果 内皮试验阳性率在 80%-90%之间，血清学试验阳性率约 90%左右，补体结合试验阳性率为

80%，乙肝阳性率达 85%，血细胞分析中嗜酸性粒细胞增高率达 88%，一般不超过 10%，血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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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血功能检查 Fib 增高率站 75%，其余定的参考意义，且乙肝阳性率极高，对肝包虫患者手术及治

疗提供重要依据。凝血各检测指标异常率占 25%。   

结论 肝包虫患者实验室检查中，血清学试验、内皮试验、嗜酸性粒细胞检测、乙肝检测、Fib 检测

结果均可见异常，对肝包虫的患者诊断有一 



 

 

 

 

 

 

 

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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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01 

肝炎病毒载量与 TSGF 相关性研究 

 
齐发梅 

甘肃省人民医院,730000 

 

目的  分析恶性肿瘤特异性生长因子（TSGF）在乙型肝炎、丙型肝炎、肝硬化及肝癌患者中的表

达水平，旨在探讨 TSGF 在肝脏疾病进展过程中的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方法  选择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5 月在甘肃省人民医院住院的已确诊的乙型肝炎病例 173 例，丙

型肝炎病例 54 例，用美国 MX-3000P 荧光定量 PCR 扩增仪，检测 HBV-DNA、HCV-RNA。通过

B 超、CT、病理等确诊的肝硬化及肝癌患者 49 例作为病例组；健康体检人群 115 例作为对照组。

采用 Olympus 54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TSGF；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  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病例组 TSGF 水平与正常对照组比较皆无显著性差异（P>0.05）；乙型

肝炎、丙型肝炎病例组两者之间 TSGF 水平也无显著性差异（P>0.05）；肝硬化或肝癌病例组与

正常对照组、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病例组之间 TSGF 水平都有显著性差异（P<0.05）。乙型肝炎

病例组病毒复制于不复制组之间 TSGF 水平无显著性差异（P>0.05）。丙型肝炎病例组病毒复制

于不复制组之间 TSGF 水平疑似有差异（P=0.06）。 

结论  TSGF 水平随着肝脏疾病发展，具有增高趋势，在肝硬化及肝癌患者中有高表达，可以作为

肝炎、肝硬化或肝癌的鉴别诊断的辅助指标。 

 
 

PU-0002 

肝炎病毒载量与 TSGF 相关性研究 

 
齐发梅,魏莲花,周爱花 

甘肃省人民医院,730000 

 

目的  分析恶性肿瘤特异性生长因子（TSGF）在乙型肝炎、丙型肝炎、肝硬化及肝癌患者中的表

达水平，旨在探讨 TSGF 在肝脏疾病进展过程中的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方法  选择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5 月在甘肃省人民医院住院的已确诊的乙型肝炎病例 173 例，丙

型肝炎病例 54 例，用美国 MX-3000P 荧光定量 PCR 扩增仪，检测 HBV-DNA、HCV-RNA。通过

B 超、CT、病理等确诊的肝硬化及肝癌患者 49 例作为病例组；健康体检人群 115 例作为对照组。

采用 Olympus 54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TSGF；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  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病例组 TSGF 水平与正常对照组比较皆无显著性差异（P>0.05）；乙型

肝炎、丙型肝炎病例组两者之间 TSGF 水平也无显著性差异（P>0.05）；肝硬化或肝癌病例组与

正常对照组、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病例组之间 TSGF 水平都有显著性差异（P<0.05）。乙型肝炎

病例组病毒复制于不复制组之间 TSGF 水平无显著性差异（P>0.05）。丙型肝炎病例组病毒复制

于不复制组之间 TSGF 水平疑似有差异（P=0.06）。 

结论  TSGF 水平随着肝脏疾病发展，具有增高趋势，在肝硬化及肝癌患者中有高表达，可以作为

肝炎、肝硬化或肝癌的鉴别诊断的辅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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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03 

肝炎病毒载量与 TSGF 相关性研究 

 
齐发梅,魏莲花,周爱花,尹会媛 

甘肃省人民医院,730000 

 

目的  分析恶性肿瘤特异性生长因子（TSGF）在乙型肝炎、丙型肝炎、肝硬化及肝癌患者中的表

达水平，旨在探讨 TSGF 在肝脏疾病进展过程中的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方法  选择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5 月在甘肃省人民医院住院的已确诊的乙型肝炎病例 173 例，丙

型肝炎病例 54 例，用美国 MX-3000P 荧光定量 PCR 扩增仪，检测 HBV-DNA、HCV-RNA。通过

B 超、CT、病理等确诊的肝硬化及肝癌患者 49 例作为病例组；健康体检人群 115 例作为对照组。

采用 Olympus 54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TSGF；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  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病例组 TSGF 水平与正常对照组比较皆无显著性差异（P>0.05）；乙型

肝炎、丙型肝炎病例组两者之间 TSGF 水平也无显著性差异（P>0.05）；肝硬化或肝癌病例组与

正常对照组、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病例组之间 TSGF 水平都有显著性差异（P<0.05）。乙型肝炎

病例组病毒复制于不复制组之间 TSGF 水平无显著性差异（P>0.05）。丙型肝炎病例组病毒复制

于不复制组之间 TSGF 水平疑似有差异（P=0.06）。 

结论  TSGF 水平随着肝脏疾病发展，具有增高趋势，在肝硬化及肝癌患者中有高表达，可以作为

肝炎、肝硬化或肝癌的鉴别诊断的辅助指标。 

 
 

PU-0004 

MPV、CD62P、HbA1c 以及 Hs-CRP 的联合检测 

在 2 型糖尿病患者微血管病变临床意义的探讨 

 
牟佩佩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257000 

 

目的   探讨血小板平均体积 (mean platelet volume, MPV)、血小板内 α 颗粒蛋白 (cluster 

differentiation 62P, CD62P)、糖化血红蛋白(glycosylated hemoglobin , HbA1c)以及超敏 C 反应蛋

白 (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 Hs-CRP)在 2 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微

血管病变时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根据糖尿病微血管病变诊断标准，将 119 例 T2DM 患者分为糖尿病伴微血管病变组（视网膜

病变 20 例，肾脏病变 24 例，周围神经病变 19 例）和无微血管病变组，同时选择健康体检人员 78

例作为正常对照组，分别采用全自动血球计数仪 SYSMESX XN-100、FACScalibur 型流式细胞

仪、糖化血红蛋白分析仪 HLC-723G7、全自动生化仪 AU5400 测定 MPV、CD62P、HbA1c 以

Hs-CRP 水平，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T2DM 组 MPV、CD62P、HbA1c 以 Hs-CRP 水平均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P<0.01，P<0.01， P<0.01）。糖尿病伴微血管病变组 MPV、CD62P、HbA1c 以及

Hs-CRP 水平均高于无微血管病变组，且具有显著性差异（均 P<0.01）。直线相关性显示，MPV

与 CD62P、HbA1c、Hs-CRP 均呈正相关（r=0.497， r=0.271，r=0.229，P<0.01， P<0.05， 

P<0.05）。 

结论   HbA1c、CD62P、MPV 以及 Hs-CRP 的联合检测对糖尿病患者微血管病变的发生及预后判

断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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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05 

血清补体 C1q 与肾小球性蛋白尿的相关性研究 

 
宋晓冬,晏燕 

吉林大学第四医院（原：第一汽车制造厂总医院）,130000 

 

目的   探讨血清补体 C1q 与肾小球性蛋白尿的相关性，以及 C1q 与肾小球肾炎的关系。方法：采

用免疫透射比浊法检测 400 例肾小球肾炎患者血清中补体 C1q 水平，并与 24 小时蛋白尿指标进行

相关分析。 

方法  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 

结果  在除隐匿性肾小球肾炎以外的原发性肾小球肾炎中，血清补体 C1q 抗原与 24 小时尿蛋白呈

负相关。在继发性肾小球肾炎中，血清补体 C1q 同样与 24 小时尿蛋白呈负相关。 

结论  肾小球肾炎患者血清补体 C1q 水平显著降低，且与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呈负相关，治疗后血

清补体 C1q 表达量上升，提示血清补体 C1q 在肾小球肾炎发病中起到一定作用。 

 
 

PU-0006 

乙酰转移酶 PCAF 介导的 EZH2 乙酰化修饰调控其蛋白稳定性 

并促进肺腺癌的进展 

 
万军虎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EZH2 蛋白翻译后修饰影响其功能的分子生物学机制还不是特别清楚，并且 EZH2 是否存在

其他新的翻译后修饰也是未知，这些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方法  那么 EZH2 蛋白是否也存在乙酰化修饰？乙酰化修饰是被哪些乙酰化酶催化反应的？乙酰化

修饰又是如何影响 EZH2 功能的呢？目前，还没有关于 EZH2 乙酰化修饰的报道。在本研究中，我

们综合运用 Western blot、Co-IP、基因点突变、Real-time PCR、ChIP、Transwell 迁移/侵袭和免

疫组化等技术手段，以肺癌细胞为例，深入探讨了乙酰化修饰对于 EZH2 功能的影响及其潜在机

制，并在肺癌病人标本中建立了乙酰化的 EZH2 与疾病进程之间的关系。 

结果  我们首次研究发现 EZH2 蛋白可以被乙酰化酶 PCAF 催化发生乙酰化修饰，并且可以被去乙

酰化酶 SIRT1 催化发生去乙酰化。我们发现 PCAF 可以和 EZH2 蛋白直接相互作用，并且催化

EZH2 在赖氨酸 K348 位发生乙酰化修饰。K348 位乙酰化修饰减弱了 EZH2 345 和 487 位苏氨酸

的磷酸化，并且增加了 EZH2 的蛋白稳定性，但并不影响 PRC2 复合物的形成。同时，K348 位乙

酰化修饰增强了 EZH2 抑制靶基因表达的能力，促进了肺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并且 EZH2 

K348 位乙酰化的增强与肺腺癌病人的预后相关。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揭示出 EZH2 调控的新机制，将 EZH2 的乙酰化修饰与其磷酸化修饰联系起

来，共同维持 EZH2 蛋白的稳定性，调控靶基因的转录，从而影响肺腺癌病人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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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07 

胱抑素 C 在淀粉样蛋白聚集研究中的作用 

 
王明阳,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胱抑素 C 单体经结构域转变聚集成中间体被证明与神经退行性疾病密切相关。淀粉样蛋白是

神经退行性疾病机制研究的重要相关蛋白，组装中也同样存在结构域转变，且其组装受胱抑素 C 调

控已被证实。但淀粉样蛋白组装过程受胱抑素 C 结构域转变影响的机制还未被详细研究。我们前期

研究了酵母淀粉样蛋白 Sup35-NM 组装中间体参与的状态变化过程并发现胱抑素 C 对 Sup35-NM

组装存在抑制现象。这为胱抑素 C 经结构域转变抑制淀粉样蛋白组装的机制研究奠定基础。因此，

我们的实验目的：胱抑素 C 通过结构域交换抑制 Sup35-NM 球状中间体组装而抑制淀粉样蛋白聚

集。 

方法  设立细胞内、外分组实验比较胱抑素 C 对 Sup35-NM 组装中间体差异化的相互作用。 

结果  最终证明，胱抑素 C 经交叉结构域转变抑制淀粉样蛋白球状中间体是抑制作用的根本机制。

本研究基于朊蛋白组装中间体与胱抑素 C 交叉结构域转变的新视点探讨了胱抑素 C 参与抑制朊蛋

白组装的新机制。 

结论  最终证明，胱抑素 C 经交叉结构域转变抑制淀粉样蛋白球状中间体是抑制作用的根本机制。 

 
 

PU-0008 

Increased progastrin-releasing peptide expression 
 i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gression  

in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Li Li1,Hai Meng2,Xiao-Dong Yin3,Juan-Yu Hu4 

1.Binhai County People’s Hospital 

2.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Binhai County People’s Hospital， Jiangsu Province， China 

3.Department of Medical Oncology， Binhai County People’s Hospital， Jiangsu Province， China 

4.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Binhai County Second Hospital， Jiangsu Province， China.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present study was to estimate the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role of 
serum Progastrin-releasing peptide (ProGRP) in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GC). 
Methods 90 study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GC (59 males and 31 females) were recruited, 
included stage I(n=14), stage II(n=18), stage III(n=30) and stage IV(n=28). The 
50 healthy controls and 66 patients with benign gastric diseases were enrolled. All subjects were 
measured the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ProGRP,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 and 
carbohydrate antigen 72-4 (CA72-4). 
Results The levels of serum ProGRP in GC patients was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elevated compared to controls(P<0.001), and ProGRP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umor 
size, TNM stage, differentiation, invasion depth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P<0.005). ProGRP 
levels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chemotherapy (P<0.001).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 curves revealed that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serum ProGRP for GC 
were 85.9% and 81.2%, respectively. ProGRP levels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A-724 and CEA respectively (r=0.792 and 0.688, P<0.05). With combined detection of ProGRP, 
CEA and CA72-4 have better diagnostic power for GC. 
Conclusions ProGRP may be useful as a potential tumor marker for GC diagnosis and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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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09 

用于酶学参考测量的分光光度计的性能评价 

 
周慧,张曼 

北京世纪坛医院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分光光度计是参考测量实验室的关键设备之一，评价分光光度计的性能是否符合要求对酶学

参考测量工作的有效开展非常重要。 

方法  分光光度计基本性能指标需经北京市海淀区计量检测所检定。本实验室参考美国临床实验室

标准化协会（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CLSI）EP 系列文件，结合参考实验室

特点，利用以 Agilent Cary100 分光光度计为主要设备的参考测量检测系统，按照国际临床化学和

实验室医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Clinical Chemistry and laboratory medicine ，

IFCC）公布的一级参考测量程序（37℃）对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AST）、γ-谷氨酰转肽酶（GGT）进行测定，评价系统的基本性能参数、精密度、正确度、分析

测量范围。 

结果  Agilent Cary10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的基本性能指标经海淀区计量检测所检定，结果示透射

比示值误差、透射比重复性、波长示值误差、波长重复性、噪声、杂散光均在允许误差范围内。

ALT、AST、GGT 三种酶测定的总变异系数（CV）均小于 1%。测定有证参考物质（ERM）和参

考实验室外部质量评价计划（RELA）样本检测结果的均值和相对偏倚均在允许的范围内。ALT、

AST、GGT 三种酶的分析测量范围上限分别为 240U/L，330U/L，310U/L，均接近或高于 IFCC 公

布的参考方法的上限。 

结论  Agilent Cary100 分光光度计的性能条件符合酶学参考测量的要求，测定结果准确、可靠 

 
 

PU-0010 

孕前期及孕早期妇女联合补充叶酸 

及维生素 B12 对孕妇及胎儿的影响 
 

薛晓玉 

新疆军区总医院 

 

目的  调查孕前期及孕早期妇女缺乏叶酸及维生素 B12 导致胎儿脊椎管畸形、唇腭裂、先天性心

缺、多发性肾囊肿、流产和早产。 

方法  收集 2015-01 月到 2017-12 月，我院妇产科接收 120 例孕前期及孕早期患者在服用叶酸及维

生素后，检测相关指标。 

结果  孕期妇女服用叶酸及维生素 Vit B12 前后发生巨细胞贫血比率由 0.125%下降至 0.05%；服用

与未服用叶酸及维生素其胎儿发生脊椎管畸形发生率明显下降。其孕妇的巨幼红细胞贫血及胎儿脊

椎管缺陷、先天性心缺、流产及早产的的概率有明显下降。 

结论  孕早期及孕前期妇女患者缺乏叶酸及维生素 B12 后可导致胎儿脊椎管畸形、先天性心缺、唇

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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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11 

Hyperuricemia Induces Perivascular 
 Adipose Tissue Dysfunction 

 
Liangqiang Zou,Man Zhang 

Beijing Shijitan Hospital， Capital Medicine University 

 
Objective Adipose tissue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maintaining metabolic homeostasis. 
Perivascular adipose tissue (PVAT) decreases the respose of to contraction stimulation, so has 
an anticontractile effect, that makes PVAT can control vascular tone, and then regulate the blood 
pressure. Experimental studies show that hyperuricemia can cause visceral adipose tissue 
dysfunction. Up to now, no study reports whether hyperuricemia promotes the occurrence of 
hypertension through impairing the anticontractile effect of PVAT. 
Methods Our lab built the animal models with hyperuricemia in rats through the method of 
gavage administration with oxonic acid. The blood vessels tones were examined with arteries 
rings in vitro. 
Results The concentration of serum uric acid was elevated to 151 ± 11.3 μmol/L in rats after 
treating four weeks with oxonic acid, versus 63.5 ± 5.9 μmol/L in control group. We have 
preliminary data demonstrating the impaired function of PVAT in aorta of rat with hyperuricemia. 
The focus of the project is to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s including local inflammation, oxidative 
stress, etc.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hyperuricemia induces perivascular adipose tissue 
dysfunction. The PVAT dysfunction could be the critical factor in promoting occurrence of 
hypertension in population with hyperuricemia. 
 
 

PU-0012 

ApolipoproteinA1 correlate with infiltration  
of Urologic Neoplasm 

 
Huihui Hu,Man Zhang 

Beijing Shijitan Hospital， Capital Medicine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apolipoproteinA1 in urologic neoplasm patient 
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 human, as well as investigate whether apolipoproteinA1 correlated 
with infiltration of urologic neoplasm. 
Methods A total of 59 tissue sections of surgically-resected urologic neoplasm and 6 cases of 
normal tissue sections were collected. 14 cases of urine samples from transitional cell carcinoma 
patients and 6 cases urine samples from normal human were also applied in this experiment. We 
also selected 6 cases of fresh bladder transitional cell carcinoma tissues. The urologic neoplasm 
tissue sections were classified into infiltration and non-infiltration urologic neoplasm groups. The 
expression of apolipoproteinA1 between urologic neoplasm and normal control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qRT-PCR. The method of Immunohistochemistry was 
applied to examine the differences of apolipoproteinA1 expression between infiltration and non-
infiltration urologic neoplasm tissue section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none expression in normal control, ApolipoproteinA1 exhibited higher 
level in urologic neoplasm patient’s urine and fresh bladder transitional cell carcinoma tissues 
(P<0.05). There were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of apolipoproteinA1 between infiltration and non-
infiltration urologic neoplasm tissue section groups. ApolipoproteinA1 expressions were found to 
be up-regulated in the infiltration neoplasm tissue sections compared to non-infiltration group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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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ApolipoproteinA1 can act as a valuable biomarker for predicting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urologic neoplasm 
 
 

PU-0013 

Evaluation of methods based on creatinine  
and retinol binding protein-4 to normalize the urinary  

free triiodothyronine during pregnancy 

 
jia cai,Man Zhang 

Beijing Shijitan Hospital， Capital Medicine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maternal thyroid hormones in fetal neurodevelopment. However, detecting the 
serum thyroid hormones periodically is invasive and can be related to poor compliance. 
Methods Sampling urine may provide an effective alternative for the repeated collection of serum 
specimens.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valuate the methods based on creatinine and retinol 
binding protein-4 to normalize the urinary free triiodothyronine during pregnancy.The serum  of 30 
healthy pregnant women were sampled at 9-12, 14-17, 23-26 and 37-40 weeks of gestation, 
simultaneously along with spot urine specimens.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done to analyze the 
variation of urinary Cre (uCre) and RBP4 (uRBP4) during pregnancy. After correction with uCre,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serum free triiodothyronine (sFT3) and uFT3, sFT3 and uFT3/uCre were 
analyzed respectively during pregnancy. 
Results There was a decline in the median level of uCre during pregnancy (p < 0.05), while no 
obvious variation was detected for the uRBP4 (p > 0.05). Although 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sFT3 and uFT3, r = 0.16 (I² = 71.3%, 95% CI: -0.11 ~ 0.44), there was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FT3 and uFT3/uCre, r = -0.40 (I² = 69.4%, 95% CI: -0.60 ~ -0.20). The 
median level of uRBP4 was more constant than uCre during pregnancy. 
Conclusions Normalization of the uFT3 with uRBP is better than that with uCre during 
pregnancy. 
 
 

PU-0014 

青年学生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与 BMI 相关性调查研究 

 
崔惠景,张曼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目的  调查分析青年学生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 与体重指数（BMI）之间的相关性，为青年学

生疾病预防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对 10 236 名 16 岁～24 岁青年人测量血清 ALT 水平及身高、体重，观察 ALT 与 BMI 状况，

分析不同性别、城乡来源及民族之间 BMI 及其对 ALT 异常发生的影响。 

结果  调查青年学生群 ALT 异常、超重和肥胖的发生率分别为 8.30%，13.74%、4.86%。男性

ALT 异 常 、 超 重 和 肥 胖 的 发 生 率 （ 11.97%,17.57%,6.99% ） 明 显 高 于 女 性

（2.42%,7.58%,1.43%）（P <0.01， P <0.01，P <0.01）；城镇 ALT 异常发生率（7.74%）低于

乡村（9.63%）（P<0.01），超重和肥胖的发生率（14.57%，5.55%）高于乡村（11.78%，

3.23%）（P <0.01，P <0.05）。随着 BMI 的增高，青年学生的 ALT 异常发生率呈明显上升趋

势，在体重过低、体重正常、超重及肥胖组中，男性 ALT 异常发生率（3.14%，7.81%，

22.47%，39.22%）都高于女性（0.82%，2.19%，6.38%，10.71%），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P <0.01，P <0.01，P <0.01）；城镇在体重正常、超重及肥胖组中，ALT 异常发生

率（4.70%，16.84%，33.67%）低于乡村（7.00%，25.48%，45.45%），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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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P <0.01，P <0.01，P <0.05）。民族之间 ALT 异常、超重和肥胖发生率，以及异常 ALT 在

BMI 各阶段分布状况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青年学生 BMI 与血清 ALT 异常升高呈明显正相关，不同性别和城乡来源之间有所差异，合理

进行体育锻炼、保持良好饮食习惯及生活方式对控制 BMI 增高，减少青年学生 ALT 异常增高，对

预防疾病发生有着重要意义。 

 
 

PU-0015 

妊娠糖尿病孕妇 HbA1c 水平与血清维生素含量相关性分析 

 
徐少华 1,杜建勋 1,赵静 1,朱琳 1,杨涛 1,谢晓霞 1,黄江华 1,应军 1,郑崛村 2 

1.四川省三台县人民医院 

2.成都医学院,610000 

 

目的  探讨妊娠期糖尿病（GDM）孕妇糖化血红蛋白水平（HbA1c）与血清维生素含量的关系 

方法  2015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选取定期产检的妊周 28～30 周单胎 GDM 孕妇 197 例为研究

对象，选取空腹血糖（FPG）、HbA1c 均正常的 40 例孕妇作为对照组。（1）检测两组

FPG,HbA1c,空腹胰岛素水平（FINS）,维生素 A（Vit.A）,维生素 E（Vit. E）,维生素 D（25-OH-

D）含量及维生素 D 分型（25-OH-D2,25-OH-D3）；比较两组稳态模式下胰岛素抵抗指数

（HOMA-IR）,胰岛素敏感性指数（HOMA-IS）,胰岛 ß 细胞功能指数（HOMA-ß）,早相胰岛素分

泌指数（△I30/△G30）等指标。（2）根据 GDM 孕妇 HbA1c 水平分不同分为正常 HbA1c 组和高

HbA1c 组，比较两组维生素 D 缺乏率。（3）采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评价指标相关性。 

结果  （1）GDM 组孕妇 HbA1c,FINS,FPG,HOMA-IR 高于对照组(t=0.037,0.629,0.064,0.141；均

P<0.05)，25-OH-D 低于对照组(t=0.095,P<0.01) 

（2）GDM 孕妇正常 HbA1c 组 25-OH-D 含量高于高 HbA1c 组(t=-0.107,P＜0.01);25-OH-D 分型

比较，正常 HbA1c 组 25-OH-D2，25-OH-D 含量均高于高 HbA1c 组，且两组 25-OH-D2,25-OH-D

含量缺乏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x2=1.286,1.390;均 P＜0.01) 

（3）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HbA1c 与 HOMA-IR, FINS, FPG, 25-OH-D 独立相关（ß=-

0.297, 0.084, 0.150, 0.316;P＜0.01） 

结论  GDM 孕妇糖化血红蛋白水平能客观反映孕妇血糖状态，并且与 25-OH-D 含量相关； 25-OH-

D2 缺乏可能导致其体内胰岛素抵抗水平增高 

 
 

PU-0016 

蛋白质组学技术在糖尿病肾病中的研究进展 

 
张炎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随着糖尿病肾病发病率的增加，糖尿病肾病已成为慢性肾脏疾病的最常见病因，甚至成为终

末期肾病的首要病因。早期识别和诊断糖尿病肾病成为临床关注重点，估计肾小球滤过率和尿白蛋

白缺乏敏感性和特异性，复杂性较低、稳定性更好的尿液蛋白质组学技术成为肾脏标志物研究的重

要技术。蛋白质组学标志物，将多种标志物联合生成高维分类器。在疾病的早期诊断和进展预测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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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17 

Serum miR-21, miR-26a and miR-101 as potential 
 biomarker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hunbo Zhu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s of serum miR-21, miR-26a and miR-
101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and their diagnostic value. 
Methods Serum levels of miR-21, miR-26a and miR-101 were detected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 in 52 HCC patients, 42 chronic hepatitis (CH) patients and 
43 healthy controls. ROC cur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Clinical 
parameters were collected. 
Results Serum level of miR-21 was higher while miR-26a and miR-101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HCC patients than those in healthy controls (p<0.05, p<0.001 and p<0.05, respectively). Serum 
levels of miR-26a and miR-101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HCC patients than those in CH patients 
(p<0.001 and p<0.05). ROC curve analyses revealed that miR-21, miR-26a and miR-101 could 
differentiate HCC patients from healthy controls, the area under ROC curve (AUC) were 0.621 
(67.4% sensitivity and 55.8% specificity), 0.754 (51.9% sensitivity and 95.2% specificity) and 
0.631 (47.1% sensitivity and 81% specificity), respectively. MiR-26a and miR-101 had diagnostic 
potential for differentiating HCC from CH with AUC of 0.762 (75% sensitivity and 70% specificity) 
and 0.623 (54.9% sensitivity and 76.9% specificity). Combination of miR-26a, miR-101 and 
Alpha-Fetoprotein (AFP) yielded an improved AUC than AFP alone (0.854 vs 0.683). Notably, 
miR-26a could differentiate small-tumors HCC (≤3cm) from CH, with an AUC of 0.753 (80% 
sensitivity and 62.5% specificity). 
Conclusions Serum miR-21, miR-26a and miR-101 are deregulated in HCC and can serve as 
potential biomarkers. Combination of miR-26a, miR-101 and AFP can provide a better detection. 
Serum miR-26a may be a promising biomarker for early detection of HCC. 
 
 

PU-0018 

探讨黄疸血清对血脂检测结果的影响 

 
崔灿 

徐州市中心医院,221000 

 

目的  探讨徐州地区高胆红素血清对血脂各项指标检测的影响，分析不同浓度总胆红素对血脂检测

的干扰，以及同一浓度总胆红素不同仪器间的血脂检测对比分析。 

方法  收集 2012 年 1 月至 2018 年三月来我院就诊的高胆红素（TBIL>150mmol/L）合并高胆固醇

（TCHO>6.4mmol/L）的病人血清作为第一组标本；收集同期总胆红素正常（TBIL<15mmol/L）且

与第一组总胆固醇检测值相同的病人血清作为第二组标本，第二组与第一组标本等体积混合检测相

应血脂指标，分析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指标的变化有无统计学意义为第一实

验组。取第一组血清与硼酸盐 1:1、1:2、1:3 混合，检测不同浓度的高胆红素血清对相应血脂指标

的影响为第二实验组。取第一标本组分别在日立 7600 以及西门子流水线上检测各项血脂指标并分

析各项指标的差异为第三实验组。 

结果  第一实验组得出检测总胆固醇值几乎无变化（P>0.05），低密度脂蛋白以及高密度脂蛋白显

著增高（P<0.05）；第二实验组检测得出总胆固醇与组一没有显著变化（P>0.05），低密度脂蛋

白以及高密度脂蛋白显著增高（P<0.05）。第三组检测得出相同标本的胆固醇以及高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在不同仪器上的检验结果几乎无差别（P>0.05），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在流水线的检测结

果低于在日立 7600 上的检测结果（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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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高胆红素血清进行血脂检测时，对总胆固醇影响不大，对低密度脂蛋白及高密度脂蛋白有比

较大的影响。加入硼酸盐可以有效的预防黄疸血清对血脂检测结果的影响。不同仪器由于试剂检测

的方法学问题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检测结果存在差异。  

 
 

PU-0019 

体外构建双 H1 启动子 SECs 

及其对 HepG2 细胞 端粒酶活性的干扰作用 

 
张慧慧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体外构建针对端粒酶 hTERT 的双 H1 启动子 SECs，并探讨其转录生成的 siRNA 对 HepG2

细胞端粒酶活性的抑制作用。 

方法  利用融合 PCR 技术，构建两个针对人端粒酶 hTERT 基因外显子不同片断的双 H1 启动子

SECs，分别转染人肝癌细胞 HepG2，转录生成 siRNAs。用 TRAP 法和 PCR-EIA 法检测端粒酶

活性，分析双 H1 启动子 SECs 对 HepG2 细胞端粒酶表达的干扰作用。 

结果  利用融合 PCR 技术可以在体外成功构建针对 hTERT 的双 H1 启动子 SECs，其转录产物

siRNA 可明显抑制 HepG2 细胞端粒酶的活性。 

结论  siRNA SECs 对 HepG2 细胞端粒酶 hTERT 基因表达有明显的干扰作用，可为临床开展对肿

瘤端粒酶基因干扰抑制的实验研究奠定基础。 

 
 

PU-0020 

应用新、旧高血压诊断标准分析血清尿酸与高血压关系 

 
王丹晨,李洪雷,侯立安,尹逸丛,由婷婷,邱玲 

北京协和医院,100000 

 

目的  应用新、旧高血压诊断标准分别探讨血清尿酸与高血压关系。 

方法  横断面研究。2007 至 2011 年采用随机多级分层抽样方法收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总人口样

本，最终入组健康受试者共计 22 983 例（男：10 787 例，女 12 796 例）。研究对象均进行问卷

调查、体格及实验室检查。应用新、旧高血压诊断标准分别分组进行分析。按照尿酸的四分位数分

为四组，采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血清尿酸与高血压相关性。 

结果   新、旧诊断标准的高血压组尿酸水平明显高于非高血压（新： 312.2±89.1 vs 

285.3±83.0μmol/L，P<0.001；旧：318.5±91.7 vs 293.6±85.0μmol/L，P<0.001）。Q1~Q4 组的

收缩压分别为 121.7±77.0 、 124.0±18.1、 127.3±18.5 、 129.7±18.5mmHg，舒张压分别为

77.0±10.8 、 78.1±10.9 、 79.7±11.2 、 81.2±11.6 mmHg ，血压随着尿酸水平升高而升高

（P<0.001）。随着尿酸水平的升高，患高血压的危险呈上升趋势。与 Q1 组相比，未校准危险因

素时新、旧诊断标准的 Q4 组患高血压的危险比分别为 2.06（1.89,2.25）、2.27（2.11~2.45），

校准危险因素时危险比分别为 1.72（1.54~1.93） 、1.73（1.57~1.90）。 

结论  两种诊断标准均证明高水平尿酸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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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21 

四种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活性测定试剂的性能评价 

 
王丹晨 1,侯立安 1,邱玲 1,国秀芝 1,夏良裕 1,无琼 2,尹逸丛 1,李洪雷 1,李丹丹 1,刘茜 1,高学慧 1,林立言 3 

1.北京协和医院,100000 

2.内蒙古赤峰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 

3.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检验学系 

 

目的  评价 4 种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Lp-PLA2)活性检测试剂的分析性能。 

方法  收集 2017 年 3 至 7 月北京协和医院 214 例患者和 140 例表观健康人剩余血清分别用于方法

学比对及参考区间验证。参考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 EP15-A、EP6-A、EP17-A 和

EP7-P 文件，评价精密度、线性范围、灵敏度及常见干扰(胆红素、血红蛋白、乳糜)。参考 EP9-

A2 方案，比较 4 种试剂检测患者样本的一致性，并计算其在医学决定水平(328U/L、391U/L、

485U/L)处的预期偏差。 

结果  A~D 各水平重复性 CV%分别为：0.5%~1.7%、0.7%~3.0%、0.9%~2.0%和 0.5%~3.3%，实

验室内不精密度 CV%分别为：0.7%~2.9%、1.4%~3.2%、1.3%~1.9%和 0.8%~4.1%，仅 B 试剂

大于制造商声称的总 CV%，但均小于实验室 5%的质量目标；A~D 线性范围分别为：44U/L 

~1992U/L、39 U/L ~1798U/L、13 U/L ~540U/L、75 U/L ~1717U/L，回归决定系数 R2 在

0.997~1.000 之间； C 试剂在低 Lp-PLA2 水平受胆红素干扰明显；B、C 在高血红蛋白水平时受明

显负干扰，而 D 受正干扰。 A、C、D 与 B 相关良好（r 在 0.989~0.998 之间），但在各医学决定

水平处的预期偏差均较大，以 C 最为显著。A~D 分别有 131 例（93.6%）、140 例（100%）、82

例（58.6%）、128 例（91.4%）Lp-PLA2 结果落在制造商声称的参考区间内。 

结论  4 种应用于自动生化分析仪的 Lp-PLA2 活性检测试剂，精密度、线性均良好，但检测结果一

致性不理想，抗干扰能力有待提高，各实验室应根据检测系统建立本室参考区间。 

 
 

PU-0022 

多种新型心肌标志物在急诊胸痛患者急性冠脉 

综合征鉴别诊断中的意义 

 
王丹晨 1,秦绪珍 1,侯立安 1,徐涛 2,卢洁 1,刘荔 1,鲁军 1,邱玲 1 

1.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 

2.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学院 流行病及统计学系 

 

目的   探讨超敏肌钙蛋白 T（high sensitivity cardiac isoform of Troponin T, hs cTnT）、心型游离

脂肪酸结合蛋白（Heart-type fatty acid-binding Protein, H-FABP）、缺血修饰白蛋白（Ischemia 

Modified Albumin, IMA）、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 IL-6）、白细胞介素-8（Interleukin-8, IL-

8）、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髓过氧化物酶（Myeloperoxidase, 

MPO）对急诊胸痛患者急性冠脉综合征的鉴别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 2013 年 4~6 月北京协和医院急诊主诉为胸痛的 56 例患者首次检测样本，根据最终诊断

将入组患者分为 ACS 组（30 例）、非 ACS 组（26 例），分别检测 IL-6、IL-8、TNF-α、H-

FABP、IMA、MPO、hs cTnT、cTnI、CK 和 CKMB。 

结果  H-FABP 与 hs cTnT 在 ACS 组和非 ACS 组具有明显差别，H-FABP、hs cTnT 与 cTnI 具有

明显的相关性（r>0.7）。 

结论  H-FABP、hs cTnT 可以用于急性胸痛患者 ACS 鉴别诊断，与 cTnI 的相关性良好，且升高幅

度较高，能够在早期发现心肌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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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23 

3 例胃肝样腺癌患者血清甲胎蛋白、α1-抗胰白酶 

及 α1-酸性糖蛋白指标分析并文献复习 

 
李军,岳俊刚,卢萍 

江油市第二人民医院,621000 

 

目的  分析血清甲胎蛋白（AFP）、α1-抗胰白酶（α1-AAT）及 α1-酸性糖蛋白（α1-AAG）指标在诊

断胃肝样腺癌（HAS）及判断预后中的临床意义，以提高对该病的诊断水平。 

方法  分析我院 2013 年 5 月至 2017 年 6 月收治的 3 例经病理确诊为 HAS 患者的血清学指标及随

访资料，并结合文献进行探讨。 

结果  HAS 患者中术前 AFP 升高 2 例，而术前 AAT 及 AAG 指标均明显升高，3 例均行根治性手术

治疗，术后各指标均明显下降；随访至 2017 年 11 月，其中 1 例失访,另 2 例患者术后均出现转

移，生存期分别为 10 及 11 个月。 

结论  HAS 预后极差，血清 AFP、α1-AAT 及 α1-AAG 升高是 HAS 的重要血清学特征，在 HAS 诊

治中具有重要价值，可作为早期诊断的指标，术后血清 AFP、α1-AAT 及 α1-AAG 水平可作为随访

监测、预测肿瘤复发或转移的重要指标。 

 
 

PU-0024 

血清肝素结合蛋白检测对 ICU 危重患者细菌感染的评价 

 
邓宽国 

胜利油田胜利医院,257000 

 

目的  探讨血清肝素结合蛋白（HBP）检测对 ICU 危重患者细菌感染的评价价值。 

方法  选择 ICU 危重患者细菌感染患者 50 例，将患者分为感染不伴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组

及 25 例，同期 30 例未合并感染为对照，分析 HBP 及 C-反应蛋(CRP)白对 ICU 危重患者细菌感染

的有效力。 

结果  脓毒症组感染不伴 SIRS 组及对照组 HBP 及 CRP 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且脓毒症

组 HBP 及 CRP 水平显著高于感染不伴 SIRS 组及对照组，感染不伴 SIRS 组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

均有显著性(P<0.05)。HBP 对 ICU 危重患者最佳界值为 12.41ng/ml，线下面积为 0.810，诊断敏

感性及特异性分别为 91.9%和 80.6%，均显著高于 CRP。 

结论  在 ICU 危重患者细菌感染的诊断和评价中，HBP 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及特异性，诊断效力高。 

 
 

PU-0025 

急性脑梗死并发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者血脂水平 

及氧化应激反应的观察 

 
吴红光 

东营市人民医院,257000 

 

目的  通过检测急性脑梗死（ACI）并发幽门螺旋杆菌（Hp）感染者血清血脂和丙二醛(MDA)水平

及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观察 Hp 感染对血脂代谢及氧化应激反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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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 ACI 组 350 例和对照组 80 例，检测血清 Hp-IgG 抗体（胶体金法)和 14C 尿素呼气试验

（14C-UBT），采用美国贝克曼库尔特 AU68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清血脂及 SOD 活性（比色

法），采用上海现科 752 可见分光光度计（532 nm）检测血清 MDA 水平（TBA 法）。 

结果  ACI 组 Hp 感染率（69.5%）显著高于对照组（33.8%）（X2=18.882，P＜0.01）。Hp 感染

组与 Hp 非感染组比较，血清 TC、TG、LDL-C 及 HDL-C 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4.167-

5.521，P＜0.01）。对照组、Hp 非感染组及 Hp 感染组的血清 MDA 水平和 SOD 活性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F=34.891-46.613，P＜0.01）。Hp 感染组与 Hp 非感染组比较血清 MDA 水平和 SOD

活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5.197-9.713，P＜0.01），Hp 非感染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也具有统

计学意义（t=3.173-8.228，P＜0.01）。 

结论  急性脑梗死并发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者，机体内血脂代谢紊乱加剧及氧化应激反应增强，此可

能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加剧急性脑梗死病情的原因之一。  

 
 

PU-0026 

乐山市地区健康人群血清脂蛋白（a）水平的调查分析 

 
侯芳,雷鹏,陈开扬 

乐山市人民医院,614000 

 

目的  了解本地区健康人群的血清脂蛋白（a）[lipoprotein (a)，Lap（a）]分布情况，分析其 Lap

（a）水平与性别、年龄之间的关系。 

方法  选用 2017 年 6 月-2017 年 12 月我院体检中心 5992 份健康体检人群血清，用胶乳增强免疫

透射比浊法在日立 7600-02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 Lap（a）的检测,按照年龄和性别分为 6 组，

分别是 14-29 岁（1 组）， 30-44 岁（2 组）， 45-59 岁（3 组）， 60-69 岁（4 组）， 70-79 岁

（5 组）， 80 岁以上（6 组），采用 SPSS 2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5992 例健康体检者的 Lap（a）水平为（143.8±179.9）mg/L，其中女性 Lap（a）水平

（158.8±196.8mg/L）明显高于男性 Lap（a）水平（132.2±164.6 mg/L），不同性别间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1）；分年龄组进行比较，Lap（a）水平随着年龄的上升而增加的趋势，其中 2、

3、4 组的 Lap（a）水平女性都明显高于男性，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分别为 P=0.000; 

P=0.001; P=0.000)；3377 例男性健康体检者中， 1、2 组分别与 5、6 组相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2615 例女性健康体检者中， 1 组与 4 组相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所有

健康人群的 Lap（a）水平与年龄呈弱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083（P<0.01）。 

结论   研究显示本地区不同性别、年龄的健康人群的 Lap（a）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需建立本地区 Lap（a）水平的不同参考区间。 

 
 

PU-0027 

长链非编码 RNA 联合胃蛋白酶原在胃癌患者检测中的临床意义 

 
周龙,彭沛,胡春兰,张艳艳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404100 

 

目的  探讨长链非编码 RNA 联合胃蛋白酶原对胃癌检测的临床意筛查检测胃癌患者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取 2014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重庆三峡中心医院住院治疗的胃癌患者 86 例，定义为胃

癌组。另选取同期检查胃部未见明显异常的患者 86 例为对照组。单因素分析比较两组患者基线资

料及血清癌胚抗原、糖类抗原 19-9、胃蛋白酶原 I、胃蛋白酶原 II 及 lncRNA BC200 水平的差异。

单因素检验分析两组基线资料差异，筛选存在统计学意义的因素；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进一步检测

对胃癌影响作用的因素；同时，相关性分析法对上诉因素与传统变量的相关性进行分析，ROC 曲

线分析其对胃癌的诊断价值及敏感度、特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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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胃癌组受试者 CEA、CA19-9 及 lncRNA BC200 的表达水平较对照组上调（P 均＜0.05）。

而胃癌组中 PGI、PGII 则较对照组显著下降（P 均＜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CA19-9、PGI、PGII 及 lncRNA BC200 对胃癌有显著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 PGI 的影响程度

最高。Spearman 秩相关提示 lncRNA BC200 与 CA19-9 呈正相关关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7）；PGI、PGII 与 CA19-9 呈负相关。ROC 曲线提示，lncRNA BC200 联合 PGI、

lncRNA BC200 联合 PGII 及 CA199 检测胃癌的曲线下的面积分别为 0.844，0.783，0.721。三者

相比，lncRNA BC200 联合 PGI 的 AUC 最高，敏感度为 63.5%，特异度为 100%。 

结论  lncRNA BC200 联合 PGI 能在一定程度上检测出患者胃癌的存在，具有一定的临床诊断价

值，从而为早期胃癌进一步的诊断提供了理论依据。  

 
 

PU-0028 

不同心血管疾病风险积分系统评估 

友谊街道社区老年人群 10 年期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差异 

 
顾佳芸,沈逸枫,邵文琦,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00 

 

目的  调查评估上海市宝山区友谊社区老年人群的心血管疾病流行病学特点并比较不同心血管疾病

风险预期积分公式应用于该人群的差异。 

方法  以上海市宝山区友谊社区为调查点，随机选取 60 岁以上社区老年人群，共计 1983 人（其中

男性 824 人，女性 1159 人）。收集基础的流行病学资料并采集空腹静脉血检测 TC 与 HDL-C，将

各积分系统推导队列的基线资料与友谊社区老年人群进行比较；并计算 10 年期 Framingham、

Reynold’s、SCORE 等心血管疾病风险积分，比较其差异。 

结果  在 1983 人中存在脑血管疾病病史的有 1139 例，其中高血压 1107 例，缺血性卒中 30 例，

其他脑血管疾病 2 例；存在心脏疾病病史的有 56 例，其中心肌梗死 2 例，心绞痛 3 例，冠心病事

件 19 例（包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脉支架植入，冠脉血运重建），其他心脏疾病 32 例。友谊社

区老年人群与各积分系统推导队列的主要风险因子基线水平存在较大不同。Framingham CVD、

Reynold’s 预测友谊社区人群发生 10 年期心血管疾病平均概率分别为 28.73%、13.95%。SCORE

预测友谊社区人群发生 10 年期心血管疾病死亡的平均概率为 7.29%（以高危地区计算）、4.14%

（以低危地区计算）。根据指南， 对 Framingham CVD、Reynold’s、SCORE（高危地区）心血

管疾病风险比计算结果进行分层，仅有 11.29%的受试者风险分组相同，其余 88.71%在风险组别

划分上存在差异。 

结论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社区老年人群是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Framingham CVD、Reynold’s、

SCORE 风险积分系统预测本人群的 10 年期心血管疾病风险存在明显差异。 

 
 

PU-0029 

循环 microRNA126、microRNA1 

在心衰诊断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浩日瓦,娜日罕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循环 microRNA-126（miR-126）microRNA-1(mir-1)在心衰患者中的诊断及预后评估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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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分别收集心梗后心衰患者（AMI 组）45 例，扩心病心衰患者(DCM 组）30 例，健康体检者

（健康对照组）20 例血清标本，采用定量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qRT-PCR）检测血清中 miR-

126，miR-1 的相对含量。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①AMI 组 DCM 组血清中 miR-126、 miR-1 的相对含量较对照组降低（P＜0.001）.②miR-

126、 miR-1 与 NTproBNP、cTnT,心胸比均呈负相关，与 LVEF 呈正相关，③miR-126 的 ROC 曲

线下面积为 0.32，灵敏度为 0.45，特异性为 0.85；miR-1 的 ROC 曲线下面积 0.49，其灵敏度为

0.653，特异性为 0.782。④患者 12 个月预后 COX 回归分析:miR-1 水平与患者 1 年主要不良心脏

事件（MACE）及死亡率无关,相对危险度为 2.35，P＝0.053）miR-126 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患

者 12 个月预后 COX 回归分析发现血清循环 miR-126 水平与患者 1 年主要不良心脏事件及死亡率

无关，相对危险度为 0.53P＝0.052）。⑤AMI 组与 DCM 组 miR-126、miR-1 相比较，(P>0.005)

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miR-126、miR-1 可用于心衰的诊断，但不能用于心衰病因的区分，且对患者 1 年的预后及

不良事件预测无意义。 

 
 

PU-0030 

心血管疾病风险评估系统研究进展 

 
沈逸枫,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00 

 

目的  比较目前各个主要心血管疾病风险评估系统，对其进展进行综述。 

方法  对目前常用的心血管风险评估系统的人种选择、地区分布、人群规模、风险因素等特征进行

综述及比较。 

结果  从上个世纪以来，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心血管风险因素的研究，并先后推出了多

个心血管疾病风险评估系统；例如 Framingham 系统、SCORE 系统，QRISK2 系统，中国缺血性

心血管疾病危险评估模型等。但是由于研究人群和地区的差异，各个风险评估系统的应用范围、研

究指标、心血管危险因素、终点事件、适用人群等不尽相同，并且也各具特点。 

结论  由于各个风险积分系统的推导队列以及纳入的风险因素各不相同，因而在同一个人群中运用

不同的积分系统来评估风险所得出的 10 年期 CVD 事件风险可能也会存在较大差异。 

 
 

PU-0031 

N 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对心力衰竭的诊断价值 

 
朱薇 

宝鸡市中心医院,721000 

 

目的  探讨 N-末端脑钠肽前体( NT-pro BNP) 在心力衰竭（HF）患者病变程度及心功能评估中的应

用价值。 

方法  选择心力衰竭患者 60 例作为试验组，按照美国纽约心脏病学会（NYHA） 分级分为Ⅱ～Ⅳ

级，选择健康体检者 60 例作为对照组，采用电化学发光法（夹心法）测定血清 NT-proBNP 浓

度。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心力衰竭病人血清 NT-proBNP 检测值升高，且随心力衰竭的程度加重而增

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心力衰竭（NYHA 分级） 

各组间血清 NT-proBNP 浓度的测定结果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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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心力衰竭的早期筛查中，不仅可以通过检测血清 NT-proBNP 浓度水平作出初步诊断，而

且随着心力衰竭程度的加重，心功能的进一步恶化，血清 NT-proBNP 水平逐渐升高，能有效提示

疾病的发展进程和预后情况。 

 
 

PU-0032 

AFP 与 5ˊ_NT 联合检测对于肝细胞癌的临床诊断价值 

 
朱薇 

宝鸡市中心医院,721000 

 

目的  讨论血清甲胎蛋白（AFP）5’核糖核苷酸（5’-NT）联合检测对于肝细胞癌（HCC）的诊断价

值，为早期诊断和鉴别诊断 HCC 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住院患者标本 353 例，其中 HCC 患者 78 例（HCC 组），

肝炎患者 148 例（肝炎组），肝硬化患者 127 例（肝硬化组）。分别采用化学发光法和过氧化物

酶法测定 3 组患者血清中 AFP 和 5’-NT 的浓度，三组间检测结果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比率采用卡

方检验，并使用 MedCalc 统计学软件计算两项指标联合检测对 HCC 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结果   HCC 组血清 AFP 和 5’-NT 的浓度显著高于肝硬化组和肝炎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肝硬化组血清 AFP 和 5-’NT 的浓度显著高于肝炎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AFP 和 5’-NT 联合检测 HCC 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较单项检测显著提高，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血清 AFP 和 5-’NT 联合检测对 HCC 的鉴别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PU-0033 

ID-LC-MS 检测血清载脂蛋白 A1 和 B 的多肽释放研究 

 
李卿,居漪,孙贺伟,金中淦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作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生物标志物，载脂蛋白 AI (Apo A-I)和载脂蛋白 B (Apo B)

的临床应用价值日益受到关注。其检测方法均为免疫比浊法。随着质谱技术在蛋白质定量方面的应

用，也不断有报道使用该技术定量 Apo A-I 和 Apo B。这其中的关键点在于代表性肽段的选择和酶

解释放。本研究针对 Apo A-I 和 Apo B 的部分代表性肽段，研究其酶解释放规律。 

方法  对不同载脂蛋白 A-I 和 B 含量的混合人血清样本进行变性、还原、烷基化等前处理，用胰蛋

白酶酶解，用 LC-MS 定量检测目标肽段。分析多肽释放图谱和样本间多肽释放相关性。 

结果  分析 5 个不同浓度的人血清室间质评样本, 多数肽段在 4 个小时内即达释放峰值。Apo A-I 的

肽段 VQ、DY 和 VS，以及 Apo B 的肽段 TE 和 FP 生成速度相对较慢。达到峰值后，TEV/SIL-

TEV 、AK/SIL-AK 和 VQ/SIL-VQ 的比值相对稳定。对于 Apo A-I，不同肽段之间的相关性较高，

R2 在 0.904-0.999 之间；对于 Apo B，部分肽段之间的相关性较低，如 TG-SV 的 R2=0.543

（3h）。内源性多肽与同位素标记多肽的峰面积比相对于内源性多肽的峰面积变化而言，更为稳

定。 

结论  Apo A-I 和 Apo B 肽段的释放速度和产量受肽段自身特性和酶解环境影响。使用同位素标记

多肽有助于减少酶解过程的波动对定量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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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34 

老年脑卒中患者 HCY、Lp-PLA2 和 CysC 联合检测的意义 

 
裴东旭,李永伟,刘心伟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河南省中医院 

 

目的  分析老年脑卒中患者血同型半胱氨酸（HCY）、脂蛋白磷脂酶 A2（Lp-PLA2）和胱抑素 C

（CysC）的水平及其联合检测的应用意义。 

方法  选取老年脑卒中患者 200 例，老年健康体检者 120 例；设脑梗死组(158 例)、脑出血组(42

例)，健康对照组（120 例），采用免疫比浊法，分别检测 HCY、Lp-PLA2 和 CysC 水平，统计三

者阳性率，同时采用回归 roc 曲线分析三项联合检测对老年脑卒中患者的临床意义。 

结果  脑卒中组 HCY、Lp-PLA2 和 CysC 平均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意

义；脑卒中组 HCY、Lp-PLA2、CysC 老年脑卒中患者阳性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脑梗死组

HCY、Lp-PLA2 和 CysC 平均水平较脑出血组稍高，但两组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0.05)；HCY、

Lp-PLA2 和 CysC 联合检测的诊断价值预测值 AUC 面积 0.92 明显高于单项检测。 

结论  HCY、Lp-PLA2、CysC 是老年脑卒中发生发展的预测因子，联合检测 HCY、Lp-PLA2 和

CysC 对老年脑卒中患者的早期诊治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PU-0035 

罗氏 Cobas C80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性能验证 

 
赵俊伟,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掌握罗氏 Cabos C80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常规生化检测项目 ALT、AST、GGT、ALP、

GLU、TP、ALB、TBIL、CK、UREA、CREA、UA、TCHO、TG、K、NA、CL、CA 等的分析性

能。 

方法  按照 NCCLS 推荐的 EP15-A 文件验证常规生化检测项目的批内和批间精密度，按照 NCCLS

推荐的 EP6-A 文件验证常规生化检测项目的线性范围。 

结果  常规生化检测项目的批内精密度为 0.53%-3.03%，结果均小于 1/4 CLIA’88 Tea，批间精密

度在 0.,39 %-3.10%，结果均小于 1/3 CLIA’88 Tea；常规生化检测项目的线性回归方程斜率均在

0.97-1.03 之间，R2均≥0.95，均符合试剂说明书给出的线性范围。 

结论  罗氏 Cabos C80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常规生化检测项目的各项性能指标均符合质量目标要

求，可用于临床生化检测工作。 

 
 

PU-0036 

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在急性心肌梗死中的应用 

 
王一多,金英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50000 

 

目的  心肌梗塞（myocardial infarction）是冠状动脉闭塞，血流中断，使部分心肌因严重的持久性

缺血而发生局部坏死。临床上有剧烈而较持久的胸骨后疼痛，发热、白细胞增多、红细胞沉降率加

快，血清心肌酶活力增高及进行性心电图变化，可发生心律失常、休克或心力衰竭。患者多发生在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狭窄基础上，由于某些诱因致使冠状动脉粥样斑块破裂，血中的血小板在破裂的

斑块表面聚集，形成血块(血栓)，突然阻塞冠状动脉管腔，导致心肌缺血坏死，另外，心肌耗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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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烈增加或冠状动脉痉挛也可诱发急性心肌梗死。近年来，AMI 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是一种

常见的心身疾病，每年由急诊科收治诊断的 AMI 患者也日益增多。近几年国内外在 AMI 的诊断中

所使用的分子诊断标志物主要以 TnI/T 和 Mb 为主，但其作为主要的诊断依据却缺乏敏感性和特异

性。这就导致对该疾病诊断、早期发现和预后评估加大了难度，进而可能延误患者的救治导致死

亡。近年的研究发现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heart fatty acid-binding protein, HFABP）是心脏中富

含的一种新型小胞质蛋白，它具有高度心脏特异性，但在心脏以外的组织中也有低浓度表达。心肌

缺血性损伤出现后，hFABP 可以早在胸痛发作后 1-3 小时在血液中被发现，6-8 小时达到峰值而且

血浆水平在 24-30 小时内恢复正常。国内外学者及生物制剂公司已经研制出以双抗体夹心法测定

HFABP 的试剂盒。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作为心肌细胞中特异性较高的一种蛋白质，其对于急性心

肌梗死或者心肌损伤的诊断的意义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心肌梗死的早期对于 AMI 的诊断较传统指

标具有更高的灵敏性和特异性，所以研究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对于指导临床诊断急性心肌梗死方面

拥有重要意义。 

 
 

PU-0037 

C 反应蛋白与 4 项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在肺癌诊断中的结果分析 

 
冀恒涛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探究 C 反应蛋白和 4 种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在肺癌临床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随机选取本院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间在院就诊的肺癌患者 50 例及良性病变者 25 例和

健康体检者 25 例，对比各组 C 反应蛋白以及肿瘤标志物水平。 

结果  肺癌患者及肺部良性病变组上述指标均较对照组高，差异显著（P＜0.05），同时肺癌组较良

性病变组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同时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阳性检出率显著提高，组间差异

显著（P＜0.05）。 

结论  C 反应蛋白以及肿瘤标志物对于肺癌的临床诊断具有较高的价值，且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能

够显著提高肺癌阳性检出率。 

 
 

PU-0038 

传统凝血功能检测指标联合血栓弹力图 

在评价患者凝血功能中的应用 

 
王燕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传统凝血功能指标与血栓弹力图指标间的相关性，比较两种检测各指标间的相互影响。 

方法  选择 117 例患者，对凝血功能指标和血栓弹力图结果和血小板计数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并

对相关的参数进一步做回归分析。 

结果  R 值与 APTT 呈正相关（P<0.05）；K 值与 FBG，PLT 呈负相关（P<0.01）；Angle、MA

值与 FBG，PLT 呈正相关（P<0.01）。R 值与 K 值呈正相关（P<0.01），与 Angle 值呈负相关

（P<0.01）；K 值与 Angle、MA 值呈负相关（P<0.01）；Angle 值与 MA 值呈正相关

（P<0.01）。回归分析显示，对 R 值有意义的凝血指标是 APTT、PT，对 K 值、Angle、MA 值有

意义的指标是 FBG，PLT。 

结论  传统凝血功能检测指标与血栓弹力图显著相关，有检测一致性，但吻合度一般，不能相互替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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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39 

血清 C 肽与糖化血红蛋白联合检测对糖尿病诊断的临床应用价值 

 
边旋利,卢发强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116000 

 

目的  探讨血清 C 肽与糖化血红蛋白(HbA1c)联合检测对糖尿病诊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8 年 1 月经本院收治的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 110 例作为研究对象

（轻症组 58 例，重症组 52 例），选取同期健康体检者 100 例为对照组。分别采用己糖激酶法检

测其空腹血糖值(FPG)、餐后 2h 血糖值(2hPG)水平，化学发光微粒免疫法检测空腹血清 C 肽、餐

后 2h 血清 C 肽水平，高效液相色谱法（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检

测 HbA1c 水平，比较三组各指标之间的差异，并进行相关性分析。纳入标准：（1）研究组患者诊

断均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 2 型糖尿病诊断标准，其中按 HbAlc 测定结果将 HbAlc≤10%者纳入

轻症组，HbAlc＞10%者纳入重症组。对照组均为我院健康体检中心志愿者。排除标准：（1）合

并肝肾功能不全、自身免疫性疾病或急慢性感染性疾病患者；（2）合并有精神疾病、认知功能障

碍等不愿配合患者；（3）近期服用可能影响血糖相关指标药物的患者。采用 SPSS20.0 进行统计

数据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相关性采用 Person 相关分析。 

结果  糖尿病重症组患者 FPG、2hPG 及 HbAlc 水平显著高于轻症组（P＜0.05),且二者均显著高于

健康对照组（P＜0.05）；轻症组患者空腹及餐后 2h 血清 C 肽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及重症组

（P＜0.05）。其中轻症组、健康对照组的血清 C 肽与其 HbAlc 呈显著正相关（r=0.859,r=0.768，

P 均＜0.05）；而重症组、健康对照组的血清 C 肽与其 HbAlc 呈显著负相关（r=-0.824,r=-0.736，

P 均＜0.05）。 

结论  HbA1c 和血清 C 肽联合检测可对糖尿病诊断提供可靠依据，并反应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及病

情严重程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0040 

PCAF-mediated acetylation of transcriptional factor HOXB9 
suppresses lung adenocarcinoma progression 

 by targeting oncogenic protein JMJD6 

 
Junhu Wa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HOXB9 is a homeobox domain-contain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embryonic development and cancer progression. However, the precise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s (PTMs) of HOXB9 and the corresponding roles are unclear. 
Methods  
Co-immunoprecipitation and GST pull-down assays 
In vitro acetylation assay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ssays. 
In vivo xenograft tumor growth experiments 
Real-time RT-PCR 
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ChIP) assay 
Results Here, we report that acetyltransferase p300/CBP-associated factor (PCAF) interacts with 
and acetylates HOXB9 both in vivo and in vitro. Conversely, the acetylation of HOXB9 can be 
reversed by deacetylase SIRT1. Furthermore, we found that HOXB9 is acetylated at lysine 27 
(AcK27). Functionally, in contrast to the wild type HOXB9, AcK27-HOXB9 decreased its capacity 
in promoting lung cancer cell migration and tumor growth in mice. Mechanistically, AcK27-HOXB9 
suppresses the transcription of its target gene Jumonji domain-containing protein 6 (JMJD6)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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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 occupying the promoter of JMJD6 gene. For clinical relevance, elevated HOXB9 acetylation 
at K27 predicts a better prognosis in lung adenocarcinoma patients.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we identified the first PTM of HOXB9 by demonstrating that 
HOXB9 can be acetylated and AcK27-HOXB9 counteracts the role of the wild type HOXB9 in 
regulating lung adenocarcinoma progression. 
 
 

PU-0041 

血清铁蛋白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相关性研究 

 
赵莹,施依琴,张娟文 

浙大一院 

 

目的  探讨血清铁蛋白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相关性，了解铁代谢紊乱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关联，为

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早期临床诊断及治疗提供新思路 

方法  采用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检测法分别测定 327 例经 B 超诊断为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以及 423

例经 B 超诊断无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健康体检者的血清铁蛋白(SF)水平并收集以下相关资料进行统计

学分析：人体学参数、BMI、SBP、DBP、WBC、Hgb、PLT、TP、Alb、ALT、GlU、γ- GT、

TG、Tch 、HDL-c、LDL-c、UA、Cr。    

结果  1.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较，NAFLD 组 HDL-C 明显降低(P<0.001)，其它指标(BMI、收缩压、舒

张压、SF、WBC、Hgb、Tp、Alb、ALT、GGT、TG、GLU、UA、Cr)均显著升高(P<0.001)，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SF 与 HDL-C 呈负相关，与其它指标(BMI、收缩压、舒张压、WBC、 

Hgb、Tp、Alb、ALT、GGT、TG、GLU、UA、Cr)呈正相关，P<0.05 具有统计学意 

义 

3.ROC 曲线分析结果表明 SF 对 NAFLD 诊断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曲线下面积(AUC)：男性

0.905(0.873-0.932),女性 0.889(0.850-0.920) 

4.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SF、BMI、ALT 是 NAFLD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5.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法分析不同水平的 SF 与 NAFLD 的风险性，结果显示在调整相关混杂因素

后，比较高水平 SF 组与低水平 SF 组，结果为 OR(95%)值 84.119(42.627-165.997)。 

结论   NAFLD 患者血清铁蛋白含量明显升高，SF 是 NAFLD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与 NAFLD 具

有密切相关性，有望成为 NAFLD 早期临床诊断的血清学辅助指标。 

 
 

PU-0042 

铜蓝蛋白不同种类肝脏疾病中水平的比较 

 
冯倚帆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21000 

 

目的  检测不同种类肝脏疾病患者体内的铜蓝蛋白水平进行比较，以探讨铜蓝蛋白在除肝豆状核变

性病之外的肝脏疾病中表达水平的意义。 

方法  以免疫比浊法检测铜蓝蛋白的水平，收集我院 2017 年铜蓝蛋白检测结果，根据疾病种类进

行分组，另取同时期的健康人 40 名作为健康对照组，以 SPSS 12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以均

数±标准差表示。  

结果  肝癌患者铜蓝蛋白水平高于正常人对照组（p＜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急性肝炎组病

人血清铜蓝蛋白水平高于正常人对照组（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慢性乙型肝炎患者铜

蓝蛋白水平高于正常人对照组（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肝衰竭患者铜蓝蛋白水平低于

正常人对照组（p＜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肝癌患者铜蓝蛋白水平与慢性乙型肝炎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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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p＜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肝癌患者铜蓝蛋白水平与急性肝炎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急性肝炎患者铜蓝蛋白水平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组有差异（p＜0.01），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慢性乙型肝炎患者铜蓝蛋白水平与肝衰竭组有差异（p＜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血清铜蓝蛋白水平在不同的肝脏疾病中的表达，对肝脏疾病的鉴别和评估在临床诊断治疗上

有一定提示的意义。 

 
 

PU-0043 

不同 BMI 的 2 型糖尿病患者血浆血管内皮 

生长因子 B 水平的初步观察 

 
杨华,杨晓东,饶丽华,刘云涛,潘敬芳 

三峡大学附属仁和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体重指数（BMI）的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中血浆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B（VEGF-

B）水平的变化 

方法  167 例 T2DM 患者根据 BMI 分为正常体重组（Con）55 例、超重组（Ow）57 例及肥胖组

（Ob）55 例，采用酶联免疫法测定各组血浆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B 水平，分析血浆血管内皮生长因

子 B 水平与 BMI、血糖、血脂、胰岛素抵抗指数等的关系 

结果   血浆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B 水平在正常体重、超重、肥胖组分别为（80.56±23.15)、

(110.19±46.87)、 (158.21±55.46) pg/ml，组间两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分

析显示，血浆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B 水平与 BMI、WHR、FPG、HbA1c、TG、FIns、HOMA-IR、

HDL-C 相关（r 分别为 0.414、0.341、0.274、0.285、0.264、0.358、0.452、-0.325，P＜0.01

或 P＜0.05）；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BMI、HOMA-IR 与 VEGF-B 水平独立相关 (t=2.594、

1.650，P<0.01) 

结论  2 型糖尿病患者中，VEGF-B 与 BMI 关系密切，随着 BMI 的增加，VEGF-B 水平逐渐升高。 

 
 

PU-0044 

Type II cyclic guanosine monophosphate-dependent 
protein kinase inhibited EGFR activation  

by phosphorylated Thr693 site in gastric cancer 

 
Ting Lan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Our previous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type II cyclic guanosine monophosphate 

(cGMP)‑dependent protein kinase (PKG II) inhibited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EGF) induced 

phosphorylation/activation of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 The detail mechanism of 
the inhibition is still unknown.  

Methods HGC ‑ 27 cells with PKG II overexpression were treated with 8-(4-

chlorophenylthio)guanosine-3',5'-cyclic monophosphate (8-pCPT-cGMP). To investigate the 
function of activated PKG II on EGFR, Co-immunoprecipitation and Bimolecular Fluorescence 
Complementation (BiFC) assay were performed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binding between PKG II 
and EGFR.  
Results Instead of previously reported phosphorylation site thr 654 or ser1046/1047, the 
increasing PKG II activity of HGC-27 cells and AGS cells caused EGFR phosphorylation of thr 
693, and which site was further confirmed by mass spectrometric analysis. In addition, when t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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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 of EGFR was mutated to alanine, which could not be phosphorylated by PKG II,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PKG II on the activation of EGFR was eradicated.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ed a novel phosphorylation site of PKG II, and may be 
benefit to illuminate the anti-tumor role of PKG II. 
 
 

PU-0045 

血清视黄醇结合蛋白可作为非酒精性脂肪肝病辅助诊断指标 

 
姚金梅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310000 

 

目的  探讨血清视黄醇结合蛋白（RBP）在非酒精性脂肪肝疾病(NAFLD)诊断中的意义。 

方法  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共筛选了 78 例 NAFLD 患者作为观察组和 84 名健康者作为对照组，

采集空腹血，测定血清生化指标和血细胞指标；同时采集身高、体重等一般信息，计算体重指数

（BMI）和 Fib4 指数，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NAFLD 患者 BMI、 TG、TCH、LDL、ALT、AST、UA、GGT、GLU、RBP 较对照组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HDL 比对照组低(P<0.05)；而 Fib4 值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血清 LDL 在诊断 NAFLD 中具有最高的 ROC 曲线下面积，血清 RBP 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668，血清 RBP 与其它诊断 NAFLD 的指标均无显著相关性。 

结论  血清 RBP 水平在 NAFLD 患者中升高，可作为 NAFLD 的一个辅助诊断指标。 

 
 

PU-0046 

血清 C-反应蛋白(CRP)在孕妇分娩前后 

及不同分娩方式间的差异以及临床意义 

 
何昕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632 

 

目的  研究血清 C 反应蛋白（CRP）在分娩前后及不同分娩方式间的差异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测定在广州华侨医院产科住院的 32 个病例，其分娩前后 24h 的血清 CRP 值，其中 10 例以

剖宫产手术方式分娩，10 例为侧切分娩，另外 12 例为自然分娩。此外还选择 10 例未临产妇女为

对照组。 

结果  2.1 各种方式分娩前 24hCRP 值与未临产孕妇 CRP 值比较见表： 

分组 n X±SK 比较结果 

①未临产孕妇 10 8.64±0.68 ②③④分别与①比较 P＜0.05 

②剖宫产术前 24h 10 11.08±2.18 ②与③、②与④、③与④比较 P＞0.05 

③侧切产术前 24h 10 10.86±1.53   

④自然分娩术前 12 10.66±2.53   

22 各种方式分娩后 24hCRP 值比较，结果列于表： 

分组 n X±SK 比较结果 

①剖宫产 10 80.4±9.62 ①与②、①与③比较 P＜0.01 

②侧切产 10 25.90±9.90 ②与③比较＜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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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自然分娩 12 12.40±6.74   

2.3 各种方式分娩前 24h 及后 24hCRP 值比较，结果列于表三： 

分组 n 术前 24h 术后 24h 比较结果 

①剖宫产 10 11.08±2.18 80.4±9.62 前后比较 P＜0.01 

②侧切产 10 10.86±1.53 25.90±9.90 前后比较 P＜0.05 

③自然分娩 12 10.66±2.53 12.40±6.74 前后比较 P＞0.05 

结论  分娩前与未临产者 CRP 值有显著性差异，而分娩前后比较也各有差异，且分娩方式不同，其

分娩前后的差异也各不相同。 

 
 

PU-0047 

铁代谢水平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相关性的研究 

 
张娟文,兰琪皓,赵莹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310000 

 

目的  非酒精性脂肪肝是由于非饮酒导致的一种以肝实质细胞脂肪变性、坏死、脂肪积贮、炎性细

胞浸润等变化为特征的临床病理综合症。目前普遍认可的“二次打击”学说认为，胰岛素抵抗引起的

外周脂肪分解增加和高胰岛素血症是导致肝细胞变性的首要因素。肝脏是重要的代谢器官，从代谢

功能变化切入或许可为认识 NAFLD 发生发展提供新的线索。目前尚未见有关血清铁代谢指标与

NAFLD 间关系的临床报道。于是，我们拟评估血清铁代谢水平与非酒精性脂肪肝(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 在中国人口中的相关性。 

方法  将转铁蛋白作为血清铁代谢水平的参考指标，选取 2017 年 10 月 1 日至 2017 年 11月 30日

在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798 名健康体检者为研究对象，分为实验组（即非酒精性脂肪肝组)和对

照组，对血清转铁蛋白指标及其他临床实验室参数进行检测 

结果  在 798 名体检者中，总共有 361 名符合 NAFLD 的诊断指标，即实验组 361 例，对照组 437

例。在 NAFLD 组，血清铁代谢水平与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MetS）诊断指标中的

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收缩压（Systolic Blood Pressure，SBP），舒张压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DBP)，甘油三酯 (Triglyceride, TG)和空腹血糖（Fasting Plasma 

Glucose, FPG）呈明显的正相关。数据分析显示，NAFLD 患者的血清铁代谢水平显著高于非

NAFLD 患者。 

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血清铁代谢水平与非酒精性脂肪肝有明显的相关性，进一步的研究或许

可以证明转铁蛋白可以作为危险因子共同参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的临床诊断。 

 
 

PU-0048 

寻找特异的衰老相关标志物 

 
韦钊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细胞衰老对个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它一方面是机体防御肿瘤发生的重要屏障，另一方面在

个体老化中起重要作用，并可通过 SASP 而促进肿瘤。伴随个体老化老年性疾病的发病率显著增

加，这些疾病包括神经退行性疾病、心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等。预防和尽早发现可以减少或延缓疾

病的发生，而衰老标志物的发现则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问题。针对细胞衰老的特征寻找敏感性

高、特异性好的衰老标志物是减缓老年病发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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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我们通过传代复制或双氧水压力刺激诱导人类正常成纤维细胞（NHFs）衰老，构建衰老模型

并进行基因芯片检测。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找出衰老细胞相对于正常细胞表达上调的基因，并且

与 GEO 数据库中人类胚胎干细胞和诱导性干细胞基因表达谱数据进行比对，找出同时在干细胞中

表达下调的基因。通过 qPCR，对筛选到的基因在六种细胞衰老模式中的表达进行检测验证。使用

SA-β-gal 染色、BrdU 掺入以及克隆形成实验等手段确定细胞衰老模式的可靠性。并进一步增加细

胞种类，选取多种来源的正常细胞进行后续验证。 

结果  通过对基因表达谱的分析，我们发现有 41 个基因在复制衰老和氧化损伤诱导的细胞衰老中均

上调显著。其中 11 个基因同时在人类胚胎干细胞和诱导性干细胞中表达下调。我们对这 11 个基因

在六种细胞衰老模式中的表达进行了 PCR 验证，结果表明有 4 个基因在 5 种以上的细胞衰老类型

中普遍上调。且不同年龄人类皮肤和皮下脂肪组织 RNA-Seq 数据表明这些基因确实存在指示衰老

进程的潜力。 

结论  我们通过基因表达谱筛选和在细胞衰老模型中的验证发现了 4 个可作为细胞衰老潜在标志物

的基因。进一步明确多种细胞类型及多种衰老模式中这些衰老基因作为衰老标志物的潜在价值，将

为衰老相关研究提供更多的检测手段及理论基础，研究这些基因指示个体老化及器官老化的能力，

将为老年型疾病提供早期检测的理论基础，从而为衰老相关疾病的检测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依

据。 

 
 

PU-0049 

探索血液中的衰老标志物及其与衰老相关疾病的联系 

 
韦钊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细胞衰老对个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它一方面是机体防御肿瘤发生的重要屏障，另一方面在

个体老化中起重要作用。目前的细胞衰老标志物均存在其局限性，即这些衰老标志物虽然可以一定

程度上指示衰老发生，但并不具有指示所有细胞衰老模式的普遍性和只存在于衰老细胞中的特异

性。此外，可作为常规检测的衰老标志物更是匮乏。探索血液中的衰老标志物并研究其与衰老相关

疾病的联系可为衰老相关疾病的检测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依据。 

方法  已有文献报导小鼠体内存在某一因子可激活 Wnt 信号通路并促进衰老相关表型。而人类中是

否存在血液中便于检测的类似指标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我们将利用健康年轻个体及年老个体的血

液进行相关检测。 

结果  我们发现多种细胞类型的复制衰老模式中存在共同上调的基因，其中某些基因同时在 NHF 细

胞的多种衰老模式中均表达上调，通过对人体组织基因表达数据库的分析证实该基因在人体皮肤和

皮下脂肪组织中的表达随年龄增长也显著升高。我们将进一步检测其在血液中是否表达并且与个体

老化或某种衰老相关疾病是否存在相关性。与此同时，我们将对人类血液进行 RNA-Seq 检测，探

索更多可能的检测指标。 

结论  可能存在某些基因与个体老化或某种衰老相关疾病存在密切相关性。通过分析验证发现血液

中的衰老标志物并研究其与衰老相关疾病的联系，将为老年性疾病提供尽早发现并提前缓解的可能

性，将为人类生存质量的提高提供更好的理论基础及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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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50 

血清 YKL-40 蛋白对肝纤维化分期诊断价值- meta 分析 

 
张艳芳,黄晶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130000 

 

目的   探讨血清 YKL-40 蛋白对肝纤维化分期的诊断价值，为慢性肝病患者提供可靠的并且无创的

生物标志物。 

方法  我们使用数据库检索进行荟萃分析（meta 分析），其中数据库包括 PubMed，EMBASE， 

the Cochrane Library, Web of Science，CNKI 等，使 用 质 量 评 估 方 法（QUADAS-2）评价文

献，采用 Stata 12.0 统计软件对纳入研究进行综合定量评价，检验识别偏倚情况，分析异质性来源

并且绘制森林图和综合受试者工作曲线（SROC）。 

结果  确定了 21 项研究，其中 9 项符合 meta 分析的标准，得出 YKL-40 针对显著性肝纤维化

（≥F2）合并敏感性，特异性分别是 0．78(0．69～0．85)、0．53(0．33～0．72)、阳性似然比

为 1.7［95% CI(1.0 ～ 2.7)］、阴性似然比为 0.41［95% CI (0.21 ～ 0.79) ］、诊断比值比为 4［

95% CI (1 ～ 13 )]、SROC 曲线下面积(AUC)是 0．76；YKL-40 诊断进展性肝纤维化（≥F3）的合

并敏感性，特异性分别是 0.83［95% CI(0.76～0.89)］、0.72［95% CI(0.62～0.80)］、阳性似然

比为 3［95% CI(2.2 ～ 4.4) ］、阴性似然比为 0.23［95% CI (0.14～0.37) ］、诊断比值比为 13

［95% CI (5 ～ 30)］、S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5［95% CI(0.82 ～ 0.88)］。 

结论  血清 YKL-40 对显著性肝纤维化敏感性较高，对进展性肝纤维化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PU-0051 

基于水的分子诊断 1 

 
王明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针对已知靶标分子的诊断体系应用于分子诊断、流行病学调查、疾病监测与控制等诸多方

面。现有检测技术往往应用生物、有机、纳米技术，将靶标分子信息转化为各种可读的信号。申请

人提出一种基于水蒸气冷凝的靶标分子检测新思路。 

方法  该检测体系涉及固液两相，无需标记分子，借助一定的生物学原理将各种非 DNA 靶标信号

（蛋白、RNA）转变成 DNA 信号。靶标存在与否与 DNA 信号出现与否高度相关，经针对 DNA 的

信号放大会造成检测体系疏水性明显差异，并最终借助水蒸汽在固相（基片上）冷凝后形成的肉眼

易于分辨的可视信号达到检测目的。 

结果  与传统溶液中针对靶标分子的检测方法相比，该方法具有灵敏度高、选择性好、检测迅速快

捷、无需大型复杂仪器、支持多重检测、适于集成化、模块化检测等优点。申请人实验室已经利用

该构想成功实现了对 DNA 的检测。申请人实验室希望利用该检测模式进行分子诊断方法的探索，

并深入地进行机理研究，同时拓展适用于其他生物分子（RNA，蛋白质及其它小分子）的检测方

法。 

结论  本课题组前期工作以 DNA 为靶标分子对这种新检测方法的可行性进行了证实。该诊断体系依

赖于目标 DNA 存在的情况下，通过特异性 DNA 连接酶参与的连接酶链反应（LCR）和特异性

DNA 聚合酶参与的滚环扩增反应（RCA）将核酸扩增，大量核酸积累使基板表面亲水程度发生改

变，导致表面凝结出现水滴即表面形态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光线的漫反射/散射，形成肉眼可见的

信号。实验证实这种方法灵敏度高，可以检测 1 微升溶液中 600 个目标 DNA 分子；选择性好，能

够区分 6 种单一碱基错配的目标 DNA；且能够进行多重检测。这种方法通过点样方法制备 DNA 芯

片，不需要标记分子，适用于集成化，模块化检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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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52 

Clinicopathological and progno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miR-200 family in patients with  pancreatic carcinoma 

 
chaochao tan 

Hunan provincial hospital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global expression profile of miRNAs in pancreatic carcinoma and its 
potential relevance to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gnosis. 
Methods  LNA microRNA microarrays were utilized to detect miRNA expression levels in eight 
surgically removed pancreatic carcinoma tissues (PCT)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normal pancreas 
tissues (NT). After initial microarray validation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ssays (qRT-PCR), miR-200a, miR-200b and miR-205 were selected 
for further study in another 47 paired PCTs and matched NTs by qRT-PCR using Taqman 
microRNA assay. 
Results  Twenty-seven microRNAs were observed to be deregulated greater than two-fold in 
PCT compared with NT by microarray. Consistenting with the microarray,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200a by qRT-PCR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umor tissues than in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P = 0.026); while miR-200b (P = 0.000) and miR-205 (P = 0.000) were downregulated in PCT. 
Interestingly, among the 47 pancreatic carcinoma cases, low level expression of miR-200b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drinking status (P = 0.026), high miR-200a expression (hazard ratio, 
5.993; 95% confidence interval, 2.518–14.264; P = 0.000) and low miR-205 expression (hazard 
ratio, 0.328; 95% confidence interval 0.142–0.756; P = 0.009) were associated with poor survival, 
independent of clinical covariates, including TNM staging, lymph node status. 
Conclusions Our data thus indicats the potential of miR-200a, miR-200b and miR-205 as a novel 
diagnostic or prognostic biomarker for pancreatic carcinoma. Besides, these data will guide 
further studies that specific microRNAs might become potential targets for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 
 
 

PU-0053 

早产儿凝血试验参考范围的研究与分析 

 
赵树龙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 

 

目的  对于本院妊娠期小于 37 周早产儿 24 小时内凝血功能参考范围进行比较分析，同时对于已知

参考范围适应性进行评价。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9 月到 2017 年 12 月份之间的一个本院新生儿病 ICU 房内 108 例妊娠期

＜37 周出生的早产儿 24h 内凝血功能的结果。分别计算均值与中位数，并与已知实验室凝血功能

参考范围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108 例早产儿中有 2 例因 TT.APTT 结果过高无法测出而不进行分析。106 例早产儿中 PT、

APTT 、 TT 、 FIB 的均值分别 为 15.93 、 93.17 、 22.15 、 1.23 。中位数分 别为 15.25

（15.30,15.20）、92.45（92.40,92.50）、21.3（21.3,21.3）、1.085（1.080,1.090）。 

结论  早产儿凝血功能 PT、APTT、TT、FIB 与现已知的实验室参考标准相比较存在一定的差异

性，PT、APTT、TT 存在明显的延长，FIB 明显降低。因此建立针对早产儿的凝血功能指标，对于

知道临床早儿的治疗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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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54 

RTP801 作为非小细胞肺癌诊断和治疗生物标记物的研究 

 
苏建友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探讨 RTP801 作为非小细胞肺癌诊断和治疗生物标记物。 

方法  本项目首先观察 RTP801 在病人 NSCLC 组织内的表达水平；其次观察 NSCLC 患者的外周

血液内 RTP801 的含量变化；进一步确定其对 NSCLC 细胞增殖的影响；最后探索 RTP801 调节

NSCLC 细胞生长的信号机制。 

结果  RTP801 是一种潜在的 NSCLC 诊断和治疗的生物标记物。 

结论   肺癌是全世界肿瘤死亡率最高的癌症之一，而且其发病率呈现逐年升高的趋势。肺癌中 85

％是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其 5 年生存率低于 15％。目前临床没有

特异的 NSCLC 的分子诊断方法，也没有发现有效的靶向治疗分子，迫切需要寻找合适的生物标记

物，来对其进行鉴定、诊断和治疗的帮助。RTP801，又称发育及 DNA 损伤反应调节基因 1，或地

塞米松诱导基因-2，是一个新近发现的应激反应基因，在正常全身各组织内表达量很低，但在地塞

米松和亚砷酸盐等多种刺激后其表达明显升高。RTP801 的表达在不同的条件下受到 Elk-1、

PI3K、p38MAPK、AMPK 等不同信号通路的调节。研究表明，RTP801 可通过激活结节性脑硬化

复合物 2 来抑制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的活性，是 mTOR 信号系统的负性调节因子。RTP801

还可以通过抑制泛素－蛋白酶体系统来调节胞内的蛋白水平；通过抑制 Wnt/β-catenin 途径改变斑

马鱼背部的图案。目前对 RTP801 在肿瘤中的作用研究较少，Jin 等报道 RTP801 在 NSCLC 的细

胞系 H460 中有较高的表达，提示我们 RTP801 在 NSCLC 中具有一定的生物学作用，将为

NSCLC 的分子诊断和靶向治疗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PU-0055 

儿童特发性肾病综合征尿液外泌体异常表达 

microRNA 的筛选及临床意义 

 
陈婷婷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210000 

 

目的  检测分析特发性肾病综合征(NS)患儿尿液外泌体 miRNAs 的表达谱，鉴定出在 NS 中显著升

高的 miRNAs，评价其临床价值和作为该病诊断和治疗监控生物标志物的可能。 

方法  收集 130 例 NS 患儿晨尿，129 例正常晨尿，超高速离心技术分别对其中 5 组 NS 混合尿液

和 4 组正常混合尿液外泌体进行提取，利用 Solexa 测序对上述几组外泌体中 miRNAs 进行测序,分

析初筛患者中显著升高的 miRNAs。然后用试剂盒提取外泌体，用 qRT-PCR 在两个独立样本组中

进行验证；并对其中 66 例患者进行治疗前后的比较。最后运用 ROC 曲线分析、Spearman 相关性

分析及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出的 miRNAs 作为生物标志物的临床价值。 

结果  Solexa 测序结果表明，与健康对照组相比，NS 尿液外泌体 miRNAs 表达谱与正常对照有明

显差异， 15 种 miRNAs 表达水平显著升高（>10 倍,P<0.05）。2 个独立组 qRT-PCR 证实其中 5

种 miRNAs 显著且稳定地高于对照组（均 P<0.0001），而在患者经治疗尿蛋白转阴后显著下降，

几乎降至至正常水平(P>0.05)。ROC 曲线分析显示，这 5 种 miRNAs 诊断 NS 的曲线下面积(AUC)

在 0.663~0.814 之间，预测治疗前后的 AUC 在 0.68~0.782。Spearman 相关性分析显示，5 种尿

液外泌体 miRNAs 水平与血清、白蛋白含量显著负相关，与血甘油三酯、尿素、尿酸和肌酐含量显

著正相关。除 miR-146b-5p 外，其余 4 种 miRNAs 与血胆固醇含量的负相关有统计学意义

(P<0.05)。进一步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5 种 miRNAs 是儿童 NS 的潜在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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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儿童特发性 NS 尿液外泌体中 5 种 miRNAs 表达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儿童，而在治疗改善后显

著下降，且是儿童 NS 的危险因素。提示本研究鉴定的这 5 种 miRNAs 有望作为新的潜在的儿童

NS 辅助诊断标志物 

 
 

PU-0056 

磁珠分离结合质谱分析黏多糖病Ⅰ型患者尿液多肽谱 

 
苑晓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研究黏多糖病Ⅰ型患者尿液小分子多肽谱，寻找对 MPSⅠ型诊断的新方法。 

方法  利用弱阳离子磁珠纯化（magnetic beads based weak cation exchange chromatography，

MB-WCX）系统结合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MALDI-TOF-MS）的方法，检测 8 例于解放军总医院

儿童医学中心确诊的 MPSⅠ型患者（疾病组）和 10 例本院查体人员（健康对照组）的尿液标本，

获得尿液小分子多肽谱，应用 ClinProtTM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找出差异多肽峰，并绘制受试者工作

特征曲线（ROC 曲线），对比曲线下面积(AUC)、敏感度和特异性。 

结果  质荷比 1000-10000 之间，两组尿液标本共筛选出 7 个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多肽差异

峰。其中在疾病组中表达上调的有 4 个峰，表达下调的 3 个峰。AUC 面积大于 0.9 的多肽质荷比

为：1069.6（0.982）和 3217.3（0.946），两者的特异性均为 87.4％，敏感性均达到 100％。 

结论   MB-WCX 联合 MALDI-TOF-MS 检测技术可获得 MPSⅠ型患者和健康人的尿液差异多肽

谱，为 MPSⅠ型辅助诊断提供了一种无创的新方法。 

 
 

PU-0057 

浅谈 POCT 的发展前景 

 
黄立文 1,黄清海 2 

1.福州迪安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2.福建省泉州市中医院检验科 

 

目的  通过对比 POCT 与传统检验的优势与劣势，POCT 质控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以及对

POCT 技术在今后发展中的政策优势和技术优势分析，得出 POCT 将会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方法  通过对比 POCT 与传统检验的优势与劣势，POCT 质控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以及对

POCT 技术在今后发展中的政策优势和技术优势分析，得出 POCT 将会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结果  通过对比 POCT 与传统检验的优势与劣势，POCT 质控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以及对

POCT 技术在今后发展中的政策优势和技术优势分析，得出 POCT 将会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结论  POCT（point of care testing）是检验医学的一个新兴领域，它具有标本量小、操作简便、能

快速得到检验结果、在实际中应用广泛、节约患者就医的综合成本、给传统医疗带来改变和机遇等

优点。但因我国前期 POCT 相关法律制度不够健全，存在结果报告方式不统一、质量控制体系不

完善、使用者操作不规范等问题，局限了 POCT 的实际应用。本文通过对比 POCT 与传统检验的

优势与劣势，POCT 质控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以及对 POCT 技术在今后发展中的政策优势和

技术优势分析，得出 POCT 将会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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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58 

血常规指标和血脂水平对戈谢病诊断价值的研究 

 
苑晓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研究外周血中血常规项目和脂类项目中相关指标在戈谢病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对我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7 月住院的 30 例戈谢病患者和 30 例健康对照者的外周血血常

规项目中的血小板(PLT)、血红蛋白(Hb)、红细胞平均体积(MCV)、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量(MCH)

和血脂检测项目中的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LDL-C)、载脂蛋白 A1(ApoA1)和载脂蛋白 B(ApoB)等指标进行对比，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

征曲线（ROC 曲线），对比曲线下面积(AUC)、敏感度和特异性。 

结果  对我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7 月住院的 30 例戈谢病患者和 30 例健康对照者的外周血血常

规项目中的血小板(PLT)、血红蛋白(Hb)、红细胞平均体积(MCV)、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量(MCH)

和血脂检测项目中的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LDL-C)、载脂蛋白 A1(ApoA1)和载脂蛋白 B(ApoB)等指标进行对比，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

征曲线（ROC 曲线），对比曲线下面积(AUC)、敏感度和特异性。 

结论  ApoA1 可作为戈谢病治疗诊断效果的检测指标。 

 
 

PU-0059 

粘多糖贮积症基于 GAG 累积的检测方法 

 
苑晓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粘多糖贮积症（mucopolysaccharidosis,MPS）是由于溶酶体内水解酶失活或者活性降低，

从而造成粘多糖（glycosaminoglycans，GAGs）在各组织器官累积的一种遗传代谢性疾病。 

方法  由于 GAG 累积是 MPS 主要的病理原因，基于 GAG 贮积的生物标志物可作为一种潜在的简

单便捷的生物标志物，用来诊断并且监测疾病进展和治疗效果。 

结果  本文总结了通过检测 GAG 含量，对 MPS 病人进行疾病诊断、病情评估和疗效评价的各种方

法，包括染料结合法、抗体免疫法、质谱法，为临床选择提供参考。 

结论  本文总结了通过检测 GAG 含量，对 MPS 病人进行疾病诊断、病情评估和疗效评价的各种方

法，包括染料结合法、抗体免疫法、质谱法，为临床选择提供参考。 

 
 

PU-0060 

muc1 基因表达和 cxcl16 在乳腺癌诊断中的临床应用 

 
邓君 

四川省人民医院,610000 

 

目的  探讨 MUC1 和趋化因子 CXCL16 在乳腺癌诊断和治疗监测中的应用，比较两者在健康体检

者、良性乳腺肿瘤、乳腺癌和其他肿瘤组的表达差异，以及对乳腺癌诊断的灵敏度、特异性、阳性

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为 MUC1 和趋化因子 CXCL16 联合检测是否有助于乳腺癌的早期诊断提供

实验室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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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 FQ-PCR 检测 50 例健康女性体检者、102 例良性乳腺肿瘤、157 例乳腺癌和 126 例其

他肿瘤组外周血中 MUC1 mRNA，ELISA 检测 CXCL16，分析与乳腺癌患者临床组织学分期的关

系，以及手术前后的差异。 

结果  乳腺癌组的 MUC1 和 CXCL16 均高于正常对照组和良性乳腺疾病组，乳腺癌组的 MUC1 高

于其他肿瘤组，而 CXCL16 则无显著性差异；MUC1 和 CXCL16 在手术后有显著下降；在乳腺癌

组中,随着临床分期的升高，MUC1 和 CXCL16 递增，Ⅲ+Ⅳ期显著高于 I+II 期；MUC1 和 CXCL16

联合检测可提高灵敏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 

结论  MUC1 和 CXCL16 对乳腺癌预后有一定的预测作用，MUC1 和 CXCL16 对术后随访有意义，

联合检测有助于提高对乳腺癌早期诊断。 

 
 

PU-0061 

cxcl16 和 ca153 以及 TSGF 在乳腺癌诊断中的应用 

 
孙昌瑞 

四川省人民医院,610000 

 

目的  探讨趋化因子 CXCL16 和 CA153 以及 TSGF 和在乳腺癌诊断和治疗监测中的应用，比较三

者在健康体检者、良性乳腺肿瘤、乳腺癌和其他肿瘤组的表达差异，以及对乳腺癌诊断的灵敏度、

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为 CXCL16 和 CA153 以及 TSGF 联合检测是否有助于乳腺癌

的早期诊断提供实验室依据。 

方法  采用 ELISA 检测 50 例健康女性体检者、72 例良性乳腺肿瘤、94 例乳腺癌和 83 例其他肿瘤

组外周血中 CXCL16，酶法检测 TSGF，化学发光法检测 CA153，并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乳腺癌组的三种指标均高于正常对照组和良性乳腺疾病组，乳腺癌组的 CA153 高于其他肿瘤

组，而 CXCL16 和 TSGF 则无显著性差异；在乳腺癌组中,随着临床分期的升高，CXCL16、

CA153 和 TSGF 递增，Ⅲ+Ⅳ期显著高于 I+II 期；有淋巴结转移的显著高于无转移组，CXCL16、

CA153、和 TSGF 在手术后有显著下降，CA153 特异性最高，CXCL16 灵敏度最高，CXCL16、

CA153、和 TSGF 联合检测可提高对乳腺癌灵敏度、阴性预测值和阳性预测值。 

结论  CXCL16、CA153、和 TSGF 对乳腺癌术后随访有一定的意义，由于基层医院缺乏对乳腺癌

基因检测的昂贵仪器和试剂，采用 CXCL16、CA153 和 TSGF 联合检测有助于提高对乳腺癌早期

诊断，适于在基层医院推广应用。 

 
 

PU-0062 

Integrated analysis of DNA methylation and micro RNA 
 expression to identify prognostic biomarkers in STAD 

 
Yongmei Yang,Yi Zhang 

Qilu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Stomach adenocarcinoma (STAD)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malignancies worldwide.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STAD involves multiple molecular pathways, genetic and 
epigenetic factors, such as DNA methylation and microRNA regulation.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developed a new workflow to select methylation sites of microRNAs as biomarkers of STAD 
based on 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 database.  
Methods We downloaded TCGA data using the chip platform Illumina Human Methylation 450 
which contains 397 cases of STAD patients for the following study. Firstly,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ho and p-value were applied to study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pG methylation and microRNA 
expression. Secondly, improved t-test and support vector machine recursive feature eli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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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M-RFE) were used to analysis the differentially methylated CpGs (DMCs) between tumor 
tissues of different clinical stages. Further more, prognostically relevant CpGs were also 
screened by Cox regression model and 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 (LASSO). 
CpGs that satisfied three sets of Venn diagrams were selected to construct the methylated CpG 
panel and verify the key microRNA related to STAD.  
Results A total of 4960 methylated CpGs of microRNA genes were obtained. We found that 196 
methylated CpGs were in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microRNA expressions. The top 
100 SVM-RFE relevant DMCs of tumor samples at different TNM stages and 229 survival-related 
methylated CpGs were identified. After key prognostic genes were further screened, a total of 2 
groups of panels of CpGs were considered as potential biomarkers, which correspond to 
microRNA 193b and microRNA 24-2,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Our study presented the first integrated analysis of DNA methylation and microRNA 
expression, suggesting the potential clinical utility of methylation sites of microRNAs as 
biomarkers for assessing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STAD. 
 
 

PU-0063 

高龄孕妇血糖、血脂改变对新生儿发育的影响因素评价 

 
杨正亮,闫海润 

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 

 

目的  分析高龄孕妇孕晚期的血糖、血脂含量的改变情况，进一步探究这些指标的改变对新生儿体

格发育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1 月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产科收治进行分娩的 200 例孕妇

作为研究对象，其中 128 例年龄大于 34 岁的初产妇或年龄≥35 岁的经产妇作为观察组；72 例年龄

在 23 岁至 35 岁之间的孕妇作为对照组。在孕妇入院后即收集孕妇身高、体重、孕周等临床资料，

采集静脉血，检测血糖、血脂等指标含量，待孕妇生产后收集胎儿身长、体重和性别等临床资料，

比较高龄孕妇的血液生化指标对新生儿体重及身长的影响。 

结果  128 例观察组孕妇新生儿平均体重为(3.41±1.25)kg,72 例对照组孕妇新生儿平均体重为

（3.11±1.46）k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新生儿身长平均为(49±8)cm，对照组新生

儿平均身长为（46±10）c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血糖水平>5.9mmol/L 的孕妇

新生儿体重平均为(3.7±1.6)kg,血糖水平≤5.9mmol/L 的孕妇新生儿体重平均为(3.2±1.1)kg,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胆固醇水平>5.2mmol/L 的孕妇新生儿平均身长为(51±6)cm,胆固醇水

平≤5.2mmol/L 的孕妇新生儿平均身长为(45±8)c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高龄孕妇血糖、血脂水平与其新生儿体格发育存在差异，此结论对高龄孕妇孕期保健具有指

导意义，以保障新生儿的健康发育。 

 
 

PU-0064 

一例透析管影响生化结果的案例分析 

 
宋爽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21000 

 

目的  分析讨论检验科日常工作中出现的异常结果，促进检验科与临床科室的沟通。 

方法  某肾脏内科患者于 2018 年 3 月 16 日在我院进行生化检查，结果为：总蛋白 TP 64.7g/L,白

蛋白 ALB 32.9g/L 葡萄糖 GLU 5.13mmol/L,血尿素 UREA 13.80mmol/L,肌酐 CREA 633umol/L,尿

酸 UA 333umol/L,血钾 K 3.68mmol/L。3 月 20 日，患者再次进行生化检查，结果明显异常，与上

次结果相差很大，总蛋白 TP 52.5g/L,白蛋白 ALB 26.2g/L 葡萄糖 GLU 0.03mmol/L,血尿素 U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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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mmol/L,肌酐 CREA 102umol/L,尿酸 UA 56umol/L,血钾 K 2.60mmol/L，总胆汁酸 TBA 

105.2umol/L。标本状态正常，无脂血、溶血、黄疸，蛋白无明显降低，排除血液被稀释。将此标

本换一台仪器复测，结果一致排除仪器和试剂的问题。我们又进行了干扰试验，结果显示此标本中

并无干扰物，说明这个标本中葡萄糖、尿素等物质的含量就是这么低，但这结果与病人情况并不符

合，我们与该患者的医生联系，询问患者是否进行了透析，是在什么情况下采的血。医生表示患者

于 3 月 19 日晚上进行了血液透析，采血是在患者被插上透析管后先直接从管子里采了血，然后才

开始透析。我们怀疑是透析管中的一些物质消耗掉了病人血中的葡萄糖、尿素等物质，于是建议大

夫直接从病人静脉采血重新检测。 

结果  大夫直接从病人静脉采血重新检测，检测结果为总蛋白 TP 59.4g/L,白蛋白 ALB 29.4g/L 葡萄

糖 GLU 6.66mmol/L,血尿素 UREA 10.41mmol/L,肌酐 CREA 443umol/L,尿酸 UA 204umol/L,血钾

K 3.45mmol/L，总胆汁酸 TBA 45.1umol/L 与病情相符。 

结论  经分析讨论透析管中存在某种污染物质影响了生化指标的检测结果。 

 
 

PU-0065 

P16INK4a 基因甲基化与宫颈上皮内损伤、宫颈癌 

以及临床特征的关联 

 
韩亚迪 

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   宫颈癌（cervical cancer, CC）是最常见的妇科肿瘤，上皮内损伤（squamous intra-

epithelial lesion, SIL）是 CC 的癌前病变。研究表明 P16INK4a启动子区高甲基化与 CC 以及 SIL 相

关，但之前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因此，我们进行一项 meta 分析来评估 P16INK4a 启动子区甲基化与

低度宫颈上皮内损伤（low-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 LSIL）、高度宫颈上皮内损伤

（high-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 HSIL）、CC 以及它们的临床特征之间的关联。 

方法  由两名研究者独立在 Pubmed，Embase 数据库中检索文献，文献中研究人群大于 1 的按相

互独立研究。相关强度使用合并 OR 值和 95%CI 评估。研究间异质性用 Q 检验和 I2检验。应用敏

感性分析来评价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用 Egger′s 检验和 Begg′s 检验评估发表偏倚。设定 P 值

为 0.05。所有合并统计分析均由 RevMan5.2 和 STATA12.0 软件完成。 

结果  共纳入 31 篇文献，在 LSIL、HSIL 和 CC 中，P16INK4a启动子区甲基化率呈上升趋势，分别

为 19.6%、30.5%和 34.9%。并且，我们的研究发现，P16INK4a 高甲基化显著增大 LSIL、HSIL 和

CC 的发病风险，合并 OR 值分别为 3.19 (95% CI: 1.83-5.54)、5.96（95% CI: 3.92-9.04）和

13.00（95% CI: 6.53-25.89）。在与临床特征的关联分析中，我们发现 P16INK4a高甲基化与吸烟相

关（OR = 3.88, 95% CI: 2.13-7.08）。 

结论  P16INK4a 高甲基化可以作为宫颈癌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甲基化标志物，未来需要更多研究来验

证我们的结果，并阐述潜在的生物学机制。 

 
 

PU-0066 

NT-proBNP 在多发性骨髓瘤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蒋清清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21000 

 

目的  研究血清 NT-proBNP 水平与多发性骨髓瘤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整理本院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门诊及住院明确诊断多发性骨髓瘤并同时检测了

M 蛋白电泳电泳和血清 NT-proBNP 的患者共 132 例，同时收集了 M 蛋白电泳电泳和血清 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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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NP 的健康体检者 132 例，健康体检者可以排除心衰等心血管疾病，肺栓塞，呼吸困难等可能

引起 NT-proBNP 升高的疾病,用 SPSS18.0 软件通过 t 检验和 ROC 曲线对相应数据进行分析统

计。 

结果   多发性骨髓瘤组血清 NT-proBNP 水平（ 8032.0±11300.0）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51.2±30.7），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t=6.237,P<0.05）。以 M 蛋白电泳为金标准，分析 NT-

proBNP 与 M 蛋白电泳的相关性，做 ROC 曲线，其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99，其 BNP 最佳诊断

临界值为 1381.0pg/μl，用该值诊断多发性骨髓瘤的敏感性为 76.9％，特异性为 84.6％。 

结论  NT-proBNP 在多发性骨髓瘤辅助诊断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且通过 ROC 曲线分析，可以

发现其与 M 蛋白电泳具有很好的相关性，通过分析，多发性骨髓瘤常见症状贫血（特别是中度重

度贫血）及肾功能衰竭都可能直接或间接的引起血清 NT-proBNP 水平升高,故其在多发性骨髓瘤的

诊断中可以起到重要作用，为多发性骨髓瘤的诊断提供另一种简单有效途径。 

 
 

PU-0067 

视黄醇结合蛋白（RBP）在糖尿病肾病临床诊断中的进展 

 
魏文彬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视黄醇结合蛋白（Retinol blinding protein，RBP）是由肝脏分泌的维生素 A 特异运转蛋白，

可较敏感地反映机体的疾病状况。 

方法  血清及尿液中的 RBP 对于临床诊断糖尿病肾病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目前医院通常将 BRP

与其他不同实验室检测指标联合分析从而对糖尿病肾病进行早期诊断，比如 BRP、膜联蛋白 A2 联

合分析；BRP、同型半胱氨酸 Hcy）、胱抑素 C（Cys C）及尿微量白蛋白（m ALB）联合分析；

RBP 及尿微量白蛋白（mAIb）联合分析等。 

结果  不同的实验室联合诊断指标对于糖尿病肾病的诊断灵敏度不同。 

结论  本文章将分别对目前实验室常见用于糖尿病肾病的诊断指标进行分析。 

 
 

PU-0068 

The C-reactive protein -to- albumin ratio is a Superior 
 Predictor of Overall Survival in Comparison to Established 

 Biomarkers of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Shan Xing 
Sun Yat 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Objective Lung cancer remains the most common type of cancer and the leading cause of 
cancer death in China.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accounts for approximately 85% of 
all cases of lung cancer. In NSCLC, staging according to the the tumor-node-metastasis (TNM) 
system has been used for routine prognostication and treatment. This prognostic factor has 
shown its importance, but ensured incomplete prognostic information as clinical outcome differ 
between patients in the identical prognostic factors. Therefore, new prognostic determinants are 
needed to predict the clinical course of the patients’ more reliably and exactly. Inflammation is 
one of the hallmarks of cancer and tumor-associated inflammatory response has a critical role in 
enhancing tumorigenesis. The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systemic inflammatory markers in non-
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such as the neutrophil (NEU), 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NLR), and platelet-to-lymphocyte ratio (PLR) has been well defined. Commonly used 
biochemistry markers such as C-reactive protein (CRP) and albumin (ALB) have also been found 
to be prognostic. However, few previous studies considered the prognostic value C/A ratio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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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NSCLC. Considering the small cohort nature of these 
study, the clinical utility of the C/A ratio in NSCLC, especially advanced NSCLC (the commonest 
subset of NSCLC), remains to be further defined. Our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the C/A in patients with stage IIIB and IV NSCLC in a large cohort and to compare it to 
established biomarkers including the NEU, NLR, PLR, CRP and albumin. 
Methods Of 1890 patients identified, 970 inoperable stage IIIB and IV patients were deemed 
eligible for inclusi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C/A, clinicopathologic variables, and other 
biomarkers were analyzed in Kaplan-Meier log-rank survival analysis and then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models looking for association with overall survival (OS). The chi-square tes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P/ALB ratio and NEU, NLR, PLR, CRP, ALB and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the GraphPad Prism 
version 5.0 and the SPSS standard version 17.0. 
Results The CRP/ALB ratio was associated with age (P = 0.021), gender (P < 0.001), histology 
type (P < 0.001), and cT Status (P < 0.001). Patients with an elevated CRP/ALB ratio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NEU values >5.40×109/L (P < 0.001), a higher proportion of NLR>2.70 (P < 0.001), 
PLR>232 (P < 0.001). NEU, NLR, PLR, CRP, ALB concentration and C/A ratio was prognostic for 
OS via the Kaplan-Meier method. A series of factors, including age, gender, histology type, 
clinical stage, treatment, NEU, NLR, PLR, CRP, ALB concentration and C/A ratio showed their 
impact on the OS of NSCLC patients in the univariate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In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all patients, elevated C/A was associated with better OS (hazard ratio 3.718, 95% 
confidence interval: 1.834-7.537, P < 0.001) independent of age (P = 0.005), Clinical stage (P = 
0.001), NEU (P < 0.001), and CRP (P = 0.020). The NLR, PLR, and albumin status were not 
independent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s The C/A is an independent predictor of OS in patients with inoperable stage IIIB 
and IV NSCLC patients and appears to be superior to pre-existing biomarkers NLR and PLR. 
 
 

PU-0069 

肺癌患者凝血指标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石琼,刘敏,顾兵,马萍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21000 

 

目的  探讨肺癌患者凝血功能指标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选择我院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均经病史、临床表现、CT 和病理检查确诊的肺癌患者

98 例作为研究对象，另选我院同期 60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组，检测凝血酶原时间（PT）、

部分凝血酶原时间（APTT）、纤维蛋白原（FIB）、凝血酶时间（TT）、D-二聚体（D-D）和抗凝

血酶-III（AT-III）的变化。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肺癌患者的 PT、APTT、TT 均明显延长，FIB、D-D 明显增高，而 AT-

III 明显减低。 

结论   PT、APTT、TT 结果延长，表明肺癌患者凝血功能紊乱；FIB、D-D 结果增高可致血栓形成

和肺癌的转移，提示凝血功能指标的检测对于肺癌患者的治疗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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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70 

肝癌血清生物学和基因诊断的研究进展 

 
胡阚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21000 

 

目的  肝癌是指发生于肝脏的恶性肿瘤，病死率比较高，早期诊断肝癌是提高肝癌治疗效果、降低

病死率的有效手段。本文主要阐述血清生物学标志物和基因诊断的项目及研究进展。 

方法  血清生物学标志物诊断：AFP-L3、异常凝血酶原(DCP)、Glypican-3(GPC3)、人端粒酶逆转

录酶 mRNA、高尔基蛋白 73(GP73)和 KL-6，检测方法较多包括化学发光法、比浊法等。基因诊断

包括癌症相关基因如 P21、P53、表皮生长因子受体、nm23、热休克蛋白 70 等检测，目前对这类

基因的分子诊断方法很多，可采用单链构象多态性分析（PCR-SSCP）、核酸杂交技术、DNA 测

序、等位基因特异性寡核苷酸（PCR-ASO）等方法进行，也可采用各种印记方法进行相关检测；

包括基因甲基化的检测，主要技术有甲基转移酶转移分析法，免疫抗体分析技术，甲基化敏感随机

扩增 PCR 技术(MSP)，高效液相层析，探针杂交法，ＤＮＡ微阵列法等；还有相关病毒的基因检

测，可用分子诊断的方法如核酸杂交、ＰＣＲ、基因芯片等技术检测，还有 microRNA 的检测。 

结果  肝癌形成是多基因异常、多阶段发展的复杂过程，已报道的与肝癌诊断相关的标志物众多，

单纯以 AFP 诊断肝癌，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均难令人满意。肝细胞恶性转化发生、发展关键信号通

路的阐明将为肝癌的诊断带来新的契机。多种具有诊断特异性标志物的联合应用，可有效提高肝癌

诊断的敏感性及特异性，也利于 AFP 阴性或低浓度肝癌的早期发现。 

结论  肝癌的恶性程度极高，早诊早治和术后复发监测是提高患者存活率的唯一途径。近来质谱、

基因表达谱、蛋白质组学、肿瘤免疫等相关技术的应用，已筛选出一些潜在的具有诊断特异性的标

志物。多种具有诊断特异性标志物的联合应用结合影像学诊断更利于肝癌的诊断。 

 
 

PU-0071 

Metabolomic profiling for identification of potential 
biomarkers in patients with dermatomyositis 

 
Tie Zhang 

1Laboratory of China-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 Sakura Garden East Street， Beijing 100029， P.R. China. 

 
Objective Dermatomyositis (DM) is a rare autoimmune myopathy characterized by skin lesions, 
proximal muscle weakness and muscle inflammation. The pathogenesis of DM is unclear, and 
identification of reliable biomarkers for early diagnosis of DM is critical for design of a specific 
therapy for this disease. 
Methods An untargeted metabolomic approach using Liquid Chromatography coupled to Mass 
Spectrometry (LC-MS) was developed for this study to identify potential serum biomarkers in DM 
patient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and Orthogonal partial least squares-discriminant 
analysis (OPLS-DA) showed the metabolomic profile of DM is distinguishable from controls. 
Results  Pathway analysis showed aminoacytRNA biosynthesis, phenylalanine, tyrosine and 
tryptophan biosynthesis, and nitrogen metabolism are the three most prominently altered 
pathways in DM. ROC curve analysis indicated Glutamine, Methionine, Isoleucine, Tryptophan, 
Glutamic acid, Indole, Protocatechuic acid, and Phenylalanine are potential sensitive and specific 
biomarkers for DM. 
Conclusions Our study provides new insight into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DM, and we 
propose that therapeutic manipulation of these metabolites or metabolic pathways may be helpful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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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72 

ID LC-MS/MS 检测血浆伊立替康 

及其代谢产物方法的建立和评估 

 
马妍慧,沈立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233000 

 

目的  伊立替康（Irinotecan）是目前主要用于转移性结直肠癌(CRC)和/或其他转移性肿瘤治疗药物

之一。但伊立替康的治疗范围狭窄，治疗可能导致副作用主要包括中性粒细胞减少和延迟性腹泻，

经常需要停止或降低药物剂量。伊立替康活性代谢产物 SN38 为 DNA 拓扑异构酶Ⅰ抑制剂，其与

拓扑异构酶Ⅰ及 DNA 形成的复合物能引起 DNA 单链断裂，阻止 DNA 复制及抑制 RNA 合成，为

细胞周期 S 期特异性。研究结果提示，伊立替康的毒性主要是由其活性代谢产物 SN-38 引起的。

因此，伊立替康及其代谢产物药物浓度检测对于临床个体化用药十分必要。 

方法  为了同时量化伊立替康和其主要代谢物（包括 SN-38、SN-38G 和 APC）在患者血浆中浓

度，我们在 AB Sciex 3200 上开发和验证了一个适用于临床检测所有伊立替康 LC–MS/MS 方法。

这方法要求 250ml 血浆容量，以四种药物稳定同位素作为内部标准和简单的蛋白质沉淀。色谱分离

在 C18 (4.6 mm，100 mm x 2.0 mm) 柱上进行，使用 0.1% 醋酸/bidistilled 水和 0.1% 醋酸/乙腈

为流动相。MS 设定为才用电喷雾电离，正离子模式和选定的反应监测。 

结果  标准曲线是线性范围(R2>0.99) 伊立替康为 5–2500 ng/ mL，SN-38 和 SN-38G 为 1–500 

ng/ mL，以及 APC 为 2.5 –1250 ng/mL), 并有良好的精密度和准确度。四种分析物分别应用高、

中、低浓度质控品确定批内和批间差异，总 CV < 12.3%，准确度在 88.7%~99.9% 之间。此外，

我们也确定了四种分析物回收率在 89.1%~115.5%之间，基质效应在 95.1%~117.5%之间，样本与

样本之间没有交叉污染效应。 

结论  该方法地成功建立可用于转移性 CRC 患者伊立替康治疗的药动学研究，包括伊立与 5-氟尿

嘧啶/叶酸和贝伐单抗联合用药的研究。 

 
 

PU-0073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血清免疫球蛋白和补体水平变化及意义 

 
鄂楠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 

 

目的  探讨血清免疫球蛋白和补体诊断类风湿关节炎的效果。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 120 例作为研究组。同时选取

同期体检患者 120 例作为对照组。检测两组血清免疫球蛋白（IgA、IgG、IgM）和补体（C3、

C4）水平。 

结果  研究组血清免疫球蛋白（IgA、IgG、IgM）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血清补体

（C3、C4）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血清免疫球蛋白和补体与类风湿关节炎具有较高相关性，可用于类风湿关节炎疾病的辅助诊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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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74 

血清 Lp-PLA2 水平在肝硬化合并高血压患者中的临床意义 

 
邢继成 

解放军八一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Lp-PLA2）的水平与肝硬化失代偿进程、高血压进程以及

肝硬化合并高血压病程关系的临床意义。 

方法  将 292 例患者分为肝硬化组 79 例和高血压组 114 例，肝硬化患者又分为肝硬化代偿组 26

例、失代偿组 53 例；高血压患者按照危险分层分为Ⅰ、Ⅱ级组 27 例和Ⅲ级组 87 例；肝硬化合并

高血压组 99 例，其中肝硬化失代偿合并高血压Ⅲ级组 55 例。采用免疫散射比浊法检测其 Lp-

PLA2 水平；统计采用 t 检验，取 P=0.05 为界，比较各组间是否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   Lp-PLA2 水平在高血压Ⅲ级组明显高于Ⅰ、Ⅱ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肝硬化

失代偿组明显高于代偿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肝硬化失代偿合并高血压Ⅲ级组既明

显高于单纯肝硬化失代偿组，也明显高于单纯高血压Ⅲ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Lp-PLA2 水平对高血压危险程度有提示作用，对肝硬化病程进展有提示作用，对肝硬化合并

高血压病程进展有提示作用。并在肝硬化合并高血压临床症状相互隐匿的情况下，Lp-PLA2 可作为

其病程监测和调整临床治疗方案的参考指标。 

 
 

PU-0075 

兰州地区健康成人血清异常凝血酶原（PIVKA-II）水平调查 

 
袁秀梅,齐发梅,无,无,无,无 

甘肃省人民医院,730000 

 

目的   建立兰州地区健康成人血清异常凝血酶原（PIVKA-II）正常参考区间。 

方法  选择 2017 年 1 月至 12 月我院体检中心健康体检结果正常的人群作为观察组，使用雅培

i2000 化学发光仪，测定血清中 PIVKA-II 含量，结果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兰州地区健康成人血清 PIVKA-II 水平男性为（23.4 土 5.39）mAU/ml，女性为（22.6 士

6.62）mAU/ml。男性略高于女性，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 

结论  兰州地区健康成人血清 PIVKA-II 水平性别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正常参考区间上线为

35.15mAU/ml。 

 
 

PU-0076 

血清 PIVKA-II 水平在丙型肝炎和原发性肝癌患者中的比较 

 
袁秀梅 

甘肃省人民医院,730000 

 

目的  比较 PIVKA-II 水平在健康成人、丙型肝炎（简称丙肝）患者和原发性肝癌患者中的水平变

化，统计 PIVKA-II 在原发性肝癌患者组中的阳性率，以探讨 PIVKA-II 在原发性肝癌中的临床应用

价值。 

方法  选择我院已确诊的丙肝患者和原发性肝癌患者作为病例组，同期我院体检中心健康体检结果

正常的人群作为对照组。使用雅培 i2000SR 化学发光仪，分别检测 135 例正常人群、63 例丙肝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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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 33 例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 PIVKA-II 水平，并统计原发性肝癌组和丙肝患者组 PIVKA-II 水平超

出正常参考区间上线的病例数，结果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丙肝患者组和原发性肝癌组血清中 PIVKA-II 水平秩均值分别为 110.67 和 181.62 mAU/ml, 正

常对照组秩均值为 102.45 mAU/ml, 丙肝患者组和原发性肝癌组均高于正常对照组(P<0.01)；丙肝

患者和原发性肝癌组之间比较，原发性肝癌组 PIVKA-II 水平明显高于丙肝患者组，差异具有显著

性(P<0.01)；原发性肝癌组和丙肝患者组 PIVKA–II 水平阳性率比较，原发性肝癌组为 78.8%，而

丙肝患者组仅为 14.3%，两组阳性率比较也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 

结论  血清 PIVKA-II 水平在丙肝患者和原发性肝癌患者中均升高，但原发性肝癌患者组升高更为明

显；PIVKA-II 阳性率原发性肝癌组可达到 78.8%。PIVKA-II 水平的检测在原发性肝癌患者早期诊

断及疾病动态监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PU-0077 

铝业工人尿氟测定结果分析 

 
袁秀梅,魏莲花,杨森 

甘肃省人民医院,730000 

 

目的  了解铝业工人受氟污染情况，为铝业工人预防职业性氟中毒提供依据。 

方法  用一次性带盖聚乙烯试管收集工人尿样标本，并按不同工种分为六组，采用氟离子选择电极

法测定尿氟含量。同时留取无氟污染的 120 名正常人群尿液做对照组，数据资料采用 SPSS17.0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铝厂工人尿氟浓度平均含量 1.322mg/L，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1)；电解工异常百分率最

高，达 73.0%，尿氟浓度检测均值为 2.059 mg/L,高于其他工种( P<0.05 )。 

结论  铝业工人尿氟浓度明显增高，不同工种受氟污染情况不同，电解铝车间工人氟污染情况最为

严重。工厂需加强车间空气氟污染治理，改善作业环境，加强对工人的健康体检和劳动保护。作业

工人要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好好利用工厂提供的各种防护器具，做好个人保护。 

 
 

PU-0078 

尿氟的方法学性能验证 

 
袁秀梅,魏莲花,杨森 

甘肃省人民医院,730000 

 

目的  对 HC-800 离子选择电极法测定尿氟的各项性能指标作一测试分析，以验证该方法学性能良

好，符合职业病筛查和诊断的使用要求。 

方法  通过实验证据评估并验证该方法学的正确度、精密度、回收率和线性范围与说明书声明的是

否相符。 

结果  本次正确度实验尿氟高值相对偏差为 2.5%，低值相对偏差为 4.0%；批内精密度尿氟高值

CV 值 1.35%，尿氟低值 CV 值为 2.28%；批间精密度尿氟高值 CV 值为 2.96%，尿氟低值 CV 值

为 3.95%；回收实验尿氟高值回收率为 97.0%，低值回收率为 94.5%；检测范围 0.3-99mg/L 线性

相关良好。 

结论  通过实验结果确认，HC-800 离子选择电极法测定尿氟的性能指标正确度、精密度、回收率

和检测范围均与说明书声明的相符合，并符合职业病筛查和诊断的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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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79 

220 例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溶血病血清学检测 

 
邓建东 

湖南航天医院 

 

目的  分析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溶血病（HDN）的血清学检测结果。 

方法  择取我院 2013 年 9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的高胆红素血症患儿 220 例纳入本次实验研究，对

所有患儿均进行直接抗人球蛋白实验、吸收放散实验、游离抗体实验。 

结果  所有患儿中显示 10 例为直接抗人球蛋白实验阳性，59 例为吸收放散实验阳性，43 例为游离

抗体实验阳性；对所有患儿进行临床诊断后显示 130 例患儿为新生儿溶血病，其中检出 A 型患儿

与 B 型患儿占据百分比分别为 48.46%与 51.54%，无其他血型的患儿，分析 A 型与 B 型患儿的性

别所占百分比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临床上可采用“三项试验”对新生儿溶血病进行临床检测，为疾病的诊疗提供相关的参考依

据。 

 
 

PU-0080 

孕中期孕妇铁营养状况与甲状腺功能的相关性分析 

 
陈颖,黎青,蔡针针 

江苏省人民医院,210000 

 

目的  探讨孕中期孕妇铁营养状况与甲状腺功能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 440 例本院常规产检的孕中期孕妇为研究对象，根据铁蛋白（SF）与血红蛋白水平将

其分为铁缺乏组（ iron deficiency group， ID 组）、缺铁性贫血组（ iron deficiency anemia 

group，IDA 组）及正常对照组，检测 3 组血清促甲状腺激素（TSH）、游离甲状腺素（FT4）、

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及尿碘水平，并进行相关比较

分析。 

结果   3 组的尿碘中位数均≥150μg/L，各组之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孕中期的铁营养

状况与甲状腺功能相关检测指标比较组间有统计学意义，IDA 组和 ID 组血清 FT3 及 FT4 水平均低

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而 TSH、TPOAb 水平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Pearson 分析显示，SF 与 FT3、FT4 呈正相关（r=0.376、0.336、P<0.01），与

TSH、TPOAb 无显著相关性（P>0.05）。 

结论  孕中期孕妇营养性铁缺乏与甲状腺功能的改变有一定的相关性。 

 
 

PU-0081 

抗环瓜氨酸肽抗体、类风湿性因子联合检测 

在类风湿性关节炎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葛君琍,王丽娜,郭苗,马斌 

宝鸡高新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抗环瓜氨酸肽（抗－CCP）抗体、类风湿因子（RF）联合检测对类风湿关节炎（RA）

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 117 例为类风湿关节炎组，其他自身免疫病患者 86 例和正常健康

体检者 120 例为对照组。检测抗－CCP、RF 均采用免疫比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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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RA 组的抗－CCP 和 RF 的阳性率均高于自身免疫组和健康对照组（P＜0.05）。自身免疫组

的抗－CCP 和 RF 的阳性率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RA 组抗－CCP 和 RF 二者联合检测的

阳性率明显高于其余两组（P＜0.05），抗－CCP 灵敏度为 78.4％、特异性为 95.6％，RF 灵敏度

为 82.1％、特异度为 82.5％；二者联合检测，灵敏度为 78.6%、特异度为 97.6％。 

结论  RF 与抗-CCP 抗体联合检测有利于提高 RA 检测的阳性率，对 RA 诊断及早期诊断具有重要

的临床意义。 

 
 

PU-0082 

健康体检人群血尿酸增高检出率及相关危险因素 

 
常欢,张晓华 

宝鸡高新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健康体检人群血尿酸增高检出率及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在医院 2017 年 1 月至 11 月期间前来体检的健康体检人群中选取 233 例作研究对象，并予以

心电图、血脂、血糖、B 超等检查，统计健康体检人群血尿酸增高检出率；对血尿酸增高者、血尿

酸正常者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评估健康体检人群血尿酸增高的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  ①本组健康体检人群血尿酸增高检出率是 11.16%（26/233）；②血尿酸增高组患者中男性

患者比率、年龄与血尿酸正常组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而血压、空腹血糖、血脂、血清

肌酐、血尿素氮水平均高于血尿酸正常组（均 P＜0.05）；③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提示甘油三

酯、空腹血糖、总胆固醇、血压升高以及肾功能异常是血尿酸增高的危险因素。 

结论  健康体检人群血尿酸增高检出率较高，而血压、空腹血糖、甘油三酯与总胆固醇水平偏高为

血尿酸增高的危险因素，应加强健康饮食宣传，合理控制血尿酸水平，改善人们健康状态。 

 
 

PU-0083 

无明显其他指标变化的单独 AST 异常增高：警惕巨-AST 存在 

 
王连明,关洁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50000 

 

目的  患者无症状 AST 单独升高，证实活性增高的原因是患者维生素 B6(吡哆醛)缺乏还是巨-AST

存在。 

方法  通过稀释试验初筛，利用比对试验和纠正试验验证是否为维生素 B6(吡哆醛)缺乏；利用聚乙

二醇(PEG)沉淀活性测定和冷藏法确证巨-AST 的存在。 

结果  试验证实在不同的检测系统，AST 存在明显差异，而且不同仪器上的测定结果显示含有磷酸

吡哆醛的试剂 AST 的测定值较高，如西门子的 Dimension 和强生的 VITROS 5600，而不含磷酸吡

哆醛的试剂其测定值则较低甚至在参考范围内。但纠正试验无法进行纠正。聚乙二醇(PEG)沉淀活

性测定和冷藏法确证巨-AST 的存在。证实为室温不稳定的 IgG 型复合物形成。 

结论  对于无任何器官/组织功能异常的临床及生物化学指征出现的高 AST 情况，应怀疑巨-AST 存

在并进行证实，保证测定结果对临床的诊断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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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84 

术后乳酸脱氢酶结果异常升高的原因分析 

 
王连明,张冬伟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50000 

 

目的  本院收治一例因“右上腹隆起一周入院”，确定诊断“肝脓肿” 患儿。但首次手术后临床医生咨询

检验科一个问题“术后乳酸脱氢酶异常增高的原因是什么？”即“哪个器官或组织引起的乳酸脱氢酶异

常升高？”为了回答临床科室的这个疑问，我们通过分析乳酸脱氢酶以及其它检验指标的动态变

化，分析手术可能产生的影响，比对了输血及有创操作可能引起的变化，最后为临床的治疗观察提

供有价值的检验信息。 

方法  收集患者门诊及住院期间的血常规、尿常规、凝血、生化等常用指标及肿瘤系列和降钙素原

等诊断指标。收集患者手术前后的所有可能影响乳酸脱氢酶浓度变化的操作及治疗等，包括输血、

有创操作、手术及抢救以及病情变化记录。以检验结果时间点及临床主要操作和病情变化进行动态

分析。 

结果  1.从 AST、ALT、LDH、CK 的动态变化比较及相关因子，排除了肝脏因素引起 LDH 增高；2.

通过尿液分析和肾脏疾病的指标不支持肾脏损伤，排除肾脏导致 LDH 升高的可能；3.从 AST 与

CKMB 的相关系数（0.534）以及 CK 和 CKMB 的数值升高程度及比值变化也可以排除心机细胞损

伤的原因；4.从两次手术及 4 次输血的时间点及 LDH 动态变化，确定输血也不是引起第一次术后

LDH 持续异常升高的主要原因。5.结合凝血指标变化及输注冷沉淀凝血因子后 LDH 的变化，确定

LDH 第一次术后显著增高是由于肝脏手术+术后的凝血因子减少引起的渗出所致。 

结论  患者 LDH 第一次术后显著增高是由于肝脏手术+术后的凝血因子减少引起的（凝血因子未测

定，表现为 PT 延长）渗出，输注冷沉淀凝血因子后得到明显改善可以证实此结论。 

 
 

PU-0085 

南京地区中、晚期妊娠妇女血清尿素氮、肌酐水平变化分析 

 
夏晓红,邱胜丰,李洁,陈颖,江家红 

江苏省人民医院,210000 

 

目的  研究中晚期妊娠妇女血清尿素氮、肌酐的水平变化，并探讨其意义。 

方法  取我院 2016-2017 年期间 203 例健康妊娠妇女，按不同孕周分为中、晚孕 2 组，并随机选取

97 例成年健康未孕女性作为对照组，分别测定血清中尿素氮、肌酐水平。 

结果  中、晚期妊娠妇女血清尿素氮、肌酐差异无显著性(Ｐ＞0.05),   中、晚期妊娠妇女血清尿素

氮、肌酐均较成年健康未孕女性下降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 

结论  中、晚期妊娠妇女血清尿素氮、肌酐变化不明显，中、晚期妊娠妇女血清尿素氮、肌酐均较

成年健康未孕女性降低，可提示临床医生对中、晚期妊娠妇女血清尿素氮、肌酐结果的特殊性予以

考虑。同时建议建立中、晚期妊娠妇女血清尿素氮、肌酐的正常参考范围。因而，不应以健康体检

者测定指标的参考值范围去评价中、晚期妊娠妇女血清尿素氮、肌酐的正常参考范围，应建立中、

晚期妊娠妇女血清尿素氮、肌酐的正常参考范围，以便于临床更准确的判断病理妊娠，减少孕妇并

发症的发生，降低胎儿的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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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86 

动脉血和静脉血常用生化检测项目的比较分析 

 
严湘红 1,马超超 2,禹松林 2,夏良裕 2,张瑞丽 2,程歆琦 2 

1.长沙市中心医院,410000 

2.北京协和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动脉血和静脉血之间电解质、总蛋白和尿素等生化项目的检测结果是否存在差异。 

方法  分别收集同时采集的 70 例患者的动脉血浆和静脉血浆，使用 Roche cobas c702 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检测动脉血浆和静脉血浆中的电解质、总蛋白和尿素等 18 项生化项目，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TP、ALT、AST、CHE、TBA、Cr、TG、TC 和 Glu 的检测结果在两种样本中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Ca、Cl、K、Na、P、ALB、LDH、UA 和 Urea 的检测结果在两种样本中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 UREA 和 UA 的差异不具有临床意义，P 和 Na 在个别标本

中的差异有临床意义，而 Ca、Cl、K、ALB 和 LDH 的检测结果在两种样本中的差异具有临床意

义。 

结论  动脉血和静脉血之间部分生化项目检测结果的差异具有临床意义，临床医生选择动脉血标本

检测上述生化项目时应予以关注，必要时应考虑建立动脉血相关生化项目的参考区间 

 
 

PU-0087 

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胱抑素 C 及凝血功能的检验分析 

 
郭苗 

宝鸡高新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和分析检测急性脑梗死患者的凝血功能、血清胱抑素 C 的价值。 

方法  此次抽取 2016 年 6 月-2017 年 8 月在我院治疗的急性脑梗死患者（500 例）和健康体检者

（500 例）当做分析的对象，急性脑梗死患者是病例组，健康体检者是健康组，两组均检测血清胱

抑素 C 以及凝血功能指标，对两组的血清胱抑素 C 水平以及凝血功能指标水平进行评价。 

结果  病例组进展型患者的凝血功能、血清胱抑素 C 同健康组相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甲组完全型患者型凝血功能同乙组相比，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甲组完全型患者血清胱抑

素 C 大于乙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急性脑梗死患者中，凝血功能、血清胱抑素 C 的检测对病情观察和评价预后存在明显意

义，但对于完全型患者来说检测凝血功能的意义不明显。 

 
 

PU-0088 

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血清胱抑素 C 

与外周血 P 物质水平的相关性 

 
朱薇 

宝鸡市中心医院,721000 

 

目的  探讨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血清胱抑素 C 及外周血 P 物质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2 月至 2017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糖尿病及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患者，其中单纯

糖尿病患者（对照组）60 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观察组）60 例，用免疫比浊法检测患者的

血清胱抑素 C, 用 ELISA 法测定外周血 P 物质的水平，并分析其与血压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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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观察组患者血清胱抑素 C 的平均水平较对照组高，观察组患者外周血 P 物质水平比对照组

低。其中观察组患者的血清胱抑素 C 的平均水平和外周血 P 物质水平分别为（1.18±0.53）mg/L

和（112.65±28.37）ng/L，对照组患者的分别为（1.04±0.48）mg/L 和（145.28±27.06）ng/L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t=2.185，t=1.028，P<0.05）。在观察组患者中Ⅲ级高血压患者的血清胱抑素 C

高，而外周血 P 物质的水平较 II 级与 I 级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II 级与 I 级血清胱抑

素 C 及外周血 P 物质的水平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性分析，观察组患者的收

缩压与血清胱抑素 C 呈正相关，而与外周血 P 物质的水平呈负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与单纯糖尿病患者比较，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患者血清中胱抑素 C 的含量较高，而外周血 P

物质水平较低，且血压与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血清胱抑素 C 水平呈正相关，与外周血 P 物质呈

负相关。 

 
 

PU-0089 

心肌酶谱和心损标志物在急性心肌梗死中的应用分析 

 
刘玮 

宝鸡高新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心肌酶谱和心损标志物在急性心肌梗死（AMI）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对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 88 例和健康体检者 70 例进行血清学测定，采用酶法测定心肌

酶谱包括谷草转氨酶（AST）、乳酸脱氢酶（LDH）、ɑ -羟丁酸脱氢酶（HBDH）、肌酸激酶

(CK)、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用化学发光法测定心损标志物包括肌红蛋白（MYO）和肌钙

蛋白 I（cTnI），并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  实验组血清 AST、LDH、 HBDH、 CK 、CK-MB、MYO、cTnI 含量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血清心肌酶谱的阳性率分别与 MYO 和 cTnI 相比，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心损标志物单项检测的灵敏度、特异度和 youden 指数均高于心肌酶谱及两组联

合检测,分别为 94.3%、95.7%、90.0%。 

结论  在 AMI 的诊断中心肌酶谱测定虽具有良好的诊断价值，但没有心损标志物敏感、特异。 

 
 

PU-0090 

AFP 与 5ˊ-NT 联合检测对肝细胞癌的早期筛查 

 
李慧 

宝鸡高新人民医院 

 

目的  讨论血清甲胎蛋白（AFP）, 5ˊ-核苷酸酶（5ˊ-NT）二者联合检测对肝细胞癌（HCC）的早期

筛查，为 HCC 筛查。 

方法  收集 2015 年 7 月—2016 年 12 月住院患者标本 353 例，其中 HCC 患者 78 例（HCC 组），

慢性肝炎患者 148 例（慢性肝炎组）、肝硬化患者 127 例（肝硬化组），同期健康体检者（对照

组）100 例。分别采用电化学发光法和过氧化物酶法对上述 4 组患者血清 AFP 和 5ˊ-NT 的含量进

行定量测定，并使用 SPSS13.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结果   HCC 组血清 AFP 和 5ˊ-NT 的浓度高于肝硬化组、慢性肝炎组和对照组（P＜0.05）；肝硬

化组血清 AFP 和 5ˊ-NT 的浓度显于慢性肝炎组和对照组（P＜0.05）；慢性肝炎组血清 AFP 和 5ˊ-

NT 的浓度显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血清 AFP 和 5ˊ-NT 二者联合检测对 HCC 的筛查、鉴别诊断和预后评估具有相较于单项检测

具有更加理想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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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91 

超敏 TNI 检验结果异常增高的原因分析 

 
王连明,于文竹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50000 

 

目的  患者症状与超敏 TNI 测定结果不相符，证多个检测系统对同一份样本的测定结果之间差异显

著，寻找产生差异的可能原因。 

方法  通过动态观察同一患者的超敏 TNI 的测定结果，与同期的临床症状及其他检查、检验结果进

行综合分析；在多个品牌、型号的检测系统进行相同样本的检测，观察其差异，并分析原因。 

结果  经仔细询问患者,近期未服用生物素制品,核对所服用药物的成分也未发现含有生物素,排除了

生物素的干扰; 通过动态观察同一患者的超敏 TNI 的测定结果，与同期的临床症状及其他检查、检

验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其临床症状与超敏 TNI 的动态变化不同步。同时在罗氏、强生、西门子、

雅培的仪器上测定同一份病人样本得到的结果，其超敏 TNT 或超敏 TNI 升高的倍数差别较大，进

一步证实样本中存在干扰测定的物质，且对不同品牌的试剂干扰程度不同。后检测到病人的类风湿

因子异常增高，经分析判定病人样本中的类风湿因子是引起超敏 TNI 升高的主要原因。 

结论  对于无明显器官/组织功能异常的临床及生物化学指征出现的高超敏 TNI 情况，应怀疑样本中

存在影响测定的物质存在，如本病人的类风湿因子异常增高，以保证测定结果对临床的诊断意义。 

 
 

PU-0092 

PCT 和 hs-CRP 检测在新生儿败血症诊断中临床应用价值 

 
王晔 

宝鸡高新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降钙素原（PCT）和超敏 C-反应蛋白（hs-CRP）检测在新生儿败血症诊断中临床

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符合新生儿败血症诊断标准的患儿 60 例（实验组），同期非败血症患儿 30 例（对照

组），分别采用电化学发光法和散射比浊法测定两组患儿血清 PCT 、hs-CRP 含量，在未用抗生素

前送检血培养。 

结果   败血症组治疗前 PCT、hs-CRP 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05），PCT、hs-CRP 诊断指数为 91.7%、78.3%。 

结论  检测 PCT 可为早期诊断新生儿败血症提供快速、准确的指标，为临床提供诊断依据。 

 
 

PU-0093 

B 型尿钠肽在心力衰竭诊断中的应用 

 
杨亚琼 

宝鸡高新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B 型尿钠肽在心力衰竭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0 月份到 2018 年 2 月份宝鸡高新人民医院心血管疾病区收治的心力衰竭的住

院患者 86 例作为病例组，该医院体检中心健康体检者 86 例作为正常对照组，采用雅培 i4000SR

测定 B 型尿钠肽，比较分析病例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将实验组中 86 例心衰患者按心功能分级

进行分组，其中将心功能 I 级与心功能 II 级作为心功能轻度受损组有 45 例，心功能 III 级与心功能

IV 级作为心功能严重受损组有 41 例，两组之间进行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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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与对照组相比较，心衰组 B 型尿钠肽的血浆表达水平为（871.5±300.2）pg/ml，对照组的

B 型尿钠肽的血浆表达水平为（84.5±28.6）pg/m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按照心

功能分级，心功能轻度受损组 B 型尿钠肽的血浆表达水平为（794.62±246.5）pg/ml,心功能严重受

损组 B 型尿钠肽的血浆表达水平为（1294.62±382.5）pg/m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B 型尿钠肽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心力衰竭的严重程度，可为心力衰竭的临床诊断与治疗提供

重要的参考依据。 

 
 

PU-0094 

胱抑素 C、肌酐及尿素氮在肾病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赵多祥 

宝鸡高新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胱抑素 C（CysC）与肌酐（Cr）及尿素氮（BUN）在肾病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检测 100 例肾功能损害患者及 100 例正常对照血清中 CysC、Cr、BUN 水平，并进行统计学

分析。 

结果  肾功能损害组的 CysC、Cr、BUN 均高于对照组（P<0.01）,通过阳性率比较，Cys C 的阳性

率明显高于其 Cr、BUN 的阳性率（P<0.01）。 

结论  肾功能损害时，CysC、Cr、BUN 水平均有不同程度升高，但 Cys C 的敏感性高于 Cr 和

BUN，可作为肾小球滤过功能损害的早期诊断指标。 

 
 

PU-0095 

C-反应蛋白与白蛋白比值（CAR） 

对恶性肿瘤患者预后评估的研究进展 

 
陈丽军,续薇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130000 

 

目的  恶性肿瘤对人类危害重大，患者往往预后较差，总体生存时间较短，C-反应蛋白与白蛋白比

值（C-reactive protein-to-albumin ratio，CAR）作为一种全身炎症反应的评价指标，近年来，关

于 CAR 在恶性肿瘤的诊断、病情判断、疗效监测及预后的预测中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指出 CAR

在恶性肿瘤患者的预后研究中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可以为恶性肿瘤患者的疾病诊断及预后预测提供

新的思路。 

 
 

PU-0096 

补体 C1q 和 B 因子与 2 型糖尿病血管病变的相关性研究 

 
毛达勇 

湖北省十堰市太和医院,442000 

 

目的  测定 2 型糖尿病血管病变患者血清补体 C1q（C1q）和 B 因子（BF）的水平，分析 C1q 和

BF 与糖尿病血管病变患者的相关性。 

方法  透射免疫比浊法测定 155 例 2 型糖尿病血管病变患者、133 例单纯性 2 型糖尿病患者

（T2DM）和 150 例正常对照组的血清 C1q 和 BF 水平，并测定各组的生化指标：血糖（Glu）、

糖化血红蛋白（HbA1c）、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做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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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糖尿病血管病变组与 T2BM 组和对照组比较，C1q 和 BF 均显著升高(P<0.01)，糖尿病血管

病变组和 T2BM 组与对照组比较，C1q 和 BF 均显著升高(P<0.01)； C1q 和 BF 均与 Glu、

HbA1c、TG、TC 呈正相关(C1q： r＝0.35、0.40、0.34、0.36；BF： r＝0.29、0.38、0.28、

0.26)。 

结论  血清 C1q 和 BF 在 2 型糖尿病及其血管病变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可能起重要作用。 

 
 

PU-0097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检测尿醛固酮方法的建立 

 
尹逸丛,禹松林,邱玲 

北京协和医院,100000 

 

目的  建立一种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检测尿醛固酮（ALD）的方法 

方法  首先将尿液样本置于 37℃温箱酸解，然后加入氘代同位素内标，再加入硫酸锌除蛋白，离心

取上清，使用阴离子固相柱萃取，收集洗脱液，上机检测。在负离子模式下，经电喷雾电离，多离

子反应监测模式下检测尿 ALD。评价该方法的线性、精密度、回收率和检测限。通过检测 36 例患

者 24 h 尿和血清 ALD 的含量，评估血尿 ALD 的相关性。应用本研究建立的 LC-MS/MS 法和索灵

化学发光免疫法检测 40 例 24 h 尿标本，比较两种方法的相关性。招募 114 例表观健康人，研究

24 尿 ALD 在表观健康人群中的分布。 

结果  该方法的分析时间为 4.5min，在 2~1000pg/ml 范围内线性良好（R2>0.990）；ALD 的重复

性和实验室内不精密度分别小于 4.0%和 5.0%；回收率结果为 100.4%~108.2%；定量限为

1pg/ml。血 ALD 和尿 ALD 的检测结果呈正相关，相关系数 r 为 0.870。化学发光免疫法（CLIA）

与 LC-MS/MS 法共同测定 40 例 24h 尿 ALD 的线性方程为：y=1.0487x＋0.012（r=0.991）。LC-

MS/MS 法获得尿 ALD 在表观健康人群分布（P2.5~P97.5）为 0.74~17.09 μg/24 h。 

结论  本研究建立了一种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尿 ALD 的方法并优化了尿 ALD 的酸解方法，该

方法性能满足临床需求，且简便、快速、特异，可用于临床辅助诊断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 

 
 

PU-0098 

新鲜冰冻混合人血清校准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清尿酸研究 

 
齐天琪,张江涛,张天娇,曾洁,张传宝,陈文祥 

卫生部北京医院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100000 

 

目的  对比同位素稀释质谱法赋值的新鲜冰冻混合人血清（HSPs）校准生化分析仪和罗氏 C.f.a.s.

校准品校准并检测血清尿酸结果的差异。 

方法  利用血清尿酸同位素稀释质谱法为卫生部临检中心生化室 2017 年制备的两个浓度水平（编

号为 201711 和 201712）的具有互通性的 HSPs 赋值，赋值结果分别为 278.2μmol/L 和

416.6μmol/L。取严格保存于-80℃冰箱的 201711 和 201712 各一支，将其作为校准品对日立 718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两点校准，同时用罗氏 C.f.a.s.校准品（批号：186426）校准日立 7180，

利用两种校准系统和罗氏血清尿酸检测试剂盒（批号：271 566-01）测定卫生部临检中心生化室

2016-2018 年制备的 11 支 HSPs 中的尿酸，按照正序、逆序和正序的顺序连续检测三次，计算两

套校准系统检测所有样本的均值和批内变异系数（CV），并比较两种校准系统的检测结果差异。 

结果  采用卫生部临检中心 201611 和 201612 两水平 HSPs 作为本次检测的质控品，两校准系统

的质控结果均满足要求。2017 年两支 HSPs 校准日立 7180 后检测 11 支 HSPs 的批内 CV 为

0.1%~0.6%，罗氏 C.f.a.s.校准品校准日立 7180 后检测上述样本批内 CV 为 0.1%~0.7%，均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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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行标中血清尿酸的 CV 要求（4.5%）。将两种校准系统检测 11 支 HSPs 的六次结果均值作为

靶值，得到两种系统检测每支样本的相对偏差为-2.5%~+1.8%。 

结论  使用同位素稀释质谱法赋值有互通性的新鲜冰冻混合人血清校准生化分析仪并检测血清尿酸

结果满意。有互通性的新鲜冰冻混合人血清作为校准品与常规校准品相比更具优势，因为其靶值传

递不受系统配套性限制。 

 
 

PU-0099 

血清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人源性重组酶制备物的互通性研究 

 
齐天琪 1,张天娇 1,汪静 1,曾洁 1,王萌 2,黄薇 3,张传宝 1 

1.卫生部北京医院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100000 

2.卫生部北京医院检验科 

3.卫生部北京医院老年医学研究所 

 

目的  评价血清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三类混合人血清（HSPs）基质制备物和一类牛血清

白蛋白（BSA）基质制备物在 7 种常规检测方法上的互通性。 

方法  互通性研究。依照纳入和排除标准留取 2017 年 5 月至 8 月北京医院、朝阳医院和同仁医院

住院患者单人血清共 85 人份。采用 7 种血清 AST 常规方法同时测定 85 份单人血清和四类制备材

料，包括不含添加物的 HSPs、含人源性重组酶的健康体检人群剩余 HSPs、含人源性重组酶的采

供血机构 HSPs 和含人源性重组酶的 BSA 溶液。7 种常规方法采用 Deming 回归两两配对分析，并

计算 95%预测区间评价各制备物在系统间的互通性。 

结果  21 个方法对的决定性系数 0.9991~0.9999；Deming 回归分析的斜率 0.923~1.130，截距-

1.61~1.14，Sy.x0.71~2.55。三类低浓度 HSPs 几乎在所有方法对上互通；中等浓度的 HSPs 能在

67%以上方法对上互通；除不添加重组酶的高浓度 HSPs 在接近 50%方法对上互通，其余两类添

加的仅在 1 和 3 个方法对上互通。低中高浓度 BSA 系列制备物分别在 16/21、7/21 和 5/21 的方法

对上互通。 

结论  添加人源性重组酶的人血清基质制备物低浓度和中等浓度材料互通性理想，为血清 AST 的质

评材料制备提供了可靠来源。 

 
 

PU-0100 

江苏地区 1178 例青少年血清微量元素水平的现状分析 

 
黄亚萍 1,肖玲 1,胡明军 2,陶学蓉 1,戴诗妍 1,徐玉兵 1 

1.上海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2.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 

 

目的  建立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 7700x）测定血清中微量元素含量的方法，了解江苏

地区 6-18 岁青少年血清中微量元素水平含量现状及其与年龄、性别的关系 

方法  血清样品采用 0.1%硝酸（UP 级）和 0.1%Triton X-100 混合溶液以 1:19 的比例直接稀释后

上机，用 SPSS 21.0 软件按 6-9 岁、10-12 岁、13-18 岁 3 个年龄组及男女 2 个性别组进行资料收

集、整理和统计分析 

结果  江苏省 6-18 岁男性青少年人体血清硒元素含量水平（（86.67 ± 11.52）ug/L）高于同年龄段

的女性人群（（85.33 ± 10.89）ug/L）（F = 2.052， P = 0.040），血清钙元素含量水平在女性各

学龄年龄段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 = 2.058， P = 0.078）；男性不同学龄年龄段间硒、镁和铜三

种血清微量元素含量水平均有统计学差异（P < 0.05），男性青少年 6-9 岁、10-12 岁、13-18 岁 3

个年龄组血清铜元素含量分别为（1101.55 ±166.71）ug/L、（1015.08±183.73）ug/L、（84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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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12）ug/L。青少年人体血清硒、镁和铜元素含量水平均与性别和年龄有统计学差异（P < 

0.001），而钙元素含量水平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大，但与性别无关（P < 0.05） 

结论  微量元素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应注意饮食均衡和及时补充，江苏地区女性青少年比男性青

少年更容易发生硒的缺乏，需引起重视 

 
 

PU-0101 

IL-1β and MCP-3 induced by spherical silica nanoparticles 
promotes the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of 

bronchial epithelial cells and tumor growth 

 
Zijie Liu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the amorphous silica in bituminous coal from Xuanwei

（Yunnan , China） mainly composed of irregular and spherical nanoparticles (SiNPs) is closely 

correlated with the high incidence of lung cancer in Xuanwei. However, the carcinogenic effect of 
amorphous silica is still uncertain. In this study, we hypothesized that it might indirectly promote 
tumori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lung cancer through inducing inflammation. 
Methods To validate this hypothesis, THP-1 and BEAS-2B cells were co-cultured in transwell 
chambers. After treatment with SiNPs, the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and the 
tumorigenicity of BEAS-2B cells were analyzed. Cytokine microarray was used to detect the 
cytokines released from the THP-1 cells, and the function of corresponding cytokines was studied 
in vitro and in vivo.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iNPs c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proliferation and EMT of 
BEAS-2B cells by inducing the release of IL-1β, CCL2 and MCP-3 via activation of NF-κB and 
AKT pathways. Moreover, it could accelerate the growth of xenograft. Meanwhile, we found that 
the serum levels of IL-1β and MCP-3 in lung cancer patients from Xuanwei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patients from the same region with benign pulmonary lesions. Blocking IL-1β and 
MCP-3 could significantly inhibit the proliferation and EMT of BEAS-2B cells, and the tumor 
growth. Moreover phosphorylated proteins involved in NF-κB and AKT signal pathway were also 
decreased.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SiNPs promotes the proliferation and EMT of BEAS-2B 
cells by inducing the release of IL-1β and MCP-3 from THP-1 cells, which in turn facilitates the 
tumor growth. 
 
 

PU-0102 

缺铁性贫血患者糖化血红蛋白检测变化探讨 

 
齐宁霞 

西安高新医院,710000 

 

目的  研究缺铁性贫血（IDA）患者糖化血红蛋白（HbA1c）检测结果的变化，为诊治糖尿病提供

更精准的指导依据。 

方法  对 87 例 IDA 患者进行血细胞分析及铁蛋白、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等检测，同时与 100

例健康对照者检测结果比较。 

结果  IDA 患者与对照组相比，空腹 GLU 无明显差异（P>0.05）；Hb、RBC、HCT、MCV、

MCHC、Fe 蛋白等显著降低（P<0.05）；HbA1c 显著增高（P<0.05）。 

结论  IDA 患者糖化血红蛋白升高，临床应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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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03 

2011-2017 年某医院体检人群代谢综合征发病率的队列调查 

 
杨大干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310000 

 

目的  调查队列人群中的代谢综合征（MetS）的发病率。 

方法  回顾性建立 2011-2017 年的体检人群队列，按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会 MetS 诊断标准，计算

MetS 的发病率及其诊断组合，用 SPSS22.0 软件做统计学分析。 

结果  共纳入男性 3532 名，女性 3002 名。⑴MetS 发病率与年龄呈正相关，男性明显高于女性。

MetS 年平均发病率为 4.86%，男>45 岁发病率为 10.25% ，女>60 岁发病率为 11.09%。⑵7 年期

间 SBP、DBP、TG、FPG 的结果呈上升趋势（所有 P<0.001），且男性高于女性；而 HDL-C 的

结果是呈下降趋势（P<0.001），且女性高于男性。⑶MetS 中最多的诊断组合是肥胖＋高血压＋

血脂紊乱（40.99％）。⑷7 年中 MetS 累计发病频数的人次呈逐年上升趋势。 

结论  体检人群 MetS 发病率高，应积极采取预防措施。 

 
 

PU-0104 

CYP2C19 基因多态性检测试剂盒性能验证 

 
龚容,段勇,张艳亮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验证基于荧光 PCR-毛细管电泳测序技术的 CYP2C19 基因多态性检测试剂盒的性能 

方法  采用 CYP2C19 基因多态性检测试剂盒检测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 120 例 PCI 术

后 CAD 患者的 CYP2C19 基因型，参考美国国家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NCCLS）标准相关要

求，对试剂盒的检测限、重复性、准确度、分析特异性等方面进行性能验证，并通过分析患者基因

型分布再次对试剂盒检测结果的可靠性进行验证。 

结果  试剂盒的检测限为 Ct≤32；准确度结果符合率为 100%；测序分析批内和批间重复性结果符

合率为 100%，提取溶血、脂血及白细胞含量异常全血样本的 DNAOD260/OD280在 1.8～2.0 之间，

浓度和质量均满足 PCR 和测序。120 例患者分至 3 个代谢表型组，正常代谢组（EM）39.2%，中

等代谢组（IM）50.0%，弱代谢组（PM）10.8%，基本与文献报道一致。 

结论  CYP2C19 基因多态性检测试剂盒可检出 CYP2C19*2(G681A)和*3（G636A）功能多态性位

点，具有很好的准确性、灵敏度和特异性，可满足临床检测。 

 
 

PU-0105 

中国人群血清甲状旁腺激素水平研究 

 
金成,程歆琦,禹松林,鲁军,由婷婷,孙丹丹,张凯,夏良裕,邱玲 

北京协和医院,100000 

 

目的  分析中国不同地区人群血清甲状旁腺激素（parathyroid hormone，PTH）水平，建立中国人

群的 PTH 参考区间。 

方法   选取中国不同地区表观健康人 2449 例，检测血清 PTH 水平，同时检测血钙、血磷及血清

25 羟维生素 D（25OHD）水平。探讨不同地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人群 PTH 的差异，并建立适

合中国人群的 PTH 参考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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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中国人群血清 PTH 的浓度为（37.07±14.29）pg/mL，2.5-97.5 百分位数为 16.00-

71.96pg/mL。大连地区人群血清 PTH 水平显著低于其他地区。血清 PTH 水平随年龄增加而增

加，在同一年龄组无性别差异。随着血清 25OHD 水平增高，PTH 显著降低（P<0.001）。血清

25OHD 不足及正常人群（≥20ng/mL）的血清 PTH 95%参考范围是 14.10-65.22pg/mL。血 Ca 在

血清 25OHD 水平＜10ng/mL 时低于血清 25OHD 水平≥20ng/mL 时（P<0.05）。  

结论  本研究建立了中国人群甲状旁腺激素的参考区间，在建立中国人群甲状旁腺素参考区间时需

要考虑维生素 D 缺乏的影响。 

 
 

PU-0106 

Rapid Diagno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Using Fuc-
Hp 

 
Shuxin Shang1,2,4,Xiaojian Jiang1,Shu Zhang2,Xue Qin4,Yinkun Liu2,3 

1.Xi'an Centr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2. Liver Cancer Institute，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3.Cancer Research Center， Institutes of Biomedical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4.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Fucosylated glycans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cell biology processes during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umor, such as cell signal transduction, cellular differentiation, 
ligand-receptor interactions and metastasis formation. In our previous study, we detected and 
confirmed that various types of fucosylated structure on haptoglobin (Fuc-Hp) wer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serum from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patients by lectin blot,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as well as mass spectrometer.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develop a convenient and sensitive AAL@Magbeads-based 
Hp ELISA assay to rapid detect Fuc-Hp in 270 serum samples from HCC patients and normal 
controls, which based on the differential binding of Hp to AAL@Magbeads. The system contained 
two steps, AAL@Magbeads capture and polyclonal antibody detection. 
Results Fuc-Hp levels was significant increased in HCC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Additional, 
Fuc-Hp exhibited an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of 0.818 with sensitivity of 72.59% and 
specificity of 79.26% as well as accuracy of 75.93% in distinguishing HCC patients from healthy 
controls. For 40 AFP-negative HCC (AFP−HCC) cases and 135 normal volunteers, AUC of Fuc-
Hp was 0.892 with sensitivity of 80%, specificity of 81.48% and accuracy of 81.14%.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of present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AAL@Magbeads-based Hp ELISA 
assay could efficiently determine Fuc-Hp, which may serve as a promising glycobiomarker in the 
diagnosis of HCC, including AFP−HCC patients. 
 
 

PU-0107 

糖化血红蛋白浓度的长期个体内变异特征 

 
张世昌,蒋叶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糖化血红蛋白(HbA1c)浓度的长期个体内生物学变异特征，为 HbA1c 的临床应用提供实

验依据。 

方法  收集 2011 年至 2015 年连续 5 年在本院进行健康体检的 1075 名志愿者的静脉血，进行

HbA1c 浓度测定。根据第 1 年 HbA1c 浓度分为正常组（< 5.7%）641 例、糖尿病前期组（5.7%-

6.5%）310 例、糖尿病组（> 6.5%）124 例。分析不同人群 HbA1c 浓度的个体内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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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HbA1c 正常组、糖尿病前期组、糖尿病组的 HbA1c 浓度均值在男性与女性之间无显著差异

（P > 0.05）；三组 2015 年 HbA1c 浓度均显著高于 2011 年（P < 0.05）; HbA1c 浓度个体内变异

在糖尿病前期组中男性与女性之间均有显著差异（P < 0.05）; HbA1c 正常组、糖尿病前期组、糖

尿病组的 HbA1c 浓度个体内变异分别为 3.44%、4.08%、7.40%，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HbA1c 浓度随着年龄增加而逐渐上升，个体内变异能更准确反映血糖控制效果，有助于糖尿

病的诊断与治疗。 

 
 

PU-0108 

MTHFR A1298C 基因多态性及其表达产物 

与心血管疾病一般基线指标相关性研究 

 
黄山 

贵州省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探讨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基因 A1298C 单核苷酸多态性与成人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的相

关性，以及基因相关表达产物同型半胱氨酸和一般基线指标与基因间的相关性。 

方法    运用聚合酶链反应对 MTHFR 基因 A1298C 的多态性位点进行序列扩增，一代测序技术检测

各位点的基因分型分布；采用卡方检验对多态性位点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进行分析，Logistic 回归

分析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 

结果  A1298C 位点，携带突变等位基因 C 个体的患病风险是携带野生型等位基因 A 个体的 2.38

倍，与野生型纯合子（AA）比较，杂合子（AC）个体患病的风险较高；纯合子（CC）个体患病风

险是野生型的 5.46 倍。对 12 个心血管疾病可能的危险因素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出 7 个相关

因素：TG、TC、HDL-C、LDL-C、LP（a）、Hcy、A1298C；经线性相关性分析，Hcy 与 HDL

呈负相关、Hcy 与 LP（a）呈正相关；ROC 受试者工作曲线中 Hcy 的曲线下面积最大为 0.950，

它对疾病的诊断价值最大 

结论  MTHFR 基因 A1298C 位点突变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素。A1298C 位点 AC、CC 基因型与

高 Hcy 血清水平相关，Hcy 可作为有效辅助因子诊断心血管疾病。 

 
 

PU-0109 

肌钙蛋白 I、缺血修饰白蛋白和肌红蛋白三者联合检测 

在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诊断价值 
 

毛华杰 

西安市第一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肌钙蛋白 I(cTnI).肌红蛋白(Mb).缺血修饰白蛋白(IMA)三者联合检测在急性冠状动脉综合

征(ACS)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对 100 例疑似 ACS 的患者进行 IMA.Mb.和 cTnI 的检测，以 ACS 为最终诊断。分析 IMA.Mb

和 cTnI 单独和联合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 

结果  IMA 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58.8％和 41.3％，IMA 的敏感性高于 Mb(20.8％)和 cTnI (43.4

％) .特异性低于 Mb ,cTnI。 

结论  三者联合检测 ACS 敏感性和特异性大于单独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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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10 

恶性肿瘤患者血浆脂质水平的变化及其相关性分析 

 
胡静星,赵雅 

西安市第一医院,710000 

 

目的  观察分析未经治疗的恶性肿瘤患者血浆脂质谱水平，探讨与恶性肿瘤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设计，收集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就诊于西安市第一医院的 150 例

恶性肿瘤患者。同时收集本院健康体检者 200 例为对照组。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AU-5800）检

测空腹血浆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LDL-C）水平。采用 SPSS18.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两组间

TC、TG、HDL-C、LDL-C 平均水平的差异性。 

结果  血浆脂质中 TC、TG、HDL-C、LDL-C 水平与对照组相比明显降低（P＜0.05），呈负相

关。 

结论  恶性肿瘤患者 TC、TG、HDL-C、LDL-C 显著降低，提示较低的血浆脂质状态可能是肿瘤细

胞发生初始变化的有用指标，有助于理解调节血浆脂质水平在恶性肿瘤中潜在机制，对研究肿瘤机

制和临床治疗均有重要意义。 

 
 

PU-0111 

系统性红斑狼疮血清 Hcy 水平与病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研究 

 
吕静 

西安市第一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系统性红斑狼疮（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血清同型半胱氨酸

（Homocysteine，Hcy）水平与病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方法  将我院自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1 月间收治的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 71 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病情活动和骨骼有无坏死分为活

动性 SLE 34 例和非活动性 SLE 37 例；选择同期入院进行体检的健康者 36 例作为对照组，检测三

组患者血清 Hcy 水平，分析 Hcy 水平与 SLE 病情活动之间的关系。 

方法  将我院自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1 月间收治的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 71 例作为研究对象，根

据患者病情活动和骨骼有无坏死分为活动性 SLE 34 例和非活动性 SLE 37 例；选择同期入院进行

体检的健康者 36 例作为对照组，检测三组患者血清 Hcy 水平，分析 Hcy 水平与 SLE 病情活动之

间的关系。 

结果  SLE 活动组的 Hcy、TC、TG、LDL 水平均明显高于 SLE 非活动组和对照组，HDL 明显低于

其余两组；SLE 非活动组 Hcy、TC、TG、LDL 水平显高于对照组，HDL 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SLE 活动组患者 SLEDAI 评分明显高于 SLE 非活动组，组间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 Hcy 和 SLEDAI 评分于 SLE 病情活动呈明显的正相关

性（P＜0.05），和 TG、TC、LDL 和 HDL 无明显的相关性（P＞0.05）。 

结论  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血清 Hcy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人，高 Hcy 水平是 SLE 患者发生血管病

变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其水平和 SLE 病情活动程度呈正相关性，可作为临床评定 SLE 病情活动

程度和治疗效果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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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12 

熊果酸对肿瘤的预防和治疗：分子靶点、抗癌潜能的相关研究 

 
孙晖 

西安市第一医院,710000 

 

目的  生物活性分子的发现及其分子机制的研究为不同炎症疾病，包括肿瘤的改良治疗提供了巨大

的机会。 

方法  目前看来，几十年前从多种不同的药用植物中分离得到的三萜类化合物在一些疾病的预防和

治疗中具有显著的作用，且其中一些已经进入一期临床试验。其中一种重要的五环三萜类化合物—

—熊果酸在多种类型的肿瘤中作为一种潜在的化学预防剂及化学治疗剂，近来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

研究。 

结果  熊果酸被证实能够靶向作用于多种促炎转录因子、细胞周期蛋白、生长因子、激酶、细胞因

子、趋化因子、粘附分子、炎症性酶类。 

结论  本综述不只是概述总结了熊果酸的靶标，还为我们提供了近年来有关熊果酸的抗癌潜能性研

究。 

 
 

PU-0113 

颈动脉粥样硬化与同型半胱氨酸、血脂、血糖水平相关性研究 

 
王君 

西安市第一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体检者颈动脉 B 超检查结果与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CY）、甘油三酯（TG）、空腹血

糖（GLU）、胆固醇（TCH）、低密度脂蛋白（LDL）、高密度脂蛋白（HDL）的相关性。 

方法  对我院体检中心健康体检的年龄在 41～65 岁体检人员 173 例的颈动脉 B 超及血清 HCY、

GLU、TG、TCH、LDL、HDL 检测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颈动脉 B 超检测结果等级分组间的年龄、GLU、TCH、LDL 均有统计学差异；相关性分析显

示：颈动脉 B 超检测结果等级与年龄、GLU、LDL 有显著统计学相关性（P＜0.01），与 HCY、

TG 和 TCH 有正相关性（P＜0.05），与 HDL 有负相关性（P＜0.05）；HCY 水平与年龄有正相关

性（P＜0.05），与 HDL 有负相关性，与其他风险因子 GLU、TG、TCH、LDL 无相关性（P＞

0.05）。 

结论  GLU、TG、TCH、LDL、HCY 均为动脉血管粥样硬化的危险因子。控制血液中 GLU、TG、

TCH、LDL 及 HCY 水平，有利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PU-0114 

云南宣威肺癌 circRNAs 标志物的初步筛选及表达验证 

 
鲁菱娇 1,2,3,张艳亮 1,2,3,周鑫 1,2,3,何晨辉 1,2,3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云南省实验诊断研究所 

3.中国云南省检验医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宣威地区的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呈不断上升趋势。由于缺乏敏感的

检测标记物及有效的治疗方式，大多数肺癌患者在出现症状前往医院就诊时，已处于癌症晚期阶

段，因此丧失了最佳的治疗机会，给患者生理、心理均造成严重的打击。因此，寻找针对宣威肺癌

的有效标志物，对早期诊断宣威肺癌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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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运用 circRNA 芯片筛选宣威肺癌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差异表达的 circRNA，并进一步对差异

表达的 circRNAs 进行分析筛选。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的方法对筛选出的有价值 circRNA 在组

织水平进行表达验证，运用统计学方法研究宣威肺癌患者候选 circRNA 的表达是否具有显著差异。 

结果  筛选出 8 个有价值的 circRNAs 进行后续研究，仅 4 个筛选出的 circRNAs 的引物设计成功采

用 RT-qPCR 的 方 法 ， 对 这 4 个 circRNAs 进 行 组 织 水 平 的 表 达 验 证 ， 发 现

hsa_circRNA_104600、hsa_circRNA_105013、hsa_circRNA_406010 在宣威肺癌组织中出现差

异表达， hsa_circRNA_104600 、 hsa_circRNA_105013 的上调均与肿瘤大小有相关性，

hsa_circRNA_406010 的下调的宣威肺癌患者预后较差。 

结 论   在 宣 威 肺 癌 癌 组 织 和 癌 旁 组 织 中 ， 存 在 大 量 差 异 表 达 的 circRNAs ， 其 中

hsa_circrna_104600，hsa_circrna_105013，hsa_circrna_406010 可作为宣威肺癌新的潜在生物

标志物。 

 
 

PU-0115 

果糖胺与空腹血糖在糖尿病监测中的相关性分析 

 
何大强 1,王子明 2 

1.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310000 

2.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 

 

目的  分析果糖胺 (GSP) 与空腹血糖（FPG）在糖尿病监测中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 2017 年 10 月—2017 年 12 月在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断为糖耐量异常者 50 例纳入糖

耐量异常组和诊断为糖尿病患者 50 例纳入糖尿病组，选择同期在该院进行健康体检的健康人 50 

例纳入健康对照组。三组均行 FPG 和 GSP 检测，比较三组 FPG 和 GSP 检测结果以及分析两者

在糖尿病监测中的相关性。  

结果  GSP 检测水平在健康正常组（1.44± 0.13），糖耐量异常组（1.54± 0.19）和糖尿病组

（2.45± 0.84）。FPG 检测水平在健康正常组（5.21± 0.57），糖耐量异常组（6.56± 1.96）和糖

尿病组（12.26± 4.08）。糖耐量异常组和糖尿病组 GSP ，FPG 检测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1) ，两者一致。FPG 与 GSP 相关性分析显示两者呈正相关 (P ＜ 0.001) ，

相关系数为 0.634。 

结论  果糖胺与空腹血糖在糖尿病监测中呈正相关性。 

 
 

PU-0116 

南京地区 273 例孕期血脂和尿酸水平回顾性分析 

 
储楚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南京地区早中晚期孕妇血脂和尿酸的水平，为临床评估孕期妇女血脂和尿酸水平异常提

供参考。 

方法  收集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门诊、产科门诊和产科住院健康孕妇 273 例，按孕龄不

同分为三组：早期妊娠组、中期妊娠组和晚期妊娠组，其中有 21 例孕妇为早中晚追踪病例。同时

收集未孕育龄健康体检妇女作为未孕对照组。用奥林巴斯 AU5800 全自动生化仪检测总胆固醇

（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HDL）、低密度脂蛋白（LDL）和尿酸（UA）水平。 

结果  中、晚期妊娠组 TC 水平高于未孕对照组；早、中、晚期妊娠组的 TG、HDL 水平均高于未

孕对照组；早期妊娠组的 LDL 水平低于未孕对照组；晚期妊娠组 LDL 水平高于未孕对照组；早期

妊娠组的 UA 水平低于未孕对照组；晚期妊娠组 UA 水平高于未孕对照组；早期妊娠组的 TC、

TG、LDL、UA 组水平均低于中期和晚期妊娠组；中期妊娠组 TC、TG、LDL、UA 水平均低于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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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妊娠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追踪的 21 例孕妇早、中、晚期 TC、TG、HDL、

LDL、UA 水平均有差异，呈上升趋势。 

结论   随着孕期的变化，血脂和尿酸的水平也随之发生变化。临床医师应结合妊娠期进行综合分

析，重视对孕期血脂和尿酸水平的动态监测，指导孕妇控制血脂和尿酸的水平，预测与评估并发症

的发生，降低妊娠的风险。 

 
 

PU-0117 

胃癌患者部分外周血生化指标及肿瘤标志物的相关性研究 

 
张璐璐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分别探讨胃癌患者外周血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RDW)、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的比值

（NLR）、血清唾液酸（SA）、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血脂、糖化血清蛋白（GA）等指标的

变化及血清糖类抗原(CA)125、199、724、 癌胚抗原（CEA）的联合检测在胃癌中的诊断价值。

分别探讨胃癌患者外周血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RDW)、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的比值

（NLR）、血清唾液酸（SA）、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血脂、糖化血清蛋白（GA）等指标的

变化及血清糖类抗原(CA)125、199、724、 癌胚抗原（CEA）的联合检测在胃癌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例胃癌患者 76 例，其中有淋巴结转移患者 44 例,无淋巴结转移患者 32

例，46 例胃良性病变患者及 39 例健康体检者 CEA、CA125、CA199、CA724 的含量；同时对胃

癌及健康体检者进行血常规、血脂以及血生化项目的检测，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①胃癌患者组的 RDW、NEU、NLR、SA 结果明显高于健康查体组，HCT、LYM、HDL-C、

PA 结果明显低于健康查体组；胃癌有淋巴结转移患者 RDW、NLR 结果明显高于无淋巴结转移

组，PA、LYM 结果明显低于无淋巴结转移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胃癌患者组的

CA125、CA199、CEA、CA724 水平和阳性率明显高于胃良性病变患者和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 ，4 项肿瘤标志物中单项检测中 CA724 阳性率最高为（27.63%），但 4 项联

合检测的阳性率为（51.31%）明显高于任何单项检测的阳性率。 

结论  胃癌患者 RDW、NLR、SA、HDL-C、等指标水平较健康对照组明显异常，且 RDW、

NLR、SA 对胃癌的转移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CA125、CA199、CEA、CA724 联合检测大大提高

了胃癌早期诊断价值，有助于胃癌与胃良性病变的鉴别诊断。 

 
 

PU-0118 

C 反应蛋白、同型半胱氨酸，胱抑素 C 

在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分析 

 
张碧莹 

铜川市人民医院,727000 

 

目的  探讨分析Ｃ反应蛋白(hs-CRP）、胱抑素 C（Cys-C）和同型半胱氨酸（Hcy）在预测糖尿病

早期肾病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4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来我院住院就诊并确证为单纯糖尿病的患者 162 例，糖尿病

早期患者 138 例，再抽取 100 例来我院体检的健康者作为对照组。检测各组患者血清的 hs-CRP、

Cys-C、Hcy 水平及生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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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单纯糖尿病组的 hs-CRP、Cys-C、Hcy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而糖尿病肾病早期患者的 hs-

CRP、Cys-C、Hcy 水平与对照组及单纯糖尿病组比较均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糖尿病肾病组及单纯糖尿病组 hs-CRP、Cys-C、Hcy 联合检测阳性率较单项检测阳性率高。 

结论  联合检测血清 hs-CRP、Cys-C、Hcy 水平可以反应糖尿病肾病的早期的肾损伤状况，各项指

标对 II 型糖尿病的诊断及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PU-0119 

降钙素与血清胃蛋白酶原联合检测 

在萎缩性胃炎并发感染的诊断价值 
 

张碧莹 

铜川市人民医院,727000 

 

目的  探究血清降钙素及胃蛋白酶原（pepsinogen，PG）水平联合检测在萎缩性胃炎并发感染中的

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于我院确诊的 56 例萎缩性胃炎患者为实验组，根据其是否

出现感染将其分为感染组（23 例）和非感染组（33 例），而后选取同期于我院进行体检的 60 例

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对实验组及对照组的血清降钙素及 PG 水平进行测量对比，对感染组和非感

染组的血清降钙素及 PG 水平进行测量对比，而后对感染组患者进行为期 4 周的抗感染治疗，治疗

后测量其血清降钙素及 PG 水平并与治疗前进行测量对比； 

结果  （1）实验组血清降钙素水平高于对照组，PG 水平低于对照组，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2）感染组血清降钙素水平高于非感染组，PG 水平低于非感染组，对比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3）治疗后感染组血清降钙素水平下降，PG 水平上升，与治疗前对比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血清降钙素与 PG 水平与萎缩性胃炎患者感染状态存在一定相关性，可以通过对上诉血清因

子水平的测量对患者病情进行判断。 

 
 

PU-0120 

均相酶免疫法测定 24 小时尿液香草苦杏仁酸 

在嗜铬细胞瘤中的应用与性能评估 
 

胡玉皎,张莹,程晓东,周铁成,郝晓柯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均相酶免疫法检测 24 小时（h）尿液香草杏仁酸（VMA）水平的性能参数，评估该方法

在嗜铬细胞瘤诊断、原发性高血压中的应用。 

方法   建立 24h 尿 VMA 水平的均相酶免疫检测方法，分别用均相酶免疫法和手工法同时检测嗜铬

细胞瘤组患者 34 例、原发性高血压组患者 40 例、健康对照组 20 例 24h 尿 VMA 水平。 

结果  该方法重复性、正确度、线性范围、临床可报告范围均达到说明书所标识；灵敏度 97.1%、

特异性 95%。均相酶免疫法和传统手工法两种方法呈显著正相关（r=0.85，P=0.135）。均相酶免

疫法检测嗜铬细胞瘤患者组 24h 尿液 VMA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原发性高血压组，P﹤

0.05；原发性高血压组与健康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均相酶免疫法检测 24h 尿液 VMA 各项性能指标均符合临床要求，改善了检验科的工作模

式，提高了检测方法的灵敏度和特异性，为患者提供了更为快速准确的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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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21 

血清甘胆酸与传统肝功指标 

在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诊断中的比较 

 
胡玉皎,程晓东,周铁成,郝晓柯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甘胆酸在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ICP）疾病中的诊断与病情监测作用。 

方法  检测受检者血清中的甘胆酸（CG）、总胆汁酸（TBA）、总胆红素（TBil）、直接胆红素

（DBil）、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浓度、γ-谷氨酰转肽酶

（GGT），比较 CG 与传统肝脏功能指标在 ICP 中的优越性。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血清甘胆酸水平显著增高(P﹤0.01)，项目诊断特异性 96.1%，灵敏

度 89.6%，阳性似然比 22.9，阴性似然比 0.03，Youden 指数 0.86，ROC 曲线下面积 0.903。 

结论  本研究表明在 ICP 的诊断中，血清甘胆酸水平检测可作为早期筛检、病情监测的有效指标，

为妊娠期妇女提供准确可靠的产检报告。 

 
 

PU-0122 

血清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活性监测在冠心病中的应用 

 
胡玉皎,童开,程晓东,郝晓柯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LP-PLA2）活性水平监测在冠心病（CHD）早期诊断中的作

用，及其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类型和冠心病术后复发风险的相关性。 

方法   对 157 例拟诊冠心病的患者进行冠脉造影（CAG）、颈部血管超声检查，并测定血清 LP-

PLA2 活性水平。根据造影结果判断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将患者分为手术组、非手术对照组，手术

组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根据有无复发再梗情况分为手术复发组、手术对照组；根据

颈部血管超声结果将患者分为稳定斑块组、不稳定斑块组。此外，选取 50 位健康体检者作为正常

对照组，检测血清 LP-PLA2 活性水平。采用 SPSS 1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冠心病患者血清 LP-PLA2 活性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0.01）；（2）血清 LP-

PLA2 活性水平随病变血管支数增多、病变评分增高而升高；（3）不稳定斑块组患者血清 LP-

PLA2 活性水平显著高于稳定斑块组或正常对照组（P＜0.01）；（4）患者术后冠心病复发组血清

LP-PLA2 活性水平显著高于术后对照组（P＜0.01 或 P＜0.05）。 

结论  血清 LP-PLA2 是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其活性水平可提示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类型，并对

受检者进行疾病风险预测，且与术后复发风险相关，有望成为心脑血管疾病预防、治疗的新靶点。 

 
 

PU-0123 

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在脑梗死患者中的临床应用 

 
李祯 

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目的  探讨脑梗死患者红细胞分布宽度(re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 ,RDW)水平的变化及临床应用。 

方法  收集 265 例脑梗死患者和 160 例健康对照组外周血，检测脑梗死组和健康对照者 RDW 水

平，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确定 RDW 最佳截点并将脑梗死患者分为低 RDW-CV 组

（RDW<12.65%）和高 RDW 组（RDW≥12.65%），分析两组间年龄、性别、活化部分凝血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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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PT）、

D-二聚体（d-dimer，D-D）差异。 

结果  脑梗死患者 RDW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6.518，P<0.001）；

采 用 ROC 曲 线 ， 将 患 者 分 为 低 RDW-CV 组 （ RDW<12.65% ） 和 高 RDW-CV 组

（RDW≥12.65%），高 RDW 组患者的 APTT、PT 水平显著高于低 RDW 组（APTT Z=-2.331，

P=0.020；PT Z=-2.062，P=0.039），而 D-D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1.141，P=0.254）。 

结论  脑梗死患者的 RDW 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者，高 RDW 组 APTT、PT 水平显著升高提示

RDW 在脑梗死疾病辅助诊断中有重要意义。 

 
 

PU-0124 

通过化学方程式探讨糖化血红蛋白与空腹血糖相关性 

 
冯磊 1,年士艳 1,赵阳 2,罗凤 2,徐文波 1,叶丹 1,张兴锋 1 

1.云南省玉溪市人民医院 

2.昆明医科大学 

 

目的  从糖化血红蛋白（HbA1c）生成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探讨 HbA1c 与空腹血葡萄糖

（FPG）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云南省玉溪市汉族自然人群 14266 例，年龄 18-93 岁，其中男性 8832 例（45.87±13.16

岁），女性 5434 例（43.46±12.07 岁），并检测其 HbA1c、FPG、RDW（ red bloo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RDW）和 Hb（hemoglobin，Hb）水平。1）比较研究对象不同性别间 HbA1c

和 FPG 水平差异；2）将研究对象进行年龄分层，分析各指标随年龄变化趋势；3）将研究对象分

为 FPG＜5.0mmol/L、5.0-5.9 mmol/L、6.0-6.9 mmol/L、7.0-11.0 mmol/L 和≥11.1 mmol/L 共 5

组；计算各组 FPG 与 HbA1c 相关性，分析相关系数变化趋势；4）将研究对象分为 HbA1c＜

5.7%、5.7-6.4%、6.5-7.4%、≥7.5%共 4 组；计算各组 FPG 与 HbA1c 相关性，分析相关系数变化

趋势。 

结果  1）本次研究发现 HbA1c 和 FPG 水平存在性别差异；2）HbA1c、FPG 和 RDW 随年龄均有

较明显变化，而 Hb 随年龄变化波动较小，不同性别间变化不尽相同；3）FPG 与 HbA1c 相关性在

FPG 低于 7.0mmol/L 和 HbA1c 低于 6.5%时较低，但随着其各自水平的升高相关性逐渐增加，且

男性女性结果相似。 

结论  HbA1c 与 FPG 相关性受到年龄和 FPG 水平影响，不同情况下 HbA1c 反应血糖水平的代表

性存在差异，HbA1c 可能更适用于针对 DM 患者在一个特定的年龄段进行血糖控制的监测。 

 
 

PU-0125 

Higher glycated hemoglobin and/or fasting glucose levels 
 alter the association patterns between glycated 

hemoglobin and fasting glucose levels 

 
Lei Feng1,Shiyan Nian1,Yang Zhao2,Xuejing Bai2,Feng Luo2,Xuan Luo2,Wenbo Xu1,Dan Ye1,Zongwu Tong1 

1.Yuxi People's Hospital of Yunnan Province 
2.The Six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glycated hemoglobin(HbA1c) and glucose levels still lack 
validation in large-scale, multiracial clinical studies. 
Methods 14249 (8820 males and 5429 females) subjects attending the annual physical 
examination were includ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HbA1c and fasting glucose were assessed 
in pooled, age stratificated, HbA1c≥6.5% and fasting glucose≥7.0mmol/L grouped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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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HbA1c andfasting glucose levels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age and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males than in females in each group ≤55years of age in both binary and continuous 
variable analyses. In pooled populations,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PCCs) of males 
and females were 0.684 (P<0.001) and 0.800 (P<0.001), respectively. HbA1c and fasting glucose 
levelsmaintain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ithin the group with HbA1c<6.5% and glucose<7.0 
mmol/L andthe group with HbA1c≥6.5% and glucose≥7.0 mmol/L in both males (PCC: 0.342, 
P<0.001; and PCC: 0.765, P<0.001, respectively) and females (PCC: 0.318, P<0.001 and PCC: 
0.788, P<0.001, respectively). The slopes increased from the group with HbA1c<6.5% and 
glucose<7.0 mmol/L to the group with HbA1c≥6.5% and glucose≥7.0 mmol/L in both males (0.26 
to 0.44) and females (0.31 to 0.46). Multivariab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fasting 
glucose level and age were two common factor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HbA1C, and red blood 
cell count and re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 were two commonfactor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HbA1c in both males and females with HbA1c<6.5% and glucose<7.0 mmol/L. The correlations 
changed dramatically in the groups with HbA1c≥6.5% and glucose<7.0 mmol/L and HbA1c<6.5% 
and glucose≥7.0 mmol/L. 
Conclusions High HbA1c and fasting glucose levelsgreatly altered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se measures. 
 
 

PU-0126 

云南汉族自然人群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分布情况研究 

 
赵阳,冯磊 

玉溪市人民医院,653100 

 

目的  探讨云南汉族自然人群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与性别及年龄的关系。 

方法  选取云南汉族自然人群 14267 例，年龄 18-93 岁，其中男性 8832 例，女性 5435 例，检测

其糖化血红蛋白、葡萄糖、红细胞分布宽度水平。按性别分层，将研究对象分为 HbA1c＜6.5%组

和 HbA1c≥6.5%组，分别进行不同性别及年龄分层，比较不同性别及各年龄组间 HbA1c 水平差异

及其随年龄变化趋势。将 FPG、RDW 与 HbA1c 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及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

析。 

结果  1.本研究男性和女性 HbA1c 水平均高于其他平原地区人群研究结果。2. 在 HbA1c＜6.5%组

中，其水平在男性、女性中均随着年龄增长而升高，55 岁前，男性 HbA1c 水平均高于女性，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而 55 岁后，男性和女性 HbA1c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 在 HbA1c≥6.5%组

中，65 岁前男性和女性 HbA1c 水平均随着年龄的增高而减低，且男性高于女性，但在 65 岁后男

性和女性 HbA1c 虽有所波动，但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pearson 相关性分析结果示，FPG

与 HbA1c 相关系数 HbA1c≥6.5%组（男性 r=0.799，女性 r=0.803）高于 HbA1c＜6.5%组（男性

r=0.337，女性 r=0.322）；RDW 与 HbA1c 在 HbA1c＜6.5%组无相关性，而在 HbA1c≥6.5%组相

关性有所增加。回归分析结果示 FPG（男性 OR=7.137，女性 OR=8,193）和 RDW（男性

OR=1.455，女性 OR=1.282）均为 HbA1c 异常的危险因素。 

结论  1. 云南汉族自然人群 HbA1c 水平高于平原地区。2.性别和年龄对 HbA1c 水平可能存在影

响。3. 当 HbA1c 异常时，其对 FPG 代表性较好，且 RDW 及 FPG 均为 HbA1c 异常的危险因素。 

 
 

PU-0127 

云南傣族人群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清蛋白分布情况分析 

 
赵阳,冯磊 

玉溪市人民医院,653100 

 

目的  探讨云南傣族人群糖化血红蛋白和糖化血清蛋白在不同性别及年龄中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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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检测 880 例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戛洒镇傣族（花腰傣）普通人群糖化血红蛋白

（HbA1c）、血红蛋白（hemoglobin，Hb）、葡萄糖（glucose，GLU）、糖化血清蛋白

（GSP）、白蛋白（albumin, ALB）水平，分析比较各指标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组（18-40 岁、

41-50 岁、51-60 岁、61-70 岁、>70 岁共 5 组）之间的差异及变化趋势。 

结果  男性与女性之间 HbA1c、GSP、ALB 总体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 Hb、GLU

两性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男性各指标随年龄增长而降低，女性各指标在 60 岁以前随年

龄增长而升高，60 岁以后随年龄增长而下降；pearson 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HbA1c 与 GLU、

ALB 与 GSP 在男性女性中均显著相关，且女性中 Hb 与 HbA1c 也存在一定相关性（相关系数为

0.125）。 

结论  在标准化测定前提下，傣族人群 HbA1c 和 GSP 水平不存在性别差异，但不同性别随年龄分

布情况不同，男性随年龄增长而降低，女性 60 岁以前随年龄增长而升高，60 岁以后随年龄增长而

降低。 

 
 

PU-0128 

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在卵巢癌中的辅助诊断价值 

 
曹修娥,栾芳,张炳昌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 ，SOD)检测在卵巢癌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

值。 

方法  回顾性研究。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妇科住院的 180 例卵

巢癌患者作为卵巢癌组、105 例卵巢良性疾病患者（卵巢良性疾病组）和 115 名健康对照者（正常

对照组），在 AU5831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采用比色法检测各组血清中 SOD 的含量，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通过绘制 ROC 曲线，计算血清 SOD 的最佳诊断临界

值及相应的敏感度、特异度，来判断其在卵巢癌诊疗中的辅助诊断价值。 

结果  血清 SOD 在卵巢癌组、卵巢良性疾病组及正常对照组中的浓度分别为：（149.2±39.1）

U/ml、（187.2±25.4）U/ml、（173.7±14.5）U/ml。不同组间的血清 SOD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x2 为 143.608，P<0.001），进一步经 Mann-Whitney 秩和检验两两比较可知，卵巢癌组

中血清 SOD 浓度显著低于卵巢良性肿瘤组及正常对照组（Z 值分别为 -10.265、 -8.731，

P<0.001），卵巢良性疾病组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Z 值为-5.315，P<0.001）。血清 SOD 诊断卵

巢癌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01，最佳诊断临界值为 156.6 U/ml，敏感度为 93.0 %，特异度为
65.6 % 

结论  卵巢癌患者外周血中血清 SOD 水平显著低于卵巢良性疾病组及正常对照组且其具有较高的

敏感度，检测血清 SOD 含量在卵巢癌的诊断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PU-0129 

Singma 质量管理技术在常规化学 

检测项目性能评估中的应用研究 

 
胡江红,袁平宗,汤雪彪,张伟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641000 

 

目的  利用 Singma 性能验证图及质量目标指数（quality goal index,QGI）评价临床常规生化检测

项目分析性能，指导实验室质量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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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不精密度（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采用 2017 年生化室常规化学检测项目室内质控

累积变异系数，偏倚（bias%）采用 2017 年第一次参加卫生部室间质评计划中常规生化项目的百

分差值，允许总误差（TEa%）采用国家标准 GB/T20470—2006 及卫生行业标准 WS/T 403～

2012 质量规范，利用卫生部室间质评信息系统中西格玛性能验证功能绘制化西格玛性能评价图，

并计算 QGI。 

结果  当使用国家标准时，σ< 3 的只有氯 1 个项目，σ< 3，3≤σ<4 有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和碱性

磷酸酶 2 个项目，4≤σ<5 有尿素和肌酐 2 个项目，5≤σ<6 有乳酸脱氢酶 1 个项目，σ≥6 有钾、钠、

钙、镁、血糖、尿酸、总蛋白、白蛋白、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丙氨酸氨基转移酶、肌酸激酶等

12 个项目；当使用卫生行业标准时，σ< 3 有氯、碱性磷酸酶和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3 个项目，

3≤σ<4 有钠、白蛋白、尿素、肌酐、乳酸脱氢酶 5 个项目，4≤σ<5 有钙、血糖、肌酸激酶 3 个项

目，5≤σ<6 有钾、镁、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3 个项目，σ≥6 有总蛋白、尿酸、总胆固醇、甘油三酯 4

个项目。 

结论  国家标准比行业标准宽松，西格玛性能验证能采用行业标准更能有效的评价检测项目的分析

性能以及导致分析性能不佳的原因，提出检测项目个性化的质控措施，提高实验室质控水平。 

 
 

PU-0130 

球形纳米硅对 BPDE 诱导的 BEAS-2B 

细胞恶性转化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周峰,段勇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为了揭示球形 SNPs 与 BaP 在宣威肺腺癌发生过程中的作用,建立细胞和动物模型并基于此

研究它们间的分子机制。 

方法  1.利用电子显微镜研究纳米硅。2.通过 CCK8 实验找出球形纳米硅（SNPs）和二羟环氧苯并

芘（BPDE）对 BEAS-2B 细胞和 THP-1 细胞毒性的最佳浓度。3.软琼脂克隆实验揭示球形 SNPs

对染毒 BPDE 的 BEAS-2B 细胞增殖影响。4.免疫细胞化学染色检测 EMT 标记物揭示球形 SNPs

对染毒 BPDE 的 BEAS-2B 细胞恶性转化的作用。5.裸鼠皮下成瘤实验及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揭示在

体内球形 SNPs 对染毒 BPDE 的 BEAS-2B 细胞恶性转化的作用。6.Western blot 和 TUNEL 实验

揭示球形 SNPs 对染毒 BPDE 的 BEAS-2B 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 

结果  1.实验中使用的 SNPs 表面呈球形，直径大约为 15-20nm。2.12.5ug/ml 的球形 SNPs 和

800nmol/ml 的 BPDE 是染毒 BEAS-2B 细胞和 THP-1  细胞的最佳浓度。3.在体外球形 SNPs 促进

染毒 BPDE 的 BEAS-2B 细胞增值。4.在体外球形 SNPs 对 BPDE 诱导的 EAS-2B 细胞恶性转化起

到促进作用。5.在体内球形 SNPs 促进 BPDE 诱导 BEAS-2B 细胞恶性转化。6.在体内球形 SNPs

促进 BPDE 诱导恶性转化的 BEAS-2B 细胞发生增值而非凋亡。 

结论  本实验不仅第一次成功的证明了球形 SNPs 通过 THP-1 细胞对 BPDE 诱导的 BEAS-2B 细胞

恶性转化具有促进作用及分子特征，而且初步研究了球形 SNPs 促进 BPDE 诱导 BEAS-2B 细胞恶

性转化的分子机制。 

 
 

PU-0131 

西北地区健康人群胆固醇参考区间的初步探讨 

 
童开,张莹,周铁成,程晓东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目的  建立西北地区健康人群血清胆固醇(CHOL)的参考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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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参照 IFCC 多中心酶学研究参考人群筛选标准，募集 18－79 岁健康参考人群 722 人，其中

男性 357 人和女性 365 人，分别用和光试剂检测系统和罗氏试剂检测系统建立西安地区健康人群

胆固醇的参考区间。 

结果  两个系统间检测结果无统计学意义（P=0.483>0.05）。农村与城市人群检测结果无差异

（P=0.398>0.05）。各年龄段间结果有明显差异，18-29 岁与 30-39 岁两组检测结果间有显著差异

（P=0）；30-39 岁与 40-49 岁两组检测结果间有显著差异（P=0）；40-49 岁与 50-59 岁两组检

测结果间有显著差异（ P=0 ）； 50-59 岁与 60-79 岁两组检测结果间无统计学差异

（P=0.116>0.05）。各年龄段间男性和女性结果无差异。 

结论  西北地区健康人群胆固醇检测结果在两种检测方法间无显著差异，城市人群和农村人群间检

测结果也无明显差异，不同年龄段间检测结果存在显著差异，男性和女性检测结果无差异。随着年

龄的增长，胆固醇的检测结果逐渐增大。本次研究表明，西北地区胆固醇参考区间有所提高，本文

实验结果高于目前我们临床所用的参考区间，高于我国血脂异常防治建议提出的合适水平。 

 
 

PU-0132 

血浆 lnc-DC 对干燥综合征的临床诊断价值应用 

 
陈艳红 

徐州市中心医院,221000 

 

目的  评价血浆 Lnc-DC 对原发性干燥综合征（Primary Sjögren’s syndrome pSS）的临床诊断价

值。 

方法  收集 2017 年 6 月份至 2018 年 1 月份徐州市中心医院 pSS 患者 59 例，同时选取 38 例徐州

市中心医院体检中心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荧光定量 PCR（qRT-PCR）检测 pSS 患者及健康

对照者血浆中 Lnc-DC 的相对表达量；ELISA 检测 pSS 患者血浆中抗-SSA 及抗-SSB 的相对表达

量；同时将 pSS 患者血浆中的 Lnc-DC 与抗-SSA 和抗-SSB 抗体作相关性分析；以受试者工作曲

线（ROC）分析 Lnc-DC 对 pSS 诊断价值。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pSS 患者血浆 Lnc-DC 的表达量明显增高（p<0.01）；相关性分析显

示，pSS 患者血浆 Lnc-DC 的表达与抗-SSA 和抗-SSB 抗体的相对表达水平均呈正向相关

（ r=0.4035, p=0.0015 和 r=0.3243, p=0.0122）；血浆 Lnc-DC 在诊断 pSS 的曲线下面积

（AUC）为 0.77（95%的可信区间：0.68-0.87），较 pSS 就诊时抗-SSA 的 AUC=0.80（95%的

可信区间：0.74-0.89）偏低（p<0.01），但高于抗-SSB 的 AUC=0.73（95%的可信区间：0.62-

0.83）；当血浆中 Lnc-DC 取值为 5.1*103 时，诊断敏感度（ 95%的可信区间）为 0.84 

(0.69~0.94)，特异度为 0.68 (0.54~0.79)，此时可达到最大的诊断效能。 

结论  血浆 Lnc-DC 可提供抗-SSA，抗-SSB 以外的诊断信息，并可作为 pSS 有效诊断的新标志

物，对 pSS 的诊断具有临床价值。 

 
 

PU-0133 

同位素稀释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衍生法 

测定血清游离雌三醇方法的建立 

 
张莹,程晓东,胡玉皎,童开,周铁成,郝晓柯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目的  建立同位素稀释液相色谱串联质谱（ID-LC-MS/MS）衍生法测定血清游离雌三醇的检测方

法，为临床提供可靠，准确的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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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取 700μL 血清样品，乙醚萃取，用 0.5 mg/mL 吡啶-3-磺酰氯丙酮溶液和 0.1mol/L NaHCO3

溶液衍生化后对样品进行检测分析。以 [2,3,4-13C3]E3 为内标，选用菲罗门 Knietex 色谱柱

（100.0mm×2.1mm,2.6μm），用乙腈-水为流动相，在电喷雾离子（electrospray ioniza‐tion ，

ESI）源正离子模式下，选择多反应监测（multiple reaction monitoring ，MRM ）模式进行检测。 

结果  以 0.1%甲酸乙腈和 0.1%甲酸水为流动相，进样量 30 μL ，流速 300 μL/min，11min 梯度洗

脱作为色谱条件。以离子对质荷比（m/z）430→366 和（m/z）430→288 作为雌三醇的定量和定

性的监测离子对，以（m/z）433→369 作为内标的监测离子对。在去簇电压（DP）45,碰撞能量

（CE）36 的条件下建立了质谱方法。该方法低值样品 3 天的批内精密度和批间精密度分别是

4.96%、4.48%、6.13%、7.10%， 中值样品 3 天的批内精密度和批间精密度分别是 3.58%、

4.31%、4.17%、5.03%，高值样品 3 天的批内精密度和批间精密度分别是 4.84%、4.78%、

4.63%、4.95%。正确度低值标准品和高值标准品的偏移分别是-10.02%和-2.15%，低值标准品和

高值标准品的回收率分别是 90.00%和 97.85%，最低检测限为 0.5ng/ml。所有性能指标都满足临

床样品的分析要求。 

结论  基于 ID-LC-MS/MS 衍生法测定血清游离雌三醇的检测方法灵敏度高、准确性好，可以用于

临床血清样品中游离雌激素水平的定量分析。 

 
 

PU-0134 

胸痛中心优化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诊疗流程的效果评价 

 
周琰,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00 

 

目的  评价胸痛中心通过流程优化对提高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患者救治疗效的影响。 

方法  入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急诊科 2016 年 8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 ACS 患者（胸痛

中心成立前 285 例，胸痛中心成立后 321 例）。观察胸痛门诊成立后，优化的救治流程对 ACS 患

者入门至第一次 cTNT 结果报告时间；心电图报告时间至第一次 cTNT 结果报告时间；入门至确诊

ACS 的时间；入门至接受 PCI 手术时间，改善 ACS 患者预后的影响。 

结果   胸痛中心成立后，ACS 患者入门至第一次 cTNT 结果报告时间（14.82±5.26 min vs 

56.02±15.2min；P<0.0001）、心电图报告时间至第一次 cTNT 结果报告时间（P5-P95 [12-

39min]，P50 36min vs P5-P95 [21-67min]，P50 42min ; P<0.0001 ）；入门至确诊 ACS 的时间

（P5-P95 [12-42min]，P50 30min vs P5-P95 [163-408min]，P50 213min ; P<0.0001）；入门至

接受 PCI 手术时间（P5-P95 [2-100 h]，P50 45.5h vs P5-P95 [19-117h]，P50 50h；P＞0.05）明

显缩短；术中支架数量和术前 LVEF 水平和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相关。 

结论  成立胸痛中心，通过流程优化缩短 ACS 接诊时间，有效提高治疗效率。 

 
 

PU-0135 

糖化白蛋白与糖尿病患者微血管病变的相关性研究 

 
周逸雯,高姚怡,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00 

 

目的  探讨糖化白蛋白与糖尿病患者微血管病变的相关性。 

方法  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2 月入我院就诊的糖尿病患者 300 例，采用液态酶法检测血清 GA 并

检测糖化血红蛋白等其他生化指标，记录患者身高、体重、糖尿病病程等信息。 

结果  糖尿病微血管病变患者的 GA 值明显高于非微血管病变患者（P<0.05），而大血管病变患者

与非大血管病变患者的 GA 值无明显差异。经过 Person 相关性分析，发现 HbA1c、GLU、TB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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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 与 GA 呈正相关（R>0，P<0.05），而 BMI 指数、CREA、UA 及 HCY 则与 GA 呈负相关

（R<0，P<0.05）。由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GA 是微血管病变的危险因素，同时也是微

血管病变的亚类肾脏病变和周围神经病变的危险因素。而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模型表明 GA

是周围神经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OR 值为 1.048，95%CI 为 1.009~1.088）。对 GA 水平进行

ROC 分析，GA 的 AUC 为 0.706，95%可信区间为 0.655~0.757，取 Youden 指数(敏感度＋特异

度–1)最大点对应诊断界限值为 17.9%，此时诊断糖尿病大血管病变的敏感度为 0.539，特异度为

0.796。 

结论  GA 与糖尿病微血管病变密切相关，是微血管周围神经病变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而与大血

管病变无明显关联。 

 
 

PU-0136 

Point-of care measurement of procalcitonin in finger-prick 
samples compared with venous whole blood samples 

 
Xuhua Mao,Junming Tang,Yan Jiang,Junjie Lu 

Yixing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Procalcitonin (PCT) measurement is routinely used in suspected bacterial infected 
patients for disease diagnosis, prognosis and guidance of antibiotic therapy. Finger-prick 
sampling is a promising alternative strategy for monitoring PCT concentrations which is more 
suitable for infant patients and patients requiring frequent testing.  
We performed quantum dots-based lateral flow immunochromatographic assay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of PCT concentration between finger-prick samples and venous whole blood samples 
in ICU patients.  
Methods 148 finger-prick whole blood samples and venous whole blood samples were drawn at 
the same time from suspected sepsis patients and analyzed by Quantum dots-based lateral flow 
immunochromatographic assay. Within-run imprecision of the assay at concentration of 0.5 ng/ml 
and 10 ng/ml was 8.4% and 6.3%, respectively. The assay also showed good agreement with 
Roche ELECSYSTM B·R·A·H·M·STM PCT assay testing plasma samples. 
Results Passing-Bablok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Bland-Altman analysis found that finger-prick 
samples and venous whole blood samples showed good agreement when PCT concentration < 
10 ng/ml. However, the bias and 95% limit of agreement increased greatly when PCT 
concentration was higher than 10 ng/ml.  
Conclusions Thus, finger-prick blood sampling is promising in the care of bacterial infected 
infants and other patients who require frequent measurement of PCT but is not acceptable for 
septic shock patients. 
 
 

PU-0137 

脑梗死患者治疗前后血浆同型半胱氨酸的变化分析 

 
杨建 

安徽桐城市中医院 

 

目的  探讨脑梗死患者治疗前后血浆同型半胱氨酸变化的检测对于疾病诊断和治疗的重要意义和价

值。 

方法  选取我院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 64 例脑梗死患者和同期接受体检的 60例

健康体检者进行分组对照研究，前者为观察组，后者为对照组，观察组患者接受治疗前后血浆同型

半胱氨酸水平的检测，而对照组受检者于同期接受相同的检验，观察血浆同型半胱氨酸的变化，比

较两组之间的差异，并根据其检测结果，对观察组患者实施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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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前后，观察组患者的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均高于同期接受检查的对照组患者（P＜

0.05）。与治疗前相比，观察组患者的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水平 [（32.42±0.22）μmol/L＜

（51.64±0.34）μmol/L]、NIHSS 评分 [（9.05±1.96）分＜（20.24±3.06）分 ]相对更低（P＜

0.05），而 Fugl-Meyer 评分[（79.93±6.85）分＞（59.42±5.56）分]以及各项生活质量评分相对更

高（P＜0.05）。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为 95.31%。 

结论  脑梗死是由于脑部血液供应障碍引发的脑血管疾病，对患者的脑血管和神经组织造成严重的

损害，危急患者的生命健康安全。由于病发猝然，需要快速实施溶栓、抗凝以及脑保护等治疗方

法，以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控制病情进展。脑梗死患者经有效的治疗后，仍然会出现半身不

遂、言语智力障碍等后遗症，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患者的恢复进程[1]。患者在病发后，需要及时、

快速的接受治疗，以有效控制病情的进展，进而挽救患者的生命安全。脑梗死患者治疗前后血浆同

型半胱氨酸的变化，能够准确反映出患者的治疗和预后情况，为疾病的临床诊疗提供了重要的指

导。 

 
 

PU-0138 

吸烟对糖尿病前期患者糖脂代谢、氧化应激反应的影响 

及干预对策分析 

 
黄红樱,陈玉明,黄茜 

火箭军广州疗养院检验科 

 

目的  分析吸烟对糖尿病前期（PDM）患者糖脂代谢、氧化应激反应的影响及干预对策，为疾病的

预防和治疗提供可靠依据 

方法  选取 2014 年 5 月至 2017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 PDM 患者 216 例为研究对象，其中吸烟者纳入

吸烟组（n=160），非吸烟者纳入不吸烟组（n=56），比较两组糖脂代谢指标 [空腹血糖

（FPG）、餐后 2h 血糖（2hFPG）、糖化血红蛋白（HbA1c）、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

（TG）]、氧化应激指标[丙二醛（MDA）、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高浓度晚期糖基化终产物（AGEs）]，并将吸烟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对照组各 80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干预，观察组另给予生活方式干预，比较两组干预效果。 

结果   吸烟组 FPG、2hFPG、HbA1c、TC、TG 水平高于不吸烟组（P＜0.05）；吸烟组 MDA、

AGEs 高于不吸烟组，而 GSH-Px、SOD 低于不吸烟组（P＜0.05）；干预 1 年后，观察组 FPG、

2hFPG、HbA1c、TC、TG、MDA、AGEs 低于对照组，而 GSH-Px、SOD 高于对照组（P＜

0.05）；干预后观察组吸烟率、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体质量、能量摄入量低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吸烟会加重 PDM 患者糖脂代谢紊乱，影响患者的糖脂代谢，增加氧化应激反应。采用生活

方式干预能明显改善吸烟的 PDM 患者糖脂代谢紊乱的这种状态，有助于降低吸烟率及对患者预

后，可获得良好效果，值得在临床上实践，有推广应用价值。 

 
 

PU-0139 

儿童呼吸系统疾病 SAA 应用价值分析 

 
王日晨,陈玲 

大连市儿童医院,116000 

 

目的  通过对大连市儿童医院内住院患儿血清淀粉样蛋白 A(serum amyloid A, SAA)、C-反应蛋白

(C-reactive protein, CRP)、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 PCT)检测的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分析不同年

龄段患儿 SAA 诊断呼吸系统疾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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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随机选取 304 例在 2017 年 9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于大连市儿童医院进行 SAA、CRP、

PCT 检测的住院的患呼吸系统疾病患儿，并依据患儿的年龄进行分组：婴儿期(0~3 岁)、幼儿期

(3~7 岁)、青少年期(7~18 岁)。采用免疫比浊法和免疫荧光法对标本 SAA、CRP、PCT 测定值进

行测定，记录测定数据，然后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SAA 与 CRP、PCT 相比在总体上阳性率最高，在婴儿、幼儿、青少年三个年龄组中与

CRP、PCT 在诊断呼吸系统感染上的差异都有统计学上的意义(P < 0.05)。 

结论  在儿童呼吸系统疾病中，SAA 较 CRP、PCT 表现出更高的敏感度，能够很好的辅助病毒性

感染与细菌性感染的鉴别诊断，指导临床抗生素的合理应用。 

 
 

PU-0140 

HMAM 基因表达和 CXCL16 以及 CA153 在乳腺癌诊断中的应用 

 
邓君 

四川省人民医院,610000 

 

目的  探讨人乳腺珠蛋白（human mammaglobin,HMAM）、趋化因子 CXCL16(CXC chemokine 

ligand 16，CXCLl6)和 CA153 在乳腺癌诊断和治疗监测中的应用。 

方法  采用 FQ-PCR 检测 50 例健康女性体检者、134 例良性乳腺肿瘤、129 例乳腺癌和 104 例其

他肿瘤组外周血中 HMAM mRNA，化学发光法检测 CA153，ELISA 检测 CXCL16，分析与乳腺癌

患者临床组织学分期的关系，以及手术前后的差异。 

结果  乳腺癌组的 HMAM、CA153、和 CXCL16 均高于正常对照组和良性乳腺疾病组，乳腺癌组的

HMAM 和 CA153 高于其他肿瘤组，而 CXCL16 则无显著性差异；HMAM、CA153、和 CXCL16

在手术后有显著下降；在乳腺癌组中,随着临床分期的升高，HMAM、CA153 和 CXCL16 递增，Ⅲ

+Ⅳ期显著高于 I+II 期；CA153 和 CXCL16 联合检测可提高对乳腺癌灵敏度和阴性预测值；

HMAM、CA153、和 CXCL16 联合检测可提高特异性和阳性预测值。 

结论  HMAM 和 CA153 对乳腺癌预后有一定的预测作用，HMAM、CA153、和 CXCL16 对术后随

访有意义，联合检测有助于提高对乳腺癌诊断的特异性。 

 
 

PU-0141 

可溶性 ST2:一种用于稳定血透患者中 

筛查心血管疾病的新型生物标志物 

 
张春燕 1,2,潘柏申 1,2,王蓓丽 1,郭玮 1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00 

2.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检验科 

 

目的  肿瘤形成抑制素 2 (ST2)已经成为心血管病患者临床有用的预后标志物。由于心血管疾病是血

液透析患者预期寿命降低的最常见原因，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 sST2 在血液透析患者中的预后价

值，并探讨其预测心血管事件的潜在价值。 

方法  检测 471 例稳定性血液透析治疗患者的 ST2 血清浓度，并随访 2 年。研究 ST2 水平与包括

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死亡率的复合终点之间的关系。 

结果  在 2 年随访期间，有 26 例患者（5.52％）死亡。最常见的死亡原因是心血管疾病（18 例，

78.26％）。存活患者血清 ST2 水平的中位数（25th-75th 百分位数）为 31.81（17.70-38.83）

pg/ml，明显低于死亡患者（P=0.012）。采用单变量 Cox 回归分析显示，sST2 的全因死亡风险比

（RR）为 7.79（95％CI 1.6-37.8; P = 0.011），心血管死亡的 RR 为 5.199（95％CI 0.868-

31.129; P = 0.072）。采用调整所有临床变量和生物标志物的多变量模型分析显示，sST2 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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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预测价值，全因死亡的 RR 为 3.007（95％CI 1.454-12.909; P = 0.004），心血管死亡的

RR 为 3.616（95％ CI2.184-10.178; P = 0.022）。 

结论  血液透析治疗患者血浆 sST2 浓度增加是长期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的独立预测因子。 

 
 

PU-0142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检测血浆伊马替尼方法建立和性能验证 

 
周逸雯,莫惠芳,陈方俊,郭玮,潘柏申,王蓓丽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00 

 

目的  建立一种稳定的伊马替尼的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检测方法（UPLC-MS/MS），并对此进

行性能验证。 

方法  标本使用 EDTA-K2 抗凝管进行采集，离心后进行检测。以同位素氘代伊马替尼作为内标

（IMA-D8），采用 BEH C18 色谱柱进行分离。流动相为 0.1%甲酸水和纯乙腈，梯度洗脱；使用

Waters® Xevo™ TQ MS ACQUITY UPLC® System 建立方法，并根据《液相色谱-质谱临床应用

建议》对该方法的特异性、携带污染、线性、重复性、定量检测限、不精密度、准确性、稳定性等

进行性能评价。 

结果  该方法检测的伊马替尼内标品及伊马替尼的质荷比分别为 502.3→394.2 和 494.2→394.2，

色谱保留时间分别为 1.25min 和 1.26min。该方法的定量下限为 5ng/mL，线性范围为 5-

2000ng/mL，临床可报告范围为 5-40000ng/mL，并通过了特异性、携带污染、线性、重复性、不

精密度、准确性、稳定性等进行性能评价。 

结论  本实验建立了可靠的检测血浆伊马替尼的 UPLC-MS/MS 方法，适合于临床应用。 

 
 

PU-0143 

液相串联质谱法检测血浆肾素活性的方法学建立和临床应用评估 

 
周逸雯 1,徐雯 1,秦嘉倩 1,潘柏申 1,郭玮 1,卞华 2,王蓓丽 1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00 

2.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内分泌科 

 

目的  利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平台（LC-MS/MS）建立一种稳定的血浆肾素活性（PRA）检测方

法，以早期筛查高血压患者中的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PA）。 

方法  以 13C 与 15N 作为内标，采用 Phenomenex Kinetex C18 进行分离，柱温 55℃。流动相为

0.2%甲醇水溶液和 0.2%甲酸甲醇溶液；流速为 0.5 ml/min；梯度洗脱。使用 AB SCIEX 

ExionLC™ QTRAP® 6500 LC-MS/MS 系统建立方法，并对该方法进行性能评价。入组 2017 年 11

月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体检的 296 名表面健康人群建立生物参考区间，收集 2017 年 12 月在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就诊获得医嘱检测 PRA 的 360 名高血压患者样本对 LC-MS/MS 和放射免疫

法（RIA）进行方法学比较。使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该方法通过了特异性、基质效应、携带污染、重复性的性能评价。PRA 的检测线性范围为

0.084～30 ng/ml/h；PRA 的定量下限为 0.084 ng/ml/h；天间和批间的精密度 CV 均小于 15%；回

收率结果为 102.4%～110 %；标本采集后即刻分离所得血浆，与全血保存 5h 后分离所得血浆样本

检测结果无统计学差异（P=0.14，P>0.05），血浆标本可在室温、4℃冷藏和-20℃冷冻情况下稳

定 15h；建立的生物参考区间为 20.25～5.12 ng/ml/h（立位）；与 RIA 比较，结果相关性较好

（r2=0.81,P＜0.05），但存在-18.5%的偏倚；LC-MS/MS 所得 PRA 的醛固酮/肾素活性比值

（ARR）对 PA 的诊断特异性与灵敏度分别为 96.3%与 91.0%，诊断性能更佳（AUC：0.983 vs 

0.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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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我们的研究建立了准确检测 PRA 的 LC-MS/MS 方法，适合于临床早期快速筛查 PA。 

 
 

PU-0144 

六西格玛在评价肿瘤标志物分析质量上的应用研究 

 
杨伏猛,刘倩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来源的允许总误差(TEa)导出的西格玛(σ)度量在肿瘤标志物分析质量上的应用价

值。 

方法  应用四个不同的 TEa 标准、2017 年卫生部临检中心第一次室间质量评价的数据作为偏倚以

及室内质控数据累积的变异系数(CV)作为不精密度来计算 2 个批次的 σ 值，分析不同标准的 σ 度

量在肿瘤标志物分析质量上的差异；根据质量目标指数(QGI)采取改进措施；并依据 σ 度量水平选

择合适的质量控制规则。 

结果  依据生物学变异导出的“适当的”标准得出的 σ 值较高，其 σ≥6 的肿瘤标志物比例为 16.7%，

而依据其余三个标准，则未见 σ≥6 的肿瘤标志物；CEA、AFP、CA199、CA125 及 CA153 需要在

精密度上进行改进，tPSA 则需同时在精密度和正确度上进行质量改进；依据我国室间质评标准得

出的 σ 水平，CEA、AFP、CA125 和 CA153 采用 13s/22s/R4s/41s多规则进行室内质控，CA199 采

用 13s/22s/R4s/41s/8x多规则进行室内质控，tPSA 则采取最大限度的质控规则进行室内质控。 

结论  6σ 能够对肿瘤标志物的分析性能进行合理的评价，在肿瘤标志物的质量管理方面具有重要的

应用价值。 

 
 

PU-0145 

二甲苯防腐剂对 24h 尿蛋白定量检测的影响研究 

 
刘倩,杨伏猛,梁伟,郭敏,付梅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肿瘤医院,222000 

 

目的  分析尿液标本不同保存方法对 24h 尿蛋白检测结果的影响，探讨留取 24h 尿液适宜的保存方

法。 

方法  在同一时间收集尿液后，分别加入防腐剂和不添加防腐剂，在不同保存温度、不同保存时间

的条件下，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防腐剂、温度、保存时间三种因素对 24h 尿蛋白检测结果的影响。 

结果  不论尿液中是否加入二甲苯防腐剂，在 2-8℃、18-28℃以及 37℃三种温度条件下保存 24h

后，各组 24h 尿蛋白检测结果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加有二甲苯防腐剂的尿液标本，在 2-8

℃、18-28℃以及 37℃三种温度条件下分别保存 24h、48h 和 72h 后，各组 24h 尿蛋白检测结果均

无统计学差异(P>0.05)；无防腐剂的尿液标本，在 2-8℃条件下分别保存 24h、48h 和 72h 后，24h

尿蛋白检测结果无统计学差异(P>0.05)，在 18-28℃以及 37℃条件下分别保存 24h、48h 和 72h

后，24h 尿蛋白检测结果稳定性分别保持在 48h 和 24h，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5)，且 2-8

℃条件下，尿蛋白检测结果的稳定性显著优于 18-28℃以及 37℃的保存条件。 

结论   24h 尿蛋白测定的标本可以在无二甲苯防腐剂条件下进行室温保存，该方法安全、简便、可

行，建议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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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46 

血清标本溶血对生化仪检验指标的影响的研究观察 

 
孙宝 

丹东市中心医院(原:丹东市第二医院),118000 

 

目的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本院行体格检查的 150 例健康志愿者作为研究对象，抽取

每一位研究对象的 4ml 静脉血，均分到 2 支试管中，其中 1 支试管作为未溶血组，另一支试管作为

溶血组，未溶血组血液样本离心后去上清待测，溶血组选择自然凝固法待测，分别测定两组试管的

相关生化指标。 

方法  所有研究对象均被告知在抽血前 12h 禁食，抽取每一位研究对象的 4ml 静脉血，均分到 2 支

试管中，其中 1 支试管作为未溶血组，另一支试管作为溶血组，未溶血组血液样本离心后去上清待

测，混匀后在离心机以 3000r/min 的速度进行离心，共离心 10min，离心后去掉上清液。溶血组选

择自然凝固法待测，分别测定两组试管的相关生化指标，生化仪采用日立 7600-020 型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试剂盒选用迈锐公司提供的试剂盒，检验操作步骤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结果  溶血组与未溶血组的 TC、TG、HDL、TBIL、DBIL、ALB、LDL 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均有 P＞0.05。溶血组的 α-HBD[（372.12±12.35）U/L vs （151.42±11.59）U/L]、γ-

GT[（75.46±6.22）U/L vs （28.85±5.41）U/L]、LDH[（369.38±13.42）U/L vs （154.51±8.22）

U/L] 、 AST[ （ 76.48±7.79 ） U/L vs （ 28.89±3.31 ） U/L] 、 ALT[ （ 36.36±6.14 ） U/L vs 

（20.02±2.24）U/L]、CK[（95.76±11.14）U/L vs （60.24±5.34）U/L]、TP[（79.29±6.56）U/L 

vs （66.35±3.35）U/L]水平均显著高于未溶血组，均有 P＜0.05。 

结论  应该避免溶血 

 
 

PU-0147 

联合检测 ADA 和 PCT 在结核性胸膜炎诊断中的价值 

 
王晓芳 

丹东市第一医院,118000 

 

目的  研究并分析检验 ADA 与 PCT 在结核性胸膜炎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在 2017 年 3 月-2017 年 10 月期间收治并确诊的结核性胸膜炎患者 30 例组成研究

组，选取我院同期收治住院非结核性胸膜炎患者 30 例为对照组。两组患者均采用酶偶联谷氨酸脱

氨酶反应连续监测法检测血清 ADA，再采用干式免疫荧光法对血清 PCT 进行检测，对比分析两组

患者的血清 ADA 以及血清 PCT 的含量。 

结果  研究组患者的胸水 ADA 值（51.34 ±3.19）U/L 显著高于对照组（20.31 ±1.34）U/L，而且研

究组血清 ADA 值（23.31 ±3.14）U/L 也明显高于对照组（20.15 ±2.10）U/L；研究组中患者血清

中 PCT 含量为（1.31±0.14）ng/ml，显著高于对照组（0.01±0.003）ng/ml（P＜0.05），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ADA 以及 PCT 对于诊断结核性胸膜炎以及非结核性胸膜炎具有诊断性意义，临床应用价值

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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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48 

Serum SP70 is a sensitive predictor of chemotherapy 
response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Jingping Liu1,2,Wei Zhang1,2,Min Gu1,2,Yazhou Ji1,2,Lu Yang1,2,Xiangjun Cheng1,2,Xuelian Xiao1,2,Jian 

Xu1,2,Chunrong Gu1,2,Jiexin Zhang1,2,Shichang Zhang1,2,Dan Chen1,2,Shiyan Pan1,2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National key clinical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cine， 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 

 
Objective SP70 is a novel tumor biomarker in patients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However, its role as a marker for predicting the response to chemo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advanced NSCLC has not been investigated. 
Methods A total of 152 patients were enrolled. Serum SP70,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 
cytokeratin 19 fragment (CYFRA21-1), and neuron-specific enolase (NSE) were detected before 
and after 2 cycles of chemotherap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tumor biomarker levels and 
chemotherapy responses and their association with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 
mutation status and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were analyzed. 
Results Serum SP70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chemotherapy in the partial 
remission (PR) group (P < .001) and increased in the progressive disease (PD) group (P < .001), 
but not significantly changed in the stable disease (SD) group (P = .114). Although similar 
changes were observed on CEA and CYFRA21-1 levels but not NSE, ROC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SP70 is superior to the others. Additionally, patients with EGFR mutation had 
higher serum SP70 levels and tissue SP70 expression than patients without EGFR mutation (P 
= .014 and P = .002, respectively). The median PFS of patients with decreased SP70 levels after 
chemotherapy was longer than that of patients with stable or increased serum SP70 level (24 
months vs 12 months vs 2 months, P < .001), and the differences of all other 3 tumor markers 
were not obvious. 
Conclusions Serum SP70 is a sensitive and real-time indicator of chemotherapeutic efficacy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NSCLC and related to PFS. 
 
 

PU-0149 

血脂检测对糖尿病患者评估的临床应用价值 

 
高倩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目的  探讨分析血脂检测对于糖尿病患者的临床应用价值，进一步监测和控制疾病的发生发展。 

方法  随机选取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3 月本院收治的糖尿病患者 156 例作为观察组，其中男性患

者 75 例作为糖尿病 A 组，女性患者 81 例作为糖尿病 B 组；空腹血糖在 6.1-11.1 mmol/L 之间的患

者 80 例作为糖尿病 C 组，空腹血糖大于 11.1 mmol/L 的患者 76 例作为糖尿病 D 组。同期选取在

本院健康体检中心体检合格者 150 例作为对照组，包括 76 名男性体检者和 74 名女性体检者。通

过检测观察组和对照组的血脂水平，分析比较各组间血清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的含量。 

结果  糖尿病观察组中 TC、TG、LDL-C 的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且 TG 与 LDL-C 的水平高于

正常参考值的上限，而 HDL-C 的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糖尿病 A 组与 B 组之间 TC、LDL-C

和 HDL-C 水平没有统计学差异；而 A 组与 B 组相比较，TG 水平显著低于 B 组；糖尿病 D 组中

TC、TG、LDL-C 水平显著高于糖尿病 C 组，而 HDL-C 水平明显低于糖尿病 C 组。 

结论  血脂异常与糖尿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因此血脂水平联合检测能有效评估糖尿病患者的病

情发展，预防致死致残并发症的发生，同时也能实现糖尿病的早期筛查和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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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50 

血清镁与血浆镁的结果差异的研究分析 

 
黄瑶楠,皇海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目的  研究血清与血浆两种不同基质中血镁的测定结果有无明显差异。  

方法  挑选 50 例同时抽取黄帽采血管（血清）与绿帽采血管（血浆）的患者标本，覆盖血镁测量区

间（包括超出参考区间的高值）同时离心前处理，在同一仪器上测定镁，比较 50 例患者血清镁与

血浆镁测定值的差异。  

结果  血清镁测定结果高于血浆镁测定结果，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血清镁与血浆镁测定结果存在统计学差异，血镁报告解读分析时应予以重视，可设立血浆镁

测定正常参考范围。 

 
 

PU-0151 

结直肠癌筛查标志物的临床价值 

 
黄斐,邬升超,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00 

 

目的  本文探讨了多种结直肠癌筛查标志物的临床价值。 

方法  从标志物的临床性能、检测技术、经济效益及患者依从性四个方面分析了比较化学法粪隐血

试验、免疫法粪隐血试验、粪便 DNA 标志物、丙酮酸激酶 M2、血浆 Septin9 基因甲基化检测、癌

胚抗原和糖类抗原 199 对于结直肠癌筛查的应用价值。 

结果  FOBT，FIT，Septin9，M2-PK 和粪便 DNA 检测都是目前研究较多的结直肠癌筛查标志物。

虽然 FOBT 和 FIT 对于消化道疾病的假阳性率高，但是灵敏度和特异性都可以满足结直肠癌筛查的

要求，并且费用低、方法快捷，是目前大规模结直肠癌筛查的最优选择。Septin9 甲基化检测是近

些年来新出现的结直肠癌筛查手段，但是对于早期结直肠癌的检出率不高、对于癌前病变和腺瘤不

敏感，仍需评估在高危无症状人群中筛查结直肠癌的表现。M2-PK 是粪便蛋白标志物，直接反应

肿瘤细胞的含量，但是它特异性不高，不能作为单独的结直肠癌筛查标志物。粪便 DNA 检测由于

是多种标志物的联合运用，敏感度特异性高，在结直肠癌筛查中有良好的临床表现，但检测费用昂

贵，不适用于大规模人群的筛查。直肠镜加病理诊断是结直肠癌诊断的金标准，但是在检查前病人

需要做大量肠胃道准备，检查时需暴露隐私部位，作为侵入性手段，许多无症状人群会拒绝肠镜检

查，病人的依从性十分低。 

结论  不同标志物筛查结直肠癌各有优缺点。联合使用筛查标志物能提高结直肠癌的早期检出率。 

 
 

PU-0152 

上海市友谊路社区街道人群 

心血管疾病发病情况调查和危险因素分析 
 

周佳烨 1,施美芳 2,李懿皞 1,沈隽霏 1,李钢 2,郭玮 1,潘柏申 1,王蓓丽 1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00 

2.宝山区友谊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目的  运用前瞻性巢式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探索用以预测心血管疾病终点事件发生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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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上海市宝山区友谊社区街道居民的流行病学资料，抽取其血清标本进行相关的生化、免

疫项目的检测，并运用巢式病例对照研究的方式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分析相关生化、免疫指

标对于预测心血管终点事件发生的相关性。 

结果  存在心血管终点事件发生的病例组和对照组的空腹血糖（GLU）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P<0.05），而 GLU、铁蛋白 TDB、C 反应蛋白 CRP 预测心血管终点事件发生的存在统计学意

义，GLU 作为心血管疾病终点事件发生的预测指标（P<0.05）。 

结论  GLU 可以作为心血管疾病终点事件的预测指标，是其发生的独立风险因素，对于心血管疾病

的预测和管理需要我们对空腹血糖、C 反应蛋白和铁蛋白进行长久的监测。 

 
 

PU-0153 

血清生化项目和 PCI 治疗患者冠脉狭窄程度相关性研究 

 
王蓓丽 1,李辉军 2,伍严安 3,戴婉如 3,李懿皞 1,郭玮 1,潘柏申 1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00 

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430000 

3.福建省立医院,350000 

 

目的  探索血清临床生化指标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患者冠脉狭窄程度的相关性，并对三家医院相关的检验项目的结果一致性进行初步比较。 

方法  收集上海、武汉和福建三家医院的诊断为冠心病（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heart disease, 

CHD）并接受 PCI 术进行治疗和诊断的患者共计 574 名，对其血清生化指标进行检测，并根据其

PCI 术中结果计算 Gensini 积分，分析各检测指标和冠脉狭窄程度（用 Gensini 积分表示）的相关

性。 

结果  在冠心病患者中，脂蛋白 a[lipoprotein a, Lp(a)]、空腹血糖（glucose, GLU）和天门冬氨酸

氨基转移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和患者的冠脉狭窄程度具有统计学的相关。 

结论   冠心病患者的血清 Lp(a)和 GLU 与 CHD 患者冠脉狭窄程度显著相关，对患者冠脉狭窄程度

的判断具有重要意义；而 AST 和 CHD 患者的冠脉狭窄情况虽然具有统计学的意义，但仍需更多研

究证实。 

 
 

PU-0154 

1，5-无水山梨醇的性能验证及临床应用 

 
周佳烨,沈若坚,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00 

 

目的  评价 1，5-无水山梨醇（1，5-AG）检测试剂盒的性能指标，正确度、精密度、线性范围，建

立 1，5-AG 的表面健康人群的参考区间，评估 1，5-AG 在糖尿病慢性、急性并发症，以及糖尿病

重症患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表面健康人群 120 例建立 1，5-AG 的正常参考区间。收集 204 例各年龄段的糖尿病重

症（心肌梗死、脑梗塞）以及急性并发症（酮症酸中毒）患者的标本，用酶法测定 1，5-AG 值，

与健康对照组进行比较，采用 Logistic 二元逐步回归方程分析 1，5-无水山梨醇与糖尿病并发症之

间的关系。 

结果   1，5-AG 正确度、精密度、线性均良好，参考区间为男性 155.12±101.88umol/L，女性

124.10±82.22umol/L；糖尿病阳性组的 1，5-AG 水平显著低于非糖尿病组；心肌梗塞组患者的

1，5-AG 浓度水平明显高于非心梗组；1，5-AG 与空腹葡萄糖、糖化白蛋白（GA）、糖化血红蛋

白（HbA1c）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1，5-AG 为糖尿病发生的独立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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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5-AG 在糖尿病重症及其急性并发症、微血管并发症、大血管并发症的诊断中具有重要价

值，有利于糖尿病患者心肌梗塞预判，并且与空腹葡萄糖、GA、HbA1c 具有良好的相关性。 

 
 

PU-0155 

Intervention of Empagliflozin or Combined with Metformin 
in Type 2 Diabetic Mice Ameliorates the Glucose and Lipid 

Homeostasis 

 
Zhi-guo Wang1,2,Wan-wei Yang1,Shu-xia Wang1,Xiao-dong Mao1,Shu-hang Xu1,Xiao-ming Yao1,Keyang Chen1 

1.Affiliated Hospital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2.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empagliflozin or combined with metformin on ameliorating 
the lipid homeostasis in addition to the glucose in db/db mice and the possible mechanisms 
Methods Forty mouse were randomly divided to five groups: 250 mg/kg/day metformin group 
(DMT1), a combination of 250 mg/kg/day metformin plus 10 mg/kg/day empagliflozin group 
(DMT2), 10 mg/kg/day empagliflozin group (DMT3), control group (NC) and DM group (DM) were 
received 0.5% Natrosol. The treatment period was 4 weeks. Metformin and empagliflozin (in 0.5% 
Natrosol) were administered orally once-daily between 08:00 and 09:00 using a cannula. Before 
randomization and during the treatment period, body weight and caudal vein fasting plasma 
glucose levels (by Blood glucose meters of Arkray) were measured once weekly. On the last day, 
mice were killed under anesthesia.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mpagliflozin or combined with metformi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liver steatosis by reducing the weight of body and liver, decreasing the levels of plasma 
fasting plasma glucose (FPG), hemoglobin A1c (HbA1c), plasma total cholesterol (TC) and liver 
triglyceride (TG), and increasing the level of plasma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 
Further investigation indicated that empagliflozin or combined with metformin markedly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s of Apo A1 gene and protein in the liver of db/db mice. 
Conclusions Our study demonstrated excellent effect of empagliflozin or combined with 
metformin improved the glucose and lipid homeostasis. Thereby, the drugs will benefit patients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 
 
 

PU-0156 

HCY 等生化指标与糖尿病患者大血管病变的关系探讨 

 
颜洁 1,俞佳莹 2 

1.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215000 

2.苏州大学 

 

目的  通过测定糖尿病患者 HCY 及多项生化指标的水平，探讨常用生化指标与糖尿病患者大血管病

变发生的关系。 

方法  筛选出 2016 年 4 月-2018 年 3 月期间，于苏大附二院就诊的糖尿病患者中有颈动脉粥样硬化

病变的患者，作为糖尿病大血管病变组，另设置单纯大血管病变组及单纯糖尿病组。收集各组基本

资料及多项生化指标水平，通过组内及组间资料的数据分析和相关性研究探讨糖尿病患者 HCY 等

多项生化指标与颈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程度的关系。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糖尿病大血管病变的

危险因素，利用 ROC 曲线分析 HCY 对糖尿病大血管病变的诊断价值。 

结果  糖尿病大血管病变组 HCY 水平显著高于单纯糖尿病组；糖尿病大血管病变组与单纯大血管病

变组 HCY 无明显统计学差异。糖尿病大血管病变组中，随着血清 HCY 水平的升高，患者颈动脉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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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程度愈严重。HCY 与 TC、年龄、病程、BUN、CREA、UA、高血压、颈动脉狭窄程度、降压

药、肾脏病变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218，0.267、0.269、0.554、0.716、0.285、0.310、0.278、

0.330、0.369。 

结论  血清 HCY 是糖尿病患者中发生大血管病变的危险因素，检测血清 HCY 水平对于疾病的诊断

与预防具有一定的临床指导作用。 

 
 

PU-0157 

糖化血红蛋白测定对糖尿病临床诊断效能的评价 

 
马艳侠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应用 ROC 曲线探讨糖化血红蛋白（HbAlc）在糖尿病诊断中的临床价值，且判断出糖化血红

蛋白诊断糖尿病的最佳截断值。 

方法  收集 100 例样本，按照 ADA2016 年糖尿病诊断标准空腹血糖 FPG≥7.0mmol/L 或餐后 2h血

糖 2hPG≥11.10mmol/L 分别对所收集样本进行分析，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检测糖化血红

蛋白水平，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对糖化血红蛋白在糖尿病诊断的准确性及特异

度和灵敏度进行评价。 

结果  通过比较，以餐后 2h 血糖≥11.10mmol/L 作为糖尿病诊断标准，建立糖化血红蛋白用于诊断

糖尿病的 ROC 曲线，曲线下面积（AUC）为 0.882，相比其诊断的准确性最好，诊断效能最佳，

对应 HbAlc 的最佳截断值为 6.10%，其对应的诊断的灵敏度为 0.841，特异度为 0.838。 

结论  糖化血红蛋白诊断糖尿病具有敏感性高,特异度强，且影响因素较少的优点，故可作为糖尿病

诊断的理想指标。 

 
 

PU-0158 

西格玛性能验证图对常规化学检测项目性能评价及管理 

 
唐小童,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根据西格玛性能验证图评价常规化学检测项目的性能，使用检验医学信息网提供的软件选择

最佳质控规则，指导实验室质量改进。 

方法  收集沈阳军区总院 2017 年常规化学检测项目的室内质控累积变异系数和室间质评，允许总

误差采用国家标准 GB／T20470—2006 和卫生行业标准 wS／T 403～2012，用医学信息网的专业

软件绘制西格玛性能验证图和制定相应的质控规则，评价常规生化检测项目的性能。 

结果  当使用国家标准时，只有钠、磷和总胆红素 3 个项目 σ< 3，血糖、尿素和胆固醇 3 个项目

3≤σ<4，钾、氯、钙和肌酐 4≤σ<5，总蛋白和白蛋白 5≤σ<6，尿酸、甘油三脂、丙氨酸氨基转移

酶、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碱性磷酸酶、淀粉酶、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铁、镁和谷氨酰基转

移酶 11 项 σ≥6；当使用卫生行业标准时，有磷、血糖、尿素、总蛋白、清蛋白、总胆固醇、总胆

红素和肌酸激酶 8 项的 σ<3， 钾、钠、氯、钙、肌酐、碱性磷酸酶、乳酸脱氢酶和谷氨酰基转移

酶 3≤σ<4，甘油三脂、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和镁 4≤σ<5，尿酸和淀粉酶 5≤σ<6，天门冬氨酸氨基转

移酶和铁 σ≥6。本实验室常规化学项目的检测性能有待提高，西格玛性能验证有利于我们寻找改进

措施，实现精益管理。 

结论  西格玛性能验证图可以评价多个检测项目的性能水平，并制定最佳的质控规则，有利于发现

问题，实现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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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59 

在 2 型糖尿病没有肾功能紊乱的病人，血液和尿液的 β-痕迹蛋白

作为预测肾脏疾病和代谢综合征的潜在的风险指标 

 
郑萍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222000 

 

目的  目的是探讨肾功能正常的 2 型糖尿病患者血、尿中 BTP 水平是否与代谢综合征相关以及与肾

损害程度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009 年 10 月到 2011 年 2 月来自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315 例 2 型糖尿病病人。糖尿

病的病人根据尿白蛋白/肌酐的比值被分为三组：正常蛋白尿，微量蛋白尿，大量蛋白尿。65 名健

康对照来自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健康体检者。 

      βTP 测定采用胶乳增强散射免疫比浊法，计算 BTP 排泄分数，Fe BTP = (尿 BTP［mg/l］× 血

清肌酐［mg/dl) /(血 BTP［mg/l］× 尿肌酐［mg/dl］)× 100。评估的肾小球滤过率用 MDRD 公式

计算，代谢综合征根据国际糖尿病联合会标准。 

结果  Log sBTP 在正常蛋白尿组为-0.238±0.228，微量蛋白尿组-0.119±0.226，大量蛋白尿组

0.002±0.314 mg/L， p<0.001。 Log uBTP 在正常蛋白尿组为 0.484±0.398，微量蛋白尿组

0.840±0.392，大量蛋白尿组 1.179±0.325 mg/g cr，p<0.001。 

     FeBTP 与 UACR, 血肌酐呈正相关。另外通过 ACEi/ ARB 使用调节后，Log UACR 仍然正相关

与 Log sBTP, Log uBTP and Log FeBTP。在 2 型糖尿病正常蛋白尿组，根据代谢综合征的组成

（腹部的肥胖，高血压，下降的 HDL 和高甘油三酯血症），下降的 HDL 的发生率随着 uBTP 四分

位数而增加（26.0%, 28.4%, 30.3%, 34.0%）。 

结论  在 2 型糖尿病没有肾功能紊乱的病人，sBTP 显著的与代谢综合征相关，升高的 BTP 水平可

以有效的预测升高的 UACR 并独立于一般的风险指标。常规的测量 βTP 水平有助于对有可能发生

蛋白尿和代谢综合征病人的风险分层。 

 
 

PU-0160 

血钾水平对不同年龄人群肾素 

-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的影响研究 

 
王宣策,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探讨血钾水平对不同年龄人群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RAAS）系统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5.1～2018.3 我院住院患者 81 例，分别统计了这 81 例患者的年龄、血钾值、肾素

值、醛固酮值以及血管紧张素值，根据年龄分为青年组（Y≤45 岁），中年组（46 岁＜Y≤65 岁）

和老年组（66 岁＜Y≤90 岁），根据血钾水平分为低血钾组（血钾水平＜4.0 mmol/L，n＝39）和

高血钾组 （血钾水平≥4.0 mmol/L，n＝42）。比较两组患者血浆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水

平，比较不同年龄组患者血浆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水平，分析血钾水平与血浆肾素、血管紧

张素、醛固酮的相关性。 

结果  1.统计的 81 例患者中 11~45 岁 25 例（男性 17 例，女性 8 例），46~65 岁 42 例（男性 25

例，女性 17 例），66~90 岁 14 例（男性 6 例，女性 8 例）。2.低血钾组患者血浆肾素、血管紧张

素、醛固酮水平低于高血钾组。3.老年组患者血浆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水平低于中年组，中

年组患者血浆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水平高于青年组。4.直线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血钾水平

与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无统计学意义,没有相关性（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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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高血压好发于中老年人（46~65 岁），其中男性此年龄段占比 59.5%，女性占 40.5%，且

男性多于女性。2.血浆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水平与年龄有相关性，中年组血浆肾素、血管紧

张素、醛固酮水平最高，青年组其次，老年组血浆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水平最低。3.血浆肾

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水平与血钾水平没有相关性。 

 
 

PU-0161 

Preoperative uric acid as efficient predictor of prognosis in 
men with laryngeal squamous cell cancer 

 
Shengjie Li,Wenjun Cao 

Eye &amp;amp;amp; ENT Hospital， Shanghai Medical College， Fudan University 

 
Objective Uric acid (UA) is a major antioxidant molecule and has been hypothesized to have a 
protective effect against cancer-induced oxidative damage.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preoperative levels of serum UA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prognostics of 
laryngeal squamous cell cancer (LSCC). 
Methods This was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814 male LSCC patients (followed up five years) 
and 814 normal control subjects were enrolled from January 2007 to December 2011. The rates 
of total mortality and cancer mortality were 23.46% and 21.36%. The prevalence of overall-
survival (OS),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and cancer-specific survival (CSS)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Kaplan-Meier method.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models were 
evaluated to identify UA as prognostic factors. 
Results The serum UA and UA/Cr ratio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p<0.001 for both) in the 
LSCC group more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applied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model 
analysis found that low levels of UA and UA/Cr ratio were independent poor prognostic factors for 
OS (UA [HR(95%CI) =1.458(1.095–1.942)]; UA/Cr ratio [HR(95%CI) =1.337(1.004–1.780)]), DFS 
(UA [HR(95%CI) =1.504 (1.131–2.001); UA/Cr ratio [HR(95%CI) =1.376 (1.030–1.839)]), and 
CSS (UA [HR(95%CI) =1.494 (1.109–2.012)]; UA/Cr ratio [HR(95%CI) =1.420 (1.049–1.923)]), 
respectively. The high UA (> 0.310 mmol/l) and UA/Cr ratio (> 3.97)-level patients experienced 
five more years of OS, DFS, and CSS than did patients with low UA (< 0.310mmol/l) and UA/Cr 
ratio (< 3.97) levels. 
Conclusions High pre-treatment UA level w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improved clinical outcomes among LSCC patients. 
 
 

PU-0162 

膀胱癌血清 lncRNA 诊断模型的建立 

 
段伟丽 1,王传新 1 

1.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2.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通过检测 lncRNAs 在膀胱癌组织及血清中的表达水平，建立膀胱癌血清 lncRNAs 诊断模

型。 

方法  qRT-PCR 检测候选 lncRNAs 在 80 例膀胱癌及相对应的癌旁正常组织中的表达水平，经数据

分析筛选出差异表达的 lncRNAs 并进一步确证。在 training 阶段，上述初步筛选出的 lncRNAs 继

续在 52 例健康、68 例良性对照及 120 例膀胱癌的血清中进行检测。筛选出在 3 组之间均呈差异表

达的 lncRNAs。建立膀胱癌血清 lncRNA 诊断模型。在 validation 阶段，差异表达的 lncRNAs 在另

外 48 例健康对照者、52 例良性对照者以及 100 例膀胱癌患者血清中验证，并评估膀胱癌血清中建

立的 lncRNA 诊断模型对膀胱癌的诊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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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 13 个候选 lncRNAs 分子中有 11 个 lncRNAs 分子在膀胱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之间呈现差异

表达。在 training 阶段，3 个 lncRNAs 分子在膀胱癌和健康对照组及膀胱癌和良性对照组之间均呈

现差异表达。MEG3 表达量下降，MALAT1 和 SNHG16 表达量升高。MEG3、SNHG16 和

MALAT1 的 AUC 分别为 0.798、0.687 和 0.640。由 MEG3、SNHG16 和 MALAT1 组成的血清

lncRNA 膀胱癌诊断 panel 的 AUC 为 0.865.在 validation 阶段，MEG3、SNHG16 和 MALAT1 在 3

组之间同样呈现差异表达。膀胱癌血清 lncRNA 诊断 panel 的 AUC=0.828，该模型对 Ta、T1 和

T2-T4 期膀胱癌的诊断 AUC 为 0.778、0.805 和 0.880 

结论  血清 MEG3、SNHG16 和 MALAT1 具有较高的膀胱癌诊断价值。血清 lncRNA 膀胱癌诊断模

型对于早期膀胱癌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PU-0163 

泉州地区正常人群 GA 参考值范围的研究 

 
陈清林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第一医院 

 

目的  运用酶学检测糖化血清白蛋白（GA）的方法，建立 GA 在泉州地区正常人群中的正常参考值

范围，并探讨 GA 与性别、年龄、基础生化指标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来我院就诊糖尿病初筛人群，经检查符合入选标准的共 356 例。在检测标准化和保证质

量的前提下，应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严格按照 Lucica GA-L 试剂盒的说明书及 SOP 文件要求进行

参数设置与检测操作。再应用软件统计并分析试验结果。 

结果  ①符合标准纳入研究的 356 例泉州地区正常人的标本 GA 水平服从正态分布，取双侧 95%可

信区间确定参考范围：8.99%～15.83%；②GA 水平与年龄呈正相关，年龄每增加 1 岁，则 GA 水

平增加 0.04%。并且 50 岁以上人群与 20～39 岁人群 GA 水平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③男性 GA 水平高于女性 GA 水平，而且性别之间 GA 水平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④除

尿酸（UA）外，基础生化指标与 GA 水平没有相关性。 

结论  泉州地区正常人群 GA 的参考值范围为：8.99%～15.83%。 

 
 

PU-0164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测定血清 24,25 双羟基维生素 D 方法的建立 

 
禹松林,邱玲 

北京协和医院,100000 

 

目的  建立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同时测定血清 24,25 双羟基维生素 D2（24,25(OH)2D2）和 24,25 双

羟基维生素 D 3（24,25(OH)2D3）的方法。 

方法  采用乙腈和硫酸锌溶液沉淀血清蛋白，之后加入正己烷:乙酸乙酯提取。以稳定同位素标记的

24,25(OH)2D3-d6 作内标。质谱采用正离子电喷雾离子化的多离子反应监测模式，以标准品峰面积

与同位素内标峰面积比制作标准曲线，建立 LC-MS/MS 快速测定 24,25(OH)2D2 和 24,25(OH)2D3

的方法。根据 EP15-A2 文件评价方法的精密度，并初步测定 40 例北京协和医院表观健康体检者血

清中 24,25(OH)D 的含量及其与 25OHD 的比值。 

结果  本实验条件下可同时快速检测血清 24,25(OH)2D2和 24,25(OH)2D3，分析时间仅 7.5min，特

异性高，不受 3-epi 24,25(OH)2D3以及 1,25(OH)2D 的干扰。24,25(OH)2D3重复性和实验室内不精

密度分别为 2.46%~4.81%和 4.33%~7.21%，24,25(OH)2D2 重复性和实验室内不精密度分别为

4.90%~6.87%和 5.82%~9.90%。24,25(OH)2D2 和 24,25(OH)2D3 的加样回收率范围分别为

91.20%-96.60%和 92.8%～105.00%。 24,25(OH)2D3和 24,25(OH)2D2的定量限分别为为 0.25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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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ng/mL，检测限分别为 0.125 ng/mL 和 0.25 ng /mL。初步分析北京协和医院 40 例体检人群血

清，24,25(OH)2D 的平均值为 0.81±0.43 ng/mL，25OHD/24,25(OH)2D 比值范围为 8.7~37.2，平

均值为 18.9±6.7，性别之间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本研究成功建立了 LC-MS/MS 快捷、准确测定血清 24,25(OH)2D 的方法。 

 
 

PU-0165 

PDCD4 overexpression enhance sensitivity to cisplatin via 
c-Jun N-terminal kinase signaling pathway in bladder 

cancer 

 
栾云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We evaluated the effects of PDCD4 on bladder cancer cell and  to elucidate the  role of 

JNK/c-Jun in BCC 

方 法   BCC were transfected with PDCD4-pcDNA3. The drug sensitivity to cisplatin 

was analyzed. Furthermore, EMT markers were detect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the c-Jun, p-JNK and c-Jun were also tested using western blot. 

结果  Cells proliferation, invasion and tumor growth were inhibition, but apoptosis was enhanced 

in transfected with PDCD4 than control group. Moreover, PDCD4 upregulation epithelial cell 
expression marker but downregulation of mesenchymal cell markers. Furthermore, 
overexpression PDCD4 obviously reduced the levels of p-JNK and p-c-Jun.  

结论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PDCD4,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human bladder cancer cell. 
 
 

PU-0166 

血清乳酸脱氢酶和 β2-微球蛋白检测在非霍奇金淋巴瘤中的应用 

 
王加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乳酸脱氢酶（LDH）及 β2-微球蛋白(β2-MG)水平在非霍奇金淋巴瘤(NHL)诊断、治

疗中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非霍奇金淋巴瘤（NHL）患者在治疗前后血清 LDH、β2-MG 动态水平，并进行随

访，判断血清 LDH、β2-MG 水平与 NHL 临床特征及治疗疗效之间的关系。 

结果  NHL 患者血清 LDH、β2-MG 水平明显升高，Ⅲ-Ⅳ期患者 LDH、β2-MG 水平均显著高于Ⅰ-

Ⅱ期（P<0.05）。治疗完全缓解组 LDH、β2-MG 水平均显著下降，并且 LDH 和 β2-MG 升高组的

生存率低于正常组（P<0.05）。 

结论  LDH 和 β2-MG 的联合检测可提高 NHL 检出率，并对评价 NHL 临床分期、治疗疗效及预后

判断方面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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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67 

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血浆 ApoM 的表达 

及与疾病活动度的相关性研究 

 
贺腊姑 

湘雅二医院 

 

目的  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血浆 ApoM 的表达及与疾病活动度的相关性研究。 

方法  我们选取了 2016 年 6 月至 12 月来我院诊治的 132 例 CAP 患者和 40 例正常健康对照组，并

根据 2016 年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会分会制定的《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将 CAP

患者分为 CAPI 组、CAPII/III 组、重症肺炎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测量疾病组和对照

组血浆 ApoM 的含量，并对其血浆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

载脂蛋白 A(ApoAl)、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载脂蛋白 B(ApoB)及超敏 C 反应蛋白（hs-

CRP）进行检测。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CAP 患者血浆 ApoM、LDL-C、hs-CRP 随着疾病严重程度而增高，HDL-

C、ApoAl 水平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CAP 患者血浆 ApoM 表达水平与 hs-CRP

表达呈显著的正相关性（r=0.267 、P<0.005）。 

结论   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的血浆 ApoM 含量相比于正常对照组显著升高，且与 CAP 疾病活动度

有关，可作为监测 CAP 患者病情发生、发展及治疗效果的生物学标志之一。 

 
 

PU-0168 

糖化血红蛋白在妊娠期糖尿病诊断切点探讨 

 
徐志晔 

南京鼓楼医院 

 

目的  探讨糖化血红蛋白在妊娠期糖尿病诊断中的诊断切点。 

方法  选择孕妇 300 例,其中临床诊断为妊娠期糖尿病者 150 例,正常血糖产妇 150 例,比较两组糖化

血红蛋白与 75g 葡萄糖糖耐量试验水平,统计妊娠期糖尿病组不同糖化血红蛋白诊断界点与灵敏

度、特异度之间的比较,并计算 Youden 指数。 

结果  正常组糖化血红蛋白及 75g 葡萄糖糖耐量试验结果均低于妊娠糖尿病组(P<0.05),Youden 指

数最高为 0.422,相对应的糖化血红蛋白诊断切点为 5.60%,灵敏度为 0.790,特异度为 0.631,阳性预

测值为 0.870,阴性预测值为 0.122。 

结论  使用 ROC 曲线可得知用糖化血红蛋白诊断妊娠期糖尿病具有高敏感性、特异度强等特点,是

一种快速、简便、准确确诊妊娠期糖尿病的方法，其诊断切点为 5.60%。 

 
 

PU-0169 

外周血 IL-37 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中的表达水平及临床意义 

 
黄太宏,王森 

南京市鼓楼医院,210000 

 

目的  研究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 CHB）患者外周血血清中白细胞介素-37（IL-37）

的表达水平，并探讨 IL-37 在慢性乙肝中的作用及意义。 

方法  通过 ELISA 检测 35 例 CHB 患者及 35 例健康对照者血清中 IL-37 的含量；全自动生化仪及

化学发光仪检测 CHB 患者血清中 ALT，AST，HBsAg，HBeAg 的含量，定量 PCR 及 ELISA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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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CHB 患者血清中 HBV DNA 载量及细胞因子 TNF-α，IL-10 的表达水平，并分析 IL-37 含量分

别与 ALT，AST，HBsAg，HBeAg，HBV DNA，TNF-α 及 IL-10 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CHB 患者组血清中 IL-37 的表达水平（437.5 ± 152.7）pg/ml，高于对照组（63.0 ± 2.1）

pg/ml，两组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2.45, P=0.017）。Pearson 相关性分析显示，IL-37 的水

平 与 AST ， HBsAg ， HBeAg ， HBV DNA ， TNF-α 的 水 平 不 相 关 ， 而 与 ALT

（r=0.406,P=0.019），IL-10（r=0.433, P=0.035）的含量呈正相关。 

结论  CHB 患者血清中 IL-37 的水平高于健康对照，IL-37 可能在肝损伤及乙肝慢性化形成中发挥重

要作用。 

 
 

PU-0170 

桥本甲状腺炎患者血清维生素水平的检测和意义 

 
耿聪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116000 

 

目的  观察桥本甲状腺炎(HT)患者血清维生素 A、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E 水平，探讨维生素 A、维生

素 D、维生素 E 与 HT 的关系。 

方法  选取确诊为 HT 的患者 56 例为 HT 组，健康体检者 35 例为正常对照组，检测 2 组研究对象

中血清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 游离甲状腺激素(FT4)、促

甲状腺激素(TSH)、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TGAb)、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及甲状旁腺素

(PTH)水平。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HT 组血清维生素 D 水平和维生素 E 水平均降低(P< 0.05)。HT 组中血清

维生素 D 水平在 20-30 ng/mL 的人数比例高于正常对照组；血清维生素 D 水平低于 20ng/mL 人数

比例高于正常对照组。 HT 组 PTH 水平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 

结论  HT 患者多存在维生素 D 缺乏，且维生素 E 水平低于正常人群，提示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E 可

能在 HT 的发病中起到一定作用。 

 
 

PU-0171 

Prostate cancer heterogeneity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revealed by single cell genome sequence 

 
Lihui Zou,Fei Su,Fei Xiao 

Beijing Hospital 

 
Objective  Prostate adenocarcinoma is a complex genetic disease and its targeted therapy and 
personalized treatment still face challenges due to tumor heterogeneity among different patients, 
individual lesions within the same patient, and even different sites within each lesion. As a result, 
genomic analyses of single prostate biopsies often underestimate the mutational burden that 
contributes to drug resistance and hence treatment failure. 
Methods We performed single-cell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of 17 tumor cells from localized 
lesions with distinct Gleason scores and matched 3 normal cells from two prostatectomy patients 
to decrypt the phylogeny of tumor cells. We provided saturating discovery of recurrent driver 
single nucleotide variants (SNVs), copy number aberrations (CNAs) and genomic 
rearrangements from individual patient at cellular level. 
Results Significant intra- and inter-tumoral heterogeneities were observed at the cellular level, 
reflecting different driver mutations (e.g. copy number variations and fusion genes,) for clonal 
evolutions. This tumor heterogeneity gives rise to extensive branching evolution and cancer clone 
mixing, as exemplified by the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tumor cells harboring distinct mu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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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ns within a single cancer nodule. Few subsets of mutations were shared by either between 
different patients or between cells with different Gleason scores in the same patient, indicating 
earlier or separate clonal cell expansions. 
Conclusions Our study provides the first genome-wide evidence at single-cell level supporting 
that the origin of prostate cancer could be either polyclonal or monoclonal, which has implications 
for treatment decisions for prostate cancer. 
 
 

PU-0172 

人肺腺癌细胞系中 SIRT1 表达与奈达铂敏感性的关系 

 
乔国洪,陈姝颖,汤俊明,毛旭华 

宜兴市人民医院,214000 

 

目的  探讨 5 株人肺腺癌细胞系 HCC827、H1650、H1975、A549 和 H1299 中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1（Sirtuin 1，SIRT1）与奈达铂(Nedaplatin, NDP)药物敏感性的关系。 

方法  采用实时定量 PCR 及 western blot 对 5 株人肺腺癌细胞系中 SIRT1 mRNA 表达水平及蛋白

质表达水平进行检测。NDP 作用于细胞后，用 CCK-8 法检测细胞活力并计算半数生长抑制浓度值

(the half growth inhibition concentration，IC50)。通过 siRNA 干扰技术下调 A549、H1299、

H1650 和 H1975 细胞系中 SIRT1 的表达，采用 CCK-8 法和流式细胞术检测 NDP 对细胞存活率和

细胞凋亡的影响。 

结果  与 HCC827 细胞相比，H1650、H1975、A549 和 H1299 细胞中 SIRT1 mRNA 和蛋白表达

水平均显著上调。A549 和 H1299 细胞对 NDP 的敏感性，显著高于 HCC827、H1650 和 H1975

细胞，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549 和 H1299 细胞转染后经 NDP 处理后，siSIRT1 组细胞存活率明

显高于 NC 组，细胞凋亡率明显低于 NC 组。而在 H1650 和 H1975 细胞中，siSIRT1 组细胞存活

率明显低于 NC 组，细胞凋亡率明显高于 NC 组。 

结论  在 SIRT1 高表达的 A549 和 H1299 细胞中 SIRT1 表达增加了细胞对 NDP 敏感性，而 SIRT1

中度表达的 H1650 和 H1975 细胞中 SIRT1 表达降低了细胞对 NDP 的敏感性，提示在人肺腺癌细

胞中 SIRT1 可能在铂类耐药发挥双重作用。 

 
 

PU-0173 

M 蛋白对生化检测项目的影响 

 
林海标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评估单克隆蛋白（M 蛋白）对 12 项生化检测项目的影响及可能存在的潜在干扰，并验证去

除 M 蛋白干扰的方法同时对干湿化学检测出来的结果进行比较。 

方法  观察 63 例 M 蛋白阳性的标本的检测反应曲线，鉴别出 M 蛋白干扰的样本，采用强生 Vitros 

5.1 FS 干式生化分析仪对检测结果进行验证，并采用生理盐水稀释的方法去除干扰。同时在

ROCHE MODULAR PPI 和强生 Vitros 5.1 FS 干式生化分析仪上测定这 12 项生化检测项目并对检

测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在 63 例样本（M 蛋白浓度 4.09-102g/L）3 中有 54 例样本(85.7%)12 项生化检测项目未出现

明显干扰；9 例样本（14.3%）11 项检测未出现 M 蛋白干扰，其中 1 项 TBIL 的结果出现假性增

高。且常见的干扰类型是 IgG 类的 M 蛋白。干扰样本稀释后基本可除去 M 蛋白的影响。ALT、

ALP、UREA、CK、UA、GLU、GGT 在 PPI 和 Vitros 5.1 上的检测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TBIL、CREA、CK-MB、LDH、AST、CK 的检测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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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 12 项生化检测项目中，TBIL 的检测出现干扰，且用生理盐水稀释可去除干扰，采用干化

学的方法验证标本可得到可信的结果。虽然其他项目的检测未出现干扰曲线，但有些项目的结果还

是存在显著差异，所以在临床检测中应多留意，尽可能在干化学上再次验证结果。 

 
 

PU-0174 

CLSI EP15-A3 在临床生化正确度验证中的应用 

 
徐建华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应用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研究所（CLSI） EP15-A3 在临床生化正确度验证的应用

价值。 

方法  按照 EP15-A3 基本的 5×5 精密度设计方案，利用 IFCC 提供的 Rela A（水平 1）和 Rela B

（水平 2）样本，国家临检中心室间质评样本和 NIST 909C 标准物质样本三种方法分别对肌酐

（Crea）、尿素（Urea）、尿酸（UA）、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葡萄糖（GLU）6

个临床常用生化项目进行正确度验证。每个样本每天 1 批，每批重复 5 次，共 5 天，每个样本获得

25 数据。Grubbs’法计算离群值，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计算用户的批内 SR 和实验室内

SWL，基于 SR和 SWL计算检测结果的均值及其标准误，计算出 TV 及其标准误差，最后计算出 TV

的确认区间，观察平均值是否在确认区间范围内，如通过、则用户证明了候选方法的偏差可接受；

若不通过、则计算均值和 TV 之间的偏差，观察偏差是否小于用户定义的可允许偏差，若是就证明

了候选方法的偏差可接受。否则，需查找原因或与厂家联系。 

结果  6 个生化项目的测定结果均通过 Grubbs’法离群值检查，各项目无离群值。结果显示，本次正

确度验证实验中，除室间质评样本 Urea 水平 1、TG 水平 2 和 GLU 水平 1，NIST 909C 标准物质

样本 TG，Rela 样本 TG 水平 2 的均值不在区间范围内（但偏差均小于实验室可允许误差），其他

水平的均值都在确认区间内。 

结论  运用 EP15-A3 文件进行 6 个生化项目正确度性能验证均通过。CLSI EP15-A3 文件不仅有精

密度验证方案且提供正确度验证方案，统计效能更高，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能满足临床实验室

对分析系统的性能验证。 

 
 

PU-0175 

两项尿液新检测指标在糖尿病肾病诊断中的作用 

 
杨晓燕 

1.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 

2.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心脑血管病医院 

 

目的  探讨尿胱抑素 C（Cys-C）、尿纤维结合蛋白(UFn)诊断糖尿病肾病(DN)患者的临床价值。 

方法  随机选取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7 月的在心脑血管病医院就诊的糖尿病肾病患者（180

例）、临床诊断为糖尿病但无肾损害的高血糖患者（90 例）和体检健康者（50 例）进行检测，并

比较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清中尿 mAlb、Cys-C、Fn 水平，计算各项指标均值，阳性率，分析其对

DN 患者的诊断价值。 

结果  DN 患者尿 mAlb、Cys-C、Fn 均值、阳性率，均高于同期高血糖组和对照者 (P 均＜0.01)，

提示尿 mAlb 与空腹血糖的控制水平呈正相关，且 Cys-C 与尿 mAlb 呈正相关。 

结论  尿 Cys-C 与 UFn 两项检测在糖尿病肾病的早期诊断中有重要临床价值，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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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76 

A mutation with natural “GA” inserts in G-Quadruplexes  
of CXCL12/SDF-1α 3’UTR: identification, characterization,  

and functional impact on mRNA splicing 

 
Xiuying Zhao 

Beijing Tsinghua Changgung Hospital 

 
Objective The CXCL12 gene produces a series of transcription variants via different splices in its 
3’ end.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biological activities of these transcripts 
and the mechanisms involved in the regulation of CXCL12 transcriptions. 
Methods A novel mutation was identified from the conserved 3′UTR of the CXCL12α transcripts. 
This mutant transcript was named CXCL12-3′GA+ (GA+). 
Results The mutation occurred at an allele frequency of 13.2% in healthy Chinese volunteers 
and 13.0% in Chinese HIV patients. However, its frequency in healthy Caucasians was 22.6%,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either healthy or infected Chinese volunteers. Molecular constructs 
containing the 3′UTR revealed that the GA+ allele c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gene expression 
relative to the WT allele. Further studies found that the WT allele was associated with production 
of a 225-bp non-functional minor transcript isoform (MTI) due to autosplicing out exon 2 in the 
transcript. The PBMCs from the WT/WT and WT/GA+ carriers was found to produce the MTI, but 
not the GA+/GA+ carriers. Additionally, in PBMCs, the GA+ allele was preferentially transcribed 
from WT/GA+ carriers. Genomic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GA+ mutation is located in a G-
quadruplex structure next to a cluster of significant ARE regulation elements in the 3′UTR. 
Conclusions Our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a GA insert mutation in the 3′UTR of CXCL12α may 
affect gene expression at the transcriptional level. This finding would provide a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how multiple elements in the 3′UTR of the CXCL12 gene regulate its transcription, 
leading in turn to insights into diseases involving abnormal CXCL12α expression. 
 
 

PU-0177 

维生素 D 和 MBCI 在评估 2 型糖尿病患者 β 细胞功能中的作用 

 
刘振杰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研究 MBCI 和维生素 D 的联合与 2 型糖尿病患者 β 细胞功能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1 例糖耐量正常者、31 例糖尿病患者的 OGTT、胰岛素、维生素 D、糖化血红蛋白数

据，计算 Homa-β、MBCI、ΔI60/ΔG60、Homa-IR，利用参数检验，线性回归分析维生素 D 与不同

β 细胞功能指数组合与血糖水平变化的相关性。 

结果   (1)维生素 D 与糖化血红蛋白（r=-0.369，P 值>0.05），未见显著相关，维生素 D 与 PG60、

PG120显著相关（r=-0.373，r=-0.408，P 值均<0.05）。(2)HBCI、MBCI、∆I60/∆G60、Homa-IR 与

维生素 D 均未见显著相关(P 值均>0.05)。(3)以 OGTT PG2h 为因变量，分别以维生素 D+HBCI、

维生素 D+MBCI、维生素 D+∆I60/∆G60 的组合为自变量做线性回归分析，所得模型相关指数 R2 分

别为 0.290、0.174、0.506；若以 Homa-IR+HBCI、Homa-IR+MBCI、Homa-IR+∆I60/∆G60 的组合

为自变量做线性回归分析，所得模型相关指数 R2 分别为 0.576、0.789、0.675；若以 Homa-

IR+HBCI+维生素 D、Homa-IR+MBCI+维生素 D、Homa-IR+∆I60/∆G60+维生素 D 的组合为自变量

做线性回归分析，所得模型相关指数 R2 分别为 0.607、0.783、0.707。 

结论  (1)维生素 D 与 PG60、PG120显著相关；(2)维生素 D 与 β 细胞功能指数、胰岛素敏感性未见

显著相关；(3)维生素 D 与 MBCI 的组合仅能解释一小部分血糖水平的变化。(4)在评估 2 型糖尿病

病人 β 细胞功能时，MBCI 较其他 β 细胞功能指数更具可靠性，能解释更多的血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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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78 

Candidate reference measurement procedure for 
determination of urea in serum by liquid chromatography-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Liqiao Han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Urea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liver and kidney disease, and very frequently 
determined in clinical chemistry.This study investigated a candidate RMP (cRMP) for detecting 
serum urea directly via ID-liquid chromatography (LC)-MS/MS, without derivatization, which 
simplifies pre-processing samples. 
Methods The cRMP was developed andevaluated relative to the recognized RMP, inter- and 
intra-laboratories. 
Results The intra-precisions were 1.98% and 1.47% at 24.74 and 31.36 mmol/L, respectively; 
inter-precision was 2.605% and 2.10%. The relative bias for the measurement of standard human 
serum (SRM909c) was –0.49%. The relative biases were 0.41% and 0.02% for IFCC-RELA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Clinical Chemistry and Laboratory Medicine-External Quality 
Assessment Scheme [EQAS] for reference laboratories) 2015A and 2015B. The linearity 
response between 2.4 mmol/L and 53.7 mmol/L was r2 = 0.9989. There was no carryover. Ion 
suppression and interference was detected. Correlation was good with the reference 
spectrophotometry (r2 = 0.9985, P< 0.0001). Between our lab and other reference laboratories, 
the absolute deviation range for IFCC-RELA 2016A and 2016B was from –0.63 to 1.52 mmol/L. 
Conclusions This well-characterized cRMP for urea can provide a base of accuracy for the 
traceability of clinical systems. 
 
 

PU-0179 

聚乙二醇沉淀法筛查巨泌乳素血症的临床价值 

 
肖倩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聚乙二醇（PEG）沉淀法筛查巨泌乳素血症的临床价值。 

方法   用 Roche Cobas E602 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检测高泌乳素标本 50 例和正常体检对

照组 30 例经 PEG 沉淀前后血清泌乳素（PRL）的值，计算回收率。 

结果  50 例实验组标本中巨泌乳素（M-PRL）检出 10 例（20％），30 例对照组中 M-PRL 检出率

为 3.33％，二者检出率比较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0 例 M-PRL 组经 PEG 沉淀前后 PRL

值比较 p<0.01，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40 例真高泌乳素组和 30 例对照组经 PEG 沉淀前后 PRL

值比较 p>0.05，均无统计学意义；实验组中 18-35 岁年龄段 M-PRL 检出率为 19.51％，36-45 年

龄段 M-PRL 检出率为 22.22％，二者检出率比较 p>0.05，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巨泌乳素的存在引起人血清 PRL 假性升高，干扰临床诊断。各实验室应该建立相应的筛查方

法并针对标本来源、人群特点、检测系统等建立自己的判定临界值，为临床提供更准确的检测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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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80 

腺苷脱氨酶三种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及蛋白表达 

 
韩丽乔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利用分子克隆技术表达腺苷脱氨酶蛋白。 

方法  从人白细胞中提取总 RNA，逆转录为 cDNA，再以其为模板，采用 PCR 技术扩增腺苷脱氨

酶基因，然后将目的基因连接到三种原核质粒 pET-28b、 pET-32a(+)和 pHSIE 中，在将测序完全

正确的克隆质粒用 CaCl2 法转化入大肠杆菌 BL21(DE3) 中进行蛋白表达，并筛选最优表达条件，

经 Western- blot 和 SDS-PAGE 鉴定蛋白表达情况。 

结果  三种质粒载体携带的目的基因 DNA 测序结果证实其很好的连接入载体质粒，表达的 ADA 蛋

白经 western-blot 和 SDS-PAGE 鉴定符合，最优表达条件为诱导剂 IPTG 浓度 0.4mM，表达温度

为 16℃，表达时间为 24h。 

结论   本实验成功构建了腺苷酸脱氨酶的三个原核载体（BL21+pET-28b+ADA，BL21+pET-

32a+ADA，BL21+pHSIE+ADA），且三个载体均成功高效表达了腺苷脱氨酶蛋白。 

 
 

PU-0181 

Measurement of HbA1c and HbA2 by Capillarys 
 2 FlexPiercing HbA1cprogram for simultaneous  

management of diabetes and screening for thalassemia 
 

Peifeng Ke 
Guang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of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Hemoglobin A1c (HbA1c) is an important index for diabetesmanagement.Thalassemia, 
one of the most common genetic abnormalities, could interferesome assays for 
HbA1cmeasurement.Therefore, it is useful to be able to screen for thalassemia while measuring 
HbA1c.Here, we used Capillarys 2 Flex Piercing(Capillarys 2FP)HbA1c programto simultaneously 
measure HbA1c and screen thalassemia. 
Methods A cohort of 498 normal controls and 168 thalassemias wereanalyzed by Capillarys 2FP 
HbA1c program (Sebia, France). For method comparison, 98 thalassaemias were quantified 
byPremier Hb9210 (Trinity Biotech, Ireland).For verification, eight thalassemias were confirmed 
by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Clinical Chemistry and Laboratory Medicine (IFCC) reference 
method. 
Results  Among 98 thalassaemias, Capillarys 2FP did not provide a HbA1c result in 3 samples 
with HbHdue to the overlapping of HbBart's with HbA1c fraction;for the remaining 95 
thalassaemias, Bland-Altman plot showed 0.00±0.35% absolute bias between two systems, an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bias above 7% was observed only in two HbH samples. For verification, the 
HbA1cvalues obtained by Capillarys 2FP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IFCC targets (relative bias < 
±6%) in all of the 8 samples tested by both methods. For screening samples with α-thalassaemia 
silent/trait or β-thalassemia trait,the optimal HbA2 cut-off values were ≤2.2% and >2.8%,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e Capillarys 2FP HbA1c program could report an 
accurate HbA1c value in thalassemia, andHbA2 valueand abnormal bands (HbH and/or HbBart's, 
elevated HbA2 and/orHbF)could provide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itsscre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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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82 

Comparison of human serum 17β-estradiol quantification 
 using the ID-LC-MS/MS assay with the chemiluminescent 

immunoassays 

 
Qiaoxuan Zha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17β-Estradiol is routinely analyzed in clinical laboratories of the assessment of female 
reproductive function and has expanding roles in other fields.However, due to low concentration 
levels aswell as the presence of the metabolites or structural analogues which having molecular 
masses close to 17β-Estradiol that can cross react with the immunoassay,measurements of 17β-
Estradiol in human serum are complicated. 
Methods [2,3,4-13C3]17β-estradiol was used as an internal standard. Theestradiol and its internal 
standard were extracted fromserum matrix using liquid-liquid extractionprior to reversed-phase 
LC-MS/MS and require no derivatization.The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withelectrospray ionization 
in the negative ion mode monitoringthe m/z 271→145 m/z as the quantifier, 271→183 m/z as the 
qualifier, and 274→148 m/z for [2,3,4-13C3]17β-estradiol. Bracketing calibrators was used for 
quantification. The accuracy of the measurement was evaluated bya comparison of results of this 
reference method onlyophilized human serum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estradiol[2015 IFCC 
external quality assessment scheme for Reference Laboratories in Laboratory Medicine] with the 
certified values determined by six reference laboratory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and by a recovery 
study for the added E2.Weevaluated intra-assay and inter-assay imprecision.The method 
procedure was validated against the JCTLM-certified reference method and used in measuring 
17β-estradiol of 60 patient serum samples for evaluating 3 immunoassays, that are commonly 
used in China, i.e.,Siemens IMMULITE 1000(Siemens), ARCHITECT i2000SR(Abbott), and Cobas 
6000(Roche). 
Results The LC-MS/MS method was validated andshowed limit of detection 5pg/mL; limit of 
quantification 10pg/mL; linearity of response to 14.82 ng/mL; The intra-assay precisionCVs (n = 
15) were3.69%, 1.92%, and 1.84%; and the inter-assay precision CVs (9 runs/day, over 5 days) 
were4.21%, 2.54%, and 2.74%, respectively.And analyticalrecoveries werefrom 98.73to 100.77%. 
The linear regressionequationshowed r2=0.9395 (Siemens IMMULITE 1000 = 0.9429LC-
MS/MS+28.1300, 95% CI for the slope 0.8800 to 1.0060, 95% CI for the intercept: -1.8790 to 
58.1400pg/mL, Sy.x=88.64, P < 0.0001). r2=0.9797 (Cobas 6000 = 1.0390LC-MS/MS+16.5300, 
95% CI for the slope 1.0000 to 1.0790, 95% CI for the intercept:-2.2490 to 35.3000pg/mL, 
Sy.x=55.46, P < 0.0001). r2=0.9962 (ARCHITECT i2000SR = 1.0630LC-MS/MS-12.9200, 95% CI 
for the slope 1.0460 to 1.0810, 95% CI for the intercept:-21.1700 to-4.6740pg/mL, Sy.x=24.36, P < 
0.0001). Bland-Altman plots were achieved by MedCalcand showed: By Siemens IMMULITE 
1000, there are 16.7% of samples showed exceed ±30% biases from the mean of difference 
(2.4%). And there are only 5.0% and 6.7% of samples showed exceed ±30% biases in Cobas 
6000 and ARCHITECT i2000SR systems. 
Conclusions We report a direct comparison of the ID-LC-MS/MS assay with the 
chemiluminescent immunoassays for human serum 17β-estradiol. Linear regression revealed 
good overall correlation with the LC-MS/MS and chemiluminescent immunoassays, and Bland-
Altman plots showed that the differences were concentration depe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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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83 

国际参考实验室能力验证样品的均匀性评价 

 
林海标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评价国际参考实验室能力验证样品（RELA-A/B）的均匀性是否满足参考实验室比对的要求。 

方法  参照 CNAS-GL03《能力验证样品均匀性和稳定性评价指南》，用 Roche Modular P800 生

化分析仪测量 2014 至 2016 年连续 3 年 RELA-A/B 的 14 个项目，即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

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碱性磷酸酶（ALP）、L-γ-谷氨酰基转移酶（GGT）、肌酸激酶

（CK）、乳酸脱氢酶（LDH）、总蛋白（TP）、总胆红素（T-Bil）、尿素（Urea）、肌酐

（Cr）、尿酸（UA）、葡萄糖(Glu)、三酰甘油（TG）、总胆固醇（TC）。计算测量结果均值、

标准差和变异系数，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SS≤0.3σ 准则分析评价其瓶间差异。 

结果  RELA 2014A 和 2014B 样品 AST 测量结果 CV>2.0%。除 RELA 2016B 样品 CK 测量结果

CV<2.0%外，其他样品 CK 测量结果 CV 均>2%。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所有样品中 CK 测量

结果 F 均>临界值 4.3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015B 样品 ALT 和 T-Bil，2014A 样品

Cr 测量结果 F 均>临界值 4.3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测量结果 F 均＜临界值

4.3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SS≤0.3σ 准则分析结果显示，所有样品 CK 测量结果

SS>0.3σ， CK 测量结果存在瓶间差异；其他项目测量结果 SS均≤0.3σ 其他项目测量结果无瓶间差

异。 

结论  国际参考实验室能力验证样品 CK 项目存在瓶间差异，值得注意；其他项目均匀性能满足参

考实验室能力验证要求 

 
 

PU-0184 

Urine markers of podocyte dysfunction: a review of 
podocalyxin and nephrin in selected glomerular diseases. 

 
Gilbert Akankwasa,Jianhua Liu ,Guixue Cheng,Changjuan An,Xiaosong Qin 

Shengjing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Conclusions Urinary podocalyxin and nephrin are urine markers of podocyte dysfunction 
capable of reflecting the integrity of kidney’s filtration barrier. Studies on their repective roles in 
each glomerular disease are still underway. 
However, the isolated and unsystematic manner in which they are being studied does not permit 
proper appreciation of their roles in every glomerular disease. As such, there is no proper 
appreciation of what research has already achieved and what remains to be achieved because 
their research direction is not clearly defined. 
We explored the recent studies and outlined the major findings regarding the value of both 
markers in each of the three glomerular disease entities. Our review covered diabetic 
nephropathy, membranous nephropathy and Immunoglobulin A nephro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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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85 

间质性肺炎患者外周血浆 KL-6 表达及意义 

 
郭利利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比较衍化糖链抗原-6（KL-6）在特发性及结缔组织病继发间质性肺炎患者外周血浆表达水平

的差异并分析其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2011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期间住院的特发性间质性肺炎（IIP）233 例及结缔组织病

继发间质性肺炎（CTD-SIP）166 例，进一步将其分型为 UIP 型和非 UIP 型、稳定期（S）-UIP 和

急性加重期（AE）-UIP 亚型。同时选取 50 例健康对照者。采用化学发光免疫测定方法测定血浆

KL-6 水平。通过秩和检验及双变量 Spareman 相关性分析比较两组患者体内 KL-6 表达水平。 

结果  IIP 组及 CTD-SIP 组患者血浆 KL-6 分别是 1822.7±1505.2U/ml 和 1846.7±1625.3 U/ml，均

高于健康对照组（190.2±88.7 U/ml）（P＜0.05）。两组患者的外周血浆 KL-6、WBC 计数、

LDH、CRP 及 ESR 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IIP 组外周血浆 KL-6 与 WBC 计数

（r=0.159，P=0.000）、LDH（r=0.38，P=0.015）、CRP（r=0.158，P=0.016）呈正相关；而

CTD-SIP 组外周血浆 KL-6 仅与 LDH（r=0.187，P=0.016）、CRP（r=0.068，P=0.032）水平正

相关。血浆 KL-6 水平在 IIP 组、CTD-SIP 组的 UIP 型和非 UIP 型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但在 S-UIP 和 AE-UIP 亚型之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外周血浆 KL-6 水平可以作为间质性肺炎的生物学标记物，并可以反映疾病的活动性，但不能

区别特发性与继发性间质性肺炎。 

 
 

PU-0186 

监测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指标对甲状腺功能减退患者临床意义分析 

 
程婧,赵鹏飞 

丹东市第一医院,118000 

 

目的  探讨监测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cy）对甲状腺功能减退患者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在丹东第一医院收治的 140 例甲状腺功能减退（甲减）患者作为病例组，选取同期在医

院体检的 140 例健康人群作为对照组，分别检测病例组及对照组研究对象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Hcy、叶酸(FA)和维生素 B12(Vit B12)水平 

结果  病例组的 FA、叶酸、FT4、FT3 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P＜0.05）；LDL-C 及 Hcy 水平

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2 组患者的 Vit B12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Hcy 与 LDL-C 水平呈显著正相关(r=0.42，P＜0.05)；Hcy 与 FT4、FT3、叶酸间呈显著负相关(r=-

0.64，P＜0.05；r=-0.45，P＜0.05；r=-0.51，P＜0.05)；与 Vit B12 无相关性 

结论  高 Hcy 血症可能是甲减患者易发生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监测 Hcy 水平对预防甲

减患者并发心血管疾病具有重要的意义。 

 
 

PU-0187 

血清胃蛋白酶原（PG）、胃泌素-17（G-17）检测 

与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相关性分析 

 
王鹏,杨丽,张惠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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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慢性萎缩性胃炎是胃癌的主要癌前疾病，血清胃蛋白酶原（PG）和胃泌素-17（G-17）是胃

体和胃窦黏膜萎缩的血清学标志物。本研究旨在分析内蒙古包头地区慢性萎缩性胃炎中不同萎缩范

围的血清 PG 和 G-17 水平的变化，探讨血清学检测对筛查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在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行上消化道内镜检查符合入组标

准者共 226 例，根据病理结果分为对照组（包括正常和非萎缩性胃炎）106 例和萎缩性胃炎组 120

例。根据不同萎缩范围（木村 -竹本法）又将萎缩性胃炎组分为  A 组（C1）35 例、B 组

（C2+C3）40 例、C 组（O1+O2+O3）19 例和 D 组（O4）26 例。同时检测血清 PGI、PGII、

PGI/PGII（PGR）、G-17 水平，分析比较各组血清学指标的水平变化。 

结果  萎缩性胃炎组的 PGI 和 PGR 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且胃窦伴胃体萎缩（B+C+D 

组）的 PGI 和 PGR 水平明显低于单纯胃窦萎缩（A 组）和对照组（P＜0.05）。萎缩性胃炎组

中，由 A 到 D 组，PGI 和 PGR 水平呈逐渐下降趋势，其中 PGR 的下降趋势具有显著性（P＜

0.05）。PGII 水平在萎缩性胃炎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萎缩性胃炎亚组间无显著差异

（P＞0.05）； 萎缩性胃炎组的 G-17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萎缩性胃炎组中，G-17 

水平在各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血清 PGI 和 PGR 水平与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胃黏膜萎缩范围具有相关性，且动态检测血清 

PGI 和 PGR 水平对监测胃黏膜萎缩病变的发展具有一定临床价值；血清 PG 和 G-17 的联合检测

对预测胃黏膜萎缩部位及范围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PU-0188 

Individualized correction of the interference of hemolysis 
on glycated albumin determined by ketamine  

oxidase method 

 
Shichang Zhang,Jiexin Zhang,Bingfeng Zhang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 

 
Objective Glycated albumin (GA) has been proposed as a screening marker for diabetes. 
Package inserts suggest that hemolysis decreases GA measurements, but no published studies 
have adequately described the extent of interference. The effect of hemolysis on glycated 
albumin (GA) determined by ketamine oxidase method was investigated. 
Methods GA and hemolyzed index were detected by AU5800 analyzer in non-hemolyzed serum 
and different degree hemolyzed serum of corresponding patients. A formula was developed to 
correct the interference of hemolysis on GA using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Compared with non-hemolyzed serum, GA concentration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hemolyzed serum (P <0.01). The degree of hemolysis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GA levels 
(R2 = 0.95). A formula for GA: corrected GA =2.703  ́OD of hemolysis + 1.044  ́measured GA -
0.906, was developed, which can revert GA concentrations of hemolyzed samples to values that 
were not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from the GA concentration of non-hemolyzed corresponding 
samples. The bias of corrected GA was less than 10%.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level of GA measured through ketamine oxidase 
method is negatively affected by hemolysis. The formula of mathematical correction of GA results 
in hemolyzed samples is suitable to the requirements of clinical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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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89 

降钙素原、C-反应蛋白、白细胞介素-6 

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病情判断 

 
林迎伟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116000 

 

目的  分析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血清中降钙素原(PCT)、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

素－6(IL-6)的含量，从而讨论其在慢阻肺疾病诊断、病情判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 100 例，其中，急性加重期 50 例，

稳定期 50 例，再选取 40 例健康人群为对照组，检测其血清降钙素原、C－反应蛋白以及白细胞介

素－6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急性加重期、稳定期和健康对照组的血清降钙素原浓度分别为：（7.58±4.75）ng/ml，

（2.48±1.31）ng/ml，（0.70±0.18）ng/ml。急性加重期、稳定期和健康对照组的血清 C－反应蛋

白浓度分别为：75.66±44.67）μg/mL，（34.10±21.01）μg/mL，（17.00±3.86）μg/mL 。急性加

重期、稳定期和健康对照组的血清白细胞介素－ 6 浓度分别为： (77.33±40.57）pg/mL，

（28.06±10.01）pg/mL，（5.33±3.99）pg/mL 。急性加重期的降钙素原、C－反应蛋白、白细胞

介素－6 三个指标均高于稳定期和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稳定期的三个指标

均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且降钙素原的 ROC 曲线下面积最大。 

结论  检测降钙素原、C－反应蛋白以及白细胞介素－6 对慢阻肺疾病的诊断及病情判断有重要的意

义且降钙素原的意义最大。 

 
 

PU-0190 

NM-BAPTA 法钙检测试剂盒的性能评价 

 
刘健平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对 NM-BAPTA 法钙检测试剂盒进行性能评价。 

方法  根据美国临床与实验室协会（CLSI）指南文件 EP15-A2、EP9-A2、EP6-A、C28-A2，验证

日立 7180 生化分析仪上 NM-BAPTA 法钙检测试剂盒的精密度、准确度、线性范围、生物参考区

间。 

结果  高低两个浓度的血钙质控品批内精密度标准差（SD）分别为 0.03mmol/L、0.02mmol/L，批

间精密度标准差分别为 0.08mmol/L、0.06mmol/L；准确度验证其血钙结果与参比系统 cobas 8000

血钙结果呈良好的相关性，r2 为 0.954 8，相对偏差＜12.5%；线性范围验证斜率为 0.971，r2 为

0.999,线性范围为 1.00～4.70mmol/L，线性理想；参考区间验证符合率 100%。 

结论  NM-BAPTA 法钙检测试剂盒在日立 7180 生化分析仪上的分析性能符合质量目标要求，可应

用于临床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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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91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Mindray BS-800 Automatic 
 Biochemistry System 

 
Xianzhang Hua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analytic performance of Mindray BS-800 Automatic Biochemistry 
System, designed and manufactured by Shenzhen Mindray Bio-medical Electronics Co., Ltd.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CLSI)'s guidelines files 
(EP5-A2, EP6-A2, EP7-A2 and EP9-A2) and other relative experimental plans, it was evaluated 
the analytic performance of BS-800 Automatic Biochemistry System, including precision, linearity, 
clinical reportable range, interference, method comparison, by testing 23 clinical routine items 
(including ALT, AST, UA, TG, and so on). Comparison with the manufacturer's claims or other 
performance criteria was performed. 
Results For all items, the within-run CV of the results for all items was between 0.32% and 
2.56%, and the total CV for all items was between 0.78% and 4.08%. The data showed that the 
system had good linearity, good correlation between sample concentration and the expected 
value, and the clinical reportable range was wide. Most items had good anti-interference effects, 
an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manufacturer's claims. In the method 
comparison experiment with Roche modular PPI analyzer, the data showed that the compared 23 
items on BS-800 had high correlation, the square of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2) was greater 
than 0.975. The expected bias meeted the requirements of 1/2 acceptable total error defined in 
the CLIA'88.  
Conclusions On BS-800 Automatic Biochemistry System, the main analytic performance for the 
analyzed routine items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acceptable quality standards. The feature is 
simple operation, high speed, accuracy, and high performance, and it deserves to be popularized 
and applied in middle-scale and large-scale clinical laboratories.  
 
 

PU-0192 

Application of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reference method 
without pyridoxal 5-phosphate 

 
Xianzhang Huang 

Guang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of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Background: To investigate the accuracy and comparability of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measurement results on human serum samples and commercial materials 
before and after calibration with a common human serum calibrator assigned by the reference 
method without pyridoxal 5-phosphate. 
Methods  Five frozen human-pooled serum samples were assigned values by the reference 
method without pyridoxal 5-phosphate for ALT in four candidate reference laboratories, which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results of ALT catalytic activity from ten testing systems in Guangzhou. 
One of the serum samples was used as the common calibrator. The results of serum samples 
and commercial materials from difference systems before and after calibration were analyzed for 
bias and intersystem variation. 
Results After calibration, the variance of the systems for the results of serum samples decreased 
from between 11.09% and 8.60% to between 6.78% and 2.30%, and the bias decreased 
dramatically from between -12.52% and -8.44% to between -3.36% and -0.08%.Slope of the 
regression line of ALT results of serum samples between reference systems and routine systems 
after calibration were closer to value 1 and intercept closer to 0 than those obtained before 
calib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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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Accuracy and comparability of ALT measurement can be improved by using a 
common human serum calibrator. But commercial materials may not be commutable for human 
serum in ALT measurements. 
 
 

PU-0193 

同型半胱氨酸、叶酸和维生素 B12 与老年痴呆的相关性研究 

 
马悦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116000 

 

目的  探讨老年痴呆患者血清中同型半胱氨酸(Hcy)、叶酸、维生素 B12 (VitB12)水平与疾病的相关性

及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2 月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及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收

治的 42 例老年痴呆患者作为疾病组，其中包括阿尔茨海默病(AD)13 例；血管性痴呆(VD)29 例。

选取同期体检健康老者 37 例作为正常对照组。同时根据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评分将痴呆患者的严重程度分为轻度、中度及重度。轻度组(20-24 分)16

例；中度组(10-19 分)14 例；重度组(10 分以下)12 例。对所有入选者进行血清 Hcy、叶酸和 VitB12

水平测定。其中，Hcy 检测采用酶循环法；叶酸、VitB12 检测采用化学发光法。对不同组分的检测

结果进行差异性比较，同时对疾病组的检测结果与疾病的严重程度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疾病组的 Hcy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叶酸、VitB12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三项指标在两组中

存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疾病组中，重度痴呆患者血清中 Hcy 水平明显高于中度组和

轻度组；叶酸、VitB12 水平明显低于中度组和轻度组。经统计学处理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

度痴呆患者血清中 Hcy 水平低于重度组；血清中叶酸和 VitB12水平高于重度组，经统计学处理与重

度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与轻度组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血清中 Hcy、叶酸、VitB12 水平与老年痴呆病的发生有关，并与疾病的发展和严重程度存在

一定的相关性。因此，监测患者血清中 Hcy、叶酸、VitB12 水平变化，为老年痴呆的诊断、防治及

相关研究提供实验室依据；也可以作为痴呆严重程度的间接指标，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PU-0194 

两种生化分析仪对 NT-proBNP 检测结果的偏倚评估 

 
石启洋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116000 

 

目的   对西门子 Dimension EXL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与微点全自动微流控荧光免疫分析仪 i300 检测

NT-proBNP 的结果进行对比和偏倚评估，以确保两种分析仪的检测结果具有一致性。 

方法  根据 CLSI-EP9-A2 文件规定，在本次实验中，将西门子 Dimension EXL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作为参比检测系统，将微点全自动微流控荧光免疫分析仪 i300 作为实验检测系统，对 45 份患者血

清的 NT-proBNP 进行检测，将测试结果进行记录，处理数据，做出两个检测系统的相关系数，并

进行结果的偏倚评估。 

结果  两种仪器的检测结果显示，西门子 Dimension EXL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与微点全自动微流控荧

光免疫分析仪 i300 的相关性良好。 

结论  西门子 Dimension EXL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与微点全自动微流控荧光免疫分析仪 i300 的结果

偏倚在临床可接受范围内，结果具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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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95 

甲状腺功能对血清胱抑素 C 及肌酐水平的影响 

 
张龙英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116000 

 

目的  研究在不同的甲状腺功能状态时，对血清胱抑素 C（CysC）及肌酐（Cr）浓度变化的影响。 

方法  选取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 30 例作为甲亢组、甲状腺功能减退患者 30 例作为甲减组，以及体

检正常者 30 例作为正常对照组，分别检测三组的血清胱抑素 C、肌酐及尿素水平，同时检测其血

清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游离甲状腺素（FT4）和促甲状腺激素（TSH）浓度。 

结果  甲亢组的血清胱抑素 C 浓度均高于甲减组和对照组，而血清肌酐浓度均低于甲减组和对照

组，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甲减组胱抑素 C 低于正常对照组，存在统计学意义（p＜

0.05），而血清肌酐浓度高于正常对照组，比较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血清尿素浓

度比较，比较均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在甲状腺功能亢进时，血清胱抑素 C 的水平显著升高，而在甲状腺功能减退时显著降低。

(2)血清肌酐的水平在甲状腺功能亢进时减低，在甲状腺功能减退时显著升高。(3)胱抑素 C 及肌酐

作为肾病早期诊断指标时应考虑患者甲状腺功能是否正常。 

 
 

PU-0196 

二甲双胍联合参芩白术散治疗糖尿病肾病 

对 MCP-1、IL-6、TNF-α 的影响 

 
葛锁华 

常州 市金坛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二甲双胍联合参芩白术散治疗 2 型糖尿病肾病对 MCP-1、IL-6、TNF-α 水平的影响。 

方法   80 例病人配对分为对照组（二甲双胍治疗组）及试验组(二甲双胍联合参芩白术散治疗组) ，

每组各 40 例病人，检测血清中 IL-6、TNF-α、MCP-1、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胰岛素及 C 肽及尿

β2-微球蛋白水平，统计分析结果。 

结果  经过 3 个月治疗后，试验组尿病患者血清中 IL-6、TNF-α、MCP-1、血糖、HbA1c、胰岛素

及 C 肽及尿 β2-微球蛋白水平分别为(42.76±7.82)ng/L、(40.68±6.53) ng/L、(213.5±25.4) ng/L、

(5.18±1.07)mmol/L 、 (5.34±0.85)% 、 (178.3±20.4) pmol/L 、 (2.56±0.28) nmol/L 、

(1.23±0.31) mg/L，较治疗前[分别为(87.51±8.54) ng/L、(76.28±9.14) ng/L、 (457.6±37.5) ng/L、

(9.46±1.75) mmol/L 、 (4.22±0.53) % 、 (254.7±23.5) pmol/L 、 (4.22±0.53)nmol/L 、

(1.77±0.48) mg/L]降低，有统计学差异（P<0.05）。试验组治疗前与对照组没有明显差异，试验组

与对照组经治疗后比较，试验组降低更明显，有统计学差异（P<0.05）。Spearman 相关分析发现

糖尿病肾病血中 C 肽水平与 IL-6、TNF-α 及 MCP-1 呈负相关，r 为 0.325-0.383，P<0.05。 

结论  二甲双胍联合参芩白术散通过抗炎作用治疗糖尿病肾病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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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97 

Elevated levels of serum NGAL in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ssociated with disease activity 

 
Hongpan Xu,Han Shen,Yanyan Xia,Zhiyang Li 

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 

 
Objective Rencent studies report an association between serum neutrophil gelatinase-
associated lipocalin (NGAL) levels and inflammation.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S) is an 
inflammatory arthritis and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determin NGAL level in AS an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GAL and disease activity. 
Methods 101 patients with AS and age-sex matched 30 healthy control were enrolled. 
Demographic data, disease activity score, serum NGAL, C-Reactive Protein (CRP) and 
Eryty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ESR) were record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erum NGAL, 
Bath Ankylosing Spondylitis Disease Activity Index (BASDAI), CRP and ESR were evaluated. 
RO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compare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regression models of combined 
NAGL, ESR and CRP. 
Results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AS patients showed higher levels of serum NGAL. NGAL 
was confirmed 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disease activity of AS. Serum NGAL level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ASDAI disease activity index (r=0.658), ESR (r=0.446) and CRP 
(r=0.533). On ROC analysis for active vs. inactive disease, NGAL was equivalent to other single 
index ESR and CRP, while the AUC of this regression model was 0.838,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e AUCs of NGAL (AUC=0.623), ESR (AUC=0.673) and CRP (AUC=0.760). The model showed 
relatively high predictive value with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91.7% and 83.6%). 
Conclusions NGAL is a risk factor for disease activity and perhap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gression of AS. For the objective parameters, NGAL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RP and 
ESR. And the regression model of combined NAGL, ESR and CRP may help the physicians to 
perform intervention measures in advance, control the disease progression and improve the 
prognosis. 
 
 

PU-0198 

特发性膜性肾病预后的研究进展 

 
骆琳,吴丽娜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110000 

 

目的  特发性膜性肾病（idiopathic membranous nephropathy , IMN）起病隐匿，预后差异显著，

约 1/3 可自发缓解，1/3 患者治疗无效发展为终末期肾病。因此，在疾病早期对患者进行危险分

层，准确识别高危患者将有助于临床正确选择治疗策略。 

方法  联合实验室检测指标和病理检测指标，结合肾小球与肾小管相关指标能够更真实、更准确的

提示膜性肾病的预后情况。 

结果  多数学者认为种族差异、年龄、性别、高血压、吸烟与 IMN 预后相关；实验室检测中的常规

检测指标（胆固醇、血糖、血清白蛋白、血红蛋白）、肾脏功能相关指标（肾小球滤过率、24 小

时尿蛋白、尿免疫球蛋白 G 、β2 微球蛋白、α1 微球蛋白、N-乙酰-D-氨基葡糖苷酶、嗜中性粒细

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尿肾损伤分子-1），M 型磷脂酶 A2 受体抗体和抗 1 型血小板反应蛋

白 7A 域抗体水平以及细胞命运决定因子、尿纤维蛋白原、尿白细胞介素-8 、微小 RNA 等都是影

响 IMN 预后的因素；在肾脏病理指标中，与肾小球相关的肾小球密度、补体沉积情况、M 型磷脂

酶 A2 受体及裂隙膜分子 Nephrin 表达情况、合并新月体及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样变，以及与肾

小管相关的小管间质损伤程度、间质细胞群及自噬体情况也会影响到 IMN 的疾病进展。 

结论  此外，最新研究发现以较小的肾小球滤过率降低（30%~40%）预判 ESRD 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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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99 

A new use for an old index: preoperative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predicts early recurrence in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fter curative resections 

 
Lu Tian1,Qian Yu1, Xiao-Lu Ma1,Qian Dai1,Chun-Yan Zhang1, Bai-Shen Pan1,Jian Zhou2,Jia Fan2,Xin-Rong Yang2, 

Wei Guo1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 Department of Liver Surgery， Liver Cancer Institute，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Carcinogenesis and Cancer Invas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Objectiv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as high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Liver is the site 
of most metabolic biotransformation, which could reflect the status of cells. Most plasma 
apolipoproteins, endogenous lipids and lipoproteins are synthesized in the liver. Therefore, the 
effects of lipid metabolites on prognosis of HCC deserved to be explored. 
Methods  We prospectively included 58 healthy donors (HD), 50 chronic hepatitis (CH) patients 
and a training cohort of 189 patients with HCC who underwent curative resections at Zhongshan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2 to August 2012. We identified the optimal HDLPO cutoff value at 0.98 
mmol/L and used it to stratify patients into lowor high-HDLPO groups for the entire cohort and 
four low-recurrent-risk subgroups. We also included an independent validation group of 182 HCC 
patients to validate this cutoff value. Prognostic values of HDLPO and other factors were 
determined by Kaplan–Meier curves and the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Results The low-HDLPO group had a higher median tumor grade (P = 0.020) and a higher 
recurrence rate (P = 0. 032). Results of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preoperative γ-glutamyl 
transpeptidase (GGT) and HDLPO were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recurrence. Moreover,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HDLPO was retained in four low-recurrentrisk subgroups. As expected, 
clinicopathologic characteristics and predictive values were similar in the validation and training 
cohorts. 
Conclusions HDLPO is an accessible predictor of HCC recurrence after liver resections that can 
help identify patients who need more careful monitoring and follow-up care. 
 
 

PU-0200 

氨基酸对良、恶性胸腔积液的鉴别诊断价值 

 
戴锦娜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探讨氨基酸对良、恶性胸腔积液的鉴别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胸腔积液患者 80 例，采用 LC-MS/MS 对胸腔积液中 11 种氨基酸进行定量，应用单因素

二元 Logistic 回归及 ROC 曲线进行分析和评价，并与临床常用肿瘤标志物 CYFRA21-1、AFP、

CA153、CA125、CA19-9 进行比较，评估临床诊断价值。 

结果  恶性积液组样本中 Ala、Gly 及 Met 均高于良性积液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应

用 ROC 曲线分析得出 Met 具有很好诊断效能，AUC 为 0.841（95%CI：0.747-0.934），敏感性

87.88%，特异性 71.05%，最佳诊断界值为 10.893。进一步采用 Met/Phe 可提高诊断敏感性至

99.99%，最佳诊断界值为 0.266。 

结论  Met 在肺癌恶性胸腔积液中升高，可特异性的鉴别诊断肺结核与肺癌引起的良、恶性胸腔积

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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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01 

Multiplex picoliter-droplet digital PCR for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EGFR mutations in circulating cell-free DNA 
derived from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patients 

 
Qian Yu1,FEI HUANG1,MEILIN ZHANG2, HAIYING JI2,SHENCHAO WU1,YING ZHAO1,CHUNYAN 

ZHANG1,JIONG WU1,BEILI WANG1,BAISHEN PAN1,XIN ZHANG2,WEI GUO1 

1.Departments of Laboratory Medicine，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Departments of Pulmonary Medicine，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diagnostic value of liquid biopsy, two multiplex panels using 

picoliter‑droplet digital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ddPCR) were established to quantitatively 

assess the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 mutations in cell ‑ free DNA (cfDNA) 

extracted from the plasma of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patients. 

Methods Plasma samples derived from 22 patients with stage IIIB/IV NSCLC harboring EGFR 
mutations in matched tumor tissues confrmed by amplifcation refractory mutation system (ARMS) 
analysis were subjected to two multiplex ddPCR panels to assess the abundance of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TKI) ‑sensitive (19DEL, L858R) and TKI‑resistant (T790 M) mutations. 

Results Fluctuations in EGFR mutant abundance were monitored by either of the multiplex 

ddPCR panels for three patients undergoing EGFR‑TKI treatment, with serial plasma sample 

collections over 2 months. The multiplex ddPCR panels applied to plasma cfDNA from advanced 
NSCLC patients achieved a total concordance rate of 80% with the EGFR mutation profles 
obtained by ARMS from matched biopsy tumor specimens (90% for 19DEL, 95% for L858R, 95% 
for T790M, respectively) and revealed additional mutant alleles in two subjects. The respective 
sensitivity and specifcity were 90.9 and 88.9% for 19DEL, 87.5 and 100% for L858R, 100 and 
93.8% for T790M. The fluctuations of EGFR mutant abundance in serial plasma cfDNA we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nges in tumor size as assessed by imaging scans. 

Conclusions The authors demonstrated the utility of multiplex ddPCR panels with ultra ‑
sensitivity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EGFR mutations in plasma cfDNA and obtained promising 

usefulness in EGFR‑TKI decision‑making for advanced NSCLC patients. 

 
 

PU-0202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尿 17-酮类固醇的性能评价 

 
程勇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100000 

 

目的  分析全自动生化仪检测尿-17 酮类固醇（17-KS）的指标及与手工方法的性能差异。 

方法  分别评价生化仪法和手工法的 17-KS 检测的正确度、精密度、线性范围和抗干扰等指标，且

对临床样本检测进行比较。 

结果  生化仪法检测 17-KS 的正确度、精密度、线性范围和抗干扰等相关指标优于手工法。上机法

临床标本检测的异常率略高于手工法。 

结论  生化仪法 17-KS 检测比传统的手工法有更好的检测能力，希望能有更多的生化仪法及试剂用

于临床。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71 

 

PU-0203 

Serum IgG4 level predicts recurrence of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fter curative resection 

 
Jiong WU1,Xiao-Lu Ma1,Chun-Yan Zhang1, Bei-Li Wang1, Bai-Shen Pan1,Jian Zhou2,Jia Fan2, Xin-Rong 

Yang2,Wei Guo1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Liver Surgery， Liver Cancer Institute，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Objective IgG4 is associated with a Th1-to-Th2 switch, which plays a vital role in metastasis, in 
patients with malignances; thus,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in predicting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recurrence in the present study. 
Method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IgG4 levels and recurrence was analyzed in a cohort of 
195 patients undergoing curative resection in 2012. Another 100 patients were analyzed in a 
prospective independent cohort during 2012–2013 to validate the value of serum IgG4. Serum 
IgG4 and total IgG concentrations were measured with an automatic immune analyzer and the 
optimal cutoff value for serum IgG4 levels was determined by X-tile software. 
Results Our data revealed that serum IgG4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elevated in patients with 
tumor recurrence (median IgG4:IgG ratios of 0.046 vs. 0.036, P<0.05). A cutoff IgG:IgG4 ratio of 
0.08 was set to stratify HCC patients into high (>0.08) and low (≤0.08) groups. High serum IgG4 
levels correlated with significantly shorter tumor-free survival (median 11.85 months vs. 39.20, 
P=0.005).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es demonstrated that serum IgG4 is an independent 
indicator of tumor recurrence and this retaine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even in conventional low-
recurrence-risk subgroups, including patients with low α-fetoprotein and early-stage diseases.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elevated serum IgG4 levels is associated with poor 
clinical outcomes in HCC patients and therefore, and can serve as a novel prognostic predictor 
for HCC patients undergoing resection. Analyzing serum IgG4 would be useful to tailor 
individualized therapies for patients. 
 
 

PU-0204 

使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尿香草扁桃酸的性能评价 

 
刘辰庚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100000 

 

目的  评价使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尿香草扁桃酸（VMA）性能指标并与手工法相比较。 

方法  分别评价上机法和手工法的 VMA 检测试剂盒的正确度、精密度、线性范围和抗干扰能力等

指标，并对临床标本进行检测试验。 

结果  两种方法检测 VMA 的正确度、精密度、线性范围和抗干扰能力等指标均达到了试剂盒说明

书给出的标准，但上机法的相关指标优于手工法。上机法临床标本检测的阳性率略高于手工法，主

要表现为在临界值处的判定能力稍弱。 

结论   上机法 VMA 检测较传统的手工法具有更好的检测性能和更大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进行更

大范围的临床应用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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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05 

卡马西平对小儿癫痫患者血清钠的影响 

 
刘辰庚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卡马西平、苯巴比妥、苯妥英钠和丙戊酸钠对癫痫患儿血清钠的影响。 

方法  随机选取分别服用上述四种药物的癫痫患儿和成人癫痫患者各 180 例，并随机选取性别年龄

匹配的儿童和成人健康对照，测定其血药谷浓度时的血清钠水平。 

结果  服用卡马西平的患儿，其血药浓度谷水平时的血清钠浓度均显著低于小儿对照组、服用苯巴

比妥的小儿癫痫组和服用卡马西平的成人癫痫组（P < 0.05）。服用苯妥英钠、苯巴比妥和丙戊酸

钠的小儿癫痫患者，其血药浓度谷水平时的血清钠浓度与小儿对照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 > 

0.05）。服用卡马西平的患儿，其血药浓度谷水平时的血清钠阳性率（低于生物参考区间下限）均

显著高于表面健康对照组和其他药物组和成年癫痫患者（P > 0.05）。当血清钠离子浓度截断值为

132.1 mmol/L 时，对小儿癫痫的高血清卡马西平具有较好的诊断效率（灵敏度为 83.70%，特异度

为 87.65%）。 

结论  本研究结果提示服用卡马西平的小儿癫痫患者，在用药期间，除应监控血药浓度外还应密切

关注血清钠的变化趋势，以预防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 

 
 

PU-0206 

血浆外泌体 microRNA-29c  

在阿尔茨海默病早期诊断价值的初步研究 

 
刘辰庚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100000 

 

目的  初步探讨血浆外泌体内 microRNA-29c（miR-29c）在阿尔茨海默病（AD）早期诊断种的价

值。 

方法  明确血浆外泌体内 miR-29c 提取和检测过程的稳定性；检测 202 例轻度认知障碍（MCI）和

痴呆期（DAT）AD 患者及 120 例表面健康受试者的血浆外泌体内 miR-29c，建立其生物参考区

间，确定截断值，比较其诊断效能。 

结果   对照组、帕金森患者、血管性痴呆患者、MCI 和 DAT 患者 miR-29c 的回收率均在

95%~105%之间，且各组受试者间的回收率无统计学差异（P > 0.05）；MCI 和 DAT 患者血浆外

泌体内 miR-29c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帕金森患者和血管性痴呆患者（P < 0.05），且 DAT 患者显

著低于 MCI 患者（P < 0.05）；对照组、帕金森患者和血管性痴呆患者血浆外泌体内 miR-29c 水

平无显著性差异（P > 0.05）；使用截断值诊断 MCI 和 DAT 的灵敏度高于生物参考区间法（P > 

0.05）。 

结论   外泌体内 miR-29c 可作为 AD 诊断，特别是早期诊断的候选生物标志物，且应使用其截断值

而不是生物参考区间对 AD 进行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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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07 

血清外泌体 miRNA-193b 对阿尔茨海默病诊断的研究 

 
刘辰庚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血清外泌体 microRNA-193b( miR-193b) 在阿尔茨海默病(AD)早期诊断的应用价值。 

方法  以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8 月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患者为研究对象，使用荧光

定量 PCR 法检测主观认知障碍（SCD）、轻度认知障碍（MCI）、痴呆期（DAT）患者及正常对

照组血清外泌体 miR-193b 水平并进行组间比较,用 ROC 曲线来评价分析 miR-193b 对 SCD 的诊

断能力。 

结果  SCD、MCI 和 DAT 患者血清外泌体内 miR-193b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且 DAT 组低于 MCI

组，MCI 组低于 SCD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诊断 SCD 时，AUC 为 0.947（95% 

CI：0.886 - 0.981），当诊断临界值为 1.83 时，特异度为 94.7%，灵敏度为 83.3%。 

结论  血清外泌体 miR-193b 有望成为 AD 早期诊断的生物标志物。 

 
 

PU-0208 

医院内部 POCT 血糖仪实验室间质量评价方案探索 

 
王红彦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100000 

 

目的  探索医院内部 POCT 血糖仪实验室间质量评价和质量保证的方法。 

方法  连续 20 天室内质控数据计算 CV，评价血糖仪精密度；5 个水平肝素抗凝静脉混合全血，同

时在 82 台血糖仪和日立 7600 生化分析仪上测定血糖，以目标血糖仪检测结果为靶值进行正确度

评价；以生化分析仪检测结果为靶值进行一致性评价。 

结果  82 台血糖仪精密度均符合要求；82 台血糖仪检测结果正确度为 96.36%，其中 A 品牌为

100%，B 品牌为 93.75%；82 台血糖仪与生化仪检测结果一致率为 84.15%，其中 A 品牌为

82.35， B 品牌为 85.42。 

结论  使用以实验室质量评价的方式对医院内部不同实验室的 POCT 血糖仪进行质量评价是可行

的，其一致性评价方案亟待完善。 

 
 

PU-0209 

探讨未经治疗的体检患者甲状腺功能 

对血 Cr 和 CysC 的不同影响 

 
张科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430000 

 

目的  探讨未经治疗的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异常的体检患者甲状腺功能对血肌酐和胱抑素 C 的不同影

响。 

方法  选择 270 例健康体检人群和 368 例初发未经治疗的甲状腺功能异常体检人群作为研究对象，

测定血清 TSH、FT4、FT3、Cr、CysC，368 例甲状腺功能异常体检人群据甲状腺激素水平分为亚

临床甲减组、甲减组、亚临床甲亢组、甲亢组，并作分组比较 Cr 和 CysC 的水平；分别作 TSH 、

FT4、FT3 与 Cr 和 CysC 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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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甲亢组的 Cr 较正常对照组偏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甲亢组的 CysC 较正常对

照组偏高（P<0.01），亚临床甲减组和甲减组的 CysC 较正常对照组偏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P<0.01）；Cr 与 FT3 和 FT4 呈负相关，与 TSH 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082，-

0.119 及 0.202(P<0.05, P<0.01, P<0.01)；CysC 与 FT3和 FT4呈正相关，与 TSH 呈负相关，相关

系数分别为 0.197，0.281 及-0.214(P<0.01, P<0.01, P<0.01)。 

结论  甲状腺功能对血 Cr 和 CysC 浓度的影响是不同的，应慎用 CysC 评价甲状腺功能异常特别是

甲亢患者的肾功能。 

 
 

PU-0210 

宣威肺癌全外显子组测序的初步研究 

 
王潇,段勇,郭翀,张艳亮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宣威肺癌全外显子组测序揭示的突变谱，探讨肿瘤相关基因在宣威肺癌发生发展等方面

所起的作用，为宣威肺癌高危人群的早期筛查以及个体化预防和治疗奠定基础。 

方法  采用华大基因 Agilent 捕获平台对 20 对宣威肺腺癌癌组织进行全外显子组测序，筛选共同的

变异基因。综合分析全外显子组测序结果，对候选基因与患者的临床病理学资料进行相关性分析，

并在线分析候选基因的功能、信号通路、生物学过程、组织分布等特征，全面了解候选基因在宣威

肺癌中的作用机制。 

结果  20 对宣威肺癌全外显子组测序其平均测序深度为 180×，平均覆盖度为 95.74%，共发现

100,616 个 SNP 和 8,632 个 InDel，新发现的突变位点多达 13,210 个，其中 PRKCZ 基因未见在

其它肺癌研究中报道过，其基因功能、信号通路、生物学过程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为

今后宣威肺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方向。 

结论  宣威肺癌患者的基因组中存在大量基因突变，本研究中的突变基因可能通过激活相关信号通

路，在宣威肺癌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并有可能成为宣威肺癌的遗传易感标志。 

 
 

PU-0211 

山东地区人群血清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sdLDL-C）水平

调查情况分析 

 
刘芳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山东地区 8275 例人群血清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sdLDL-C）水平与年龄、性别

之间的关系。 

方法  采用整体抽样的方法，收集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来本院就诊人员 8275 例血清标本，

采用酶法检测血清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sdLDL-C）水平。根据性别和年龄分组，年龄分成

9 组：0~6 岁，7~17 岁，18~29 岁，30~39 岁，40~49 岁，50~59 岁，60~69 岁，70~79 岁和

80~岁。采用 SPSS22.0 软件对血清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sdLDL-C）水平在不同年龄、性

别的人群中的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同一年龄组不同性别比较，女性 18~29 岁， 50~59 岁，60~69 岁，70~79 岁年龄组显著高

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同一性别不同年龄组比较：男性 0~6 岁组小而密低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sdLDL-C）水平最低，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增高，40 岁以上年龄组有下降趋

势；女性 0~6 岁组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sdLDL-C）水平亦最低，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增

高，50~59 岁年龄组达最高，60 岁以后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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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山东地区人群中的血清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sdLDL-C）存在性别和年龄差异。不同

性别人群中，血清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sdLDL-C）水平与年龄呈弱相关性，随年龄组增大

sdLDL-C 水平升高，之后有下降趋势。对山东地区 sdLDL-C 水平调查，为动脉粥样硬化的防控和

危险评估提供参考依据。 

 
 

PU-0212 

血清补体 C3 水平与先天性白内障的多因素相关性研究 

 
邵明希,曹文俊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200000 

 

目的  探讨外周血血清补体 C3 水平与先天性白内障发病的相关性研究。 

方法  病例对照研究设计。收集于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2 月在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确诊

为先天性白内障并收治入院的患者，同时收集体检中心正常人群作为对照组，并采集其年龄、性

别、病程、血压、视力、垂直杯盘比、中央角膜厚度、眼轴、体重、身高、疾病史等资料。采用罗

氏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先天性白内障组及对照组血清补体 C3 水平，对先天性白内障组与对照组

外周血血清补体 C3 水平进行单因素、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同时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来

探讨外周血补体 C3 水平与先天性白内障眼部参数的相关性。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先天性白内障患者 55 例（男 32 例，女 23 例），平均年龄为（6.75±4.47）

岁；对照组 51 例（男 31 例，女 20 例），平均年龄为（7.22±4.36），两组间年龄和性别差异不具

有统计学意义（t=0.550, p=0.584; t=0.074, p=0.785）。单因素分析显示：先天性白内障组血清补

体 C3 水平（95.80±17.83 mg/dl）显著低于对照组水平（106.94±13.9mg/d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先天性白内障患者视力与血清补体 C3 水平具有正相关性（r=0.585, p<0.001）。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补体 C3 水平（OR=1.045, 95%CI:1.017-1.075）为先天性白内障发

病的危险因素。 

结论  先天性白内障患者外周血血清补体 C3 水平显著降低相比正常对照组，并与疾病视力具有正

相关性，提示外周血补体 C3 水平下降为先天性白内障发病的危险因素。 

 
 

PU-0213 

血浆 1,5-脱水葡萄糖醇在妊娠糖尿病诊断中的临床价值研究 

 
王玉明,王丽,蔡桂芬,刘丽江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评价 1,5-脱水葡萄糖醇（1,5-anhydroglucitol，1,5-AG）在妊娠糖尿病诊断及血糖监测中的临

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妊娠糖尿病患者、正常妊娠者及正常育龄女性各 120 例，用 GK-PROD 酶偶联法进行血

浆 1,5-AG 水平的测定，并采用 SPSS19.0 软件分组比较结果。以 OGTT 作为诊断妊娠糖尿病的金

标准，应用 ROC 曲线评价 1,5-AG 对妊娠糖尿病的临床诊断性能。 

结果  妊娠糖尿病患者组、正常妊娠者组及正常育龄女性组 1,5-AG 水平的均数两两之间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01)。1,5-AG 水平与 FPG、1hPG、2hPG 呈负相关性。1,5-AG 诊断妊娠糖尿

病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628，其诊断妊娠糖尿病临界点为 45.43μmol/L。诊断的灵敏度、特异

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55.8%、 69.2%、64.4%和 61.0%。 

结论  1,5-AG 对 GDM 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55.8%和 69.2%，可作为 GDM 的诊断指

标，也可与 FPG、HbA1c、糖化血清蛋白等指标做联合试验，通过串联试验提高特异度，并联试

验提高灵敏度，改善 GDM 的诊断水平和妊娠期血糖波动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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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14 

硼酸对尿皮质醇测定的影响 

 
刘敏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尿游离皮质醇（urinary free cortisol, UFC）是血液中游离皮质醇经肾小球滤过而来，其含量

与血浆中具有生物活性的游离皮质醇成正比。24h 尿游离皮质醇测定不受昼夜节律变化的影响，因

此是一种评价肾上腺皮质功能、诊断肾上腺皮质疾病的重要临床检测方法[1, 2]。2008 年国际内分

泌学会关于库欣综合征的诊断指南推荐 24h UFC 检测作为筛查库欣综合征患者的检查之一[3]。

24h 尿液室温留置易被细菌污染，尿液中部分激素可被细菌分解，因此正确的留取标本及良好的保

存方法是获得准确测定结果的关键。常用的标本保存方法一般有冷藏法和化学防腐剂法[4]，然而在

实际工作中，尤其住院病人，冷藏法应用起来多有不便，因此，目前临床标本的保存以化学防腐剂

法为主。本文旨在探讨目前临床常用化学防腐剂硼酸对尿游离皮质醇结果测定的影响。 

方法  每 100mL 尿液中加入 2mL 0.05g/mL 硼酸（硼酸终浓度为 1g/L），室温保存尿液 0h、24h、

48h，在各个时间点分别测尿液中的 UFC。 

结果  室温条件下，加入 1g/L 硼酸防腐剂检测的 UFC 结果与对照组即未加硼酸检测的 UFC 结果相

比在 0h、24h、48h 均明显降低，且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竞争结合酶免法检测 24 小时尿游离皮质醇标本的保存不能使用硼酸防腐剂。 

 
 

PU-0215 

防腐剂对尿液蛋白质检测结果的影响 

 
刘敏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对羟基苯甲酸酯，俗称尼泊金酯，是国际上公认的安全、高效、广谱性食品防腐剂[1,2]。20

世纪 30 年代尼泊金酯就被用作食品和药品防腐剂，但其水溶性差，限制了其在食品工业中的应

用。尼铂金乙酯钠是对羟基苯甲酸酯衍生物，具有水溶性好，毒性低，在 PH 为 4-8 时，其抑菌作

用基本不受影响，因而被广泛用于食品、饮料、化妆品、医药等行业[3-6]。但是将尼泊金乙酯钠应

用于医学检验的相关文献报道较少，因此我们尝试探讨其是否可以作为尿液蛋白质检测的防腐剂。 

实验目的：尼铂金乙酯对尿液蛋白质检测的影响 

方法  每 10mL 尿液中加入 10uL 已配制的储存浓度的尼泊金乙酯钠，尼泊金乙酯钠的终浓度为

0.25 g/L。分别检测加入尼泊金乙酯钠后即刻（0h）和室温保存尿液 24h 后尿液蛋白质的浓度。 

结果  室温条件下加入 0.25 g/L 尼泊金乙酯钠防腐剂在 0h、24h、48h 与对照组即未加防腐剂检测

的尿蛋白质检测结果相比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虽然尿液中蛋白成分不稳定，但在室温下测定 24h 尿蛋白可以不加入防腐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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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16 

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尿转铁蛋白/尿肌酐、尿 α1M/尿肌酐、 

尿免疫球蛋白/尿肌酐参考区间建立 

 
林志强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目的  建立笔者所在医院乃至所在地区实验室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尿转铁蛋白/尿肌酐、尿 α1M/

尿肌酐、尿免疫球蛋白/尿肌酐参考区间。 

方法  收集笔者所在医院 10-70 岁健康体检者的尿液，排除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肾病、肿

瘤、近期无急性感染者、女性排除月经期及妊娠者，得到 150 份的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尿转铁

蛋白/尿肌酐、尿 α1M/尿肌酐、尿免疫球蛋白/尿肌酐的检测数据，采用 SPSS16.0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采用单侧 95%可信区间计算其参考区间，作为参考范围。 

结果  得出四个项目与尿肌酐比值的参考范围，填补了目前国内这四个项目与肌酐比值的空白。 

结论  在临床进行肾脏疾病的早期诊断、病程预测、疗效评估时，这四个项目与肌酐的比值可以提

供比其绝对值更少受到生理因素影响的客观指标。 

 
 

PU-0217 

尿液钾钠离子检测的防腐 

 
刘敏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临床上 24 小时尿液检测用于多种疾病的诊断和随访。因 24 小时尿液室温留置易被细菌污

染，尿液中部分物质可被细菌分解。因而要获得准确的测定结果，正确留取和保存尿液标本至关重

要。临床实际工作中，常用的标本保存方法以化学防腐剂法为主。目前常用的尿液防腐剂有甲苯、

二甲苯、盐酸[1]。甲苯及二甲苯均具有刺激性气味，且有毒，对患者及实验室工作人员会带来一定

危害性。盐酸会改变尿液 PH 值，影响尿液一些项目的检测结果。另外常用的标本保存方法还有冷

藏法和化学防腐剂法[4]，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尤其住院病人，冷藏法应用起来多有不便，因此，本

文旨在探讨常温保存尿液中钾钠离子检查结果的改变。 

方法  分别检测即刻（0h）和室温保存尿液 24h、48 小时后尿液钾钠的浓度。 

结果  室温条件下尿液钾钠氯在 24h、48h 检测结果与 0h 相比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虽然尿液中有些成分不稳定，但在室温下测定 24h 尿液钾钠离子可以不加入防腐剂。 

 
 

PU-0218 

Correlation between liver function and cholinesterase 

 
Rui Yan 

the second afflicted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liver function and cholinesterase. 
Serum cholinesterase is a type of glycoprotein synthesized by the liver and exists in the body in 
the form of a variety of isoenzymes. In patients with hepatic insufficiency, the concentration of 
serum cholinesterase is reduced accordingly due to the reduced synthesis and increased 
catabolism. We aimed to find a more accurate assessment criteria to assess the degree of 
cholinesterase related to liver function in patients correctly, which would do help to exclude 
unrelated factors.This study is vital for clinical diagnosis and assessment of liver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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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he degree of decline in cholinesterase in patients can theoretically reflect the severity 
of liver insufficiency. This study used the Albumin-Bilirubin (ALBI) grade to assess liver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clinical liver disease in our hospital. The differences in serum cholinesterase Ache 
betwee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liver disease group were tested by Automatic biochemical 
analyzer and analyzed by IBM Spss22 system software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che values 
and liver function grading was summarized.  
Results Serum albumin, prealbumin, total bilirubin, and Ache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the 
liver disease group and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nd according to 
the ALBI grading standard, the Ache level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ALBI grade , and the 
lower the Ache level, the higher the liver function grade, that is, the heavier the degree of hepatic 
insufficiency. 
Conclusions The ALBI grading can only evaluate liver reserv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liver 
disease based on serum albumin and bilirubin levels, which is a new method that is superior to 
traditional C-P grading proposed in recent year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serum 
Ache, a specific glycoprotein produced by the liver, is of significance in suggesting hepatic 
impairment. For patients with ALBI graded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grades, serum Ache 
levels exhibit gradient changes. This chang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nd can therefore be further 
reflected in liver function based on their level. In addition, it was found that although prealbumin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liver function levels,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rimary and secondary levels in the ALBI classification. 
 
 

PU-0219 

脂蛋白 a、低密度脂蛋白(LDL)、小而低密度脂蛋白( sd-LDL) 

与冠心病的相关性研究 

 
王鹏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冠心病患者脂蛋白 a、低密度脂蛋白(LDL)、小而低密度脂蛋白( sd-LDL)与冠状动脉病变

程度的关系。 

方法  经冠状动脉造影检查(coronary angiography,CAG) 

结果    

结论  1、年龄、性别、高血压、糖尿病、吸烟与冠心病患病存在一定的关系；2、血清脂蛋白 a、

低密度脂蛋白(LDL)、小而低密度脂蛋白( sd-LDL)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显著相关，提示冠脉的病变

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脂蛋白 a 是冠心病独立危险因素，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的升高与冠心

病的发生具有相关性。因此很好的控制血脂水平是预防及治疗冠脉疾病有效方法。 

 
 

PU-0220 

鄂尔多斯地区同型半胱氨酸相关研究 

 
曹青凤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康巴什部检验科 

 

目的  同型半胱氨酸（hcy）是含硫氨基酸在体内代谢的中间产物，是参与人体代谢中非常重要的物

质。Hcy 将含硫氨基酸，还原型的叶酸以及部分 B 族的维生素（如 B6 和 B12）代谢联系起来，从

而形成了人体物质代谢过程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Hcy 的代谢异常必然会导致高 hcy 血症，从

而引发一系列的病理变化致使机体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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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Hcy 的代谢异常必然会导致高 hcy 血症，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病理变化致使机体生病。心脑血

管病，血栓，神经退行性变化，糖尿病等。高 hcy 血症是继传统的“三高”之后的另一个不良物质，

由它引起的疾病也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因此发现 hcy 升高的原因和如何降低 hcy 成为我们研究

的重点。 

结果  鄂尔多斯属少数民族高原地区，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造就了独有的饮食习惯。居

民的饮食中肉食和奶食相对其他地区还是较多的。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大样本的检测来得到本地区

hcy 水平和相关基因多态性的检测。通过基因多态性的研究，来了解本地区 hcy 代谢基因位点的碱

基分布频率，结合此基因在代谢通路中的作用来针对性的治疗高 hcy 血症。 

结论  通过前期实验安排，我们收集到了约 12000 份血清的 hcy 结果。其中高于 15umol 的结果大

约是 4000 份，约占总数的 33%。Hcy 大于 30umol 的标本大概是 800 份，约占 6%左右。从这些

数字就能看出本地区高 hcy 血症的患者所占比例较高。这就更能凸显出针对性的治疗高 hcy 血症的

意义。我们将会继续对本地区人群的 hcy 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和整理，以期得到更全的资料。从而对

本地区的高 hcy 血症进行及早的治疗，为家庭和社会减轻负担。 

 
 

PU-0221 

无氧条件下正常分娩者红细胞内血红蛋白的电泳释放 

 
宝勿仁必力格 

包钢集团第三职工医院检验科 

 

目的  1 前言,偏重亚硫酸钠处理，能够促进血红蛋白 S 病患者的红细胞镰化，我们把它加入制胶缓

冲液，用于梅花鹿的红细胞，发现它能改善梅花鹿红细胞内血红蛋白的电泳释放。在此基础上我们

建立起无氧条件下的血红蛋白释放实验（参见以上个各章）。 

本文与以上各章不同，用普通缓冲液制胶，无氧标本是将偏重亚硫酸钠加入血液或红细胞里，有氧

标本不加此药物。然后，同一胶板，做二层双向电泳，丽春红-联苯胺染色，观察结果。详见正

文。 

方法  2.2  方法  正常分娩者红细胞的双向双层电泳 

处理：洗 RBC 方法：取 200 微升全血于 1 毫升 EP 管中，加生理盐水至 1 毫升上下混合后，低速

离心 3 分钟，弃上清留下层沉淀。再加生理盐水至 1 毫升再上下混合后低速离心 3 分钟，弃上清留

沉淀。重复洗 3 遍。下层的沉淀即为加样用的 RBC。 

上层标本制备是 20 微升 RBC +2 微升 饱和偏重亚硫酸钠 

下层标本制备是 20 微升 RBC +2 微升 生理盐水 

上样 10 微升 

电泳条件：定退普 普通电泳 2.5 小时后，停电 15 分再泳 30 分。倒极再泳 15 分。将胶板转向

90°，再普泳 1.5 小时。取下胶板。 

染色：  先染丽春红过夜， 再染联苯胺。 

结果  见原文 

结论  看来，无氧和有氧条件对红细胞内部影响很大，有氧时红细胞内 HBA2 与 HBA1 结合存在，

溶血处理时二者才彼此分开。无氧条件下红细胞内 HBA1 与 HBA2 并未结合，已经分开。无氧条件

相当于有氧时的溶血状态，可以想象高原缺氧对人体的影响，心梗和脑梗时严重缺氧的后果更为可

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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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22 

唑来膦酸联合瑞舒伐他汀对男性 2 型糖尿病 

合并骨质疏松患者骨代谢的影响 

 
马永宾 

金坛市人民医院,213000 

 

目的  探讨唑来膦酸（ZOL）联合瑞舒伐他汀对男性 2 型糖尿病(T2DM)合并骨质疏松(OP)患者骨代

谢的影响。 

方法  男性 T2DM 合并 OP 患者 120 例，采用随机数字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60 例；对照组给

予 ZOL 并常规补充钙片及维生素 D 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瑞舒伐他汀；1 年后均

予随访，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骨密度、骨代谢相关指标、视觉模拟疼痛评分

（VAS）以及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 

结果  治疗 1 年后两组患者骨密度较治疗前均明显升高，且观察组治疗后骨密度较对照组升高更为

明显(P <0.05)；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两组患者骨钙素(BGP)、骨特异性碱性磷酸酶(B-ALP)均明

显升高，VAS 明显改善(P <0.05)，而血钙、血磷保持平稳(P >0.05)。且观察组治疗后骨钙素

(BGP)、骨特异性碱性磷酸酶(B-ALP)较对照组升高更为明显；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两组患者

VAS 均明显改善(P <0.05)。而治疗后观察组与对照组 VAS 评分比较无明显差异(P >0.05)；两组患

者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均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结论  ZOL 联合瑞舒伐他汀治疗老年男性 T2DM 合并 OP 患者可以明显减轻相关疼痛不适症状，有

效改善骨密度，促进新骨形成。在治疗过程中未发现严重药物不良反应，安全性高，疗效确切，值

得在临床工作中予以进一步推广。 

 
 

PU-0223 

代谢综合征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检测 的临床意义 

 
侯海青,王文,赵晓云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目的  代谢综合征（MS）患病率 10 年期间由 16.5%快速升高到了 33.9%，其发病机制主要是肥

胖、胰岛素抵抗或 2 型糖尿病、高血压和血脂紊乱等，引起糖、脂和蛋白质等多种物质代谢异常为

基础的病理生理改变，最终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同型半胱氨酸(HCY) 是一种含硫氨基

酸，是蛋氨酸代谢过程中的重要中间产物。本研究通过对 MS 患者血清 HCY 检测，探讨 HCY 在

MS 发病中的变化特点及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山东大学齐鲁齐鲁医院青岛院区进行健康体检人群 3020

例，年龄在 15 岁~88 岁，按年龄分为青年组（45 岁以下）和中老年组（46 岁以上）；参考 2005

年 4 月国际糖尿病联盟颁布的 MS 的诊断标准分为 MS（+）组和 MS（-）组。检测 HCY、血糖、

血脂等生化指标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 观测人群 MS 患病率 18.25%；2. MS（+）组年龄、体重指数、腹围和血压较 MS（-）组

明显上升（P<0.01）；MS（+）组 TC、TG、HDL 和 LDL 均较 MS（-）组明显升高（P<0.01）；

各组男性 HCY 均明显高于女性（P<0.05）；3.青年组 MS（+）患者 TC、TG、葡萄糖和 HCY 均

较 MS（-）组明显增加（P<0.01），中老年组 MS（+）与 MS（-）患者血清 HCY 无统计学差异

（P>0.05）。4.MS（+）组进行多元逐步线性回归分析，男性、BMI 、腹围与血清 HCY 浓度呈正

相关（P＜0.05）。 

结论  血清 HCY 水平在青年组 MS（+）人群中明显增加，建议此类人群可服用维生素 B6、B12 和

叶酸，提高各种甲硫氨酸代谢酶活性，对改善 MS 病情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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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24 

新生儿脑脊液总胆红素测定的性能评价 

 
刘非,邱先桃,陈小娟,蔡敏敏,麻庆玲,庞舒尹,刘海英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510000 

 

目的  新生儿胆红素脑病严重威胁新生儿的生命和健康，其病死率及致残率很高。目前临床上诊断

仍主要根据临床表现及血清总胆红素浓度，但是敏感性低，延误治疗时机。文献报道，脑脊液胆红

素含量能较好地反映血脑屏障功能状态与脑内胆红素水平，可协助胆红素脑病的诊断。为满足临床

需求，对检验科现有血清胆红素检测系统进行脑脊液胆红素检测的性能确认。 

方法  评价内容包括精密度、正确度、准确度、分析测量范围和回收试验。 

结果  检测系统在 1.0~25.1μmol/L 时呈线性，且在正常值和病理值浓度处的日间 CV 均小于行业标

准规定的精密度要求（6%）；每个样本的偏倚和平均偏倚均小于行业标准规定允许偏倚（5%），

总误差小于允许总误差（15%）。 

结论  该检测系统的性能满足行业标准要求，可用于新生儿脑脊液胆红素检测。 

 
 

PU-0225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Prognostic Nomograms in 
AFP-negativ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Xueping Wang,Minjie Mao,Shuqin Dai,Wanli Liu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stablish and validate an effective prognostic nomogram in 
patients with AFP-negativ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 
Methods  The nomogram was based on a primary cohort that consisted of 419 patients with 
clinicopathologically diagnosed with HCC, all the data was gathered from 2008 to 2014 in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The model was determined by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Cox 
hazard analysis. The concordance index (C-index) and calibration curve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predictive accuracy and discriminative ability of the nomogram, and compared with the TNM 
staging systems on HCC. Internal validation was assessed. An independent validation cohort 
contained 150 continuous patients from 2014 to 2015. 
Results Independent factors derived from multivariable analysis of the primary cohort for overall 
survival(OS) were body mass index (BMI), tumor stage, distant metastases, HBs Ag, lactate 
dehydrogenase(LDH), gamma-glutamyl transpeptidase(GGT), and albumin(ALB), which were all 
contained into the nomogram. The calibration curve for probability of OS showed good agreement 
between prediction by nomogram and actual observation. The C-index of nomogram was 0.807 
(95% CI: 0.770-0.844), which was superior than the C-index of AJCC TNM Stage(0.697). In the 
validation cohort, the nomogram still gave good discrimination (0.866, 95% CI: 00.796-0.936) and 
good calibration. Decision curve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radiomics nomogram was 
clinically useful. 
Conclusions  The proposed nomogram presents more accurate and useful prognostic prediction 
for patients with AFP-negative H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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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26 

血清肿瘤标志物 ProGRP、NSE 联合检测在小细胞肺癌诊断中

的应用价值 

 
张兴宗 

云南省中医医院/云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650000 

 

目的  探讨胃泌素释放肽前体（ProGRP）和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检测在小细胞肺癌

（SCLC）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 2017 年 9 月～2018 年 2 月肿瘤科、心肺科 SCLC 患 74 例，非小细胞肺癌

（NSCLC）患者组 122 例，肺部良性疾病患者组 214 例，同时期健康体检者对照组 50 例， 采用

电化学发光法检测 4 组受试者血清 ProGRP、NSE 含量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SCLC 患者组 ProGRP、NSE 含量明显高于 NSCLC 组、肺部良性疾病组及对照组（P＜

0.05）；NSCLC 组血清 ProGRP 和 NSE 水平明显高于肺良性疾病组（P＜0.05) 及对照组；

ProGRP 诊断 SCLC 的灵敏度和特异度高于 NSE（P＜0.05）；ProGRP 和 NSE 联合检测 SCLC

的灵敏度显著高于 ProGRP 和 NSE 的单项检测（P＜0.05）。 

结论  ProGRP 、NSE 在 SCLC 诊断中发挥重要作用，联合检测能提高小细胞肺癌检出率，对诊

断，鉴别诊断 SCLC 具有重要价值。 

t>NSCLC 组血清 ProGRP 和 NSE 水平明显高于肺良性疾病组（P＜0.05) 及对照组；ProGRP 诊

断 SCLC 的灵敏度和特异度高于 NSE（P＜0.05）；ProGRP 和 NSE 联合检测 SCLC 的灵敏度显

著高于 ProGRP 和 NSE 的单项检测（P＜0.05）。 

 
 

PU-0227 

Association between Disease Progression and Serum 
Complement C3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Angle-Closure 

Glaucoma 

 
Yi Ma,Shengjie Li,MIngxi Shao,Wenjun Cao,Xinghuai Sun 

Eye & ENT Hospital， Shanghai Medical College， Fudan University， China 

 
Objective The precise mechanisms of primary angle-closure glaucoma (PACG) progression 
remain unclear, but growing evidence suggests a potential role of the complement system.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erum C3 levels and the risk of the progression of PACG. 
Methods  In this retrospective clinical cohort study, a total of 45 PACG patients who had a follow-
up after their medical/surgical treatment from June 2015 to February 2018 were classified into 
progressing and nonprogressing groups. Two groups of age-matched and sex-matched normal 
controls were consecutively recruited. Paired T-testing was used to compare baseline and follow-
up serum C3 level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ltered C3 levels and PACG progression. 
Results Forty-five PACG patients, classified into progressing (n=26, 9 male, 17 female) and 
nonprogressing groups (n=19, 1 male, 18 female), were analyzed. Serum C3 levels were lower 
than in the corresponding controls (P<0.001) in the two groups. In comparing serum C3 in 
baseline and follow-up examinations, we found that C3 declined significantly (101.22±17.57mg/dL 
vs. 95.05±14.50mg/dL, t=2.735, P=0.011) when the disease was progressing, while serum C3 
levels remained statistically unchanged in the nonprogressing group (103.24±18.18 mg/dL vs. 
98.70±17.42 mg/dL, t=-1.368, P=0.188).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C3 level 
declines (odds ratio [OR] 1.201;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011–1.428; P=0.038) was 
associated with PACG pro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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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Declines in serum C3 levels was related to the progression of PACG in our 
research, which may suggest the involvement of the complement system in the 
pathomechanisms of PACG progression. 
 
 

PU-0228 

Single-exosome-counting immunoassays for cancer 
diagnostics 

 
Chunchen Liu,Lei Zheng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15， 

China 

 
Objective Exosomes shed by tumor cells have been recognized as promising biomarkers for 
cancer diagnostics due to their unique composition and functions. Quantification of low 
concentrations of specific exosomes present in very small volumes of clinical samples may be 
used for non-invasive cancer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Methods We developed an immunosorbent assay for digital qualification of target exosomes 
using droplet microfluidics.  The exosomes were immobilized on magnetic mircobeads through 
sandwich ELISA complexes tagged with an enzymatic reporter that produces a fluorescent signal. 
The constructed beads were further isolated and encapsulated into a sufficient number of 
droplets to ensure only a single bead was encapsulated in a droplet. 
Results Our droplet-based single-exosome-counting enzyme-linked immunoassay (droplet digital 
ExoELISA) approach enables absolute counting of cancer-specific exosomes to achieve 
unprecedented accuracy. Using a plasma sample of 10 µL, we were able to detect as few as ~5 
enzyme-labeled exosome complexes (~10−17 M). We demonstrate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roplet 
digital ExoELISA platform in quantitative detection of exosomes in plasma samples directly from 
breast cancer patients. 
Conclusions We believe our approach may have the potential for early diagnosis of cancer and 
accelerate the discovery of cancer exosomal biomarkers for clinical diagnosis. 
 
 

PU-0229 

戊型肝炎对老年人肝功能的影响 

 
鲁真真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戊型肝炎对老年人肝功能的损害。 

方法  收集戊型肝炎患者 208 例、根据年龄、性别进行分组，对肝功能相关指标谷丙转氨酶 ALT、

谷草转氨酶 AST、γ—谷氨酰转肽酶 GGT、总胆汁酸 TBA、前白蛋白 PA、白蛋白 ALB、总胆红素

TBIL、直接胆红素 DBIL 进行检测，与 131 例慢性乙肝患者、100 例正常查体检测结果相比较并行

分析。 

结果  戊肝患者的 AST、ALT、GGT、TBA、TBIL、DBIL 检测均值明显高于乙肝患者组和正常查

体组，PA、ALB 低于乙肝患者组和正常查体组；50 岁以上（62.8±6.9）戊肝患者 AST、ALT、

PA、ALB 检测均值明显低于 50 岁以下（43.1±5.6）戊肝患者，TBIL、DBIL 检测均值明显高于 50

岁以下（43.1±5.6）戊肝患者，且 P<0.05,GGT、TBA 无明显统计学差异；男性戊肝患者的 AST、

ALT、GGT、PA、TBIL、DBIL 检测均值明显高于女性戊肝患者，TBA、ALB 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结论  戊型肝炎感染对肝功能的损害严重，老年人比青壮年肝损害严重，黄疸程度重易发生瘀胆，

男性患者相对较多且对肝脏损害比女性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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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30 

免疫固定电泳在多发性骨髓瘤辅助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鲁真真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免疫固定电泳免疫-削减法在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辅助诊断中的应用。 

方法  60 例骨髓涂片确诊为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分别对其血清进行免疫固定电泳和特种免疫球蛋白

定量测定，并对两组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在 60 例 MM 患者中，免疫固定电泳检测结果显示 IgG 型占 56.7%（34/60），IgA 型 16.7%

（10/60），IgM 型 18.3%（11/60），单纯轻链型占 5%（3/60）。特种免疫球蛋白定量结果显示

在各型 MM 患者血清中相应免疫球蛋白升高的比例分别为：IgG 为 21/34，IgA 为 8/10，IgM 为

11/11。免疫固定电泳对 IgG 型和 IgA 型 MM 患者的检出率明显高于特种免疫球蛋白定量分析，且

两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多发性骨髓瘤的实验室诊断中，免疫固定电泳对多发性骨髓瘤的检出率优于特种免疫球蛋

白定量检测。 

 
 

PU-0231 

基于人鼻粘膜肿瘤标志物新型生物传感阵列 

在临床鼻咽癌无创快速 

 
赵东 

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分子自组装技术能够牢固的将分子探针及单克隆抗体修饰到电化学生物传感阵列表面，

建立一种鼻咽癌快速、准确、无创、超灵敏的检测方法。 

方法  从 miRNA-9-3p 核酸分子探针的设计及 IL-8 蛋白单克隆抗体的制备、纯化及功能化入手，制

备新型的电化学生物传感阵列，完成阵列表面分子识别层对鼻粘膜上皮细胞中鼻咽癌肿瘤标志物

miRNA-9-3p 核酸分子和 IL-8 蛋白质的联合检测。 

结果  该方法检测范围为 100-5000fg/mL，检出限为 85fg/mL (S/N=3)，该方法检测速度快，敏感度

和检出率较常规方法高(P≤0.05)。 

结论  本方法采用新型生物绿色材料标记分子探针及单克隆抗体，创新性构建具有单分子自组装功

能的新型电化学生物传感阵列生物传感分子层界面，为新型电化学生物传感阵列在鼻咽癌诊断方面

奠定研究基础。 

 
 

PU-0232 

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在肝细胞肝癌中的研究进展 

 
景学芬,王翠峰 

内蒙古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原：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014000 

 

目的  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AMPK）是一种高度保守的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在真核生物细胞

的能量调节及代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原发性肝癌是世界常见恶性肿瘤之一，死亡率位居第 3，

90%以上的原发性肝癌属肝细胞肝癌(HCC)。有研究证实 AMPK 活化状态与 HCC 发生呈负相关,而

且 AMPK 是肝硬化患者中预防肝细胞癌的潜在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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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33 

同型半胱氨酸与 2 型糖尿病患者并发冠心病的相关性分析 

 
朱晓雨 

中国医科大学,110000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血清同型半胱氨酸与 2 型糖尿病患者并发冠心病的相关性，从而帮助指导临

床诊断。 

方法  本研究研究对象共 90 例，分为三组，包括健康对照组、单纯 2 型糖尿病患者组以及 2 型糖

尿病并发冠心病患者组的血清标本各 30 例，使用 Beckman Coulter 生化分析仪 AU5800 检测其同

型半胱氨酸含量，同时运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其血糖、血脂、尿酸等项目的含量。通过三组之

间的比较来讨论血清同型半胱氨酸与 2 型糖尿病患者并发冠心病的相关性。采用 SPSS22 软件包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与健康对照（NC）组相比，2 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T2DM+CHD）组和 T2DM 组的空

腹血糖（FBG）、尿酸（UA）及血脂各项均比较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较低），其中 FBG、总

甘油三酯、HDL-C 及尿酸与 NC 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0.05）；但（T2DM+CHD）组的 FBG、

UA 及血脂各项与 T2DM 组相比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而（T2DM+CHD）组和 T2DM 组的

Hcy 与 NC 组相比具有极显著性差异（P<0.01）；且（T2DM+CHD）组的 Hcy 与 T2DM 组相比同

样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同时，根据 Logistic 回归分析得到，Hcy 和 HDL-C 的 Wald 检验 P

值小于 0.05，且 Hcy 的 Exp（B）即 OR 值大于 1。 

结论  一、同型半胱氨酸（Hcy）是 2 型糖尿病患者并发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二、2 型糖尿病患者体内 Hcy 水平的高低与其并发冠心病的几率及其严重程度呈现明显的相关性。 

 
 

PU-0234 

胃蛋白酶原在诊断慢性萎缩性胃炎中的价值 

 
高鹏,候申岩,刘艳洁 

朝阳市中心医院,122000 

 

目的  血清胃蛋白酶原(pepsinogen，PG)属天冬氨酸蛋白酶家族成员，主要由胃黏膜腺体细胞分泌

产生，不具有生物活性，在酸性条件下可转变为具有生物活性的胃蛋白酶。根据其生化性质和免疫

功能可分为 PG I 和 PGII。目前慢性萎缩性胃炎(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CAG)的诊断主要依靠胃

镜活检组织病理学检查。近年有文献研究表明血清 PGⅠ和 PGⅡ与 CAG 具有相关性。本文目的在

于通过检测 PGⅠ、PGⅡ水平在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血清中的含量，探讨 PG 对慢性萎缩性胃炎诊

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朝阳市中心医院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2 月期间符合入选标准的消化内科明确诊断的

萎缩性胃炎患者 80 例(萎缩性胃炎组)、浅表性胃炎患者 80 例(浅表性胃炎组)以及健康体检者 80 例

(正常对照组)作为研究对象,所有入选患者均行胃镜检查。检测各组患者血清 PGⅠ和 PGⅡ的水平,

并统计 PGⅠ/PGⅡ值(PGR),采用 ROC 曲线分析 PGⅠ、PGⅡ及 PGR 在萎缩性胃炎中的诊断价

值。 

结果  萎缩性胃炎组血清 PGⅠ及 PGR 水平均明显低于浅表性胃炎组和对照组,血清 PGⅡ水平则高

于浅表性胃炎组和对照组,差异均具有显著性(P<0.05).随着年龄的增加,萎缩性胃炎患者血清 PGⅠ

及 PGR 水平呈明显降低趋势,PGⅡ水平则呈逐渐升高趋势,不同年龄组间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

根据 ROC 曲线，PGⅠ、PGⅡ及 PGR 的最佳临界值取 78.05 ng/mL、10.25 ng/mL、2.99。各指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86 

 

标对诊断萎缩性胃炎的敏感性分别为 85.1％、89.4％、85.1％,特异性为 72.7％、73.8％、80.1

％。 

结论  萎缩性胃炎患者血清中 PGⅠ、PGⅡ及 PGR 较对照组均有明显改变,血清 PGⅠ、PGⅡ及

PGR 水平的检测有助于萎缩性胃炎的临床诊断，可作为作为一种无创性的筛查慢性萎缩性胃炎的

方法,适合大规模人群普查。 

 
 

PU-0235 

均相酶免疫法检测尿 17-羟皮质类 

固醇和尿 17-酮类固醇方法的性能评价 
 

向哲邑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410000 

 

目的  对均相酶免疫法检测尿 17-羟皮质类固醇和尿 17-酮类固醇进行性能评价，验证其性能是否满

足临床要求,并探讨用国产试剂盒代替进口试剂盒的可能性。 

方法  根据 ISO 15189 要求，参照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NCCLS）的相关文件，对均相酶

免疫法检测尿 17-羟皮质类固醇和尿 17-酮类固醇方法的精密度、正确度、空白限、检出限、定量

限、线性范围、参考区间等指标进行性能评价。 

结果  尿 17-羟皮质类固醇和尿 17-酮类固醇精密度验证中实测批内精密度、批间精密度、总精密度

均小于厂家声称值，通过验证。正确度验证中简单回收试验的回收率均在 90%～110%之间，满足

厂家声称值，通过验证。尿 17-羟皮质类固醇实测空白限为 0.06mg/L，检出限 2.25mg/L，定量限 

3.265mg/L。线性回归方程为 y=1.03x+2.175，R2 为 0.976，线性范围是 3.27 ～ 51.64mg/L。尿

17-酮类固醇实测空白限为 0.77mg/L，检出限 2.41mg/L，定量限 3.16mg/L。线性回归方程为

y=1.03x+ 1.158，R2 为 0.989。线性范围是 3.16～ 101.19mg/L。尿 17-羟皮质类固醇和尿 17-酮类

固醇参考区间验证符合率均为 90%，通过验证。 

结论  均相酶免疫法检测尿 17-羟皮质类固醇和尿 17-酮类固醇试剂盒的精密度、正确度、空白限、

检出限、定量限、线性范围、参考区间，通过验证，能满足临床要求，可用于临床诊断与治疗。 

 
 

PU-0236 

外泌体纳米囊泡检测方法的发展 

 
叶静云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 301 医院） 

 

目的  外泌体是由大多数类型的细胞脱落，并在体液中循环的纳米级（≈30-150nm）内吞细胞的囊

泡。近年来，为了研究和临床目的，已经广泛开发了许多检测方法来分析外泌体和外泌体物质。 

方法  例如纳米粒子跟踪分析（NTA），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流式细胞术和流式细胞分

选（FACS）被开发用于外泌体的检测和定量。基于微流体和电化学生物传感器开发的新策略也受

到了重视。电化学生物传感器方法，由于其快速、简单和成本效益的程序，以及对样品量较少的要

求，已显示出巨大的前景。 

结果  另一方面，基于微流体学的方法对于改进该方法的整体分析性能（例如，显着减少总测定时

间、样品和试剂的最小消耗量、提高的灵敏度等）是众所周知的。而且，这样的平台通过提供自动

化处理来减少人工干预。 

结论  在这一综述中，主要讨论这些检测方法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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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37 

EICU 患者降钙素原水平与细菌培养相关性分析 

 
张楠 

南京鼓楼医院 

 

目的  探讨急诊 ICU 患者血清降钙素原水平与不同种类细菌感染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我院急诊 ICU596 例定量检测血清 PCT 的患者临床信息、PCT 检测值、血培养及其他体

液培养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以 PCT=1.0ng/mL 为截点，比较所有革兰阳性菌与革兰阴性菌感染患者 PCT 水平的差异，

P=0.04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 PCT=2.0ng/mL 为截点，比较血培养革兰阳性菌与革兰阴性菌感

染患者 PCT 水平，P=0.01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 PCT=1.0ng/mL 为截点，比较体液培养革兰

阳性菌与革兰阴性菌感染患者 PCT 水平的差异，P=0.0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 PCT 水平

0.76ng/mL 为截点时，判定血培养阳性的敏感度为 75%，特异度为 95.0% 。以 PCT 水平

0.95ng/mL 为截点时，判定血液革兰阴性杆菌感染的敏感度为 83.3%，特异度为 95.0% 

结论  急诊 EICU 入院怀疑感染的患者中，在比较研究不同种类细菌患者的 PCT 水平时，发现当以

PCT=1.0ng/mL 为截点时，显示革兰阴性菌感染患者 PCT 水平大于截点的比率高于革兰阳性菌感

染。PCT 水平与不同种类细菌感染有一定的相关性，以本研究特定的 PCT 截点，革兰阴性菌感染

患者 PCT 水平大于截点的比率高于革兰阳性菌感染患者，同时以 PCT 水平 0.76ng/mL 为截点判定

血培养阳性并以 PCT 水平 0.95ng/mL 为截点判定血液革兰阴性菌感染具有一定的敏感度和特异

度，对革兰阴性菌与革兰阳性菌感染有一定的判别作用，能辅助临床的快速诊断。 

 
 

PU-0238 

外泌体纳米囊泡分离的研究进展 

 
叶静云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 301 医院） 

 

目的  外泌体是由大多数类型的细胞释放的纳米尺寸（30-150nm）的囊泡，并存在于不同的体液

中，如血液，唾液和尿液。 

方法  自从发现外泌体以来，已经使用几种常规技术从体液中分离外泌体。这些技术包括差速和密

度梯度离心、超滤、免疫学分离和商业化外泌体分离试剂盒。 

结果  基于离心的技术被认为是外泌体分离的金标准。由于对外泌体研究领域的兴趣日益增加，临

床迫切需要一种有效可靠的分离特异性外泌体的工具。 

结论  显然，由于与目前可用的分离技术相关的若干技术挑战，精确的外泌体分离仍然是麻烦的。 

 
 

PU-0239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ndray 
chemiluminiscence AMH assay 

 
Jingjing Zhao,Peng Zhang,Yurong Qiu 

Nanfang Hospital 

 
Objective To define the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emiluminiscence method for AMH 
detection on Mindray system. 

Methods Intra-assay and total imprecision, analytical sensitivity， linearity, interferences studies 

and method comparison vs Roche assay were evaluated using pools of human serum ac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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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LSI protocols. Additionally, male and female reference intervals were established using 
serum specimens collected from otherwise healthy groups and patients with polycystic ovarian 
syndrome(PCOS) 
Results Intra-assay and total imprecision showed a CV of <4% and 7% respectively for high and 
low serum levels. LOB,LOD and LOQ were determined to be 0.007ng/mL, 0.01 ng/mL and 0.03 
ng/mL respectively. The assay displayed a good linearity over the range from 0.01 ng/mL to 23 
ng/mL. Method comparison vs Roche analyzer, peformed on 411 samples ranging 0.014ng/mL-
22.1ng/mL, obtaining R2=0.9713 as regression coefficient. The slope and intercept of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were 0.9687 and 0.3419, respectively. For the interferences, triglyceride (up 
to 3000mg/dL, bilirubin(up to 50 mg/dL), hemoglobin(up to 500 mg/dL) and total protein(up to 
10g/dL) did not show any significant interference. Reference intervals showed the expected AMH 
decline with age in healthy women and increased serum levels in women with PCOS. 
Conclusions The Mindray AMH assay demonstrated acceptable analytical performance under 
routine conditions and is suitable for determing AMH levels in serum samples. 
 
 

PU-0240 

血清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同型半胱氨酸 

与颈动脉斑块的关系分析 

 
张华 

湖南省益阳市中心医院 

 

目的  分析血清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同型半胱氨酸与颈动脉斑块的关系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在我院接受健康体检者 210 例，经颈部彩超后分为颈动脉斑

块组（观察组 89 例）及无颈动脉斑块组（对照组 121 例），均在清晨空腹状态下抽取外周循环血

液样本，分析血清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及同型半胱氨酸浓度。 

结果  观察组血清 sdLDL-C、LDL-C 及 Hcy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 HDL-C

稍低于对照组（P＞0.05）；颈动脉单发者 25 例，双发者 32 例，多发者 32 例，两两比较 sdLDL-

C 及 Hcy 水平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血清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同型半胱氨酸与颈动脉斑块存在一定的关联，而且颈动脉

斑块病情越严重，sdLDL-C 及 Hcy 水平越高。 

 
 

PU-0241 

谷氨酸作为诊断血压与心肌梗死诱发心前区疼痛的潜在靶点 

 
刘洋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6000 

 

目的  本实验将从迷走神经-孤束核通路入手，揭示谷氨酸及其受体参与血压和心脏伤害性感受信息

反向调控的关键分子生物学机制。全面认识血压与冠心病的潜在病理生理学性别差异，有助于临床

上对不同性别患者进行早期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方法  首先通过建立大鼠去卵巢和心肌梗死模型（MI），与正常生理状态下的雄雌大鼠从功能学角

度验证血压与疼痛的变化关系；心脏超声技术检测心脏功能状态；利用 RT-PCR 技术手段筛选出

性别差异性表达基因；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检测差异基因在迷走神经结状神经节（NG）和孤束核

（NTS）神经元中的分布位置；收集临床不同性别心肌梗死患者血液，ELISA 检测雄雌 MI 大鼠和

男女患者血清谷氨酸含量；western blot 验证雄雌心肌梗死大鼠谷氨酸受体表达变化。 

结果  MI 组血清谷氨酸含量与对照组相比，显著上升（P < 0.05）；分别向雄性和雌性大鼠腹腔注

射谷氨酸，模拟 MI 后谷氨酸含量的升高，观察发现，血压下降，疼痛敏感性升高，与 MI 后大鼠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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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一致且雌性变化显著高于雄性（P < 0.05）；向雄雌大鼠心包内注射辣椒素（CAP）模拟心梗

痛，记录发现，腹腔注射谷氨酸后疼痛反而受到抑制，且雌性大鼠抑制程度更显著（P < 0.05）；

在 NG 和 NTS 中，mGluR7、mGluR8、NMDAR1 和 GluR2 为谷氨酸受体性别差异性表达基因，

且 MI 后受体表达均发生改变。 

结论  谷氨酸及其受体可能是通过压力反射传入通路参与血压与心肌梗死诱发心前区疼痛的性别差

异，使其成为调节血压与疼痛信号的双向调控因子。 

 
 

PU-0242 

SDS-AGE 非浓缩尿蛋白电泳在肾脏疾病诊断中的临床应用分析 

 
徐慧丽 

苏州市立医院本部,215000 

 

目的  分析十二烷基硫酸钠-琼脂糖凝胶（SDS-AGE）非浓缩尿蛋白电泳在肾脏疾病诊断中的临床

应用价值 

方法  肾脏疾病患者 40 例为实验组，30 例健康者为对照组。采用 SDS-AGE 非浓缩尿蛋白电泳技

术，取新鲜晨尿 10 ml，1500 r/min 离心 5 min，取上清液，做尿蛋白半定量，尿蛋白结果+的标本

用生理盐水 1：2 稀释，高于++的 1：5 稀释，阴性标本直接备用，处理后的标本为待测标本。取

20μl SDS 一溴酚蓝稀释液加入 80μl 待测标本，充分混匀，取 5μl 加入凝胶孔中(5 孔板)，扩散 10 

min。打开电泳仪，装上缓冲条，置凝胶于电泳板上启动。电泳 25 min 后，取胶片放人染缸，烘

干、染色、脱色、固定，然后用扫描仪扫描，显示各蛋白曲线，与 MARK 比较，进行电脑编辑修

改完成各蛋白的正确曲线图谱，软件自动计算各样本所含蛋白组成的百分率进行结果分析。 

结果  (1)大分子蛋白尿(肾小球性)，图形为除白蛋白区带，在加样点与白蛋白之间出现分子量≥70 

kDa 的蛋白区带，如转铁蛋白、IgG、结合珠蛋白；(2)小分子蛋白尿(肾小管性)，图形为除白蛋白

区带外，在凝胶片阳极与白蛋白区带间出现分子量<70kDa 的其他蛋白区带，如 a1 微球蛋白、β2

微球蛋白、视黄醇结合蛋白等；(3)混合性蛋白尿，肾小球性和肾小管性蛋白同时存在；(4)白蛋白

尿，仅有中分子白蛋白，图形为单一的白蛋白带，其他区带均未出现；(5)无蛋白尿，没有条带出

现。本实验结果，对照组均表现为正常生理性蛋白谱带，可见少量白蛋白带或者无蛋白尿；实验组

40 例中，肾小球性蛋白尿患者 23 例(57.5% )，混合性蛋白尿患者 5 例（12.5%），肾小管性蛋白

尿患者 2 例(5.0% )，白蛋白尿患者 10 例(25.0% )。 

结论  SDS-AGE 非浓缩尿蛋白电泳的检测对明确肾病患者尿蛋白的性质、来源及各种蛋白的含

量，判断肾脏损伤类型及程度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且取材简便，敏感性高，胶片易于保存等

优点。  

 
 

PU-0243 

正常妊娠期妇女甲状腺激素改变的临床分析 

 
蒲丹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通过检测正常妊娠期妇女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以探讨其在各阶段的变化规律，为临床诊断、

治疗、监测妊娠期甲状腺疾病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回顾性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4 月，解放军 163 医院门诊及住院正常妊娠妇女 210 例

并将其分为早期妊娠组（0-12 周）70 例、中期妊娠组（13-28 周）70 例、晚期妊娠组（28 周-分

娩）70 例作为观察组，选择同期体检非妊娠期健康妇女 70 例作为对照组，采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法测定其血清 FT3、FT4、T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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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妊娠早期血清 TSH 值明显降低，并随着妊娠的进展逐渐升高，妊娠早期母体血清 FT3，FT4

与对照组比较无显著变化，随着妊娠的进展血清中 FT3、FT4 的值逐渐降低，并明显低于对照组。 

结论  妊娠期妇女的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随妊娠时限的增加而发生变化,妊娠期妇女的甲状腺激素水

平与非妊娠期妇女相比明显不同，并且各妊娠期之间甲状腺激素水平亦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正常

成人（非妊娠）甲状腺激素参考范围已不再适用于妊娠期妇女，建议各地区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建立

本地区妊娠各期特异的甲状腺激素参考范围。 

 
 

PU-0244 

抗 CCP 抗体在类风湿关节炎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崔嘉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检验科 

 

目的  探寻类风湿关节炎(RA)患者血清中的抗环瓜氨酸肽抗体(ACPA)对 RA 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及其在 RA 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湖南某医院住院的 RA 患者（RA 组）、其他自身免疫性

疾病患者（非 RA 组）及健康体检者（对照组）为研究对象，采用手工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

检测抗环瓜氨酸肽（CCP）抗体水平，采用速率散射比浊法检测类风湿因子（RF），采用迈瑞

5390 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检测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采用 ALI FAM 全自动血沉分析仪

检测红细胞沉降率（ESR），所有收集得到的数据采用 SPSS19.0 软件包进行处理。 

结果  抗 CCP 抗体诊断 RA 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86.1%和 97.3%，与 RF（敏感性 87.5%，特

异性 94.6%）相比，具有较高特异性；抗 CCP 抗体和 RF 两者联合检测，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97.3%和 88.9%；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显示抗 CCP 抗体检测对 RA 诊断具有较高的特异

性，抗 CCP 抗体和 RF 两者联合检测对 RA 诊断具有较高的敏感性。 

结论  抗 CCP 抗体在类风湿关节炎早期的诊断中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是新兴的、理想的血

清学指标，对类风湿关节炎的预测和诊断具有一定临床价值，值得在临床检验中推广应用。 

 
 

PU-0245 

Lp-PLA2 在肝硬化 Child-Pugh 分级的临床应用 

 
邱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十一医院,210000 

 

目的  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lipoprotein associated phospholipase A2, Lp-PLA2）是心血管疾病

中一种新发现的新型炎症标记物，是冠脉粥样硬化（Coronary atherosclerosis，CA）的独立危险

因素，可用于心血管疾病患病风险及患者预后判断[1]。近年来，Lp-PLA2 的研究多倾向于心脑血管

疾病，对于在肝硬化方面的情况未见报道，我们发现，血清 Lp-PLA2 水平在肝病的发展过程中有

增高的趋势，因此根据 Child-Pugh 分级进行分组研究，旨在观察 Lp-PLA2 水平在肝硬化疾病进程

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搜集肝硬化患者 284 例，根据 Child-Pugh 分级分为三组，A 级为肝硬化 A 组 96 例、B 级为

肝硬化 B 组 111 例、C 级为肝硬化 C 组 77 例；慢性肝炎 81 例为对照组。采用免疫散射比浊法检

测其 Lp-PLA2 水平；统计采用 t 检验，取 P=0.05 为界，比较各组间是否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  Lp-PLA2 水平在肝硬化 C 组明显高于肝硬化 A、B 组和慢性肝炎组（P<0.01）；肝硬化 B 组

明显高于肝硬化 A 组和慢性肝炎组（P<0.01），肝硬化 A 组与慢性肝炎组相比无统计学差异

（P>0.01）。 

结论  Lp-PLA2 水平对肝硬化病程进展有提示作用，并随肝硬化的病程进展呈升高趋势，Lp-PLA2

可作为其病程监测和调整临床治疗方案的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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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46 

GLUT1 相关基因表达谱分析 

及其在结肠癌 SW480 中的功能研究 

 
赵志丹,刘建华,王恝歆,谢婷彦,张秋焕,冯斯斯,邓辉,钟白云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利用基因表达谱数据筛选与 GLUT1 相关功能基因集，并找出促进结肠癌 SW480 细胞增殖和

迁移能力的相关功能基因集。检测 GLUT1 在结肠癌细胞中的表达水平，探索 GLUT1 对结肠癌

SW480 细胞增殖和迁移能力的影响。 

方法  （1）利用基因集富集分析（gene set enrichment analysis，GSEA）对编号为 GDS1780 的

基因芯片进行 GLUT1 相关基因集富集分析，联合 STRING 在线分析系统对候选基因集领头亚群基

因进行生物网络分析。（2）采用 RT-PCR 和 Western blot 分别检测结肠癌原发灶 SW480 细胞与

结肠癌淋巴结转移 SW620 细胞中 GLUT1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3）采用慢病毒介导的

shRNA，转染高表达 GLUT1 的 SW480 细胞，靶向沉默 GLUT1 基因，并通过 CCK-8 实验和划痕

实验观察抑制 GLUT1 表达后，SW480 细胞的增殖及迁移能力的改变。运用 SPSS18.0 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 

结果  （1）GSEA 分析得到 GLUT1 相关基因集 14 个；REACTOME_CELL_CYCLE_MITOTIC 基

因集多功能中心节点基因 PLK1、CDC20、AURKB。（2）结肠癌原发灶 SW480 细胞中 GLUT1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均高于结肠癌淋巴结转移 SW620 细胞，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慢病毒介导的 shRNA 转染 SW480  

细胞后，其 GLUT1 表达水平显著降低，细胞增殖及迁移能力均明显下降。 

结论  （1）结肠癌细胞中剪接异构体形成相关功能基因集群、细胞周期相关功能基因集群与

GLUT1 表达显著相关。（ 2）REACTOME_CELL_CYCLE_MITOTIC 可通过中心节点基因

PLK1、CDC20、AURKB 与细胞周期相关功能基因集群相联系。（3）GLUT1 高表达促进结肠癌

SW480 细胞增殖及迁移。 

 
 

PU-0247 

降钙素原检测对判断糖尿病足感染程度的价值 

 
魏燕燕 

解放军昆明总医院,650000 

 

目的  比较降钙素原（PCT）、白细胞（WBC）在判断糖尿病足（DF）感染中的作用，探讨 PCT

在判断 DF 感染程度及预后中的价值，寻找临床中反映ＤＦ感染的可靠指标。 

方法  选择 2014 年１月－2015 年１月在医院就诊的 56 例 DF 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按照感染程度

分为无感染组 12 例、轻度感染组 22 例、中度感染组 15 例和重度感染组７例，比较４组 PCT 和

WBC 的差异；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结果  随着感染程度的加重，PCT 和 WBC 均逐渐升高，轻度感染组、中度感染组、重度感染组

PCT 和 WBC 显著高于无感染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重度感染组 PCT 和 WBC 显

著高于轻度感染组和中度感染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PCT 是可以反应ＤＦ患者感染程度的良好炎症指标。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92 

 

PU-0248 

The research of histone deacetylase 7 in nerve disease 

 
Xu Jing 

Department of Clincal Laboratory，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Learning and memory is one of the advanced functions of the brain, which plays 
important roles in our survival and lives. Identification of the essence of learning and memory 
could not only help us to know the world better, but also provide the therapeutic method for the 
neuropsychiatric disorders with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defect in learning and memory, such 
as Alzheimer disease,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habituation etc.Specific genes that affect 
neuronal plasticity are crucial for long-term memory. However, the molecules translated by these 
genes last only from several hours to several days, which may not maintain sufficient protein 
levels for long-term memory. In recent studies, epigenetics has been demonstrated to be the 
basis for the sustained regulation of gene transcription. Specifically, histone acetylation has been 
thoroughly investigated in many mental diseases in recent years. Acetylation may occur in 
specific sites in histones and is regulated by two classes of enzymes, including histone 
acetyltransferase (HAT) and histone deacetylase (HDAC). The de-acetylation of histones is 
induced by HDACs to ensure DNA is tightly associated with histones and chromatin is “closed” for 
transcription.The role of HDAC7 in learning and memory is not clear by now, so we focus on this 
part. Contextual fear conditioning is a traditional model in research of learning and memory, 
which could test the acquisition of learning, short term and long term of memory. 
Methods  We performed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and mechanism of 
HDAC7 in CFC memory. We use lentivirus and adenovirus to knock down or overexpress target 
protein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certain functions. We also performed series behavioral 
experiments and protein mass spectrum to screen certain proteins related in learning and 
memory. We used ChIP to study the associ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teins and DNA. We 
used in vitro ubiquitination assay to detect the E3 ligase. We used COIP assay to study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roteins. 
Results We determined that the HDAC7 protein level is selectively decreased in the DH after 
CFC training (about 0.5 fold of control group, P<0.01). Knock-down of HDAC7 in the DH 
effectively enhanced the formation of CFC long term memory (about 1.4 fold of control group, 
P<0.01) while overexpression of HDAC7 inhibited it (about 0.62 fold of control group, P<0.01). 
The decrease in HDAC7 is caused by ubiquitin-related degradation, and we used protein mass 
spectrum to screen the E3 ligase, and found that CBX4 and Nur77 are the E3 ligase and the 
target gene of HDAC7 separately during CFC formation. We confirmed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relationship between CBX4, HDAC7 and Nur77. 
Conclusions  Our investigation discovered the new function of HDAC7 in learning and memory, 
found the basic mechanism of HDAC7 in regulating learning and memory, which suggested that 
the targeting of HDAC7 signaling pathway is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method for clinical diseases. 
 
 

PU-0249 

Lipoprotein-associated phospholipase A2 level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in patients with stroke 

 
yun y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changes of the Lp-PLA2, the intensity of cerebral 
infarction, and the severity of neurological damage in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  
Methods We applied the ELISA to detect Lp-PLA2 an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role of Lp-PLA2 in the diagnosis of ischemic stroke. The volumes of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93 

 

cerebral infarction were measured by cranium MRI and the correlation of Lp-PLA2 with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 was analyzed.  
Results Lp-PLA2 in ischemic strok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hemorrhagic stroke (P ＜ 0.001). The Lp-PLA2 level increased with the cerebral infarction volume, 

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718）. The area under ROC curve

（ROCAUC）was 0.875，and the diagnostic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the Lp-PLA2 were 81.5% 

and 80%. Lp-PLA2 of Ischemic strok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erve function defect score (r = 

0.837，P = 0.001).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Lp-PLA2 i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of the ischemic 

stroke，and it may be a predictive index of ischemic stroke and a useful parameter for the 

severity of the patient's condition. 
 
 

PU-0250 

2 种血钙检测方法在慢性肾脏疾病的应用评价 

 
彭丽,卢振华,吴梦华 

湖北省中医院光谷院区(原:湖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430000 

 

目的  比较偶氮胂Ⅲ法和离子选择电极法（ISE）在低蛋白血症患者测定的血钙浓度，探讨两种方法

的差异性、相关性和一致性。 

方法  选取 253 例 CKD 患者和 124 例健康体检者分别作为研究组和对照组，用上述两种方法进行

血钙浓度的检测，引入公式计算校正钙。应用 SPSS21.0 统计学软件对两组血钙测定结果的差异

性，相关性和一致性进行分析。 

结果  对照组检测结果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CKD 患者的血钙浓度随着 CKD2~5 分期逐渐

降低，且两种血钙检测方法的测定结果有显著性差异 (P<0.05)。根据 ALB 不同分为两组，

ALB≥40g/L 组中 ISE 法和偶氮胂Ⅲ法血钙测定结果分别为 2.23±0.17mmol/L 和 2.22±0.17mmol/L

（P>0.05）；ALB<40g/L 组分别为 2.26±0.24 mmol/L，2.07±0.24 mmol/L (P<0.05)，使用校正钙

后血钙为 2.25±0.22mmol/L (P>0.05)；两种方法测定的血钙浓度的相关系数为 0.685，校正钙与

ISE 法测定钙相关系数为 0.950，具有高度的相关性；通过 kappa 分析得出系数为 0.892，具有相

当满意一致性。 

结论   校准钙和离子选择电极法测定 CKD 患者的血钙，可以得到可靠、一致的结果，可以满足临

床医生的需求。 

 
 

PU-0251 

爱科来 POCT 血糖监测仪 Antsense Duo 性能评价 

 
林斐然,刘文彬,欧元祝,虞啸炫,唐立萍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对爱科来公司的 POCT 血糖监测仪 Antsense Duo 的主要性能重复性、实验室内精密度、准

确度进行评价。 

方法  取高、低 2 个浓度的葡萄糖室内质控品，同一天内分别重复检测 20 次，计算有效结果的标准

差（SD）和变异系数（CV），与 1/4 上海市 POCT 血糖室间质量评价标准（EQa）进行比较。参

照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 CLSI 推荐的 EP15-A2 文件评价血糖监测仪 Antsense Duo 系统的实

验室内精密度，以 1/3EQa 为评价标准。静脉采集新鲜临床样本 21 例，使用 EDTA 抗凝，比较分

析 Antsense Duo 检测的全血血糖与 ROCHE cobas c501 自动分析仪的检测结果差异。将 ROCHE 

Cobas c501 分析仪的检测结果作为 X 轴，Antsense Duo 检测结果作为 Y 轴，作回归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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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bx+a，并计算医学决定水平（Xc）的相对偏倚（bias）。其中 b 位于 1.00±0.05 范围，Xc 的相

对偏倚小于 1/2EQa 为符合。 

结果  重复性测定结果显示，低浓度水平 SD 为 0.05，CV 为 1.02%，高浓度水平 SD 为 0.07，CV

为 0.64%，均小于 1/4EQa（5%）。据 EP15-A2 文件统计， Antsense Duo 检测低、高浓度水平

的实验室内 CV 分别为 6.41%、3.64%，小于 1/3EQa（6.67%）。准确度结果显示回归曲线为

Y=0.802x+1.657。医学决定水平 Xc 为 2.475、6.6、9.9 处的，相对偏倚分别为 47.15%、

5.31%、3.06%。在 Xc 为低浓度水平时，结果大于 1/2EQ。 

结论  爱科来公司的 POCT 血糖监测仪 Antsense Duo 的重复性、实验室内精密度能满足检测要

求，但是准确性评价未能完全满足制定的要求。 

 
 

PU-0252 

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活性在 BECKMAN COULTER AU5800

全自动生化仪的性能测定 

 
吴美玲 

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目的  BECKMAN COULTER AU5800 全自动生化仪（以下简称“AU5800 全自动生化仪”）检测脂蛋

白相关磷脂酶 A2 活性的性能。 

方法  评估 AU5800 全自动生化仪检测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活性的准确度、精密度、线性范围、

可报告范围、参考区间、灵敏度，评价重庆中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活性试

剂盒在 AU5800 全自动生化仪的分析性能。 

结果  AU5800 全自动生化仪检测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活性的准确度、精密度、线性范围、参考区

间验证、可报告范围、灵敏度均在允许的范围内，符合仪器要求。 

结论  AU5800 全自动生化仪测定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活性准确度高、重复性好，线性范围能满足

临床需要，灵敏度高，检测快速方便，结果可靠，特别适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评估，是临床测

定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活性的理想分析仪器。 

 
 

PU-0253 

牙周炎与肾功能相关指标的关系研究 

 
童书青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牙周炎与肾功能相关指标的关系。 

方法  选取本院收治的 90 例牙周炎患者作为病例组，选取同时间段的 90 例牙周检查健康者作为健

康对照组，对两组血清中尿素氮（BUN）、肌酐（CR）、肾小球滤过率（eGFR）、胱抑素 C

（CysC）及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水平进行比较，研究牙周炎与肾功能相关指标的关系。 

结果  牙周炎患者血清 BUN 及 CysC 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eGFR 及 SOD 水平低于健康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病例组和对照组血清 CR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牙周炎患者存在明显肾功能相关指标水平异常，牙周炎可能是肾病的危险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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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54 

长链非编码 RNA AC096664.3 通过腺苷三磷酸结合盒转运体 G1

调控细胞内胆固醇平衡和相关机制研究 

 
许邦铭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探索 lncRNA AC096664.3 以及 ABCG1 在动脉粥样硬化中的作用，以及具体相关分子机制。 

方法  1. 细胞培养 

2. 病毒包装，转染，与筛选 

3. 小干扰 RNA 转染 

4. 总 RNA 提取 

5. 实时定量荧光 PCR 

6. 总蛋白提取 

7. 免疫印迹 

8. 细胞内胆固醇含量测定 

9. 统计分析 

结果   

1. ox-LDL 通过 lncRNA AC096664.3 抑制 ABCG1 

2. LncRNA AC096664.3 通过 PPAR-γ 抑制 ABCG1 

3. LncRNA AC096664.3 通过 lncRNA AC096664.3/PPAR-γ/ABCG1 信号通路影响细胞内胆

固醇含量 

结论  1．ox-LDL 能在细胞中抑制 lncRNA AC096664.3 表达，平滑肌细胞中采用慢病毒干扰技术

干扰 lncRNA AC096664.3 可引起 ABCG1 表达下调。采用慢病毒干扰技术敲减 lncRNA 

AC096664.3 后，ox-LDL 抑制 ABCG1 表达的效应更加显著。2. 平滑肌细胞中采用慢病毒干扰技

术敲减 lncRNA AC096664.3 可引起 PPAR-γ 表达下调，采用 RNA 干扰技术干扰 PPAR-γ 后，敲

减 lncRNA AC096664.3 抑制 ABCG1 表达的效应更加显著。3. 平滑肌细胞中采用慢病毒干扰技术

敲减 lncRNA AC096664.3 可引起细胞内总胆固醇和游离胆固醇含量上升。采用 RNA 干扰技术干

扰 PPAR-γ 后，敲减 lncRNA AC096664.3 促进细胞内胆固醇含量的效应更加显著 

 
 

PU-0255 

微量元素及维生素与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关系研究 

 
童书青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微量元素及维生素与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关系。 

方法  选取本院收治的 76 例复发性口腔溃疡患者作为病例组，并选取同时间段的 76 例健康人员作

为对照组，对两组血清中 Zn、Fe、Cu、叶酸、维生素 B12 及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水平进

行比较，研究微量元素及维生素与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关系。 

结果  病例组血清 Zn、Fe、叶酸、维生素 B12 及 SOD 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病例组和对照组血清 Cu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复发性口腔溃疡患者存在明显的微量元素及维生素水平异常，疾病与上述指标有密切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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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56 

牙周炎与脂类代谢相关指标的关系研究 

 
童书青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牙周炎与脂类代谢相关指标的关系。 

方法  选取本院收治的 70 例牙周炎患者作为病例组，选取同时间段的 70 例牙周检查健康者作为健

康对照组，对两组血清中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高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sdLDL-C）及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水平

进行比较，研究牙周炎与脂代谢相关指标的关系。并对牙周炎患者按年龄进行分组，对 60 岁以上

牙周炎患者与 60 岁以下牙周炎患者的以上各项目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牙周炎患者血清 TC、TG、LDL 及 sdLDL-C 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HDL 及 SOD 水平低于健

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60 岁以上牙周炎患者与 60 岁以下牙周炎患者相比，

60 岁以上牙周炎患者血清 sdLDL-C 水平升高，SOD 水平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常规血脂项目 TC、TG、LDL 及 HDL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牙周炎患者存在明显的脂代谢异常，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心血管疾病患病风险，且 60 岁以上老

年牙周炎患者 sdLDL-C 的升高可能是其患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 

 
 

PU-0257 

铁代谢指标对缺铁性贫血的诊断性能评估 

 
史德宝,吕礼应,夏红灯,李涛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30000 

 

目的  评估铁代谢指标对缺铁性贫血（IDA）的诊断性能。 

方法  收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血常规检查后，怀疑 IDA 并

行骨髓穿刺铁染色，后被诊断为 IDA，且行铁代谢检查者，共 102 例，其中男性 36 例，女性 66

例，年龄 15~85 岁，中位年龄 47 岁；健康对照为 2016 年 4 月至 8 月健康体检个体，共 57 例，其

中男性 30 例，女性 27 例，年龄 22~69 岁，中位年龄 43 岁，均无贫血史，且血红蛋白>120g/L。

采用独立样本 Mann-Whitney U 检验比较两组间各指标差异；受试者特征工作曲线（ROC 曲线）

分析指标对 IDA 的诊断性能。 

结果  ROC 曲线分析，血清铁（SI）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最大为 0.980(0.956-1.000)，其

次为转铁蛋白饱和度（TS）0.972(0.945-0.999)、可溶性转铁蛋白受体（sTfR）0.967(0.937-

0.997) ，而总铁结合力（ TIBC ）及转铁蛋白（ STF ）最小分别为 0.560(0.473-0.648)、

0.554(0.466-0.642)，铁蛋白（SF）、不饱和铁结合力（UIBC）分别为 0.909(0.865-0.954)、 

0.878(0.824-0.932)。当 SI 临界值为 9.95μmol/L 时，敏感性及特异性最大分别为 0.961，0.982。

阳性预测值上，TS 最高为 0.989，其次 SI 及 sTfR 分别为 0.980，0.979；阴性预测值上，SI 最高

为 0.932，其次为 TS 及 sTfR 分别为 0.918，0.872。阳性拟然比来看，SI 最高为 53.389，且 SI

的阴性拟然比最低为 0.0397。 

结论  SI、TS、sTfR 可为 IDA 的诊断指标，结合血常规参数可很好地诊断 IDA；SI 可较灵敏地反

映 IDA 储存铁含量，SF 及 UIBC 可为 IDA 的辅助诊断指标，TIBC 及 STF 可为 IDA 疗效监测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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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58 

检验前质量控制对生化检测结果的影响分析 

 
熊飞良 

宁乡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对接受生化检测的患者在检验前实施质量控制的临床影响。 

方法  以 2016 年 6 月～2017 年 6 月于我院接受生化检测的 300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

两组，对所有患者开展严格的检验前质量控制，1 周后进行初次生化检测；随后对照组不再接受干

预，观察组则继续实施检测前质量控制，1 周后两组患者接受二次生化检测，比较两组患者两次的

生化检测结果。 

结果  两组患者初次生化检测结果无显著性差异（P>0.05）；对照组患者两次生化检测结果有较大

幅度的变化，两组间差异性显著（P<0.05）；观察组两次生化检测结果较为稳定一致，对比无显

著性差异（P>0.05） 

结论  检验前质量控制应用于生化检测中对于检测结果有较大的影响，可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

稳定性，为患者病情的诊断提供可靠的依据，值得临床采纳和大力推广。 

 
 

PU-0259 

M 蛋白阳性在浆细胞病中的诊断意义 

 
刘爱平,刘瑞来,刘琴,方京冲,张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200000 

 

目的  提高对血清免疫固定电泳 M 蛋白阳性病例的诊断与鉴别诊断，减少漏诊与误诊。 

方法  收集 2007 年 9 月至 2016 年 9 月华山医院 M 蛋白免疫固定电泳阳性患者 211 

例，分析病种分布并对不同 M 蛋白疾病谱构成进行比较。 

结果  211 例患者中，IGA 型 64 例，其中 κ/λ 为 25/39， 统计出现频率最高的 3 种疾病

分别为多发性骨髓瘤，POEMS 综合症和 MGUS；IGG 型 78 例，其中 κ/λ 为 38/40，

统计出现频率最高的 3 种疾病分别为多发性骨髓瘤，MGUS 和浆细胞瘤；IGM 型 25

例，其中 κ/λ 为 18/7，统计出现频率最高的 3 种疾病分别为 MGUS，非霍奇金淋巴瘤

和华氏巨球蛋白血症；IgD 型 7 例，其中 κ/λ 为 2/5，统计出现频率最高的 3 种疾病分

别为：多发性骨髓瘤和特指器官淀粉样变性，浆细胞性白血病；游离轻链阳性共 37

例，其中 κ/λ 为 21/16，疾病前三名分别为多发性骨髓瘤，MGUS 和慢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 

结论  免疫固定电泳阳性患者不同种类 M 蛋白所对应的疾病谱不同，需结合临床特征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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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60 

尿微量白蛋白与血清胱抑素 C 联合检测 

对原发性高血压肾病早期诊断的临床意义 

 
王丹丹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通过检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以及健康人的尿微量白蛋白与血清胱抑素 C 水平，来探讨尿微量

白蛋白以及血清胱抑素 C 水平对原发性高血压所致的肾病，早期诊断的临床参考价值。 

方法  在 2014~2017 年入住沈阳军区总医院的患者中选取被明确诊断确诊为原发性高血压病的患者

共 168 人,以及与之性别年龄基本匹配的健康体检者。并根据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内生肌酐清除率的

水平将其分为：原发性高血压未并发肾病组、原发性高血压并发肾病组和正常对照组。用免疫比浊

的方法分别检测研究对象的随机尿微量白蛋白和血清胱抑素 C 水平。 

结 果   （ 1 ） 原 发 性 高 血 压 并 发 肾 病 组 的 尿 微 量 白 蛋 白 与 血 清 胱 抑 素 C 水 平

(Mlb29.87±16.72mg/L,CysC1.62±0.98) 均 显 著 高 于 正 常 对 照 组

(Mlb12.09±2.93mg/L,CysC0.67±0.15) (P<0.01)，而与无肾病组的尿微量白蛋白与血清胱抑素 C 水

平(Mlb15.62±6.64mg/L,CysC0.87±0.44)比较也显著升高 (P<0.01)。（2）将尿微量白蛋白与血清

胱抑素 C 联合检测时发现比单独检测其中一项的检出率高。 

结论   尿微量白蛋白和血清胱抑素 C 水平都是可以反映肾功能损害的早期指标；并且将二者联合检

测可提高原发性高血压早期肾功能损害的检出率。 

 
 

PU-0261 

检验前质量控制对生化检测结果的影响分析 

 
熊飞良 

宁乡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对接受生化检测的患者在检验前实施质量控制的临床影响。 

方法  以 2016 年 6 月～2017 年 6 月于我院接受生化检测的 300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

两组，对所有患者开展严格的检验前质量控制，1 周后进行初次生化检测；随后对照组不再接受干

预，观察组则继续实施检测前质量控制，1 周后两组患者接受二次生化检测，比较两组患者两次的

生化检测结果。 

结果  两组患者初次生化检测结果无显著性差异（P>0.05）；对照组患者两次生化检测结果有较大

幅度的变化，两组间差异性显著（P<0.05）；观察组两次生化检测结果较为稳定一致，对比无显

著性差异（P>0.05）。 

结论  检验前质量控制应用于生化检测中对于检测结果有较大的影响，可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

稳定性，为患者病情的诊断提供可靠的依据，值得临床采纳和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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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62 

Detection of BRAF V600E mutation in fine-needle 
aspiration fluid of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 by droplet 

 digital PCR 

 
Xiao Xu1,Xiaowei Ma2,Min Li2,Ming Guan1 

1.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Renji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 (PTC) accounts for 85% of thyroid carcinoma that is the 
most common endocrine tumors. The basis for the diagnosis of PTC is ultrasound guided fine 
needle aspiration (FNA)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while BRAF V600E gene mutation has been 
currently detected for it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PTC. Because of the small amount of the tumor 
cells obtained by FNB for BRAF V600E mutation detection, more sensitive and accurate methods 
are required. Our study is aimed to verify the detection performance of droplet digital PCR 
(ddPCR) in detecting BRAF V600E mutation in FNA fluid from PTC. 
Methods 160 suspected thyroid cancer patients were involved, including 142 PTC patients, 2 
follicular thyroid carcinoma (FTC) and 12 benign patients identified by FNA biopsy according to 
the basis of NCC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in Thyroid Carcinoma. Digital PCR and ARMS 
(AmoyDx) were used to detect BRAFV600E mutation. A comparison of two platforms for 
detecting BRAF V600E mutations in cellular DNA of FNA was undertaken. 
Results Digital PCR was verified a good reproducibility (CV0.01%=14.78% and CV16%=3.07%) and 
the detection sensitivity of can reach 2~3 copies/μl(0.06%). From 142 PTC patients, 142 BRAF 
V600E mutations were detected, including 5 ARMS negative patients.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ddPCR could be used in detecting BRAF V600E 
mutation from FNA fluid sample with higher sensitivity and accuracy than ARMS. 
 
 

PU-0263 

低血浆淀粉酶水平与妊娠期糖尿病的相关性分析 

 
于凡,苏琳,周文杰,林小能,江咏梅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610000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低血浆淀粉酶水平与妊娠期糖尿病（GDM）及孕妇代谢指标之间的关系。 

方法  将 1706 例孕妇按孕周分为早孕、中孕、晚孕三组。收集受试者的空腹血浆样本，测定淀粉

酶和其他代谢指标水平。在孕妇妊娠期的第 24~28 周之间行 75 克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

来确诊是否存在 GDM，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研究血浆淀粉酶水平与孕妇 GDM 患病率之

间的关系。 

结果   不同孕期血浆淀粉酶水平和代谢指标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对于 GDM 孕妇，空腹血糖

（FPG）、1hPG、2hPG、胰岛素抵抗稳态模型（HOMA-IR）和血浆淀粉酶水平与无 GDM 的孕

妇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4～28 周孕妇血浆低淀粉酶水平（628 例）与 FPG、1HPG、HOMA-

IR、年龄、代谢指标呈负相关。在年龄、HOMA-IR 和 FPG 的调节下，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

示，低血浆淀粉酶水平是预测妊娠 24～28 周时孕妇发生 GDM 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GDM 患者血浆淀粉酶水平较健康孕妇高，提示血浆淀粉酶水平与 GDM 患者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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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64 

脑损伤后同型半胱氨酸的含量变化及硫酸镁的作用研究 

 
杨喜民 

解放军第三医院 

 

目的  观察硫酸镁对急性脑损伤血浆中同型半胱氨酸（homcysteine,Hcy）水平的影响，探讨镁离子

对急性脑损伤的治疗作用及机理。 

方法  建立大鼠脑损伤模型，采用化学定量法对大鼠脑损伤后血浆中的 Hcy 含量进行检测。 

结果  大鼠脑损伤后血浆中的 Hcy 在伤后 30min 较对照组升高（p<0.05），2h 后较对照组升高非

常显著（p<0.01），6h 开始下降，24h 降至基础水平。硫酸镁治疗组在伤后 2h、6h Hcy 含量较损

伤组明显降低（p<0.01，p<0.05）， 说明硫酸镁对脑损伤早期具有保护作用。 

结论  颅脑损伤后受损脑组织中 Hcy 水平升高，硫酸镁可通过抑制损伤后的 Hcy 含量变化，起到保

护创伤神经元的作用。 

 
 

PU-0265 

老年体检人群尿酸水平与糖化血红蛋白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蒋叶,杨璐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老年体检人群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与性别及尿酸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4 月在江苏省人民医院进行健康体检的 1507 例 55 岁以上老年

人的样本，对其糖化血红蛋白(HbA1c)、血清尿酸(UA)进行检测，分析不同性别、不同 HbA1c 浓度

组体检者的 HbA1c 和 UA 水平，以及两者的相关性。两组间比较采用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不同指标的相关性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及线性回

归。 

结果   在 HbA1c 水平分别为<5.7%、5.7%-6.4%及>6.4%的三组人群中，老年男性的 UA 平均水平

和高尿酸率无显著性差异，UA 水平与 HbA1c 水平无显著相关性；而老年女性的 UA 平均水平和高

尿酸率随 HbA1c 水平升高而递增，差异具有显著性（P<0.01），且在 HbA1c 水平为 5.7%-6.4%

和>6.4%的两组中，UA 与 HbA1c 的水平变化具有显著相关性（P<0.01）。 

结论  老年女性的 UA 水平对其 HbA1c 水平是一个独立显著的影响因素。 

 
 

PU-0266 

罕见尿液 λ 轻链多聚体电泳分析 

 
陈欢欢,张炳峰,蒋叶 

江苏省人民医院,210000 

 

目的  分析 4 例轻链型多发性骨髓瘤（MM）的实验室检查特征，并进一步对 24 小时尿蛋白电泳中

出现的异常条带进行分析，为临床提供准确的尿蛋白组分分析。 

方法  用尿蛋白电泳分析 24 小时尿蛋白成分，同时用 β-巯基乙醇处理尿液后再行电泳分析。应用

散射速率比浊法进行尿轻链的定量检测。并用血清蛋白电泳和免疫固定电泳进行血清 M 蛋白的鉴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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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4 例患者均为轻链型多发性骨髓瘤，24 小时尿蛋白电泳结果显示，未经 5% β-巯基乙醇处理

组中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高分子量的异常蛋白条带；而经 β-巯基乙醇处理组中高分子量的异常蛋白条

带均消失，而白蛋白和轻链所在条带位置呈浓染的宽条带。 

结论  轻链多聚体的存在会严重干扰尿蛋白电泳结果的准确性。尿蛋白电泳轻链的准确分析能够为

多发性骨髓瘤的诊断提供重要的支撑信息和思路。 

 
 

PU-0267 

阿托伐他汀相关基因精准用药病例分析 

 
胡馨元,姜艳芳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130000 

 

目的  他汀类药物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但是其发生的不良反应如肌溶解等会对患者造成严

重的生命危害。已有药物基因组学研究证明 SLCO1B1 基因可影响他汀类药物在体内的血药浓度，

而 ApoE 基因可显著影响他汀疗效。而应用基因检测进行个体化用药，目前国内临床经验不足，本

研究对基因检测如何进行合理化用药进行探讨 

方法  收集服用他汀类药物，拟更改治疗剂量患者。对其进行 SLCO1B1 和 ApoE 实时定量 PCR 基

因检测，综合血脂水平对现服用剂量进行评估。 

结果  收集患者 30 例，患者入院时均脑内多发腔隙性脑梗死，双侧颈部动脉斑块多发，患者起始用

药为阿托伐他汀钙片 20mg 日一次口服，服用 10 日后，检测患者 LDL 生化指标均为到

2.8mmol/L，考虑换为较高剂量阿托伐他汀钙片 40mg 日一次进行调脂，由于他汀类药物可能导致

的肌炎、肌痛、肌溶解等副作用，行 SLOCO1B1＆ApoE 基因多态性检测，其中 23 名患者结果为

SLOCO1B1  521TT 型，检测结果提示患者可耐受较大剂量他汀药物。 7 名患者结果为

SLOCO1B1  521TC 型，检测结果提示患者可耐受中等剂量他汀药物。APOE 基因型提示 20 名患

者为 APOE E3，他汀效果正常。10 名为 E4 患者，他汀效果欠佳。根据结果基因分析，

SLOCO1B1  521TT 型，APOE E3 患者增加一定剂量，SLOCO1B1  521TC 型，APOE E4 患者联

合多奈哌齐服用，1 周后检测 LDL 血脂水平，均小于 2.8mmol/L。 

结论  对服用降脂他汀类药物的患者用药前进行 SLOCO1B1＆ApoE 基因多态性检测，可以提高他

汀用药效果，规避不良反应的发生。 

 
 

PU-0268 

根据反应曲线计算高值乳酸脱氢酶(LDH)活性 

与稀释法结果的比较分析 

 
张炳峰,李云飞,卢英 

江苏省人民医院,210000 

 

目的  探讨血清高值乳酸脱氢酶(LDH)测定中的计算法与稀释法的差异。 

方法  选择 20 例超出检测线性范围高值乳酸脱氢酶(LDH)血清标本，用稀释法和反应进程曲线计算

法得出 LDH 活性值。 

结果  20 例高值（无结果显示） LDH 通过反应进程曲线计算结果与标本稀释后测定的结果无显著

差异（P﹥0.05） 

结论   在高值血清乳酸脱氢酶检测时，反应进程曲线计算方法可代替稀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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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69 

脑梗死患者血清 SOD 活力分析与临床应用 

 
董丹 1,张莹 1,刘勇 1,董丹 1,张莹 1,刘勇 1,董丹,张莹 1,刘勇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110000 

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110000 

3.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110000 

 

目的  实验旨在探究脑梗死患者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活力及临床意

义，分析其在脑梗死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取 2018 年 3 月至 2018 年 4 月我院收治的 100 例脑梗死患者的血液标本。所有标本选自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检验科生化检测区，标本筛选建立了严格的排除纳入标准。在同一设

备，使用相同试剂，在相同的环境条件下分别测定实验组和对照组所有标本血清中 SOD 的活性。

使用邻苯三酚显色法对样本进行超氧化物歧化酶活力的测定。应用 SPSS22 软件包进行统计分

析，其中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x ± s) 表示，统计学方法采用 t 检验。得出结果以探究脑梗死患者

血清中 SOD 活力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结果  实验组 100 例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标本，测定结果为 73.294±18.55 U/ml。 

对照组 100 例健康正常人血清标本，测定结果为 145.526±15.32 U/ml。 

由实验结果可以看出，脑梗死患者急性期血清 SOD 活力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经 t 检验 P＜

0.05，有显著性差异。说明急性脑梗死发生后患者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水平明显降低。超氧化物歧

化酶可以作为一种用来诊断急性脑梗死的具有参考意义的标志物。 

结论  急性脑梗死发生后患者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水平明显降低。说明超氧化物歧化酶可能是脑梗

死新的观察指标，检测血液中 SOD 的浓度，对于监测急性脑梗死的病情以及治疗预后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超氧化物歧化酶可以作为一种用来诊断急性脑梗死的具有参考意义的标志物，为临床诊

断治疗进行提示。 

 
 

PU-0270 

一例溶血性贫血患者的 HbA1c 检测结果显著下降报告 

 
李云飞,张炳峰,蒋叶 

江苏省人民医院,210000 

 

目的  探讨溶血性贫血患者糖化血红蛋白的变化，找到其原因，并以其他指标反映一个阶段的血浆

葡萄糖的变化 

方法  检测溶血性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及监测一段时间的血糖水平 

结果  溶血性贫血患者的血糖水平正常而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偏低 

结论  外周血红细胞破坏加快血红蛋白被糖类物质经非酶促作用缩合时间大大缩短，导致 HbA1c 显

著降低自身免疫性溶血等影响红细胞寿命疾病的患者，HbAl C 不能反映真实反映血糖的控制情

况，应用血糖和 GA 的测定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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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71 

根据 CLSI EP9-A3 评价电化学发光法和两种国产化学发光法 

检测 CA72-4 的一致性 

 
魏衍财,郑维玲,石燕,宋妙丽,叶科学,卢旬,杨辰 

苏州市立医院,215000 

 

目的  评价电化学发光法和两种国产化学发光法检测 CA72-4 结果的一致性及其应用价值。 

方法  根据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EP9-A3 文件，以 Roche Cobas e601 电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系统为参比方法，分别以深圳新产业 MAGLUMI 4000 化学发光检测系统和深圳迈瑞 CL-

2000i 化学发光检测系统为实验方法，收集 42 例覆盖线性范围临床血清标本，每份标本用三种方

法进行单次检测。使用极端学生化偏差（ESD）法进行离群值检验，选择最优的回归模型拟合回归

方程，计算医学决定水平处的偏移，以 1/2 室间质评偏倚（Bias）为可接受标准。 

结果  通过绘制散点图发现 Roche（X）和新产业（Y1）、Roche（X）和迈瑞（Y2）相关性良好，

目测各发现一个离群值，使用 ESD 法确认 CA72-4 检测结果无离群值点。根据数值偏差图、百分

比偏差图、排序偏差图和百分比排序偏差图的特征选取 Deming 回归分析（X 和 Y1）和 Passing-

Bablok 回归分析（X 和 Y2）两种方法进行拟合，得到回归方程分别为 Y1 = 5.0206 + 1.1498 X，Y2 

= 0.7263 + 0.8300 X。将 CA72-4 医学决定水平 6.9 U/mL 代入回归方程，得到 Roche（X）和新

产业（Y1）两种比对系统偏移为 60.96%，其偏移大于 1/2 室间质评偏倚（Bias），比对不可接

受；得到 Roche（X）和迈瑞（Y2）两种比对系统偏移为-6.74%，比对结果可以接受。 

结论  Roche（X）和新产业（Y1）两个检测系统 CA72-4 检测结果不具有可比性，Roche（X）和

迈瑞（Y2）两个检测系统 CA72-4 检测结果具有可比性；CLSI EP9-A3 文件可用于进口免疫分析法

和国产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之间的可比性研究。 

 
 

PU-0272 

糖基化终产物与 EMMPRIN 对骨基质Ⅰ型胶原蛋白代谢的影响 

 
牛璐璐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徐州医学院附属市立医院、徐州市红十字会医院）,221000 

 

目的  基质金属蛋白酶是细胞外基质的主要酶降解系统，能降解除多糖外的所有细胞外基质成分，

其合成及表达受细胞外基质金属蛋白酶诱导物（extracellular matrix metallo proteinase inducer，

EMMPRIN）的调控。本文通过体外制备 AGE-牛血清蛋白，干预成骨细胞与破骨前体细胞组成的

共培养体系，检测 EMMPRIN/MMP 系统变化时Ⅰ型胶原的含量，探讨 AGE 通过 EMMPRIN/MMP

方式对Ⅰ型胶原代谢产生的影响。 

方法  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提供的小鼠成骨样细胞株及巨噬细胞株，采用 9700 型聚

合酶链反应仪（ABI，美国）和荧光光谱扫描仪（UVP，美国）。用 AGE-牛血清蛋白（BSA）、

EMMPRIN 抗体、AGE-BSA + EMMPRIN 抗体分别干预小鼠成骨样细胞和巨噬细胞构建的共培养

体系 24 h，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分析法（ELISA）检测Ⅰ型胶原含量。将不同浓度的 AGE-BSA

（0、50、100、200、400 mg/L）干预共培养的细胞 24 h，用半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

PCR）检测成骨细胞Ⅰ型胶原 mRNA 表达，明胶酶谱法测定 MMP-2 和 MMP-9 的分泌量。 

结果  GE-BSA 干预后上清液中Ⅰ型胶原含量显著降低，EMMPRIN 抗体组Ⅰ型胶原含量增加，

EMMPRIN 抗体 + AGE-BSA 组Ⅰ型胶原水平显著增加。不同浓度 AGE-BSA 干预共培养体系后，

Ⅰ型胶原 mRNA 表达与对照组相比显著增加，且随 AGE-BSA 干预浓度增加而增加；MMP-2、

MMP-9 分泌水平较对照组均显著增加，并随 AGE-BSA 干预浓度增加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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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AGE 可通过在体外促进 MMP-2 和 MMP-9 的分泌，增加Ⅰ型胶原的降解速率。Ⅰ型胶原的

基因表达显示合成增加，但其降解速率可能远远多于合成速率，进而打破Ⅰ型胶原合成与降解之间

的平衡，影响骨基质代谢、降低骨强度进而产生骨质疏松的发病 

 
 

PU-0273 

鄂西北地区正常人群脂代谢基因 SREBPs、miR-33 表达 

及与血脂标志物水平的关联分析 

 
李显东,张训男,彭春艳,张吉才 

十堰市太和医院,442000 

 

目的   探讨鄂西北地区正常人群脂代谢基因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 SREBP-1，SREBP-2 及其内含

子剪切形成的 miR-33b，miR-33a 在外周血中的表达变异情况及与传统血脂水平标志物的关联分

析。 

方法  2016 年 12 月-2018 年 4 月在太和医院体检中心共收取年龄范围在 20~70 岁体检正常，无急

慢性疾病的正常体检者全血样本 189 例，分别提取血中白细胞总 RNA 及血浆含 miRNA 的总

RNA。采用 RT-qPCR 的方法，分别以 GAPDH 及 cel-miR-39 为内参及外参对照，检测 SREBP-

1，SREBP-2 及 hsa-miR-33a，hsa-miR-33b 的相对表达量。用贝克曼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浆

中血脂标志物水平。 

结果  （1）不同性别 SREBPs 及血浆 miR-33 的表达无差异（P>0.05）。（2）SREBP-1 的表达

水平与年龄增长呈正相关（P<0.01, R=0.309)。（3）SREBP-1 的表达与 TC，Apo-A1，Apo-B 呈

正相关（R=0.278，P<0.01; R=0.305，P<0.01; R=0.252, P<0.01）。（4）miR-33a 的表达与

Apo-A1 呈负相关（P<0.05, R=-0.328）, miR-33b 的表达与 TC，Apo-A1 呈负相关（R= -0.280, 

P<0.05; R= - 0.378, P<0.05）。(5)SREBPs 的表达与血浆 miR-33 水平无相关性。 

结论  SREBP-1 是调控脂肪酸代谢、胆固醇合成的重要转录因子，与脂质代谢密切相关。本研究显

示在鄂西北地区人外周血 SREBP-1 的表达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高提示其动态调控血脂代谢的

复杂性，SREBP-1 表达水平与多项传统血脂标志物水平呈正相关相关，提示其作用可能为高血脂

相关疾病如冠心病的保护因子，而 miR-33 表达水平与多项传统血脂标志物水平呈负相关，提示其

作用可能为高血脂相关疾病如冠心病的危险因子。 

 
 

PU-0274 

24 小时尿蛋白与随机尿蛋白/肌酐比值的相关性及临床应用评价 

 
袁勇 

昆明市延安医院,650000 

 

目的  通过对 24 小时尿蛋白与随机尿蛋白/肌酐比值的相关性的分析，研究用随机尿蛋白/肌酐比值

替代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的可行性。 

方法   收集延安医院肾内科的 90 例患者的 24 小时尿和随机尿液标本，对其 24 小时尿蛋白与随机

尿蛋白/肌酐比值进行相关性分析。采用 ROC 曲线分析 24 小时尿蛋白排泄量为 0.15g、1g 及 3.5g

时随机尿蛋白/肌酐比值的诊断界点。 

结果   24 小时尿蛋白与随机尿蛋白/肌酐比值有很高的相关性（r=0.93，P=0.000<0.05）。相关方

程为：y = 0.9497x + 0.2373。以 24 小时尿蛋白为 0.15g、1g 及 3.5g 为诊断界点时随机尿蛋白/肌

酐比值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36、0.969 和 0.963；诊断界点分别为 0.24g/gcr 、0.82g/gcr 及

3.20g/gcr，其敏感度分别为 90％、91.7％及 90.9％，特异性分别为 90％、92.9％及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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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随机尿蛋白/肌酐比值与 24 小时尿蛋白排泄量有很好的相关性，三个诊断界点得出的曲线下

面积均较大，可以替代 24 小时尿蛋白监测尿蛋白排泄的变化。 

 
 

PU-0275 

一种快速定量检测血浆中 15 种胆汁酸的方法及其试剂盒 

 
蔡云枫,饶维桥,廖云莉,陈晓敏,廖文丽,王远,林梁,訾金 

华大基因 

 

目的  本文旨在建立一种高通量、低成本、快速定量检测血浆中 15 种胆汁酸的方法及其试剂盒。 

方法  依托自主生产的试剂盒，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UPLC-MS/MS）快速定量检测血

浆中 15 种胆汁酸。 

结果  15 种胆汁酸（含 9 种三组同分异构）的色谱图分离度良好，质谱分辨率符合鉴别要求。最低

检测限（LOD）为 1.25~2.50 nmol/L，变异系数 CV＜15%(n=10)。试剂盒可同时精准定量测定血

浆中各种(15 种)胆汁酸的浓度，满足临床血样中胆汁酸含量的测定要求。 

结论  本试剂盒优化了前处理过程，极大的缩短了前处理时间，与传统酶法分析相比，能快速精准

检测血浆中各种（15 种）胆汁酸含量，具有高通量、低成本特点，在临床实践和科研实践中有较

高应用价值，可作为血浆中 15 种胆汁酸快速定量检测的有效手段。有望解决由胆汁酸含量异常引

起的相关疾病（如肝胆肠疾病等）的快速诊断。 

 
 

PU-0276 

心肌酶谱在急诊检验中的必要性分析 

 
孙静静,秦明,郎立娟,陈本勇 

潍坊市坊子区人民医院,261000 

 

目的  探讨心肌酶谱在急诊检验中的临床意义及必要性。 

方法  选取我院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12 月急诊科手指的心肌梗死患者作为观察组，观察组男 24

例、女 17 例。年龄 28~74 岁，平均（46.51±4.51）岁。同时选取来源健康检查的人群 41 例作为

对照组，对照组男 23 例、女 18 例。年龄 29~79 岁，平均（46.53±4.48）岁。符合一下条件者，

可纳入本组研究范围：（1）观察组患者均符合急性心肌梗死的诊断标准。（2）观察组患者无恶性

肿瘤或肝、肾等其他系统重大疾病，无高血压及糖尿病。（3）观察组患者无药物过敏史，无严重

精神类疾病。（4）对照组样本均健康（5）两组样本均自愿参与研究。两组样本均采用心肌酶检测

仪器检测心肌酶指标。观察组于患者发病时取 3ml 肘静脉血，血清分离后，检测各指标树枝。对照

组于清晨 8：00 空腹采集肘静脉血 3ml，血清分离后检测。治疗方法：视心肌梗死患者的病情，给

予对症治疗，药物包括静脉滴注硝酸甘油、给予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给予 β 受体阻滞剂以及

氯吡格雷等。手术方法以冠状动脉介入术为主。观察两组样本心肌酶谱检测结果的对比情况，包括

AST、α-HBD、CK-MB、CK 及 LDH 共 5 项指标。观察心肌梗死患者治疗前后各项指标的对比情

况。 

结果  观察组患者治疗前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心肌酶谱指标的变化情况可提示心肌梗死患者疾病的严重程度及治疗效果，临床应用价值显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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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77 

肿瘤特异性生长因子在恶性肿瘤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高应东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南京市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肿瘤特异性生长因子（tumor specific growth factor, TSGF）在恶性肿瘤早期筛查中的应

用价值，以及 TSGF 与其他传统的肿瘤标志物之间相关性。 

方法  收集本院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2 月共 202 例恶性肿瘤患者及 108 例健康体检者血清，检

测 TSGF 和其他肿瘤标志物的浓度。TSGF 采用免疫比浊法测定，其他肿瘤标志物 CEA、AFP、

CA50、CA242、SCC 采用化学发光法测定,CA19-9、CA72-4、NSE、CYFRA 21-1 采用电化学发

光法测定。 

结果  血清 TSGF 在健康体检组阳性率为 0.925%，无性别差异，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升高；在恶

性肿瘤组中阳性率为 70.70%，其中胃肠道恶性肿瘤阳性检出率最高（达 85%）。肺恶性肿瘤患者

治疗后血清 TSGF 及 CEA、CYFRA 21-1、NSE、SCC 含量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并恢复到正常水平

（P<0.01）。胃肠道恶性肿瘤患者治疗后血清 TSGF 及 CEA、CA50、CA19-9 含量也恢复至正常

水平（P<0.01）。ROC 曲线分析，TGSF 在肺癌患者的曲线下面积（AUC）为 0.86，胃肠道肿瘤

患者 AUC 为 0.75。 

结论  血清 TSGF 在肺恶性肿瘤及胃肠道恶性肿瘤的辅助诊断及疗效观察中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

值，同时可作为健康体检者早期肿瘤筛查的血清学指标之一。 

 
 

PU-0278 

血清淀粉样蛋白 A 临床应用探讨 

 
王更记,周长春 

山东省肿瘤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血清淀粉样蛋白Ａ（ＳＡＡ）在炎症、冠心病、恶性肿瘤等疾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试剂购自国内某品牌免疫比浊法商品试剂盒，仪器采用罗氏 702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结果   

SAA 在病毒和细菌感染中均升高，而病毒感染中ＣＲＰ几乎不升高。入院时血清ＳＡＡ和ＣＲＰ

均升高的非稳定性心绞痛患者，其住院时发生急性心肌梗死的几率较大，预后较差。在肝癌、肺

癌、乳腺癌等多种肿瘤患者体内ＳＡＡ均有不同程度升高，且其水平与肿瘤的活动期、恶性程度及

侵袭转移有明显的相关性。 

结论  SAA 是组织淀粉样蛋白Ａ的前体物质，属于急性时相反应蛋白。炎症或感染急性期，其在４

８～７２ｈ内即迅速升高，并且在疾病的恢复期迅速下降。目前，细菌及病毒感染、冠心病、肿瘤

等疾病中均检测到血清ＳＡＡ升高。某些疾病，如病毒感染、冠心病等，ＳＡＡ的敏感性高于Ｃ-

反应蛋白，可为临床提供更好的参考价值。作为一个新的检测指标，ＳＡＡ正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

关注。自１９７４年发现至今，许多检测方法已应用于患者血清ＳＡＡ的检测。目前，用于临床血

清ＳＡＡ检测的方法主要是免疫速比浊法。这种方法均具有较好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可应用于自动

化仪器，大大提高了ＳＡＡ在临床疾病监测中的应用价值。但目前国内商品化ＳＡＡ检测试剂较

少，还没有广泛地应用于临床。随着即时检验（ＰＯＣＴ）等快速检测技术的建立，将有助于ＳＡ

Ａ检测在各级医院门急诊检验中的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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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79 

甲功异常无症状 PBC 一例 

 
曲业敏 

威海市立医院,264200 

 

目的  介绍甲功异常无症状 PBC 一例，过分析该患者的诊疗经过，提高对 PBC 的认识及判断预

后。 

方法  对该患者的多项检查结果进行跟踪记录分析。 

结果  2015 年 11 月 02 日 血常规：WBC4.1×109/L，NEUT53.5%，LYM36.1%，MONO7.9% ，

EO1.9%，BASO0.6%，RBC4.47×109/L，HGB133g/l，PLT235×109/L；血沉 25mm/h；肝功能

GGT75 U/L，余值正常；肾功能正常；凝血功能正常；甲状腺功能 TGAb220.60IU/ml，余值正

常；包括甲胎蛋白、癌胚抗原在内的多项肿瘤标志物均正常；乙肝表面抗原阴性。 

2015 年 11 月 03 日 病理报告：肝细胞无明显肿胀，肝小叶内可见少量点灶性坏死，汇管区可见大

量淋巴细胞浆细胞浸润，未见小叶间胆管破坏，轻至中度界面性炎，可见一处 P-P 桥接坏死；肝细

胞浆及核内 HBsAg、HBeAg 均（－）。结论为慢性肝炎，轻度 B(G2S2)。 

2015 年 11 月 04 日 抗丙肝抗体阴性，抗甲肝抗体阴性，抗戊肝抗体阴性。 

2015 年 11 月 10 日 肝功能 GGT70 U/L 

2015 年 11 月 17 日  北京协和医院自身抗体结果：抗核抗体阴性，抗可溶性肝抗原抗体阴性，抗平

滑肌抗体阴性，抗线粒体抗体 1:160 阳性，抗肝肾微粒体抗体阴性，抗线粒体抗体（M2 亚型）

736RU/ml。2016 年 01 月 18 日 肝功正常，GGT 降为 18 U/L。 

结论  由于 PBC 发病初期往往无临床症状，出现症状又并无特异性，往往被患者及医生忽视，确诊

时常常已经进展到疾病晚期的肝硬化、肝衰竭期，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病情难以逆转预后差。因

此早期正确诊断、及时规范治疗是延缓和控制 PBC 的进展、延长生存期的关键。 

 
 

PU-0280 

六西格玛质量管理方法在临床化学实验室中应用 

 
牛爱军,王丽娜,王永涛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应用六西格玛质量管理方法对临床化学检测项目进行质量评价，指导实验室的质量改进 。 

方法  以实验室参加卫计委临床检验中心常规化学室间质量评价的 22 个项目作为研究对象，依照公

式 σ=（TEa-bias）/CV，分别计算各项目的以不同水平室内质控 CV 所得到的 σ 值，并根据 σ 值大

小来选择室内质控品数量及质控规则；以 QGI= bias%/(1.5×CV)计算各项目质量目标指数

（QGI），查找项目分析性能不佳的原因以便于改进。 

结果  22 个检测项目以高水平室内质控 CV 计算所得的 σ 平均值为 5.88，显著高于以低水平室内质

控 CV 计算所得 σ 平均值 3.91（P<0.01）。σ（高水平）>6 的项目比例为 36.4%，明显高于 σ

（低水平）的 13.6%；σ（高水平）<3 的项目比例为 9.1%，明显低于 σ（低水平）的 31.8%。σ

（高水平）<6 的项目有 14 个，其中需优先改进精密度（QGI<0.8）的项目有 13 个（92.8%），精

密度与正确度（1.2<QGI<0.8）均需改进的项目有 1 个（7.2%）；σ（低水平）<6 的项目有 19

个，其 QGI 值均<0.8，均需优先改进精密度。22 个检测项目以高水平室内质控 CV 计算所得的 σ

平均值为 5.88，显著高于以低水平室内质控 CV 计算所得 σ 平均值 3.91（P<0.01）。 

结论  6σ 质量管理方法作为一种新兴的质量管理概念引入到医学实验室中，可对检测项目的分析性

能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结合 QGI 可查找项目性能不佳原因并提出相应改进措施，有利于实验室

质量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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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81 

血清降钙素原检测在心力衰竭合并感染患者应用 

 
牛爱军,王丽娜,王永涛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血清降钙素原检测在心力衰竭合并感染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罗氏公司 Cobas E601 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对 59 例单纯感染患者，63 例单纯心力

衰竭患者，65 例心力衰竭合并感染患者及 100 例健康人群血清 PCT 水平进行检测，其中 65 例心

力衰竭合并感染患者按心力衰竭级别又分为Ⅱ级 21 例，Ⅲ级 23 例，Ⅳ级 21 例。 

结果  三组疾病组 PCT 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 均<0.01）；其中单纯心力衰竭组 PCT 水平

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t=11.95，P<0.01），心力衰竭合并感染组 PCT 水平显著高于单纯感染组

（t=7.27，P<0.01）。以 0.05 ng/ml 作为诊断界值，PCT 的诊断敏感性和阴性预测值随着心力衰

竭的级别增长而呈逐渐上升趋势，而阳性预测值呈逐渐下降趋势。 

结论  验证了心力衰竭可引起机体 PCT 水平升高的事实。以 PCT 0.05 ng/ml 作为诊断界值时，其

对单纯感染患者及不同级别心衰患者的诊断效能明显不同，提示临床医生在通过 PCT 水平进行诊

断及判断患者病情时，要考虑患者是否合并有心衰以及考虑心衰的程度来选择不同的 PCT 界值，

同时这对于医生判断患者何时开始使用和停止使用抗生素也至关重要。 

 
 

PU-0282 

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分析 

 
闫先侠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250000 

 

目的  探讨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cy)水平变化与精神分裂症之间的关系 

方法  采用免疫散射比浊法对 63 精神分裂症患者及 60 例健康对照者血清 Hcy 水平进行了检测 

结果  精神分裂症患者组血清 Hcy 水平（25.34±12.62μmol/L）及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HHcy）发

生率（55.6%）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11.21±3.97μmol/L）和（5.0%）（P 均<0.01）；两组中

男性血清 Hcy 水平分别为（27.51±15.34μmol/L）和（12.84±3.15μmol/L）均显著高于女性

（19.18±12.62μmol/L）和（9.67±2.01μmol/L）（P <0.05 及 P <0.01）；经典抗精神病药物治疗

组血清 Hcy 水平（29.23±16.75μmol/L）及 HHcy 发生率（70.0%）均显著高于非典型抗精神病药

物治疗组（20.89±13.03μmol/L）和（42.4%）（P<0.05）。 

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存在血清 Hcy 代谢异常，血清 Hcy 升高可作为精神分裂症的实验室辅助诊

断指标之一；血清 Hcy 水平存在性别间差异，临床应用时应分别设立不同参考区间，而且比较精神

分裂症患者血清 Hcy 水平时应注意区分；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可能通过调节 Hcy 代谢并降低血清

Hcy 水平来改善患者认知功能。 

 
 

PU-0283 

冠心病患者血清脑钠肽与 C 反应蛋白水平变化的临床分析 

 
杨慧 

本钢总医院 

 

目的  探讨脑钠肽（b-type natriuretic peptide, BNP)、C 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水平变

化与冠心病(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病变程度之间的关系。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dict.youdao.com%2Fsearch%3Fq%3Dcoronary%2520heart%2520disease%26keyfrom%3Dhao360&q=%E5%86%A0%E5%BF%83%E7%97%85+%E8%8B%B1%E6%96%87&ts=1525731114&t=f1aba74ccbd90d527e2d8d0cda2f94f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309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152 例冠心病患者，根据冠脉造影结果将其分为正常组、单支病变组以及多

支病变组。检测各组入院时血清 BNP 与 CRP 水平，并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  正常对照组、单支病变组、多支病变组血清 BNP 与 CRP 水平依次升高，两两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随着冠脉病变程度的升级，冠心病患者血浆 BNP、CRP 水平逐级升高。 

 
 

PU-0284 

血清胆汁酸测定在肝胆疾病中的临床研究 

 
周美霞 1,张晨笑 2,谢鑫友 1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310000 

2.浙江中医药大学,310000 

 

目的  探讨血清甘胆酸、总胆汁酸测定对肝胆疾病（包括非妊娠期肝胆疾病和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

症）的诊断价值及意义。 

方法  选取 60 例非妊娠期肝胆疾病患者和 25 例正常对照组(非孕妇)。另选取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

症（ICP）患者 30 例，以 40 例健康孕妇作为对照组。采用酶循环法检测血清总胆汁酸浓度，胶乳

免疫比浊法检测血清甘胆酸浓度并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各类非妊娠期肝胆疾病组血清甘胆酸和总胆汁酸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1）。ICP 组血清甘胆酸和总胆汁酸水平均明显高于健康孕妇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在非妊娠期肝胆疾病患者和 ICP 患者中，甘胆酸与总胆汁酸水平均呈显著正相关性

（P<0.01）。ICP 组高龄孕妇比例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ICP 组甘胆酸检

测阳性率（96.7%）高于总胆汁酸阳性率（76.7%） 

结论  血清甘胆酸、总胆汁酸的测定对肝胆疾病的诊断有重要意义，可协助临床治疗和预后评估。

在诊断和评估 ICP 中，甘胆酸的敏感度高于总胆汁酸。 

 
 

PU-0285 

AMH 预测卵巢储备功能及治疗的价值 

 
白云燕 

德州市人民医院,253000 

 

目的  研究抗穆勒氏管激素(AMH)预测卵巢储备功能及治疗的价值 

方法  76 例不孕症患者，按治疗方法不同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8 例。对照组在未进行治疗情况

下直接促排卵，观察组予以人工治疗周期后促排卵。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的激素水平及妊娠情况。 

结果  治疗前，对照组的 AMH 值为(0.83±0.11)ng/ml,观察组的 AMH 值为(0.87±0.12)ng/ml。治疗

后，对照组的 AMH 值为(0.95±0.08)ng/ml,观察组的 AMH 值为(1.01±0.80)ng/ml，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P<0.05)。观察组的周期妊娠率 18.00%及临床妊娠率 31.98%，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8.45%、12.50% (P<0.05)。经腹腔镜检查与检查结果吻合率为 87%,检查通畅者在临床医生及超声

监排下顺利怀孕约占 70%，其他未孕者检查或伴输卵管外不孕不育因素。 

结论  对卵巢储备功能低下患者使用 AMH 预测，能尽早发现病变情况，提高妊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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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86 

mTOR promotes FBXW7 loss-induced 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 and cancer stem  

cell-like characteristics in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Yuli Wang1,Yueyong Liu3,Jianhua Mao3,Guangwei Wei2 

1.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2.Shand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Objective Increased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lead to cancer metastasis and are crucial to 
cancer prognosis. In this study, we explore whether FBXW7 plays any role in metastatic process. 
Methods We used western blotting and confocal immunofluorescence microscopy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markers and stem cell markers in HCT116 
FBXW7+/+ and FBXW7-/- cells. Wound healing assay, transwell assay and matrigel assay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HCT116 FBXW7+/+ and FBXW7-/- cells. Besides, 
sphere formation assay was used to detect the stem cell-like behavior of colon cancer cells. 
Results We show that depletion of FBXW7 induces EMT in human colon cancer cells along with 
the increase in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Moreover, FBXW7 deficiency promotes the generation 
of colon cancer stem-like cells in tumor-sphere culture. mTOR inhibition by rapamycin 
suppresses FBXW7 loss-driven EMT, invasion and stemness. Our results define the 
FBXW7/mTOR axis as a novel EMT pathway that mediates cancer invasion.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EMT and stem cell-like properties are essential for tumor cells to 
disseminate from adjacent tissues and seed new tumors in distant sites.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FBXW7 regulated these two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metastatic disease 
through mTOR signaling pathway. 
 
 

PU-0287 

Association analysis of IL-18 gene promoter region 
polymorphisms and susceptibility to sporadic breast 

cancer in Chinese Han women 

 
xuefeng qiao1,Wei Cui2 

1.china meitan general hospital 

2.National Cancer Center/Cancer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Clinical Laboratory 

 
Objective Interleukin-18-137G/C,-607G/T polymorphisms play multiple roles in various cancers. 
However, studies focused on its involvement in breast cancer remain controversial, and no study 
has take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L-18 gene polymorphism and Body mass index (BMI), 
menopaus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tudy investig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L-18-137, -607 
polymorphisms and risk of breast cancer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SNPs and BMI, 
menopause in Chinese Han woman. 
Methods A total of 488 participants, including 178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150 patients 
with  benign breast disease and 160 healthy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for this stud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direct sequencing technology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genotypes . 
Results -137 G/C genotype can decrease the risk of breast cancer (OR=0.54, 95%CI:0.31-0.93; 
p=0.025 ). In benign group, subjects with G/C genotype of  IL-18-137G/C polymorphism had a 
1.89-fold increased risk of developing breast cancer (95%CI=1.05-3.41; p=0.032). 
Among postmenopausal subjects, people with G/T genotype of IL-18-607 polymorphism had a 
7.97-fold  increased risk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compared with those with T/T homozygotes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311 

 

(95%CI=1.95-32.65; p=0.0045). Among Overweight and obese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BMI≥ 24), people with G/T genotype of IL-18-607 polymorphism had a 5.45-fold increased risk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compared with those with T/T homozygotes (95%CI=1.74-17.06; 
p=0.034). 
Conclusions  IL-18-137 G/C genotype may be a protective factor for healthy group, but a risk 
factor for benign group. IL-18-607 G/T genotype have an interaction with menopausal and BMI. 
The synergetic effect can further increase the risk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for breast cancer 
patients. 
 
 

PU-0288 

193 例黏多糖贮积病尿筛查结果分析 

 
赵小媛,苏雪莹,黄永兰,蔡燕娜,李秀珍,曾春华,刘丽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尿黏多糖（GAG）定量检测对黏多糖贮积病（MPS）的辅助诊断价值，评估其筛查的敏

感性和特异性。 

方法  回顾分析 2009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广州市妇女儿童中心遗传与内分泌专科就诊的 814

例疑似 MPS 高危患者的尿 GAG 定量和酶学分析结果，尿 GAG 定量采用 1, 9- 二甲基亚甲蓝(DMB) 

在碱性条件下与尿中的 GAG 反应生成粉红色产物及分光光度计比色原理进行测定，并同时测定尿

肌酑（Cr）, 计算 GAG/ Cr 比值；酶学分析采用人工底物荧光法检测外周血白细胞溶酶体中的 9 种

MPS 酶活性。 

结果  814 例高危患者中，尿 GAG 定量筛查阳性 184 例，经酶学检测确诊为 MPS 193 例(包括

MPSI 22 例、II 87 例、IIIA 2 例、IIIB 5 例、IVA 48 例、VI 27 例、VII 2 例 )，未检出 IVB 和 IIID

型。除 MPSIVA 外其它各型的 MPS 患儿尿 GAG 和 GAG/Cr 比值均比正常同龄儿童显著升高（尿

中 GAG 含量达 7.6-15.4 倍升高，正常参考值<70mg/L) ；而在 48 例 MPSIVA 患儿中，有 39 例尿

GAG 和 GAG/Cr 比值呈轻到中度升高（尿中 GAG 含量 1.1-3.6 倍升高），另 9 例尿 GAG 和 

GAG/Cr 比值均在同龄儿童的正常范围内，因此尿 GAG 定量测定筛查 MPS 的敏感性为 95.3%

（184/193），特异性为 100%(621/621)。 

结论  尿 GAG 定量 DMB- Tris 比色法简便、快速、可靠，筛查 MPS 的敏感性好，特异性高，可作

为 MPS 的筛查方法在基层单位广泛推广应用；当临床怀疑患儿疑似 MPSIV 型时，尿 GAG 定量、

GAG/ Cr 比值正常不能排除 MPSIVA，应进一步采取外周血进行酶学检测分析。 

 
 

PU-0289 

联合检测 CEA、CA242、CYFRA21-1 对结直肠癌的诊断价值 

 
王恝歆,赵志丹,谢婷彦,张秋焕,冯斯斯,邓辉,钟白云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探讨 CEA、CA242、CYFRA21-1 的联合检测在结直肠癌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采用多肿瘤标志物（7 种）定量检测试剂盒检测 100 例不同临床分期的结直肠癌患者、50 例

结直肠息肉患者及 50 例正常人患者血清中 CEA、CA242、CYFRA21-1 的表达水平，并进行统计

分析，比较 3 种肿瘤标志物单独及联合检测对结直肠癌的诊断价值。 

结果  1.结直肠癌患者的血清 CEA、CA242、CYFRA21-1 水平明显高于结直肠息肉患者和正常人

群的水平(P<0.05)。2. 三项联合检测的曲线下面积最大，且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3. CEA、

CA242 与癌症的临床分期有关，癌症分期越晚，其血清水平越高(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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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CEA、CA242、CYFRA21-1 的联合检测同时兼顾高灵敏度及高特异度，具有较高的临床价

值，可作为结直肠癌的辅助诊断方法。且血清 CEA、CA242 也在确定结直肠癌的临床分期方面具

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PU-0290 

游离 Hb 自动化测定在校正溶血干扰中的应用研究 

 
黄达 

武汉协和医院,430000 

 

目的  建立游离 Hb 自动化检测方法，校正溶血对临床生化检测的干扰。 

方法  血红蛋白具有类过氧化物酶活性，可催化过氧化氢释放新生态氧，以 TMB 为色原，一定范围

内反应后溶液颜色深浅与血红蛋白的浓度呈正比。根据此原理建立游离血红蛋白自动化检测方法。

在常规生化检验中选择部分易受溶血干扰生化检测项目。考察红细胞溶解溢出的内容物与游离 Hb

值的改变之间的相关性。样本来源不一时，分析测量标本的总 Hb、Ht、MCV、RBC 计数与溶解产

物量是否具有相关性。以未溶血血清（H=0）为参考，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获得观测项目的校正公

式并进行验证。  

结果  游离 Hb 自动化检测方法建立。严重溶血（Hb=8g/L）时，K+、CK、LDH、HBDH、AST 分

别改变+43.09%、+75%、+305.87%、+360.2%、+297.56%，受溶血干扰严重。不同来源红细胞

溢出的 K+、CK、LDH、HBDH、AST 与 fHb 线性相关系数分别为 0.9、0.917、0.811、0.71、

0.444 。 K+ 、 CK 、 LDH 、 HBDH 、 AST 校 正 公 式 分 别 为 △K=0.212△fHb-0.129 ；

△CK=6.734△fHb+0.297Ht-9.217 ； △LDH=97.395△fHb-6.079tHb+15.84Ht-96.873 ；

△HBDH=59.806△fHb-49.865；△AST=3.755△fHb+6.804。经过 t 检验发现，K+、CK、LDH、

HBDH 的校正可靠，校正前后数据比较 P>0.05。 

结论  通过上述方法校正溶血对 K+、CK、LDH、HBDH 四个项目的干扰效果较好，而对于 AST 则

不理想。 

 
 

PU-0291 

27 项特定蛋白项目检测结果分析及钩状效应的防范方法 

 
杨杰 1,李茂城 1,尹小毛 2,张鹏 1,陈永强 3,曾方银 3 

1.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检验科 

2.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输血科 

3.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检验科 

 

目的  探讨免疫透射比浊法测定不同特定蛋白项目时钩状效应的风险大小及防范方法。 

方法  收集既往 27 项特定蛋白项目临床样本的测定结果，分析其最大可见浓度，并与国内外四个品

牌产品说明书声明的分析测量范围相比较，计算超过测量范围上限的样本百分比，讨论不同检测系

统免疫透射比浊法测定特定蛋白项目时出现钩状效应的风险大小及解决方法。 

结果  27 个项目中 RF、hFABP、hs-CRP、CRP 的最高值分别可达 13 000 IU/mL、1 600.1 

ng/mL、344 mg/L、566.6 mg/L，超出参考区间上限的 100 倍以上。临床样本中 β2-MG、RF、

RBP、Lp(a)较易超出分析测量范围上限，分别最多占比 21.7%、7.9%、7.6%、5.9%，发生钩状

效应的风险较大。罗氏检测系统防范钩状效应的主要方法是样品预稀释和抗原过剩检查。 

结论  部分免疫透射比浊测定项目发生钩状效应的风险较大，应采取不同方法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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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92 

血清 IL-6、降钙素原、CRP 等炎性因子 

对儿童中枢神经感染的诊断价值 

 
杨博源,李强,刘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110000 

 

目的  评价血清 IL-6、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CRP（C-Reactive protein）对儿童中枢

神经感染的早期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本院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5 月收治的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患儿，根据病原菌的不同分

为化脓性脑膜炎患儿（细菌组）26 例、病毒性脑膜炎患儿（病毒组）24 例，另随机选取健康儿童

25 例（对照组），比较各组患儿血清中 IL-6、降钙素原以及 CRP 的差异，并计算两组病例组的

PCT、IL-6 以及 CRP 的 ROC 曲线下面积。 

结果  在细菌组与病毒组中患者的血清中的 PCT、CRP 以及血清 IL-6 均高于对照组（P < 0.05），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化脓性脑膜炎组 CRP 含量高于病毒性脑膜炎组，差异有显著意义

（P<0.05），化脓性脑膜炎血清 PCT 含量明显高于病毒组，其中化脓性脑膜炎血清 PCT 含量明显

高于病毒组，并且比较病患组的两组 ROC 曲线下面积，在化脓性脑膜炎中 PCT 的曲线下面积最高

（0.682），远高于同组的 IL-6 与 CRP（0.616、0.525），而在病毒性脑膜炎中 IL-6 的 ROC 曲线

下面积最高（0.475），高于同组的 PCT 与 CRP（0.318、0.384）。 

结论  血清 IL-6、PCT 以及 CRP 对儿童中枢神经感染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其中在化脓性脑膜炎中

PCT 的诊断价值优于 IL-6 与 CRP，在病毒性脑膜炎中 IL-6 的诊断价值优于 PCT 与 CRP。 

 
 

PU-0293 

血清 IL-6、降钙素原、CRP 等炎性因子 

对儿童中枢神经感染的诊断价值 

 
杨博源,李强,刘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110000 

 

目的  评价血清 IL-6、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CRP（C-Reactive protein）对儿童中枢

神经感染的早期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本院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5 月收治的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患儿，根据病原菌的不同分

为化脓性脑膜炎患儿（细菌组）26 例、病毒性脑膜炎患儿（病毒组）24 例，另随机选取健康儿童

25 例（对照组），比较各组患儿血清中 IL-6、降钙素原以及 CRP 的差异，并计算两组病例组的

PCT、IL-6 以及 CRP 的 ROC 曲线下面积。 

结果  在细菌组与病毒组中患者的血清中的 PCT、CRP 以及血清 IL-6 均高于对照组（P < 0.05），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化脓性脑膜炎组 CRP 含量高于病毒性脑膜炎组，差异有显著意义

（P<0.05），化脓性脑膜炎血清 PCT 含量明显高于病毒组，其中化脓性脑膜炎血清 PCT 含量明显

高于病毒组，并且比较病患组的两组 ROC 曲线下面积，在化脓性脑膜炎中 PCT 的曲线下面积最高

（0.682），远高于同组的 IL-6 与 CRP（0.616、0.525），而在病毒性脑膜炎中 IL-6 的 ROC 曲线

下面积最高（0.475），高于同组的 PCT 与 CRP（0.318、0.384）。 

结论  血清 IL-6、PCT 以及 CRP 对儿童中枢神经感染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其中在化脓性脑膜炎中

PCT 的诊断价值优于 IL-6 与 CRP，在病毒性脑膜炎中 IL-6 的诊断价值优于 PCT 与 C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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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94 

血脂及胱抑素 C 在糖尿病并发心脏病变中的应用研究 

 
黄鑫 

乐山市人民医院,614000 

 

目的  糖尿病（DM）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最重要的慢性疾病之一，同时 DM 增大了患者并发心

脏、脑和周围血管疾病风险。本研究通过观察糖尿病及糖尿病心脏病变患者血清胱抑素 C( cystatin 

C，CysC)和血脂水平的变化，探讨实验室指标其与糖尿病并发心脏病变的相关性，通过敏感实验

室指标提示医生及时采取干预措施降低心血管事件发生率。 

方法  本研究选取 2016-2017 年在院的 230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为糖尿病组，根据是否有心脏病变再

分为两组单纯糖尿病组（173 例）、以及糖尿病并发心脏病变组（57 例），同时选取同期前来本

院体检的 117 例健康人群作为对照组。检测几组组患者空腹血糖 (fasting plasma glucose，

FPG）、甘油三酯(triacylglycerol， TG) 、总胆固醇( total cholesterol ，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 (high density liprotein cholesterol，HDL-C)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ow density liprotein 

cholesterol，LDL-C)、以及血清 CysC 水平。实验结果数据使用采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

计处理，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糖尿病组 FPG、TG、CysC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HDL-C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与单纯糖尿病组相比，糖尿病并发心脏病变组 FPG，TG，TC，HDL-C，LDL-C 无统计学意义；

糖尿病并心脏病变组 CysC 水平高于单纯糖尿病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糖尿病患者存在糖、脂代谢紊乱，血糖、血脂及胱抑素 C 等指标存在异常。本研究进一步发

现 CysC 的升高是糖尿病并发心脏病变较为敏感的实验室指标。因此，建议临床应加强对糖尿病患

者血脂及胱抑素 C 水平的监测, 从而判断其发生心血管疾病几率, 可提示医生及时采取干预措施降

低心血管事件发生率。 

 
 

PU-0295 

基于六西格玛质量管理方法的生化项目 

室内质量控制评价与设计 

 
李远程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110000 

 

目的  应用 6σ 质量管理方法分析本实验室临床生物化学检验项目质量控制数据,评价其分析性能,并

设计质量控制方法,以指导质量改进工作,从循证医学角度,为提高临床实验室的质量控制水平提供实

验依据。 

方法  选取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临床生化项目 2017 年下半年质控数据，计算合并 CV 作为不

精密度估计，利用以上数据同期 PT 回报的 5 份偏倚（Bias）数据，计算合成 Bias，根据来自我国

行业标准的总误差(TEa)要求，利用公式计算出 σ 值，并绘制标准化方法决定图。 

结果  27 个检测项目中有 11 项（40.7%）的分析性能 σ≥6，为世界级质量，分别为淀粉酶(AMY)、

甘油三酯（TG）、碱性磷酸酶（ALP）、肌酸激酶(CK)、镁(Mg)、胆红素(TBIL)、尿酸（UA）、

肌酐（CREA）、乳酸脱氢酶（LDH）、总蛋白（TP）、钾（K）；4 项（14.8%）分析性能 5＞

σ≥4，分析性能为良好，分别为铁（Fe）、胆固醇（CHOL）、胰岛素、钙（Ca）；10 项

（37.0%）分析性能 4＞σ≥3，分析性能为临界，分别为葡萄糖（GLU）、游离 T4（FT4）、免疫

球蛋白 G（IgG）、谷草转氨酶（AST）、谷丙转氨酶（ALT）、白蛋白（ALB）、游离 T3

（FT3）、磷（P）、钠（Na）、氯（Cl），2 项（7.4%）分析性能 σ＜3，性能欠佳，分别为

TSH、c 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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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根据计算出的 σ 度量值以及标准化方法决定图，在每个 σ 度量范围应用制定新的与之相适质

控规则可供选择，并根据 Bias 和 CV 值来选择改进实验的精确度和准确度。 

 
 

PU-0296 

冠心病患者血浆肌钙蛋白 I、氨基末端 B 型脑钠肽前体 

和心脏型脂肪酸结合蛋白的检测及意义 

 
陈贞 1,何依 2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2.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目的  本文探讨不同临床类型及心功能分级的冠心病患者血浆肌钙蛋白 I（cTnI），氨基末端 B 型

钠尿肽前体（NT-pro BNP）和心脏型脂肪酸结合蛋白（H-FABP）水平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选择 2015 年 4 月到 2016 年 5 月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确诊的冠心病患者 100 例，按临床类型

分为心肌梗死组(MI)28 例，不稳定型心绞痛（UAP）组 48 例，稳定型心绞痛（SAP）组 24 例。

心功能按纽约心脏病协会(NYHA)对其心脏功能进行分级：心功能Ⅱ级 33 例，心功能Ⅲ级 51 例，

心功能Ⅳ级 16 例，同时选择同期在湘雅医院进行健康体检者 30 例作为健康对照组，检测各组血浆

cTnI、N-pro BNP,H-FABP 水平。 

结果   ①冠心病组患者 cTnI、N-pro BNP, H-FABP 平均浓度明显高于对照组。②MI 组 cTnI, N-pro 

BNP 和 H-FABP 水平明显高于 UAP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UAP 组与 SAP 组血浆

cTnI 和 H-FABP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 UAP 组血浆 N-pro BNP 水平明显高于

SAP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可见 N-pro BNP 水平 MI 组高于 UAP 组，UAP 组高于

SAP 组，随着病情程度的增加而逐渐升高，可以很好地预测冠心病的病变程度。 ③心功能Ⅱ级和

Ⅲ级患者相比较，cTnI, N-pro BNP 和 H-FABP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心功能 IV 级患

者 cTnI, N-pro BNP 和 H-FABP 水平显著高于 II 级和 III 级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④血浆 cTnI，NT-pro BNP，H-FABP 水平与心功能分级具有良好的相关性，且三者相互之间呈正

相关。 

结论  冠心病患者 cTnI，N-pro BNP 和 H-FABP 水平与冠心病临床分型及 NYHA 心功能分级有一

个较好关联，可用来预测心肌受损程度，指导临床诊断与治疗。 

 
 

PU-0297 

老年脑梗死患者血清中 Hcy、MPO、LP(α) 

及 LDL 水平的变化及相关性研究 

 
伍树芝 

湖南省人民医院马王堆院区 

 

目的  探讨老年脑梗死患者血清中的同型半胱氨酸（Hcy）、髓过氧化物酶（MPO)、α 脂蛋白

(LPα）及低密度脂蛋白（LDL）水平变化及相关性，帮助我们对老年脑梗死多种危险因素进行控

制，减少脑梗死发生。 

方法  分别采用循环酶分析法、酶法、免疫透射比浊法和直接法检测老年脑梗死患者（280 例）和

对照组(111 例)患者血清中的 Hcy、MPO、LP(α)及 LDL 水平，然后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老年脑梗死患者组血清 Hcy、MPO 及 LP(α)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大动脉粥样

硬化组血清 Hcy、MPO、Lp(α)和 LDL 水平显著高于小动脉闭塞组（Ｐ ＜0.05），具有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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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梗死灶＞2CI 组各指标水平显著高于梗死灶≤2CI 组（Ｐ ＜0.05）；Hcy 与 MPO、Lp(α)水平呈

正相关并具有统计学意义；MPO 与 Lp(α)水平呈正相关，LDL 与 Hcy、MPO、Lp(α)均无相关性；

根据 ROC 曲线选取血清 Hcy、MPO 和 Lp(α)为 13.625umol/L、24.9ng/mL 和 118.65mg/dL 作为

老年脑梗死诊断最佳临界值。 

结论  老年脑梗死患者血清 Hcy、MPO、Lp(α)水平与疾病有密切相关性关系，是引起疾病的危险因

素，联合检测老年患者的血清 Lp(α)、MPO 和 Hcy 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PU-0298 

鼻咽癌患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变化特征分析 

 
张扬南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23000 

 

目的  研究不同临床病理特征鼻咽癌患者的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CY）变化特点。 

方法  采集鼻咽癌患者和健康体检人群静脉血，离心分离血清，用循环酶法检测血清 HCY 水平。比

较两组人群的血清 HCY 水平有无差异，并分析不同临床病理特征鼻咽癌患者血清 HCY 水平变化情

况。 

结果  鼻咽癌患者血清 HCY 明显高于健康体检人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鼻咽癌

患者血清 HCY 水平明显高于女性患者；鼻咽癌患者的年龄越大、分化程度越低、临床分期越晚，

血清中 HCY 水平相对越高。 

结论  鼻咽癌患者的血清 HCY 水平明显升高。血清 HCY 水平与鼻咽癌患者的年龄、性别、肿瘤的

分化程度以及临床分期相关（P<0.05），与鼻咽癌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及远处转移无关

（P>0.05），有望成为鼻咽癌疗效判断及预后的肿瘤标志物。 

 
 

PU-0299 

慢性腹水大鼠模型对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 

及糖代谢影响的初步观察 

 
陈婷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23000 

 

目的  观察增加腹内压力对高血压和糖代谢相关指标的影响。 

方法  将 19 只大鼠随机分成生理盐水组和矿物油组，实验组腹腔连续间断注射矿物油建立慢性腹水

大鼠模型，对照组连续间断注射相同量的生理盐水，5 周后测量腹内压，检测肾素，血管紧张素

I，血管紧张素 II，胰岛素，空腹血糖水平和葡萄糖激发后的半小时及 1 小时和 2 小时葡萄糖水平的

变化。 

结果  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肾素与血管紧张素 I 水平明显降低（P＜0.05 或 P＜0.01），胰岛素和

血管紧张素 II 在两组比较中无显著差异，空腹血糖水平明显降低（P＜0.01），葡萄糖激发后的半

小时及 1 小时血糖水平明显升高（P＜0.05 或 P＜0.01），2 小时血糖水平无显著差异。 

结论  单独增加腹内压力可能在该动物模型中引起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紊乱和葡萄糖代谢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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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00 

心肌肌球蛋白-结合蛋白 C（Cardiac Myosin-Binding Protein 

C）与心肌肌钙蛋白的急性心肌梗死的早期诊断的直接比较 

 
张云丽 

辽宁省人民医院,110000 

 

目的  心肌肌球蛋白结合蛋白 C（cMyC）是一个心肌限制蛋白，较心肌肌钙蛋白（cTn）丰富得

多，在急性心肌梗死（AMI）后更快地释放。我们评价了 cMyC 作为 cTn 的一个附属物或替代物，

对 AMI 的早期诊断。 

方法  在急诊部未经选择，对具有 AMI 症状未经选择的患者（N = 1954），在现场进行了 cMyC、

hs-cTn、以及标准灵敏度的 cTn 检测。使用所有可用的临床和生物化学信息，未将 cMyC 加入，

对患者做出独立的 AMI 最后诊断。预后的终点为长期死亡率。 

结果  最后诊断为 AMI 的患者 340 例（17%）。即刻 cMyC 浓度，显著高于非 AMI 的结果（中位

数，237 ng/L 与 13 ng/L，P＜0.001）。对 AMI 的区分能力，以 ROC 曲线下面积 AUC 确定的，

cMyC（AUC，0.924）、hs-cTnT（AUC，0.927）、和 hs-cTnI（AUC，0.922），优于以同代灵

敏度检测方法检测的 cTnI（AUC， 0.909）.将 cMyC 与 hs-cTnT 组合，或与标准-灵敏度的 cTnI

组合（但不是 hs-cTnI），使 AUC 分别增加到 0.931（P＜0.0001）和 0.926（P＜0.003）。使用

cMyC 进场单次血液检测可更准确地对排除或确诊分类患者：净增的重新分类的改善对 hs-cTnT 为

+0.149；对 hs-cTnI 为+0.235（P＜0.001）。在早期表现者（胸痛＜3 小时），以 cMyC 对确诊/

排除，与 hs-cTnT 比较的改善很大（净增重新分类改善+0.256），与 hs-cTnI 比较（净增重新分类

改善 +0.308），二者均 P＜0.001。在预测 3 年时的死亡下，比较 C 统计量，cMyC 优于 hs-cTnT

和标准灵敏度的 cTnI（二者 P＜0.05），与 hs-cTnT 相似。 

结论  cMyC 在即刻提供鉴别 AMI 诊断上，可以与 hs-cTnT 和 hs-cTnI 比较；可在患者出现症状后

较早地进行检测。 

 
 

PU-0301 

Long noncoding RNA LOC283070 is involved in the  

transition of LNCaP cells into androgen‑independent cells 

via its interaction with PHB2 

 
lina wang 

Laboratory Medical Center，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drogen independence in prostate cancer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 
Method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LOC283070 and target proteins were investigated by RNA 

pull‑down and RNA immunoprecipitation (RIP) assays. Subcellular fractionation and quantitative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subcellular 

localization of LOC283070. Western blots were perform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prohibitin 2 
(PHB2). Luciferase activity assays were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LOC283070 and 
PHB2 on the androgen receptor (AR) signaling pathway. A methyl thiazolyl tetrazolium (MTT) 
assay and a growth curve assay were used to test cell viability. Flow cytometry was performed to 
analyze cell cycles. A transwell assay was employed to test cell migration.  

Results We identified PHB2 as an interaction partner of LOC283070 in the pull‑down and RIP 

experiments. Furthermore, we confirmed that the enrichment of LOC283070 with PHB2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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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gen‑independent LNCaP (LNCaP‑AI) cells was much greater than that in LNCaP cells. 

Moreover, the expression of PHB2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cell lines, and 

the expression of LOC283070 in the nuclei of the LNCaP‑AI cells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at in the LNCaP cells. In vitro data revealed that PHB2 overexpression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AR 
activity and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and induced accumulation of prostate cancer cells in 
G0/G1 phase. Moreover, the overexpression of LOC283070 fully abrogated the effects of PHB2 
overexpression.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study shows that LOC283070 can bind to PHB2 located in the nucleus 
and inhibit its effect, and this is one of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LOC283070 is involved in the 

transition of LNCaP cells into androgen‑independent cells. 

 
 

PU-0302 

The development of a regression model that inter converts 
HbA1c and glycosylated albumin values for assessing 

patients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hengjian huang,Yitian Wu,Ruirui Guo,Zhenmei An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We established a regression model for converting HbA1c and glycated albumin (GA) 
levels for monitoring of blood glucose in Chinese patients 
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 cross-sectional study, included 20,381 patients with 
available  HbA1c and GA data. The HbA1c levels in patients ranged from 4.0% ~ 12.0%, GA 
levels ranged from 7.5% ~ 45%. To compare the sexual difference in various levels of GA, we 
divided the corresponding HbA1c levels into eight quantiles and calculated the mean values of 
GA in each quantiles. The conversion formula for HbA1c and GA was devised using an 
estimating regression model with an unknown breakpoints method 
Results 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A levels between sexes. Significant glycemic 
turning points were 6.2% for HbA1c and 12.28% for GA. The proposed conversion formula for 
below and above the turning point was  HbA1c = 1.136GA-7.289 (r2=0.824) and HbA1c = 
0.252GA+3.163(r2=0.948), respectively. The GA/HbA1c ratio below and above the turning point 
was 2.04±0.30 and 2.26±0.45,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is study shows that a discontinuous linear correlation exists between HbA1c and 
GA. The turning point values can helpful to estimate the level of HbA1c and GA needed to 
monitor long-term blood glucose 
 
 

PU-0303 

血清中甘露糖结合凝集素水平的升高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相关 

 
杜江东 

烟台毓璜顶医院,264000 

 

目的  甘露糖结合凝集素（MBL）可能参与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的发病机制并发症。我们研

究了血清 MBL 水平在有及无视网膜病变的 2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中的改变。 

方法  血清浓度测定 184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和 189 的 2 型糖尿病没有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年龄，性别

和糖尿病病程相匹配的患者。进行多因素分析使用逻辑回归模型。MBL 的诊断价值与 HbA1c 相

比，hs-CRP 与其他已知标记。 

结果  我们发现血清 MBL 水平明显高于糖尿病与 DR 相比无 DR [ 3456（IQR，3128–3800）ug／

L 和 2432（IQR，2100–2670）μg/L，分别；P B 0.0001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调整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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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其他重要因素，MBL 仍然可以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标记，有一个调整或 1.002（95%可信区间，

1.001 - 1.003；0.0001）。基于 ROC 曲线，最佳临界值血清浓度作为指标对诊断 DR 投影是 3050

微克/升，它取得了 82.5%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为 88%，曲线下的面积 0.907（95% CI，0.876-

0.938）。 

结论  在 2 型糖尿病患者体内，在校正可能的混杂因素之后，评估血清 MBL 水平可以看作一个视网

膜病变的独立标记。 

 
 

PU-0304 

分离胶促凝管保存血清标本部分生化指标的变化 

 
王永涛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观察分离胶促凝管保存血清标本部分生化指标的变化，探讨分离胶促凝管原管保存血清标本

的可行性，为结果的复检提供依据。 

方法  用 BD 分离胶促凝管（型号 367955）采集供血者的血清，共计 20 例。用罗氏 702 生化仪检

测 9 项生化指标（钾、钠、糖、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总蛋白、白蛋白、甘油三酯、总胆固

醇）。检测完毕后加盖试管盖，将标本放置在 4-6℃冰箱保存 7 天。每天对该 20 例标本检测以上 9

个指标，观察其变化情况。 

结果  大部分结果在 24 小时，与立即检测的结果没有显著性差异。少数结果随着时间的延长，有不

同的变化。 

结论  分离胶促凝管保存血清标本 7 天，绝大部分生化指标测定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少数生化

指标亦有一定时间的稳定性。因此，采用分离胶促凝管原管保存血清标本在一定时间内具有可行

性。可以用来在一定时间内对结果进行复检， 

 
 

PU-0305 

1730 例女性健康体检者高危型 

和低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情况 调查 

 
连菲,李林海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510000 

 

目的  通过对来我院体检的 1730 例女性人乳头瘤病毒感染情况进行分析，推测广州地区女性人乳

头瘤病毒感染状况。 

方法  采用人乳头瘤病毒核酸分型流式荧光杂交法，对来我院体检的 1730 例健康女性宫颈分泌物

进行 17 种高危型 HPV 和 10 种低危型 HPV 核酸检测，并对不同年龄组的感染情况进行比较，总

结该人群不同 HPV 型别及亚型感染率。 

结果  高危型 HPV 感染率 10.17%（176/1730），低危型 HPV 感染率为 5.90% （102/1730）。各

年龄段高危性 HPV 感染率最高的为>60 岁年龄段，其次为<30 岁年龄段。HPV 感染模式最常见为

高危型单一，最少见的感染模式为低危型多重合并高危型单一。高危型 HPV 感染率前 8 位依次为

HPV53 型、58 型、52 型、39 型、16 型、18 型、51 型、56 型，低危型 HPV 感染率前 4 位依次

为 HPV43 型、61 型、81 型、42 型。 

结论   

广州地区女性 HPV 感染率较高，并且以高危型 HPV 感染为主。定期进行 HPV 筛查，有利于预防

和早期发现宫颈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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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06 

Cobas8000 生化分析仪与两款便携式 

血糖仪血糖比对结果的分析 

 
王永涛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评价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常用的两款床旁检验(POCT)血糖仪（强生稳豪血糖仪和雅培安妥血糖

仪）的主要性能，了解其测定静脉全血葡萄糖与生化分析仪（Cobas8000）检测血浆葡萄糖结果的

差异。 

方法  用质控液进行两款血糖仪精密度试验，选取 20 例临床标本分别用血糖仪测定抗凝全血葡萄糖

和生化分析仪测定血浆葡萄糖，结果使用 SPSS10. 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两款血糖仪的批内 CV 分别为 2.62%～2.88% 、2.43%～3.55%、2.06%～2.15%，临床标本

检测与生化仪(Cobas8000)无显著性差异， 回归方程分别为 Y=0.954 1X+0.107 2、Y=0.953 

6X+0.184 2、Y=0.958 9X+0.095 6。在医学决定水平处与比较检测系统比较差异小于 5%。 

结论  POCT 血糖仪经规范化操作和校准措施后，可以用于糖尿病的筛查及糖尿病患者的血糖监

测。 

 
 

PU-0307 

血清 TSGF、AFP、CEA 和 FER 联合检测 

在肝脏恶性肿瘤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颜丽 

甘肃省人民医院,730000 

 

目的  通过联合检测血清 TSGF、AFP、CEA 和 FER 水平，探讨其在肝脏恶性肿瘤诊断中的应用价

值 

方法  选择在甘肃省人民医院就诊的肝脏疾病患者 163 例，分为肝癌组（n=82）和肝脏良性病变组

（n=81），并选择同期在甘肃省人民医院进行体检的健康体检者 86 例作为对照组，分析各组

TSGF、AFP、CEA 和 FER 水平，以及各项指标联合检测在肝脏恶性肿瘤诊断中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等。 

结果  肝脏恶性肿瘤组 AFP、CEA、FER 和 TSGF 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P < 0.01)，肝脏良性病变

组 AFP、CEA 和 TSGF 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P < 0.01)，肝脏恶性肿瘤组 AFP、FER 和 TSGF 明

显高于肝脏良性病变组(P < 0.05)。联合检测 AFP、FER 和 TSGF 对肝脏恶性肿瘤预测价值最高，

联合检测 AFP、FER 和 TSGF 时特异度最高(88.9%)，而联合检测 FER 和 TSGF 时敏感度最高

（90.2%）。 

结论  AFP、FER 和 TSGF 是肝脏恶性肿瘤的辅助诊断指标，联合检测 AFP、FER 和 TSGF 可提

高肝脏恶性肿瘤诊断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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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08 

神经酰胺及 miRNA-146a 在阿尔茨海默病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凌迎春,胡玲敏,陈军良,董莹盈 

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原:绍兴市精神病院),312000 

 

目的  探讨血液神经酰胺（不同种类、各自比值以及总量）、miRNA-146a 与 AD 及其严重程度相

关性，建立、验证血液神经酰胺、miRNA-146a 单独或者联合用于诊断 AD 发病风险的可靠性，通

过多种生物标志物的组合，有效提升 AD 诊断甚至是早期诊断的特异性和灵敏度。 

方法  采集健康对照组 30 例、不同时期 AD 患者（包括轻度、中等、严重认知障碍各 30 例）的血

液样本，应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HPLC-MS/MS 分别检测不同组别样本血液中四种不同类型长

链神经酰胺的含量（Cer16:0、Cer18:0、Cer24:0、Cer24:1）并计算各自比率，同时采用 Real 

time PCR 技术检测相应的 miRNA-146a 水平，比较疾病组与对照组中的潜在差异标记物，并结合

其基本资料和疾病预后进行统计学和生物信息学分析，评估不同类型神经酰胺、miRNA-146a 单独

或者联合起来对 AD 诊断的临床意义，筛选出特异性和敏感性高的组合生物标记物。 

结果  30 例 AD 患者、35 例正常体检样本老年人血浆中四种神经酰胺含量（Cer16:0、Cer18:0、

Cer24:0、Cer24:1），计算不同种类比值以及总量，结果表明：阿尔兹海默病 AD 组相比于对照

组，C24:1 的这种形式的神经酰胺含量能够接近显著性上升（p=0.05）。AD 患者的血清样本中

miRNA-146a（1.51+0.87）显著高于正常人（0.32+0.18）（p<0.01）。 

结论  神经酰胺含量、miRNA-146a 表达与 AD 的发生发展（疾病进程、不同阶段精神症状之间）

具有密切的关系，且跟 AD 早期的病理改变相关，有可能作为预测、诊断 AD 的生物标志物。 

 
 

PU-0309 

血清胱抑素 C、脂联素与糖尿病相关性研究 

 
曾淑玲 

会宁县中医院,730900 

 

目的  探讨血清胱抑素 C、脂联素对 2 型糖尿的临床意义及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7-1 至 2017-12 月就诊于甘肃省会宁县中医院内科住院部已明确诊断为 2 型糖尿病

病的患者 80 例作为 2 型糖尿病组，同时收集体检中心健康人群 80 例作为正常对照组，对所用研究

对象的一般情况、血清学指标进行整理，其中采用生化检测血清中胱抑素 C 水平，利用 ELISA 法

检测患者血清脂联素水平，采用 SPSS20.0 软件分析并比较 2 组上述指标间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

义。 

结果  糖尿病组患者血清胱抑素 C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血清血清胱抑素 C、脂联素的测定对于早期防治 2 型糖尿病具有重要的意义。 

 
 

PU-0310 

血浆肝素结合蛋白在新生儿脓毒症早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邓永超,唐喜春,张聪,莫丽亚 

湖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血浆肝素结合蛋白（heparin-binding protein, HBP）对早期诊断新生儿脓毒症

（neonatal sepsis，NS）及脓毒症严重度分级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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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运用回顾性研究方法，选取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8 月在湖南省儿童医院 NICU 住院的一

般脓毒症患儿 39 例、严重脓毒症患儿 37 例、脓毒性休克患儿 16 例分别作为相应试验组，并选取

同时期住院的局部感染患儿 34 例及非感染患儿 35 例分别作为相应对照组；分别测定各组患儿入院

时的 HBP、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及超敏 C 反应蛋白（High 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hs-CRP）水平并进行统计学分析性；运用 ROC 曲线比较各指标对感染和脓毒症诊断的

效能。 

结果  一般脓毒症组、严重脓毒症组及脓毒性休克组 HBP 水平均显著高于局部感染组和非感染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严重脓毒症[52.35（33.65,88.15）]和脓毒性休克组[73.55（60.61,145.51）]

血浆 HBP 水平明显高于一般脓毒症组[34.12（23.04,41.7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24.092，P

＜0.01）；HBP 诊断新生儿脓毒症和新生儿感染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分

别为 0.885 和 0.904，均高于 PCT 和 hs-CRP；当诊断阈值（cut-off 值）取 19.8ng/ml 时，HBP 诊

断新生儿感染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 85.7%和 82.9%，当 Cut-off 值取 28.0ng/ml 时，HBP 诊断新生

儿脓毒症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80.4%和 88.4%。 

结论  HBP 在新生儿脓毒症早期诊断及临床分级方面优于 PCT 和 hs-CRP，可能具有较好的临床应

用价值。 

 
 

PU-0311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实验室相关检测指标的分析 

 
刘春燕,张新,张烨,李晓苗,邓朝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医院,830000 

 

目的  分析维持性血液透析(maintenance hemodialysis，MHD)患者实验室生化相关检测指标的变

化情况，为监测患者的病程进展提供实验室依据。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血液净化中心治疗的 MHD 患者

93 例(男 53 例，女 40 例)，其中慢性肾小球肾炎 29 例，糖尿病肾病 51 例，高血压肾病 10 例，其

他 3 例。测定患者血液透析前相关实验室指标，采用非参数检验及 Pearson 相关分析对血肌酐

(Scr)、血钙(Ca)、血磷(P)、血清白蛋白(Alb)、糖化血红蛋白(HbA1C)等指标进行统计。 

结果  90.9%患者甲状旁腺激素(PTH)高于 65pg/mL，与碱性磷酸酶(ALP)和血磷(P)的升高呈显著正

相关(r=0.482,P<0.001；r=0.357,P<0.001)。54%患者血钙(Ca)水平降低，与血清碳酸氢盐(HCO3)

呈正相关(r=0.254,P<0.05)。55%患者有糖尿病，糖化血红蛋白高于 6.5%占 41%。24%患者高敏

肌钙蛋白(hs-TNI)浓度升高。尿素(Urea)与肌酐(Scr)水平升高呈显著正相关(r=0.512,P<0.001)。血

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和血清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浓度未见明显升高。74%患者存在不

同程度贫血，其中 28%患者呈现低铁(Fe)状态(<11.0umol/L)，而 64%患者铁蛋白(Fer)浓度升高。

Alb 和 TIBC 浓度水平显示相当数量的患者呈现营养不良状态。 

结论  MHD 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贫血、营养不良、低血糖、心肌损伤等

慢性并发症，实验室检测指标对于评估 MHD 患者的整体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PU-0312 

尼泊金乙酯钠防腐剂对尿总皮质醇及游离皮质醇检测影响的研究 

 
张建,刘敏,张琳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分析尼泊金乙酯钠防腐剂对化学发光法测 24 小时尿总皮质醇及游离皮质醇的影响，确定

24 小时尿液尼泊金乙酯钠防腐剂的可行性及防腐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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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分析纯尼泊金乙酯钠 1.5g、2.5g、5.0g、10.0g、15.0g、20.0g 分别加入到 10mL 灭菌水

中，配成储存浓度为 0.15g/mL、0.25 g/mL、0.5 g/mL、1.0g/mL、1.5g/mL、2.0g/mL 的尼泊金乙

酯钠溶液。每 10mL 尿液中加入 10uL 已配制的储存浓度的尼泊金乙酯钠。尼泊金乙酯钠防腐浓度

分别为 0.15g/L、0.25 g/L、0.5 g/L、1.0 g/L、1.5 g/L、2.0 g/L。检测原尿、加入尼泊金乙酯钠后

即刻（0h）和室温保存尿液 24h、48h 后总皮质醇及游离皮质醇的浓度。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即

刻检测和不同乙尼泊金乙酯钠浓度保存方法放置 24h、48h 后尿总皮质醇和游离皮质醇的水平变

化。尿游离皮质醇采用乙酸乙酯萃取法，检测方法为贝克曼化学发光法。 

结果  室温条件下加入 0.15g/L、0.25 g/L、0.50 g/L、1.00g/L 泊金乙酯钠防腐剂在 0h、24h、48h

与对照组即未加防腐剂检测的尿总皮质醇、游离皮质醇检测结果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

防腐剂浓度 1.50 g/L、2.00g/L，游离皮质醇与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总皮质醇与对照

组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1、尼泊金乙酯钠可用于 24h 尿液总皮质醇、游离皮质醇防腐剂。2、24h 尿总皮质醇、游离

皮质醇防腐剂浓度应小于 1.0 g/L。 

 
 

PU-0313 

血清同型半胱氨表达水平在脑卒中临床诊断中的应用 

 
毕婧,孙晓娜,宋臣 

丹东市第一医院,118000 

 

目的  对血清同型半胱氨酸的表达水平在脑卒中患者临床诊断中的意义予以分析和探讨 

方法  选取 2016 年 3 月-2017 年 9 月期间我院进行诊疗的脑卒中患者 50 例作为观察对象，同时选

取同期至我院进行健康体检的 50 名健康人员设为对照组，分别检测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cy）水

平，对两组的检测结果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  观察组的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cy）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的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cy）水平，

两组之间差异较为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cy）在脑卒中患者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血清同型半胱氨酸

（Hcy）在脑卒中患者的临床诊断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能够有效提高脑卒中患者的临床诊断

率。 

 
 

PU-0314 

血清淀粉样蛋白 A、超敏 C 反应蛋白和降钙素原检测在 

慢性鼻窦炎中的应用价值及相关性分析 

 
丁芳 

绍兴市第五医院,312000 

 

目的  探讨血清淀粉样蛋白 A(SAA)、超敏 C 反应蛋白(hs- CRP)和降钙素原(PCT)检测在慢性鼻窦

炎病变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医院收治的 300 例慢性鼻窦炎患者，分为慢性鼻窦炎伴发息肉（162 例）和无伴发鼻息

肉（138 例）两组，另选取同期健康体检的 150 名本院职工为对照组。采集 3 组的静脉血，检测

SAA、PCT、hs- CRP 水平并进行比较。 

结果   慢性鼻窦炎伴发息肉组 SAA、hs- CRP 和 PCT 水平分别为 (31.59±13.40)mg/L、

（11.68±13.35)mg/L 和(0.93±1.70) ng/ml； 无伴发鼻息肉组 SAA、hs- CRP 和 PCT 水平分别为

(70.73±19.49)mg/L 、 （ 22.31±20.10) mg/L 和 (1.61±1.19)ng/ml ， 均 高 于 健 康 对 照 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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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2.18)mg/L 、（ 3.43±2.29)mg/L 和  (0.20±0.17)ng/ml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t=13.76, 

t=23.63,  t=8.27; P<0.05)。 

结论  SAA、hs- CRP 和 PCT 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慢性鼻窦炎病程发展过程，联合监测 SAA、hs- 

CRP 和 PCT 可为慢性鼻窦炎的诊断、病情监测等方面提供实验室依据。 

 
 

PU-0315 

肾移植术前、后的 NGAL、补体 C1q、sd-LDL、Cys-C 等 

各指标化及其临床意义 

 
丁修冬 

解放军 309 医院 

 

目的  研究血清中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补体 C1q、胱抑素 C（Cys-

C）、小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sd-LDL）、视黄醇（RBP）、同型半胱氨酸（HCY）和尿蛋白

（PRO）、尿视黄醇结合蛋白(U-RBP)、尿 N-乙酰-β-D 葡萄糖苷酶（NAG）在肾移植术前、后及

术后感染中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检测 30 例肾移植术前与 20 例健康体检者的 NGAL、补体 C1q、sd-LDL、Cys-C、HCY 和

RBP 进行比较；检测各 15 例的肾移植术后感染组与感染恢复组中各指标；检测 20 例肾移植 Cre

异常组和术后稳定组的各指标；检测各 18 例的肾移植术前尿液组、术后稳定尿液组及健康查体者

尿中 NAG、PRO 和 RBP 的水平；测定 19 例肾移植患者从术前、术后 1 天到 3 个月后复查与各指

标进行检测比较。 

结果  肾移植术前组与对照组的 NGAL、Cys-c、Hcy、BUN、Cre、RBP、补体 C1q 差异显著，有

统计学意义（P<0.05）；肾移植术后感染组与感染恢复组中 NGAL、Cys-c、Hcy、Cre、RBP 差

异显著，同时 NGAL、Cys-c 的升高幅度及感染恢复时下降的幅度是明显大于 Cre（P<0.05 ）；肾

移植术后 Cre 异常组与稳定组的比较中 NGAL、Cys-c 差别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其中

NGAL P<0.01）；肾移植术前尿液组、术后稳定尿液组与对照组相比的 NAG、尿 RBP、尿 PRO

差别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 ）。Cys-c、NGAL 与 Cre 均是有很好的相关性，Cys-c 与 Cre

相关性好于 NGAL。 

结论   在反映肾移植术前、后的肾功能变化时，NGAL、 Cys-c 在灵敏度、准确度、时效性及可靠

性上均优于传统监测指标尿素氮、肌酐。NGAL、 Cys-c 在肾移植术后感染和移植肾功能损伤的早

期诊断中有着明显的优势。尿中 NAG、 RBP 与 PRO 可用来评估肾移植术后的肾功能恢复情况。 

 
 

PU-0316 

Luminal 亚型乳腺癌细胞 

与正常乳腺细胞的 circRNA 表达谱差异分析 

 
肖斌,温嘉欣,赵超然,陈丽丹,孙朝晖,李林海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环状 RNA (circRNA) 在 Luminal 亚型与正常乳腺细胞中表达谱的差异。 

方法  分别提取 Luminal 亚型细胞 MCF7 和正常乳腺细胞 MCF10A 的总 RNA；使用 NanoDrop 

ND-1000 对 total RNA 质量检测，用核糖核酸酶 R 分解 total RNA 以除去线性 RNA 并富集

circRNA；利用随机引物法扩增富集的 circRNA 并转录成荧光 cRNA；将荧光标记 cRNA 杂交到

circRNA 微阵列芯片上，扫描得到两种细胞的 circRNA 表达谱；在 Agilent Feature Extraction 软件

中进行原始数据提取，并对采集到的阵列图像进行分位数归一化和后续数据处理，进行火山图和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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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热图分析；最后，选取差异表达倍数较高的 3 条 circRNA 进行实时荧光定量 PCR（qPCR）鉴

定。 

结果  提取的 MCF7 和 MCF10A 细胞总 RNA 纯度高、完整度较好；扫描微阵列芯片上标记的荧光

信号，发现两种细胞的 circRNA 表达谱明显不同；与 MCF10A 细胞相比，在 MCF7 细胞的全部

12910 条 circRNA 表达归一化结果中，有 5964 条上调，81 条表达水平一致，6865 条下调；表达

差异（Log fold change）在 2 倍以上的有 343 条，其中 213 条上调，130 条下调;经 qPCR 鉴定差

异表达趋势与芯片结果相符。 

结论  Luminal 亚型乳腺癌细胞与正常乳腺细胞的 circRNA 表达差异较大，其中表达上调或下调的

circRNA 有望成为 Luminal 亚型乳腺癌诊断的新靶标。 

 
 

PU-0317 

羟苯磺酸钙对肌酐检测的影响 

 
张旭光 1,高立峰 2 

1.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261000 

2.潍坊医学院肿瘤医院 

 

目的  分析糖尿病患者服用羟苯磺酸钙后不同方法肌酐检测结果存在较大差距的原因，探讨羟苯磺

酸钙对肌氨酸氧化酶法肌酐浓度检测的干扰。 

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5 月在我院内分泌科住院期间应用羟苯磺酸钙治疗的各型糖尿病

患者 64 例，其中Ⅰ型糖尿病 28 例，Ⅱ型糖尿病 20 例，糖尿病性酮症酸中毒 9 例，糖尿病肾病 5

例，妊娠期糖尿病 2 例。进行肾功能（尿素氮、肌酐、尿酸）检测，评价羟苯磺酸钙对肌酐检测的

影响。 

结果  64 例患者肾功能检测，除肌酐检测结果偏低外，尿素氮、尿酸检测结果均正常。用碱性苦味

酸法对上述标本肌酐进行重复检测，结果均正常。肌氨酸氧化酶法肌酐检测结果低于碱性苦味酸法

肌酐检测结果，两种方法检测肌酐的浓度水平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羟苯磺酸钙对肌氨酸氧化酶法肌酐检测存在比较明显的负干扰作用，可能是糖尿病患者服药

前后肌酐结果差异较大的原因。在对检验结果进行评价时，应用碱性苦味酸法对肌酐的检测结果进

行纠正。 

 
 

PU-0318 

血清 C1q 检测在肾脏疾病诊断与治疗中的临床意义 

 
李勍,王汉敏 

湖北省中医院,430000 

 

目的   研究血清 C1q 在肾脏疾病诊断与治疗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择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4 月在我院肾病内科住院患者，其中急性肾小球肾炎患者 30

例，狼疮性肾病患者 20 例，CKD4 期患者 28 例，CKD5 期患者 26 例。选取 50 例同时期正常体检

者作为正常对照组。检测其血清 C1q 水平及其他肾功能指标。 

结果   肾脏疾病组与对照组相比，血清 C1q 水平均降低，狼疮性肾病组、急性肾小球肾炎组下降最

为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CKD4、5 期之间血清 C1q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0.05）。狼疮性肾病组、急性肾小球肾炎组其他肾功能指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CKD 组 BUN、CREA、UA 升高明显，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且随着分期的升高，三种指标的水平呈现升高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提

示 C1q 水平主要与患者的免疫状态有关，与患者肾功能损害程度相关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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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动态监测血清 C1q 水平有助于了解包括急性肾小球肾炎在内等免疫性肾脏疾病发生时的补体

激活状态、用于判断病情及预后。 

 
 

PU-0319 

Forkhead Box C2 (FOXC2) attenuates lipopolysaccharide-

、induced cell adhesion via suppression of the expression 

 of ICAM‑1 in human endothelial cells 

 
Pan Li1,Lei Zheng1,Chun Min Kang1,Li Ding1,Feng Xia Guo1,Bang-Ming Xu1,Jing Bo Lu2,Lei Xiao1,Qian Wu1,Yuan 

Jun Xu1,Zhi Feng Lu1,Huan Lan Bai1,Yan Wei Hu1,Qian Wang1 

1.Laboratory Medicine Center，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2.Department of Vascular Surgery，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Objective Inflammation is a hall mark involved in each step of atherosclerosis, from the lesion 
initiation and progression to plaque erosion or rupture. Inflammation factors cause monocytic 
activation and promoting monocyte–endothelium adhesion.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 1(ICAM-1), a member of the adhesion immunoglobulin super 
family tight adhesion with vascular endothelium for the pathogenesis as an initial step. 
Epidemiologic studies have suggested circulating sICAM-1 levels may be an early marker of 
atherosclerosis. Furthermore, it is reported that lipopolysaccharides(LPS) can upregulate 
expression of ICAM-1 and sICAM1, and the antibodies to ICAM-1 has been demonstrated to 
reduce recruitment of monocytes to atherosclerotic plaques in apoE˗/˗ mice. However, the detailed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how LPS contributes to upregulation of ICAM-1 expression and increase 
of cell adhesion need to be further investigated. 
Forkhead box C2 protein (FOXC2) is a member of the forkhead/winged helix transcription factor 
family,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gulation of angiogenesis, lymphangiogenesis and energy 
metabolism. Some reports showed that FOXC2 was capable of reducing inflammation and 
promoting browning via leptin signal in mice adipose. However,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FOXC2 on cell adhesion are unclear and need to be further explored. 
Methods 1. Endothelial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0,100,500,1000 ng/mL of LPS, after 24h, qPCR 
and Western blot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ICAM-1 and FOXC2. 
2. Using 1000ng/mL of LPS to treat endothelial cells at 0, 6, 12, and 24h, the mRNA and protein 
were extract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ICAM-1 and FOXC2.                                 
3. Endothelial cells were transfected with siRNA-FOXC2 or FOXC2 plasmid overexpressed vector, 
after 24h, with or without LPS treatment for another 24h, and the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s of ICAM-1 were detected as well.       
4. Endothelial cells were transfected with FOXC2 small interference fragment or FOXC2 
overexpression vector, after 24h, with or without LPS treatment for another 24h, incubating 4h 
with CFSE green fluorescent labeled THP-1 mononuclear cells, after PBS washing, 
photographing with inverted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Image-J software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number of fluorescent spots, which was the number of THP-1 mononuclear cells adhered to 
endothelial cells. 
Results 1. LPS could increase the expression of ICAM-1 in HUVECs, at both transcriptional and 
translational levels in a dose-dependent and time-dependent manner. 
2. FOXC2 in HUVECs was downregulated in a dose-dependent and time-dependent manner, 
after treatment with LPS.                   
3. Overexpression of FOXC2, ICAM-1 was downregulated, meanwhile knocking down FOXC2, 
the expression of ICAM-1 increased. 
4. FOXC2 could attenuate the adhesion between HUVEs and THP-1 monoc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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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Herein, we provided strong evidence that LPS could inhibit FOXC2 expression. In 
addition, LPS could induce ICAM-1 expression and adhesion of monocytes to endothelial cells 
and this effect might be mediated through FOXC2 pathway.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possibility 
to explain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LPS in adhesion of monocytes to endothelial cells. Thus, 
FOXC2 might be potentially target used to protect against inflammation-induced adhesion of 
monocytes to endothelial cells. 
 
 

PU-0320 

Marchantin C induces cellular senescence via the nuclear 
aggregation of γ-tubulin in lung cancer cells and improves 

the survival time of tumor-bearing mice 

 
Xiulei Zhang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Many chemotherapeutics targeting apoptosis of cancer cells are often with adverse 
reactions. Low dosage of chemotherapeutics displays celluar senescence phenotype with 
diminished chemotherapy side effects. Inducing senescence of cancer cells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approach for cancer therapy. Induction of cancer cell senescence with decreasing 
deleterious effect of senescence-associated secretory phenotype (SASP) is a good strategy for 
screening potential candidate of therapeutic drugs. 
Methods Here we reported that marchantin C (Mar C), a natural compound, showed inhibition of 

lung cancer cells at a low concentration below IC50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In vitro study，SA-β-

gal staining and morphological change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cellular senescence. The 
cytotoxicity and proliferation function were evaluated by MTT assay, EdU incorporation, FACS 
and western blot. The immunofluorescence assay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localization of tubulin. 
The expression of cytokines in conditioned media were obtained by protein array. In vivo study, 
we builted two xenograft mice models to evaluate the anti-tumor activity of Mar C. 
Results In vitro, Mar C induced the senescence of multiple lung cancer cells instead of apoptosis 
as reported in the previous study and showed little toxicity on normal human fibroblasts at the low 
concentration. Mechanistically, Nuclear recruitment of γ-tubulin and DNA damage by Mar C 
activated the senescent-assoaciated p53-p21/Rb signal pathway and the regulator of SASP: NF-
kB. Q-PCR and protein array indicated that Mar C-modulated expression level of inflammantory 
cytokines was weaker than that of doxorubicin (Dox)-induced expression. In vivo study, Mar C 
exihibited an inhibitory activity on tumor growth with little bodyweight loss and significanlty 
prolonged the survival time of tumor-bearing mice.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low concentration of Mar C displays inhibition on lung 
cancer cells with lower cytotoxicity, and shows a well anti-tumor activity in mice. Our work 
suggests that Mar C is a specifically potential inhibitor of γ-tubulin in lung caner cells. As a small 
molecule of natural compound, Mar C exerts good anti-tumor activity, lower toxicity and 
predominantly prolongs the survival time of the tumor-bearing mice. It is a promising candidate 
drug for cancer therapy. Further effort need to be devoted to study mechanism of low dosage Mar 
C in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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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21 

The Hypermethylatio of GPARB1 gene predicts prognosis 
of acute-on-chronic hepatitis B liver failure 

 
Chengxi Sun 

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valuate TGR5 promoter methylation in PBMCs of ACHBLF patients, CHB patients 
and HCs for prediction prognosis of acute-on-chronic hepatitis B liver failure.  
Methods We enrolled 76 consecutive ACHBLF patients, 80 chronic hepatitis B (CHB) patients 
and 30 healthy controls (HCs). Methylation status of TGR5 promoter in peripheral mono- nuclear 
cell (PBMC) was detected by methylation-specific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MSP). The mRNA 
level of TGR5 was determined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qPCR).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frequency of TGR5 promoter methyla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ACHBLF (35/76, 46.05%) than CHB patients (5/80, 6.25%; v2 = 32.38, P < 0.01) and HCs (1/30, 
3.33%; v2 = 17.50, P < 0.01). TGR5 mRNA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Z = _9.12, P < 0.01) in 
participants with aberrant methylation than those without. TGR5 methylation showed a sensitivity 
of 46.05% (35/76), specificity of 93.75% (75/ 80),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of 87.5% (35/40)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 of 64.66% (75/116) in dis- criminating ACHBLF from CHB 
patients. ACHBLF patients with methylated TGR5 showed significantly poor survival than those 
without (P < 0.01). When used to predict 3- month mortality of ACHBLF, TGR5 methylation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UC) = 0.75] performed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s (MELD) score (AUC = 0.65; P < 0.05). 
Conclusions Our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aberrant TGR5 promoter methylation occurred in 
ACHBLF and might be a potential prognostic marker for the disease.  
 
 

PU-0322 

乙酸乙酯萃取尿游离皮质醇的研究 

 
张建,张琳,王华阳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建立乙酸乙酯萃取尿游离皮质醇及复溶方法。 

方法  伯乐含游离皮质醇尿化学质控物低、高两水平 2ml 加乙酸乙酯 2ml，密封，漩涡混匀 2min，

4000r/min 离心 5 分钟，各取 300ul 上清于 3 个干净玻璃试管过夜自然风干；分别加 300ul 贝克曼

稀释液，充分混匀后上机检测，统计游离皮质醇的回收率。上述低、高水平质控物萃取液风干后分

别用双馏水、5%、10%、20%分析纯乙醇溶液复溶后上机检测，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与贝克曼

稀释液稀释法的结果差异。上述低、高水平质控物萃取液风干用 5%、10%、20%分析纯乙醇溶液

复溶，分别皮内 20 次和连续 20 天检测，统计分析批内不精密度和批间不精密度。 

结果  低浓度、高浓度游离皮质醇的回收率分别为 95.2%、96.5%。双馏水、5%分析纯乙醇溶液组

与贝克曼稀释液组检测结果有统计学差异（P＜0.05）。10%、20%分析纯乙醇溶液组与与贝克曼

稀释液组检测结果无统计学差异（P＞0.05）。5%、10%、20%分析纯乙醇溶液组，批内不精密度

（cv）低浓度样本分别为 11.2%、7.8%、3.5%，高浓度样本分别为 9.8%、6.3%、3.1%；批间不

精密度低浓度样本（cv）分别为 16.7%、10.1%、4.3%，高浓度样本（cv）din 分别为 10.1%、

7.2%、4.0% 

结论  乙酸乙酯萃取尿游离皮质醇，20%分析醇乙醇溶液复溶方法简单、检测结果准确，适用于临

床常规检测。乙酸乙酯萃取法与三氯甲烷萃取法回收率等有较大差异，本方法用于临床检测，临床

参考区间需要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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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23 

蛋白酶体抑制剂促进 AGR2 泛素化自噬性降解 

并增强贝伐珠单抗抗肿瘤药效 

 
徐清清,王大伟,袁荃,苑辉卿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前梯度蛋白 2（AGR2）是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家族的一员，作为原癌基因在多种肿瘤组织中

高表达，并参与肿瘤的发生发展。通过药物下调 AGR2 的表达水平是否可以促进肿瘤的治疗是本课

题研究的重点。 

方法  分析 TCGA 数据中各肿瘤组织中 AGR2 的表达情况；蛋白印记筛选能够下调 AGR2 表达的

药物；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检测 MG132 影响 AGR2 下调的转录因子；蛋白印记、蛋白共沉淀、

免疫荧光检测检测 MG132 诱导 AGR2 降解的方式、泛素化方式及 E3 连接酶。体内实验检测蛋白

酶体抑制剂与贝伐珠单抗联用的抗瘤效果。 

结果  通过药物筛选我们发现蛋白酶体抑制剂 MG132 和硼替佐米能够抑制 AGR2 在肿瘤组织的表

达。蛋白印记结果显示 MG132 下调 AGR2 表达，与产生 ROS 和内质网应激无关，部分依赖于

MG132 导致的转录因子 E2F1 下调。进一步研究发现，下调 ATG5、ATG7 表达或使用自噬抑制

剂，显著逆转 MG132 诱导 AGR2 的表达下调；而使用自噬诱导剂可以进一步下调 AGR2 的表达，

确定 MG132 能够诱导 AGR2 多泛素化后自噬性降解。此外，我们通过蛋白印记、蛋白共沉淀、免

疫荧光结果发现，MG132 使 AGR2 在 E3 连接酶 UBR5 的作用下以其 K89 位点的 K48 泛素化连接

方式进行多泛素化，并由自噬受体 NBR1 介导其自噬性降解。体内动物实验表明：蛋白酶体抑制剂

Bortezomib 能够通过下调肿瘤中 AGR2 的表达，促进贝伐珠单抗的抗肿瘤药性，且药物联用表现

出较低的药物毒性，起到降毒增效的抗肿瘤效果，为药物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结论  我们的数据表明，蛋白酶体抑制剂抗瘤作用可能部分由于抑制 AGR2 转录及诱导其自噬性降

解；同时表明蛋白酶体抑制剂增强贝伐珠单抗的抗肿瘤药效。 

 
 

PU-0324 

IGFBPL1 在动脉粥样硬化中的功能与临床研究 

 
肖蕾,胡炎伟,郑磊,王前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研究胰岛素生长因子结合蛋白样受体 1 (insulin like growth factor binding protein like 1, 

IGFBPL1)对体外培养的人主动脉平滑肌细胞（smooth muscle cell，SMC）脂质代谢的影响，寻找

早期诊断动脉粥样硬化的新标志物。 

方法  （1）用基因芯片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组织中筛选到目的基因 IGFBPL1；（2）收集健康对照

组、动脉粥样硬化组、糖尿病组、动脉粥样硬化合并糖尿病组血清各 15 份，用 ELISA 试剂盒验证

IGFBPL1 蛋白在血清学上的差异；（3）不同浓度梯度（0, 25, 50, 100mg/ml）和时间梯度（0, 12, 

24, 48 小时）的 ox-LDL 处理人主动脉平滑肌细胞后，用 q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IGFBPL1 的

表达量；（4）过表达和干扰 IGFBPL1 后，用 q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其下游基因的表达情

况；（5）回复实验验证 ox-LDL 与 IGFBPL1 共同影响下游基因的表达情况。 

结果  基因芯片结果得出 IGFBPL1 基因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组织中显著下降。ELISA 试剂盒检测

到健康对照组、动脉粥样硬化组、糖尿病组、动脉粥样硬化合并糖尿病组四组 IGFBPL1 的浓度分

别为 1.148±0.349, 0.385±0.089（p<0.05），0.803±0.073，0.458±0.053。在人主动脉平滑肌细

胞， q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到 IGFBPL1 随 ox-LDL 呈浓度和时间梯度依赖性下降

（p<0.05），其下游基因 LDLR 的表达情况随着 IGFBPL1 的过表达 /干扰而显著增高 /降低

（p<0.05），并在回复实验中得到验证(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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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IGFBPL1 在动脉粥样硬化中显著下降并浓度和时间依赖性地受 ox-LDL 的调节，并引起下游

靶基因 LDLR 的改变。 

 
 

PU-0325 

血清 LDL-C 与 HDL-C 浓度比值 

对胰腺占位病人病情鉴别诊断及预后评估价值 

 
杨璐,缪淑贤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 LDL-C 与 HDL-C 浓度比值在胰腺占位病人病情鉴别诊断及预后评估中的临床应用

价值。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收住我院胰腺病中心的 265 例胰腺占位患者（198 例胰腺

癌，67 例胰腺良性疾病）和 60 例健康体检者的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记录所有研究者来院首次检

测的血清总胆固醇（TC）、血清甘油三酯（TG）、血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血清高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比较胰腺癌组、胰腺良性疾病组和健康对照组的血脂水平，对

胰腺癌组行根治性手术的病人进行术后随访，记录病人的无病生存期。采用 COX 模型分析胰腺癌

患者的预后影响因素。 

结果   （1）胰腺癌组的 TC、TG、HDL-C 水平与胰腺良性疾病组和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胰腺癌组的 LDL-C 水平高于胰腺良性疾病组和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2）胰腺癌组的血清 LDL-C 与 HDL-C 浓度比值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P＜0.01)。

（3）COX 回归分析方程显示，血清 LDL-C 与 HDL-C 浓度比值是胰腺癌根治性手术不良预后的独

立危险因素。 

结论  血清 LDL-C 与 HDL-C 浓度比值与胰腺占位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提示 LHR 可以为临床诊疗

提供重要参考价值。 

 
 

PU-0326 

Targeting the lysosome by an aminomethylated Riccardin 
D triggers DNA damage through cathepsin B-mediated 

 degradation of BRCA1 

 
Huanmin Niu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RD-N, an aminomethylated derivative of riccardin D, is a lysosomotropic agent that 
can trigger lysosomal membrane permeabilization followed by cathepsin B (CTSB)-dependent 
apoptosis in prostate cancer (PCa) cells, but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remain unknown. 
Methods Cell viability was analyzed by xCELLigence assays. Expressions of the DNA damage 
related genes and the CTSB translocation were measured by Western blotting and 
Immunofluorescence assays. Specific inhibitors, CTSB-targeting siRNA, and CTSB with enzyme-
negative domain were used to examine the role of CTSB in RD-N mediated effect and the 
downstream pathways of DNA damage induced by RD-N.   
Results RD-N treatment drives CTSB translocation from the lysosomes to the nucleus where it 
promotes DNA damage by suppression of the breast cancer 1 protein (BRCA1). Inhibition of 
CTSB activity attenuated activation of BRCA1 and DNA damage induced by RD-N. Conversely, 
CTSB overexpression resulted in inhibition of BRCA1 and sensitized PCa cells to RD-N-induced 
cell death. Furthermore, RD-N-induced cell death was exacerbated in BRCA1-deficient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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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s. We also demonstrated that CTSB/BRCA1-dependent DNA damage was critical for RD-N, 
but not for etoposide, reinforcing the importance of CTSB/BRCA1 in RD-N-mediated cell death. In 
addition, RD-N synergistically increased cell sensitivity to cisplatin, and this effect was more 
evidenced in BRCA1-deficient cancer cells. 
Conclusions This study reveals a novel molecular mechanism that RD-N promotes CTSB-
dependent DNA damage by suppression of BRCA1 in PCa cells, leading to identification of a 
potential compound that target lysosomes for cancer treatment. 
 
 

PU-0327 

外源性胰岛素对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胰岛素的影响 

 
张玫,周君,杨礼丹,何訸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胰岛素血清浓度的检测对低血糖原因调查，β 细胞功能评价，胰岛素抵抗判断、胰岛素瘤的

诊断和糖尿病的分型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外源性胰岛素的使用给胰岛素的检测带来了挑战，本研究

通过体外实验探讨外源性胰岛素治疗对胰岛素测定的影响。 

方法  采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测定血清胰岛素水平，根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标准文件

EP7- A2 的要求，采用“配对差异”实验分别评价外源性胰岛素对高、低浓度血清胰岛素测定的影

响，具有显著影响的，进一步用“剂量效应”实验评价确定外源性胰岛素浓度与干扰程度间的关系。 

结果  甘舒霖 N®、甘舒霖 R®、优泌林 R®、诺和灵 R®、来得时®在干扰浓度为小于 250μU/ml

时，对高、低浓度胰岛素的影响均为线性正干扰；诺和平®在干扰物浓度小于 250μU/ml 时，对高

浓度胰岛素的影响为一次线性负干扰，对低浓度胰岛素无干扰，优泌乐®和诺和锐®对胰岛素检测

无干扰。 

结论  不同外源性胰岛素对血清胰岛素的检测影响不同，临床上应注意由此导致的检测误差。 

 
 

PU-0328 

间 ɑ 胰蛋白酶抑制剂血清片段在 IgA 肾病中上调： 

应用中国生物样本信息库进行的一项横截面研究 

 
高静,王涌,薛丹丹,赵秀梅,王成彬,蔡广研,田亚平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生物样本信息库在医学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应用我院生物样本资源库，调查 IgA

肾病（IgAN）相关的血清蛋白，探讨 IgAN 可能的发病机制。 

方法  根据肾活检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将病例分为两组：IgA 肾病与其他肾病（Non-IgAN），建立

病例纳入标准。血清样本经过 SPE-C 磁珠提取、Clin-TOF 测定、LC-MS/MS 鉴定等步骤，产出

129 项血清多肽峰的强度值、24 个鉴定结果。数据由 BioExplorer 导出，用 SPSS 软件分析。 

结果  2015-2017 年慢性肾小球肾炎生物资源经年龄性别匹配，最终 296 例入选（296 例，35±10

岁，男:女为 188:108），包括 161 例 IgAN 和 135 例 Non-IgAN。129 项血清多肽、16 项等级资料

和 30 项生物学指标经统计学分析，结果表明 33 血清多肽峰强度、7 项等级资料、21 生化指标具

有统计学差异。其中 4 个血清多肽差异峰（1896.5m/z、2862.4m/z、3158.4m/z、3289.3m/z）经

鉴定，分别是补体 C4B（R.NGFKSHALQLNNRQIR.G）前体（多肽峰）、ɑ 纤维蛋白原前体 

（ K.MADEAGSEADHEGTHSTKRGHAKSRPV.R ） 、 间 ɑ 胰 蛋 白 酶 抑 制 剂

（ R.NVHSGSTFFKYYLQGAKIPKPEASFSPR.R ） 、 纤 维 蛋 白 原 α 链 亚 型 α 蛋 白

（V.SETESRGSESGIFTNTKESSSHHPGIAEFPS.R）；峰强度在 IgAN 和 Non-IgAN 的中位数分

别为 225:172，67:95，111:89，9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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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清多肽峰 3158.4m/z 为间 ɑ 胰蛋白酶抑制剂血清片段，与补体 C4B 片段同在 IgA 肾病中

上调，提示 IgA 肾病存在免疫激活。 

 
 

PU-0329 

不同级别宫颈上皮内瘤变组织中 HPV 型别的分布 

 
陶国华,李晗 

南通市第一民医院 

 

目的  分析宫颈上皮内瘤变（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CIN）组织中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型别分布情况。 

方法  对 CIN 组织进行 DNA 抽提,用基因芯片结合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对 534 例 CIN 组织标本

（其中 CINⅠ级病变 157 例、CINⅡ级病变 138 例及 CINⅢ级病变 239 例）行 23 种 HPV 核酸检

测，分析 HPV 型别分布状况。 

结果  534 例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中检出 HPV 感染者 386 例，总的 HPV 检出率为 72.29%

（386/534），其中 CINⅠ级病变中总的 HPV 检出率为 42.68%（67/157）、CINⅡ级病变中总的

HPV 检出率为 65.94%（91/138）、CINⅢ级病变中总的 HPV 检出率为 95.40%（228/239）。 

结论  宫颈上皮内瘤变的程度与 HPV 检出率呈正相关。在 CINⅢ级/原位癌病变中，16 型出现率最

高 44.51%(154/346)，随后是 18、52、58、33 和 31 型。对女性行宫颈 HPV 分型检测，有利于临

床医师对宫颈癌前病变进行诊治和观察，也有利于跟踪和随访高致瘤致癌性的 HPV 感染者。 

 
 

PU-0330 

H2O2 对 BeWo 细胞 syncytin-1 表达的影响 

 
庄学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采用过氧化氢（hydrogen peroxide，H2O2）作为外源性自由基生成系统，观察其对 BeWo

细胞 syncytin-1 基因表达的影响，从细胞及分子水平探讨氧化应激在子痫前期发病中作用及其可能

的机制。 

方法  实时定量 PCR 法检测不同浓度（50μmol/L、100μmol/L 和 200μmol/L）外源性 H2O2对培养

的 BeWo 细胞 syncytin-1 表达的影响。 

结果  50μmol/L、100μmol/L 和 200μmol/L H2O2三组中 100μmol/L 的 H2O2对 syncytin-1 基因表达

影响最大，外源性 100μmol/L H2O2组与对照组相比，syncytin-1 表达 24h 升高，48 小时达峰值，

72 小时降低。 

结论  H2O2可影响 syncytin-1 基因的表达，氧化应激可能是子痫前期发病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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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31 

胱抑素 C、IL-6、TNF-a 检测在糖尿病肾病中的应用价值 

 
田新村 

滨州市中心医院,256600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清中胱抑素 C、IL-6、TNF-a 的水平以及临床价值，为早期诊治 2

型糖尿病肾病提参考依据。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符合入围标准条件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100 例均为住院患者，根据尿白蛋

白排泄率（UAER)，将 100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分为 3 组；A 组 36 例（糖尿病组；UAER≤30mg／

24h）；B 组 34 例（早期糖尿病肾病组；30＜ UAER≤300mg／24h）；C 组 30 例（糖尿病肾病

组：UAER＞300mg／24h），另选同一时期来我院进行健康体检者 30 例健康就诊者作为健康对照

组。测定患者血清中 IL-6、TNF-a 和 Cys C 水平。 并同时测 FBG、TG、TC、LDL-C、HDL-C、

BUN、Scr、HbAlC、UAER 等实验室指标，并分析 Cys C，TNF-α，IL-6 与 GFR，Scr 和 BUN 相

关性。 

结果  Scr、BUN、Cys C、TNF-α、IL-6 水平在 B 组和 C 组患者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和 A 组，差异均

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p＜0.05）；并且与 B 组相比较，C 组 Scr、BUN、Cys C、TNF-α 及 IL-6

的水平均明显升高，差异均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CystC 水平 A 组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p＜0.05）。CysC、 TNF-α、 IL-6 与 GFR 呈现明显的负性相关

（p＜0.01），CysC、TNF-α、 IL-6 与 Scr 和 BUN 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性（p＜0.01）。 

结论  （1）血清中 CysC、TNF-α、IL-6 水平在不同时期糖尿病肾病患者中有不同程度的升高， 提

示 CysC、TNF-α、IL-6 在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2） 血清的 CysC、 TNF-α、 IL-6 与

Scr 和 BUN 水平呈显著正相关，提示 CysC、 TNF-α、 IL-6 有可能是诊断糖尿病肾病的有效指标

之一。 

 
 

PU-0332 

HERVWE1 在子痫前期胎盘组织的定量分析 

 
庄学伟 1,张义 1,王传新 2 

1.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2.山东大学齐鲁第二医院 

 

目的  检测正常孕妇及子痫前期患者胎盘中人内源性逆转录缺陷病毒  ( human endogeneous 

retrovirus, HERV)W 家族的包膜蛋白基因 HERVWE1 的表达情况,探讨 HERVWE1 基因在子痫前期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采用采用 real time-PCR 和 Western blot 法检测正常孕妇和子痫前期患者胎盘中 HERVWE1

基因和蛋白表达情况 

结果  以 GAPDH 为内参照基因，子痫前期组胎盘中 HERVWE1 和 HCS mRNA 表达水平与正常组

相比明显降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GCMa 和 ASCT2 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 HERVWE1 蛋白在 3P 表达比 3N 弱。 

结论  子痫前期患者胎盘 HERVWE1 表达明显降低，异常的 HERVWE1 表达与子痫前期发病有

关，但其受体 ASCT2 与子痫前期发病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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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33 

小鼠 H-2Kd 基因小干扰 RNA 表达质粒的构建及验证 

 
庄学伟,王洪春,张义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构建针对 BALB/C 小鼠 H-2Kd基因 siRNA 表达质粒，观察其在鼠 LAK 细胞的表达，为进一

步研究 H-2Kd基因功能奠定基础。 

方法  设计 siRNA 干涉靶序列，体外合成两段互补的寡核苷酸，通过与线性化的 pSilencer 3.0-H1

连接,转化大肠杆菌 DH5a 扩增纯化得到所需质粒,通过琼脂糖凝胶电泳及基因测序鉴定其分子量及

插入片段的序列。使用 siRNA 表达质粒封闭鼠 LAK 细胞 MHC-I（H-2Kd)的表达，同时设空转染组

和无关序列组，流式细胞检测不同组别靶蛋白的表达。 

结果  纯化的质粒的分子量为 2.8Kb,插入的寡核苷酸序列与设计的序列完全相符, 流式细胞检测证

实 siRNA 能够抑制靶蛋白的表达。 

结论  成功构建了针对 H-2Kd基因的 siRNA 表达质粒并抑制了其在 LAK 细胞的表达。 

 
 

PU-0334 

Down-regulation of lncRNA OGFRP1 inhibits NSCLC 
progression through PI3K/AKT pathway 

 
Xuewei Zhuang,Yi Zhang 

Shandong University Qilu Hospital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function of lncRNA OGFRP1 in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NSCLC). 
Methods We screened the most effectivesi-lncRNA (si-OGFRP1)todown-regulate the expression 
of lncRNA OGFRP1 in A549 cells. CCK8 assay , flow cytometry detection, western blotting assay 
and tanswell assay were used to identify the function of si-OGFRP1 inhibited A549 cell . we 
examined the expression of key proteins in PI3k/AKT pathway.  
Results Si-OGFRP1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cell proliferation,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cell cycle 
arrest and induced apoptosis in A549. The expression of p-AKT, Raf, p-Erk, P70, CyclinD1 was down-
regulated and P53 expression was elevated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we demonstrated that down-regulation of lncRNA OGFRP1 
inhibited the progression of NSCLC by repressing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PU-0335 

云南宣威肺癌 T-UCR 生物标志物的筛选及验证 

 
周鑫,张艳亮,鲁菱娇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一类新的非编码 RNA——转录的超保守区域（T-UCRs）在人类肿瘤中

有独特的表达谱且它频繁的失调在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它在云南宣威地区

发生的肺癌中的表达模式及功能特征我们尚不清楚。因此，我们旨在探索宣威肺癌中 T-UCRs 的表

达模式，利用人类 T-UCR 芯片构建宣威肺癌不同分期的 T-UCRs 表达谱。希望能够为宣威肺癌的

机制研究和生物标志物的挖掘提供新的视角。 

方法  我们将 26 对宣威肺癌及癌旁非肿瘤肺组织根据病理分期分为三组，使用人类 T-UCRs 芯片

检测宣威肺癌各期差异表达的 T-UCRs 及相关基因。综合分析三期表达谱，筛选出三期一致的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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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 T-UCRs 及相关基因。紧接着，使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在 50 对宣威肺癌及癌旁样本中验证

芯片结果。最后，对候选 T-UCRs 的表达水平与临床资料做关联性分析和生存曲线分析。 

结果  与对应的癌旁非肿瘤肺组织相比，T-UCRs 及相关基因在宣威肺癌组织中明显的失调，且从 I 

期到 III 期，差异表达的 T-UCRs 及相关基因的数量都呈上升趋势。实时荧光定量 PCR 结果显示，

uc.63-和 uc.280+表达相对上调。过表达的 uc.63-与肿瘤分期和患者的不良预后有关。 

结论  我们的研究揭示了宣威肺癌 T-UCR 表达谱。同时，我们还发现 uc.63-与宣威肺癌分期及患者

预后有关，有可能成为潜在的评估预后的生物标志物。总之，我们的研究为 T-UCRs 进一步的功能

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为宣威肺癌的机制研究和诊治及预后评估提供新的策略。 

 
 

PU-0336 

糖代谢异常的绝经后女性人群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纤维化 

与骨密度的相关性 

 
卞华 1,2,朱小鹏 1,2,王柳 1,2,孙潇泱 1,2,潘柏申 3,高鑫 1,2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00 

2.复旦大学代谢性疾病研究所 

3.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检验科 

 

目的  探究在糖代谢异常的绝经后女性人群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纤维化与骨密度的

相关性。 

方法  445 例非肝穿 NAFLD 绝经女性（平均年龄 63.1 ± 8.9 岁）和 46 例肝穿 NAFLD 绝经女性

（平均年龄 57.9 ± 5.6 岁）纳入本研究. 所有对象均为糖代谢异常。应用双能 X 线骨密度仪测量腰

椎和髋部骨密度。NAFLD 纤维化评分用于评估 NAFLD 纤维化的严重程度。NAFLD 纤维化分期用

于组织学评估 NAFLD 纤维化的严重程度。 

结果  在非肝穿人群中，进展性纤维化组的 T 值(Femoral neck, Troch, Inter),和 T 值(Femur, total) 

低于非进展性纤维化组 (p<0.001)；校正 BMI，年龄，空腹血糖后，纤维化评分与 T 值 (Troch)呈

负相关 (r=-0.111, p<0.05)；血清骨钙素和 I 型胶原水平与纤维化评分呈正相关，而血清钙，磷，镁

和 25 羟维生素 D 水平与纤维化评分呈负相关；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NAFLD 纤维化与骨密度

具有独立相关性。在肝穿人群中，进展性纤维化组的 T 值 (Inter) 低于非进展性纤维化组(p<0.05)；

校正 BMI，年龄，空腹血糖后，组织学纤维化评分与 T 值(Inter) (r=-0.347, p<0.05) 和 T 值(Femur, 

total) (r=-0.400, p<0.05) 呈负相关；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NAFLD 纤维化与骨密度具有独立相

关性。 

结论  在肝穿和非肝穿绝经后女性人群中，肝脏纤维化与骨密度下降呈负相关。 

 
 

PU-0337 

小檗碱通过 AMPK-SREBP-1c-SCD1 通路降低肝脏脂肪沉积 

 
朱小鹏 1,2,王柳 1,2,孙潇泱 1,2,徐曦 1,2,颜红梅 1,2,夏明锋 1,2,常薪霞 1,2,陆炎 1,2,卞华 1,2,夏朴 1,2,李小英 1,2,潘柏申 3,高鑫

1,2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00 

2.复旦大学代谢性疾病研究所 

3.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检验科 

 

目的  探究 BBR 下调硬脂酰辅酶 A 去饱和酶 1（SCD1）改善肝脏脂肪沉积的作用机制。 

方法  （1）人肝穿标本收集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雄性 ob/ob 小鼠给予正常饮食喂养。

（3）高糖高脂喂养 C57BL/6J 小鼠建立脂肪肝动物模型，给予 BBR 干预。（4）高糖高脂处理

HepG2 细胞建立脂肪肝细胞模型，并给予小檗碱处理。（5）高糖高脂小鼠尾静脉注射腺病毒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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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 SCD1 敲低小鼠模型。（6）SCD1 过表达腺病毒感染 HpG2 细胞建立 SCD1 过表达细胞模

型。（7）AMP 激活的蛋白激酶（AMPK） 抑制剂 Compound C 或 AMPK 激动剂 AICAR 用于抑

制或激活 AMPK 活性。 

结果  （1）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者和 ob/ob 小鼠肝脏 SCD1 表达较正常组和野生组

升高。（2）高糖高脂诱导小鼠肝脏甘油三酯（TG）沉积增多，小檗碱降低小鼠肝脏 TG 沉积，并

抑制 TG 从头合成相关基因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 1c（SREBP-1c）、SCD1、脂肪酸合成酶

（FAS）的表达。（3）敲低小鼠肝脏 SCD1 可以抵抗高糖高脂饮食诱导的肝脏 TG 沉积。（4）过

表达 SCD1，细胞内 TG 沉积较对照组明显增多，并抵抗小檗碱降低 TG 的作用。（5）BBR 促进

肝脏 AMPK 磷酸化，并促进 SREBP-1c 磷酸化。（6）AMPK 抑制剂促进 SREBP-1c、SCD1 蛋白

表达， 抑制 SREBP-1c Ser372 磷酸化水平，抵抗小檗碱降低 TG 合成相关基因表达的作用。

AICAR 处理可以模拟小檗碱的作用。（7）BBR 显著降低 SCD1 启动子（-920/+199）转录活性，

但对 SCD1 启动子(-550/+199)转录活性无明显作用。 

结论  BBR 通过 AMPK-SREBP-1c-SCD1 通路降低肝脏 TG 合成，从而改善脂肪肝。 

 
 

PU-0338 

头花蓼对幽门螺杆菌胃炎 p38MAPK 信号通路的作用机制 

 
何芸,莫非,杨雁竹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550000 

 

目的  通过复制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ylori）胃炎细胞模型，探讨头花蓼对 H.pylori

胃炎 p38MAPK 信号通路的作用机制，为开发头花蓼治疗 H.pylori 胃炎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构建 H.pylori 胃炎细胞模型，将实验分为空白组、模型组，头花蓼组和抑制剂组，采用

Western Blot 法检测各组细胞中总 p38、p-p38、总 CREB、p-CREB、TNF-α 蛋白的表达水平。 

结果  （1）与空白组相比，H.pylori 感染 GES-1 细胞后，p-p38、p-CREB、TNF-α 蛋白分别上调

3.465±0.078 倍、5.256±0.8763 倍、4.376±0.089 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与

模型组相比，头花蓼作用后，p-p38、p-CREB、TNF-α 蛋白较分别下调 1.804±0.040 倍、

1.499±0.012 倍、2.139±0.030 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与抑制剂组相比，头

花蓼作用后，p-p38、p-CREB、TNF-α 蛋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总 p38、总 CREB

在各组间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头花蓼通过抑制 p38、CREB 的磷酸化，阻断 p38MAPK 信号通路活化，下调 TNF-α 表达，

从而改善 H. pylori 感染引起的炎症。 

 
 

PU-0339 

二甲双胍通过降低 SCD1 表达改善 HepG2 细胞甘油三酯沉积 

 
朱小鹏 1,2,颜红梅 1,2,夏明锋 1,2,常薪霞 1,2,徐曦 1,2,王柳 1,2,孙潇泱 1,2,陆炎 1,2,卞华 1,2,李小英 1,2,潘柏申 3,高鑫 1,2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00 

2.复旦大学代谢性疾病研究所 

3.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检验科 

 

目的  探究 SCD1 是否介导了二甲双胍降低肝脏 TG 沉积作用。 

方法  给予 HepG2 细胞和 AML12 细胞高葡萄糖高胰岛素建立脂肪肝细胞模型，并给予二甲双胍处

理。腺病毒表达 shRNA 或 SCD1 用于建立细胞 SCD1 敲低和过表达模型。检测细胞内 TG 水平。

Western blot 和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检测相关基因蛋白和 mRNA 表达。双荧光素酶报告基

因实验检测二甲双胍对 SCD1 启动子转录活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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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高糖高胰岛素促进 HepG2 的 TG 沉积，二甲双胍降低细胞内 TG 至正常水平。同时，高糖高

胰岛素促进 HepG2 的 SCD1 和 FAS 表达，二甲双胍降低 SCD1 和 FAS 至正常水平。AML12 细胞

敲低 SCD1 可以模拟二甲双胍降低 TG 的作用。HepG2 细胞过表达 SCD1 减弱二甲双胍降低 TG

的作用。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显示二甲双胍降低 SCD1 启动子（-550/+199）转录活性至对照

组的 1/2。此外，二甲双胍处理后，AMP 激活的蛋白激酶（AMPK）磷酸化水平是对照组的 2 倍，

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 1c（SREBP-1c）蛋白和 mRNA 表达降低至对照组的 1/2。 

结论  二甲双胍通过下调 HepG2 细胞异常上调的 SCD1，从而改善细胞 TG 沉积。 

 
 

PU-0340 

Metabolic abnormalities among HIV/AIDS patients receiving 
 antiretroviral therapy in China: 

 A cross-sectional hospital based study. 
 

ding haibo,Jing Liu,Junjie Xu,Jing Kang,QI Wang,Xiaolin Li,Xiaolin Guo,Zining Zhang,Xiaoxu Han,Wenqing 
Geng,Yongjun Jiang,Hong Shang 

Key Laboratory of AIDS Immunology of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1， Chin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Hangzhou， China 

 
Objective The most common metabolic abnormalities are dyslipidemia and hyperglycemia 
among HIV/AIDS patients receiving antiretroviral therapy (ART) .Data of the impact of ART on 
lipid and glucose profile are scarce in China. In this study, our objective was to determine the 
prevalence and associated risk factors of metabolic abnormalities among HIV infected patients. 
Methods The present cross-sectional study was conducted in a single health center in China 
between September, 2014 to December, 2015. Data were collected on demographic characters 
and factors which can change the lipid and glucose level. Risk factors for metabolic abnormalities 
were determined using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Majority of the 1441 HIV infected patients initiated ART were male (94.2%) and aged 
between 19 – 34 (57.6%).Overall prevalence of dyslipidemia was 63.1% and 71.9% and 
hyperglycemia was 9.5% and 9.1% among ART initiated and non-ART patients(p=0.007 and p 
=0.832). Ther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ercentage of abnormal levels of triglyceride (TG)(41.8%), 
total cholesterol (TC) (19.2%) , 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 (17.5%) and lower 
percentage of abnormal levels of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 (36.7%) among 
ART groups, and the corresponding prevalence was 27.1%, 10.55% ,14.8% and 56.2% (p =0.001 
for TG and HDL-C and 0.002 for TC and 0.017 for LDL-C).However,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evalence of the hyperglycemia was similar among ART group and non-ART group(9.5% and 
9.0%, p =0.832). 
The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body mass index(BMI)>23 kg/m2,CD4+T 
cell count<350(cells/mm3),ART Initiated, ART>24months,taking anti- tuberculosis (TB )drugs and 
smoking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dyslipidemia and BMI>23 kg/m2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hyperglycemia. 
Conclusions There were high prevalence of hyperlipidemia and low prevalence of 
hyperglycemia among ART initiated patients in China. Early initiated ART can decrease the risk 
of hyperlipidemia ,but serum glucose and lipid profile needs to be monitored regularly in HIV 
infected patients, especially in long-term ART patients ,to detect and optimally manage of 
metabolic abnormalities.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338 

 

PU-0341 

血清补体 C1q 等补体因子对子痫前期诊断和预测价值的评价 

 
贾珂珂,马利娟,吴思沂,王妍,李淑芳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100000 

 

目的  观察正常妊娠时不同孕期血清补体 C1q、C3、C4、B 因子的水平；评价血清补体 C1q 等对

子痫前期（preeclampsia，PE）的诊断价值以及对 PE 发生风险的预测价值。 

方法  选取正常妊娠早、中、晚期孕妇共 3 组，每组 30 例，检测其血清补体 C1q、C3、C4、B 因

子水平并进行比较。选取早发轻度 PE17 例，早发重度 PE47 例，晚发轻度 PE24 例，晚发重度

PE27 例，早发、晚发对照各 30 例，通过方差分析及两两比较，评价血清补体 C1q 等对 PE 的诊

断价值。通过前瞻性巢式病例对照研究，评价孕 20-26 周血清补体 C1q、B 因子的水平对 PE 发生

风险的预测作用。 

结果  血清补体 C1q 在未孕及整个孕期保持稳定；C3、B 因子在孕早期开始升高，孕中期后保持稳

定；C4 在孕早期升高，之后保持稳定。与对照组相比，4 种类型 PE 患者血清补体 C1q 均明显降

低（p=0.008，p<0.001，p<0.001，p<0.001）；除早发轻度之外，其他 3 种类型 PE 患者的血清

C3 水平均较对照组明显下降（p<0.001，p=0.027， p<0.001）；重度 PE 患者的血清 C4 水平均

较对照组明显下降（p<0.001，  p<0.001）。214 例具有 PE 危险因素的妊娠妇女，33 例

（15.4%）发展为 PE。发生 PE 组的孕妇 20-26 周血清 C1q、C3、C4、B 因子水平与未发生 PE

组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0.206、p=0.198、p=0.677、p=0.071）。但血清 B 因子水平与同孕期

健康孕妇相比，有统计学差异（p=0.007）。 

结论  子痫前期患者的血清 C1q、C3、C4 降低，可作为 PE 诊断的一个潜在指标，但是孕 20-26

周的血清 C1q、C3、C4 水平不能预测 PE 的发生风险。血清 B 因子不能作为 PE 诊断的指标，但

PE 患者孕 20-26 周的血清 B 因子较正常妊娠升高，B 因子可能是一个潜在的预测指标，需要进一

步验证。 

 
 

PU-0342 

常规生化检测项目生物学变异及参考变化值的研究 

 
邹翠敏 

威海卫人民医院威海市骨科医院,264200 

 

目的  计算本地区 23 项生化检测项目的生物学变异数据，评估各项目的参考变化值、个体指数及参

考上下限和医学决定水平处的 95%离散范围，分析其以人群参考上下限和医学决定水平的点估计

值作为疾病诊断及预后的局限性。确定基于生物学变异及本实验室测定精密度的参考结果变化值的

评价标准。 

方法  参考国内外同行的生物学变异实验设计和计算方法，通过对 26 名本院健康的检验科工作人员

中短期的采集标本以及用健康体检人员的新鲜混合血清为对照血清进行检测，计算各项目的中短期

生物学变异数据，以及由其衍生出的参考变化值 RCV、个体化指数Ⅱ、参考值和医学决定水平处

的 95%离散范围 

结果  计算了 23 项生化检验项目的中短期生物学变异数据以及由其衍生出的 RCV、Ⅱ及参考值和

医学决定水平处的 95%离散范围。 

结论   以威海本地人群中短期的采样标本计算出的生物学变异数据与 James Westgard 网站上欧美

的生物学变异数据部分项目有一定的差异。使用人群参考范围及医学决定水平的点估计值作为疾病

诊疗及预后的指标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计算的生物学变异数据以及由其衍生出的 RCV、Ⅱ和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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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下限及医学决定水平处的 95%离散范围，可以更科学地对检验结果进行分析和评价，为临床

疾病的诊疗提供更为客观真实的参考数据 

 
 

PU-0343 

阿托伐他汀治疗 24 周对 2 型糖尿病中伴高 LDL-C 的非酒精性 

脂肪肝病患者肝脏脂肪含量和腹部脂肪含量影响的一项 

随机开放标签试验 

 
王柳 1,2,常薪霞 1,2,颜红梅 1,2,夏明锋 1,2,朱小鹏 1,2,孙潇泱 1,2,卞华 1,2,潘柏申 3,高鑫 1,2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分泌 

2.复旦大学代谢病研究所 

3.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检验科 

 

目的  比较阿托伐他汀 20mg.qd 与维生素 E300mg.qd 治疗 24 周对 2 型糖尿病中伴高 LDL-C 的非

酒精性脂肪肝病患者腹部脂肪含量、肝脏脂肪含量的影响及安全性。 

方法  2013 年 6 月到 2016 年 11 月，共纳入 120 名 2 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患者，受试

者随机分成 2 组，分别口服阿托伐他汀 20mg.qd 与维生素 E300mg.qd24 周。收集病史资料，人体

测量参数及生化参数，采用质子磁共振波谱分析测定治疗前后腹部脂肪含量和肝脏脂肪含量。 

结果  年龄、糖尿病病程、BMI、腰围、FPG、2hPG、HbAlc、空腹 C 肽、餐后 2 小时 C 肽、

TG、TC、HDL-C、LDL-C 在两组之间都无差异。内脏脂肪含量、皮下脂肪含量、肝脏脂肪含量在

阿托伐他汀组治疗组中分别为 144±57cm2、203±77 cm2、28±14%，在维生素 E 治疗组中分别为

138±54 cm2、200±77cm2、31±16%，两组之间无差异。治疗后，内脏脂肪含量、皮下脂肪含量、

肝脏脂肪含量在阿托伐他汀组组中分别为 119±40cm2、197±80cm2、21±10%，在维生素 E 组中分

别为 133±54cm2、198±78cm2、25±14%。阿托伐他汀组的内脏脂肪含量及肝脏脂肪含量都明显下

降，维生素 E 组中肝脏含量明显下降。两组之间的 BMI、腰围、FPG、2hPG、HbAlc、空腹 C

肽、餐后 2 小时 C 肽、GGT 无差异。阿托伐他汀组相比维生素 E 组，其 TG、TC、LDL-C 明显降

低，HDL-C、ALT、AST 明显升高。阿托伐他汀组治疗前后对比，其体重、BMI、腰围、TG、

TC、LDL-C、HbAlc 明显降低；维生素 E 组治疗前后对比，其体重、BMI、2hPG、HbAlc、ALT、

AST、GGT 明显降低。 

结论  两种方案治疗都能安全有效地降低 2 型糖尿病伴高 LDL-C 的 NAFLD 患者的肝脏脂肪含量。

此外，阿托伐他汀 20mg.qd 治疗也能减少内脏脂肪含量。 

 
 

PU-0344 

妊娠糖尿病(GDM)患者血清羟自由基（·OH）、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的变化 

 
徐敏 

昆明市延安医院,650000 

 

目的  通过测定正常妊娠妇女和妊娠糖尿病妇女体内羟自由基（·OH）、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SH-PX)的含量，探究其与氧化应激的关系及在妊娠糖尿病发病中作用。  

方法  选取 2017 年 8 月～2018 年 2 月来我院诊治的 GDM 患者 20 例作为实验组，正常孕妇 20例

作为对照组，分别应用分光光度法测定每组抑制羟自由基(·OH)能力和 GSH-PX 的活力。  

结果  实验组抑制羟自由基能力较对照组显著升高（P<0．05)、GSH-PX 活力较对照组显著下降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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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OH 含量升高，GSH-PX 含量的下降影响着机体的氧化应激状况，对妊娠糖尿病的发生具有

重要作用。 

 
 

PU-0345 

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钾和血清镁离子浓度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李祥坤 

遂宁市中心医院,629000 

 

目的  探讨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钾和血清镁离子水平变化及其临床意义，为患者的临床治疗提供参

考 

方法  选择该院 2014 年 3 月至 2016 年 3 月入院治疗的急性脑梗死患者 100 例作为本次研究的对

象，按照患者病情将进展性脑梗死患者 50 例作为观察组，非进展性脑梗死患者 50 例作为对照组，

对所有患者治疗前、治疗中以及治疗后的不同阶段血清钾以及血清镁进行检测，并在同一时期与对

照组进行比较；比较两组患者不同时期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结果   观察组患者入院后第 2 天，血清钾离子水平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差异

（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 2 周和出院时的血清钾离子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者在入院后第 2 天，血清镁离子水平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 2 周和出院时的血清镁离子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者入院第 2 天和治疗 2 周时，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出院时两组患者神经缺损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血清钾以及血清镁的水平与急性脑梗死患者病情进展密切相关，患者进行血清钾以及血清镁

的检测可以作为患者病情进展以及患者预后情况的重要参考标准。 

 
 

PU-0346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AMH，FSH， 

LH and TESTO in PCOS 
 

Wei Feng 
Yant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in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detect the changes of serum sex hormones and AMH in patients with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COS), and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es of serum sex 
hormones and the incidence of PCO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PCOS patients 
Methods By using the method of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in 48 PCOS patients and 52 healthy 
volunteers during the menstrual third ~ 5 days of fasting venous blood serum analysis of 
centrifugal extraction, all of the above specimens of serum AMH, LH, FSH and determination, the 
change of TESTO content. 
Results By using the method of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in 48 PCOS patients and 52 healthy 
volunteers during the menstrual third ~ 5 days of fasting venous blood serum analysis of 
centrifugal extraction, all of the above specimens of serum AMH, LH, FSH and determination, the 
change of TESTO content. 
Conclusions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 female infertility, 
its occurrence and serum sex hormone FSH, LH, testo change is related, AMH is very specific 
and sensitive index, because androgen produces overmuch, can cause female appear hairy, 
acne and other masculine signs . The disorder of hormone level in vivo not only affects the 
appearance of female patients, but also causes great distress to the body and mind of pregn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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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 We hop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thogenesis of AMH, FSH, LH, Testo 
and PCOS, and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tiology of young women with PCOS, and 
to provide an intuitive judgment for the clinical diagnosis and subsequent treatment of PCOS 
patients. However, the serum sex hormone examination is only the auxiliary diagnosis method, 
but also unifies the patient history, the sign, the B Ultra, the uterus examination and so on other 
methods to look for the pathogeny, the disease treatment, early relieves the PCOS patient pain. 
The level of serum FSH in PCOS patients was not changed. The levels of AMH and LH grew up 
extremely, and the level of T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dicating that the incidence of PCO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evels of AMH, LH and TESTO in patients. 
 
 

PU-0347 

六西格玛在临床生化检验质量控制方面的应用 

 
史清梅,杨晓燕,王利新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分析实验室检测项目的六西格玛( 6σ) 水平，探讨应用 6σ 评价方法评价和管理室内质控并改

进生化检验质量。 

方法  收集 2013-2015 年我室 9 次常规化学室间质评数据，及各项目室内质控数据的累积变异系数

（CV%）；以卫生行业标准 WS/T403-2012《临床生物化学常规检验项目分析质量指标》规定的

允许总误差（TEa），计算我室已开展的室间质评项目的 σ 水平，并判断各项目的性能，并绘制西

格玛性能验证图。 

结果  全部 23 个检测项目，2013 年度其中 9 个项目的 σ 水平＞6σ，14 个项目的 σ 水平＞3σ，其

中＜2σ 的项目有 3 个。2014 年度我室质评结果 5 个项目 σ＞6，17 个项目的 σ 水平＞3σ，其中 σ

＜2 的项目 1 项。2015 年度我室质评结果 9 个项目 σ＞6，20 个项目的 σ 水平＞3σ，其中 σ＜2 的

项目 1 项。西格玛性能验证图可以直观地了解检测项目的整体质量水平。 

结论   应用 6σ 标准分析室内质控、室间质评数据，能全面有效地评价临床生化检验项目的性能指

标，有助于实验室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措施，持续改进检验质量。 

 
 

PU-0348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乙型肝炎病毒 DNA 的方法学性能验证 

 
张鸿娟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建立实时荧光定量 PCR 的方法学性能验证方案，并验证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乙肝病毒

DNA 的方法学性能。 

方法  采用试剂厂家所提供的标准品和临床标本进行系列稀释，将所得到的循环阈值与浓度的对数

进行直线回归，进行分析测量范围的性能验证；采用接近定量检测限的标本进行倍比稀释，每个浓

度标本分为 16 份，分别进行 DNA 提取，以每份浓度样本的检出率和浓度的对数进行概率分析验证

最低检出限；选择分析测量范围内高（105IU/mL）、低(103IU/mL)两水平样本，每天平行测定 4

次，连续测量 5 天进行精密度验证. 

结果  实时荧光 PCR 检测乙型肝炎病毒 DNA 的分析测量范围为 1.2×103 IU/mL～1.2×107IU/mL；

高、低浓度样本批内标准差（浓度取对数）分别为 0.156 和 0.235，总标准分别为 0.221，0.238；

最低检出限为 5.2×102IU/mL 

结论  建立的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学性能验证的方案科学、实用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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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49 

常见心肌损伤标志物在急性心肌梗死诊断中应用评价 

 
钱净,李雪,杨丽琼,施茜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评价 4 种常见心肌损伤标志物心肌肌钙蛋白 T（cTnT）, 肌酸激酶 MB 同工酶（CK-MB）,肌

红蛋白（MYO）,心脏型脂肪酸结合蛋白（H-FABP）在急性心肌梗死（AMI）的临床诊疗价值。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12 月本院以“急性胸痛”症状为主诉收住入院的患者，共 200 例患者（男 120

例，女 80 例），应用 ROC 曲线评价各心肌损伤标志物单独及联合检测在 AMI 中的临床诊断性

能。 

结果  （1）AMI 组 cTnT、CK-MB、MYO、H-FABP 水平与非 AMI 组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2）AMI 组各指标单独检测阳性率高于非 AMI 组（P<0.05），联合检测阳性率高

于单项指标检测。（3）cTnT、CK-MB、MYO 及 H-FABP 的最佳诊断界值（Cut-off）分别为

0.0145 μg/ L、7.78 μg/ L、110 μg/ L 及 5.9 ng/ L。（4）cTnT、CK-MB、MYO、H-FABP 单项及

联合检测的临床诊断性能中，准确度最高的项目是 cTnT 为 91.5%，敏感度最高的项目是 cTnT 为

89.3%，特异度最高的项目是 cTnT 为 92.0%，阳性拟然比最高的项目是 cTnT 为 11.2，阴性拟然

比最低的项目是 cTnT 为 0.12，四项联合检测对 AMI 的上述诊断性能均高于各指标单项检测。 

结论  心肌损伤标志物在 AMI 诊断中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各临床实验室应根据各自的检测条

件确立适当的临床诊断界值；cTnT、CK-MB、MYO、H-FABP 联合检测诊断性能均高于各指标单

项检测，但各单项指标各有优势，应根据临床对 AMI 的诊疗需求选择合适的联合或单项指标检

测。 

 
 

PU-0350 

两种循环酶法检测血清同型半胱氨酸结果的可比性及偏倚评估 

 
许广伟 

威海卫人民医院威海市骨科医院,264200 

 

目的  对两种不同厂家同型半胱氨酸诊断试剂测定结果的可比性及偏倚评估进行研究，为血清同型

半胱氨酸诊断试剂的实验室认可提供实验数据。 

方法   依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中的 EP9-A2 文件，用上海华臣和深圳奥萨试剂在

HITACHI7600-02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对 40 份患者血清分别进行同型半胱氨酸测定，其中以华臣

试剂为参比方法，以奥萨试剂为实验方法。用线性回归分析对医学决定水平处的预期偏倚和可信区

间进行计算.根据生物学变异导出的可允许偏倚为标准，判断试剂的临床可接受性。 

结果  两种试剂对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测定结果显示，方法内重复性良好，无离群点。在医学决

定水平处的系统偏倚临床可以接受。 

结论  同一实验室一个检测项目存在 2 个或 2 个以上的试剂时，应进行试剂间的方法比对及偏倚评

估，判断其临床可接受性，以保证检验结果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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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51 

i2000SR 全自动免疫分析仪检测高敏肌钙蛋白 I 的性能评价 

 
刘春燕,邓朝晖,张烨,宋颖博,梁学立,张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医院,830000 

 

目的  评价 i2000SR 全自动免疫分析仪(简称 i2000SR)检测高敏肌钙蛋白 I(hs-cTnI)的分析性能。 

方法  参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EP17-A 文件和相关文献，将 hs-cTnI 空白样本和系列

浓度样本在 i2000SR 上进行检测，采用统计学方法确定血清 hs-cTnI 的功能灵敏度(FS)、精密度、

空白限(LoB)、检出限(LoD)、定量检测限(LoQ)、生物学变异及线性范围。 

结果  i2000SR 检测 hs-cTnI 的功能灵敏度为 1.93pg/ml。高值样品(15100.0pg/ml)批内变异系数

(CV)和批间 CV 分别为 1.52%和 3.54%；中值样品(190.0pg/ml)批内 CV 和批间 CV 分别为 2.90%

和 3.83%；低值样品(20.0pg/ml)批内 CV 和批间 CV 分别为 7.60%和 0.82%。按 CLSI EP17-A 文

件建立的 LoB、LoD、LoQ 分别为 0.45pg/ml、1.45pg/ml 和 1.90pg/ml。生物学变异的个体内变异

(CVi)和个体间变异 (CVg)均较小。在检测范围内， i2000SR 预期值和实测值的线性方程为

Y=0.965X+155.52，R2=0.999。 

结论  i2000SR 检测 hs-cTnI 的结果可靠，能够满足临床诊断治疗的需求。 

 
 

PU-0352 

肿瘤与精准医学的新进展 

 
林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50001 

 

目的  从而精确寻找到疾病产生原因和治疗的靶点，并对一种疾病不 同状态和过程进行精确亚分

类，最终实现对于疾病 和特定患者进行个性化精确治疗的目的，提高疾病预防与诊治的效益。 

方法  本质上是通过基因组、蛋白质组等组学技术和医 学前沿技术，对于大样本人群与特定疾病类

型进行 生物标志物的分析与鉴定、验证与应用。 

结果  精准医学就是要根 据每名患者的个人特征，量体裁衣式地制定个性化 治疗方案 

结论  精准医学将帮助医师更好地了解患者病情的复杂成因，从而更准确地找出最有效的用药方

案。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肿瘤基因组计划的实施和一系列靶向药物的出现，肿瘤的诊断与

治疗已开始 迈入精准医学的时代。该文简要回顾了精准医学计划的历史、肿瘤基因组学和靶向治

疗的主要成就。 

 
 

PU-0353 

Extraction of fat soluble vitamins from plasma by SLE and 
its kit 

 
Jingrui Lu,Weiqiao Rao,Yunli Liao,Xiaomin Chen,Wenli Liao,Dongsheng Zhou,Liang Lin,Jin Zi 

BGI Shenzhen 

 
Objective Fat soluble vitamins are naturally occurring micronutrients in food, providing and 
maintaining essential and extensive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functions for human [1]. In 
order to meet human health and metabolic needs, fat soluble vitamins must be obtained from 
daily diet. Fat soluble vitamins are a kind of vitamins which are dissolved in organic solvents but 
insoluble in water. Due to the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at soluble vitamins, 
their deficiency and overdose will cause diseases to the human body [2-5]. In the field of cli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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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ealth detection, a fast, accurate and high-throughput detection method for fat soluble 
vitamins in plasma is urgently needed. Therefore, how to detect fat soluble vitamins in plasma 
rapidly, efficiently and accurately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he sample preparation method used in this project was Supported Liquid Extraction (SLE) 
method. The method of SLE is similar to that of traditional Liquid-Liquid Extraction (LLE), which 
utilize the solvent system which insoluble with water, to extract analytes [6]. For SLE method, the 
aqueous solution is dispersed in the inert diatomaceous earth based supported material first, and 
the immiscible organic solvent is utilized to extract analytes (Figure 1) [7]. The sample 
preparation by SLE method can greatly shorten the sample preparation time and improve the 
detection speed and timeliness. 
This project aim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apid extraction of fat soluble vitamins from plasma, and 
how to achieve high-throughput detection of fat soluble vitamins in plasma.  
Methods Plasma sample preparation was based on the liposoluble vitamin kit which developed 
by Mass Spectrometry department of BGI and the SLE method was utilized in sample preparation 
process.After the sample preparation, the plasma sample was analyzed by the liquid 
chromatography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LC-MS/MS). 
Results Through the liquid chromatography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LC-MS/MS), five 
different kinds of fat soluble vitamins in plasma (Table 1) can be simultaneously detected. The 
chromatogram of 5 fat soluble vitamins was well separated and the resolution of mass 
spectrometry met the requirements (Figure 2). The Lowest limit of detection (LLOD) of five 
different fat-soluble vitamins were 0.08 to 7.23 ng/ml,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 was less than 
15% (n=36). 
Conclusions The SLE sample preparation method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speed of sample 
preparation step. Combined with LC-MS/MS detection method, the detection of fat soluble 
vitamins in plasma is fast, sensitive and accurate. This project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in 
clinical and health detection and can be used as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rapid detection of 5 fat 
soluble vitamins in plasma. It is expected to solve the rapid diagnosis of diseases caused by the 
abnormal content of fat soluble vitamins. 
 
 

PU-0354 

MiR-486-5p suppresses cells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through CBL 

 
Jia He,Bin Xiao,Linhai Li,Zhaohui Sun 

Guangzhou general hospital of Guangzhou Military Command of PLA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miR-486-5p in HCC. 
Methods Analyzed the miR-486-5p expression in tumor samples and adjacent noncancerous 
tissues,Real-time PCR was performed to determine miR-486-5p expression in HCC cell SMMC-
7721 and normal liver cell L-02, the cell proliferation was observed by CCK-8 assay and cell 
migration was detected using wound-healing assay and Transwell assay. 
Results miR-486-5p was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in HCC tissues and cell line,functional 
studies confirmed that overexpressed miR-486-5p could inhibit cells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in 
HCC. Mechanically, CBL may a potential target for miR-486-5p. 
Conclusions miR-486-5p may act as a tumor suppressor gene in the HCC partly through 
regulating CBL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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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55 

miR-148a promotes the demethylation of CDH1  
by targeting DNMT1 in lung adenocarcinoma 

 
Xuelian Xiao,Jia Wei,Jian Xu 

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 

 
Objective This study is aimed at exploring whether miR-148a could modulate the methylation of 
CDH1in LUAD. 
Methods The relative expressions of miR-148a in 513 LUAD and noncancerous tissues, as well 
as its association with pathologic staging and overall survival were analyzed in a cohort from 
TCGA database. The expression of miR-148a in LUAD cell line SPC-A1 was determined by qRT-
PCR. The potential target genes of miR-148a were predicted by Targetscan software, and 
luciferase report activity was performed to validate the target gene of miR-148a. Furthermore, the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of the target genes were determined by qRT-PCR and western 
blot after transfection of miR-148a or anti-miR-148a. The ability of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were respectively detected by wound healing assay and transwell invasion assay after 
cotransfection of anti-miR-148a and si-DNMT1. 
The expression of CDH1 mRNA and protein in SPC-A1 were detected by RT-PCR and western 
blot respectively after transfection of si-DNMT1 or treatment with 5-azacytidine. The expression of 
CDH1 mRNA and protein were detected by RT-PCR and western blot, and the methylation in the 
CpG islands of CDH1 promoter region was detected by bisulfate sequencing PCR after 
transfection of miR-148a or anti-miR-148a. CDH1 expression in SPC-A1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after cotransfection of anti-miR-148a and si-DNMT1.  
Results miR-148a was downregulated in LUAD tissues, which was associated with pathologic 
staging and overall survival. DNMT1 was a target gene of miR-148a, miR-148a suppressed 
LUAD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by targeting DNMT1. miR-148a facilitated the demethylation of 
CDH1 by targeting DNMT1, leading to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CDH1. 
Conclusions miR-148a promotes the demethylation of CDH1 by targeting DNMT1in LUAD. 
 
 

PU-0356 

SAA 对不同肥胖程度儿童病毒性肺炎的诊断价值研究 

 
庞昕洳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肥胖对 SAA 诊断儿童病毒性肺炎的影响，SAA 的升高可能会对肥胖儿童是否患有病毒

性肺炎造成误诊。鉴于肥胖对 SAA 的影响，有必要深入的研究肥胖对 SAA 诊断病毒性肺炎的影

响，减少临床误诊。 

方法  收集滨医附院急诊儿童 400 名，其中肥胖儿童 200 名，正常体重儿童 200 名，采集静脉血

2ml，检验标本的 SAA 值，并记录。跟踪调查，记录确诊为病毒性肺炎的病例，整理数据，统计分

析，计算准确率、误诊率。 

结果  通过对附院 400 名 7-14 岁不同肥胖儿童进行 SAA 检查并通过跟踪调查，记录确诊为病毒性

肺炎的病例，整理数据，统计分析，在 200 名肥胖儿童中病毒性肺炎患病率为 23.5%,依据 SAA 诊

断病毒性肺炎的准确率为 39.3%，误诊率为 60.7%；在 200 名正常体重儿童中病毒性肺炎的患病

率为 22.0%，依据 SAA 诊断病毒性肺炎的准确率为 93.3%，误诊率为 6.7%，结果具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SAA 对不同肥胖程度儿童病毒性肺炎的诊断误诊率较高，临床在进行病毒性肺炎诊断除血清

学检查外时可结合病原学检查，白细胞技术检查，细菌学检查，胸部 X 线检查等诊断提高准确率。

SAA 诊断肥胖儿童病毒性肺炎误诊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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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57 

肌酸激酶和肌酸激酶 MB 同工酶试剂携带污染 

对肌酐酶法检测的影响 

 
陈晓婷 1,张炳峰 1,宗艺 2 

1.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江苏省江阴市中医院 

 

目的  检测肌酸激酶（CK）和肌酸激酶 MB 同工酶（CK-MB）试剂对肌酐（Cre）的携带污染，探

讨分析 BECKMAN AU5821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试剂携带污染的方法。 

方法  检测体检健康混合血清的 Cre 作为对照组，设计相应检测顺序，使 Cre 分别仅受到 CK 和

CK-MB 试剂通过搅拌棒、试剂针、比色杯三个独立因素所造成的影响，与对照组进行比较。 

结果   CK 和 CK-MB 的二试剂检测肌酐分别为（1548.89±8.46）μmol/L 和（3899.58±44.38）

μmol/L。对照组 Cre 为（71.70±0.55）μmol/L，CK 搅拌棒、试剂针、比色杯三组干扰后 Cre 分别

为（72.08±0.78）μmol/L、（71.5±0.91）μmol/L、（71.91±1.37）μmol/L，CK-MB 搅拌棒、试剂

针、比色杯三组干扰后 Cre 分别为（71.61±1.37）μmol/L、（71.62±0.78）μmol/L、74.98±1.08）

μmol/L，其中 CK-MB 比色杯组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他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CK-MB 试剂比色杯残留会干扰 Cre 的检测，可设置在不同单元或同一单元的不同内外圈以避

免干扰。合理设计检测顺序可判断试剂残留有无对其他检测项目的结果产生干扰。 

 
 

PU-0358 

Hyper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and PCT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diagnosis of inflammation 

 
Bin Chen 

Yant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in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find out the important role, specificity, diagnostic principle and diagnostic method of 
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 and PCT in the study of acute inflammation. 
Methods Fasting venous blood was collected from the next morning. The venous 3ml was 
obtained by using vacuum tube containing seperating gum. Serum. PCT was obtained by Swiss 
RocheE170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method. Hs-CRP was determined by Swiss RocheP800 
biochemical analyzer. Immune transmission turbidimetry was used. 
Results The sensitivity of PCT > 1.5ul was 92.8% / 70%. The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was 95. 
5%. The specificity of 89. 2% was 25 / 28, and the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was 83. 3%. In the 
range of Hs-CRP > 2.1 mg/l, its sensitivity is 95.70.67 / 70 ppv90.5, and the specificity is 75l / 
28npv87.5. 
Conclusion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egree of serum PCT Hs-CRP between 
patients with viral inflammation and those with mild inflammation or bacterial infection with 
localized characteristics. The specificity of Hs-CRP is much better than that of Hs-CRP when 
compared with that of Hs-CRP. Therefore, PCT is an appropriate index for the 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bacterial inflammation. The removal of PCT from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and gel chromatography is now a specific indicator of bacterial inflammation and 
fungal infection, both of which are sometimes critical. If the body is stimulated enough, the patient 
will produce more than just acute serology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It is an important parameter to 
monitor the pathological process of inflamm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 and PCT in inflammation is the role they play in the diagnosis of inflammation. The 
relative specificity and sensitivity of PCT were determined by radioimmunoassay (RIA) and 
double antibody clamp method. The reasonable and convenient experimental method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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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rately and effectively measure the indexes of some diseases of human body, so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choose what method to choose. 
 
 

PU-0359 

血清 HE4、CA125 及 ROMA 指数在卵巢癌诊断中的价值 

 
牟晓峰,张磊,毕庆庆 

青岛市中心医院 

 

目的  研究血清人附睾蛋白 4（HE4）、糖类抗原 125(CA125)检测和 ROMA 指数在辅助卵巢癌诊

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样本的血清 HE4 和 CA125 水平，并结合绝经状态计算 ROMA 指数。

对各组数据进行统计学差异性分析，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

（AUC）。研究共纳入卵巢癌患者 50 例，卵巢良性疾病患者 50 例和健康对照 50 例。 

结果   50 例卵巢癌患者 HE4、CA125 浓度和 ROMA 指数分别为 309.8±146.2 pmol/L、

280.8±110.4 IU/ml 及 83.6%，与卵巢良性疾病（76.3±21.5 pmol/L、33.5±12.7 IU/ml 和 14.2%）

及健康对照组（31.3±7.5 pmol/L、13.5±4.1 IU/ml 和 10.2%）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卵巢良性疾病组的 HE4、CA125 浓度和 ROMA 指数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ROC 曲线分析，三项指标  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AUC(CA125)＝

0.827， AUC(HE4)＝0.916， AUC(ROMA Index)＝0.933，曲线下面积 ROMA Index ＞ HE4 ＞ 

CA125。 

结论  联合检测 CA125、HE4 以及 ROMA 指数，可以提高卵巢癌的早期诊断效率。 

 
 

PU-0360 

Diagnostic significance of combined detection of cystatin 
C and β2 microspheres in early diabetic nephropathy 

 
Xin Xu 

Yant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in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agnostic significance of combined detection of Cystatin-C

（CysC）and β2-microglobulin（β2-MG）in early diabetic nephropathy(DN).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5 to January 2016, 61 patients with early diabetic nephropathy (I 
group)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type II diabetes mellitus (without nephropathy) (II group)129 

cases，and 95 patients with physical examination as control group (III group),serum cystatinC 

and β2-microglobulin were determined by automatic biochemical analyzer, the results of serum 
cystatinC and β2-microglobulin in each group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statistically. 
Results The concentrations of cystatinC and β2-microglobulin in early diabetic nephropath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ype II diabetes group and healthy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 concentration of cystatinC and β2-microglobulin in type II 
diabetes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healthy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 sensitivity was 90.21%, specificity was 91.95%, the diagnostic 

coincidence rate was 92.52%  when the serum cystatinC，β2-microglobulin joint detection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and the resul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single detection,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However, the false positive rate and false 
negative rate of serum cystatinC and β2-microglobulin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single test,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 

Conclusions  Serum cystatinC and β2-MG are  sensitive index of renal function damage in early 
diabetic nephropathy .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method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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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tic accuracy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therefore, it has higher clinical diagnostic 
significance for early renal damage in diabetes mellitus. 
 
 

PU-0361 

Altered Plasma Proteins Released From Platelets and 
Endothelial Cells Associated 

 With Human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 
 

Xi Zhang1,Zhinan Zhai1,Haitao Hou2,Jun Wang2,Guowei He2,Min Hou1 
1.Tianjin Chest Hospital 

2.TEDA International Cardiovascular Hospital 

 
Objective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 (PDA) is the third most common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and 
resulted from the persistence of ductal patency after birth. Ductus arteriosus closure involves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remodeling, controlled by many factors. The closure-related human 
plasma proteins are unknown.  
Methods Here we for the first time demonstrate six key differential plasma proteins in the human 
PDA patients using proteomic technology and present a model to illustrate the constriction and 
closure of ductus arteriosus. The proteomic data have been deposited to the ProteomeXchange 
Consortium via the PRIDE partner repository with the data set identifier PXD008568. 
Results We found that permanent closure might be regulated by the proteins related to platelet 
activation and coagulation cascades, complement mannan-binding-lectin, and other systemic 
signaling pathways.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differential proteins involved in these pathways may 
play key roles in the non-closure of the ductus arteriosus and may be developed as biomarkers 
for diagnosis. All those findings may be served as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the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of PDA. 
 
 

PU-0362 

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检测人血浆百草枯浓度 

 
王佳嫄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310000 

 

目的  建立测定人血浆百草枯浓度的高效液相色谱三重四级串联质谱的检测方法。 

方法  用乙腈蛋白沉淀法对血浆样本预处理后，以乙腈-水（含 200 mmol/L 甲酸铵和 0.1%甲酸）为

流动相梯度进样，流速为 0.4 ml·min-1，百草枯-D8 为同位素内标，通过 HILIC 亲水柱（Waters 

XBridge BEH HILIC ，2.5μm ，2.1mm×100mm）分离。样品经电喷雾电离为正离子，通过三重四

级串联质谱，采用多反应离子监测-（MRM）模式对百草枯（m/z 186.12-71.1）进行检测。 

结果  百草枯浓度分别为 50-10000 ng·ml-1时，线性关系良好（r>0.99）,定量下限为 50 ng·ml-1, 低

(100 ng·ml-1)、中(2000 ng·ml-1)、高(8000 ng·ml-1)，三个浓度水平 QC 样品的提取回收率分别为

（104.16±2.06）%、（98.05±1.81）%和（107.06±1.30）%. 日内(n=5)、日间(n=4)不精密度均小

于 15%。 

结论  该本法灵敏、准确、快速、特异性好，适用于临床检测患者血中百草枯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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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63 

甲状腺功能检测在习惯性流产中的应用 

 
王婵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甲状腺功能异常与习惯性流产之间的相关性，为临床治疗习惯性流产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   选用化学发光法检测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游离甲状腺素(FT4)、促甲状腺激素

(TSH)、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通过比较两组人群检测指

标的差异，分析甲状腺功能异常与习惯性流产之间的关系。 

结果  （1）习惯性流产患者自身抗体阳性率高于正常妊娠妇女，自身抗体阳性在流产患者中的流产

率为 66.67%，TSH 升高也是在流产患者中较多见，TSH≥2.50mIU/l 的患者流产率为 33.33%，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2）TSH≥2.50mIU/l 伴自身抗体阳性的患者发生流产率为 85.71%，

TSH<2.50mIU/l 伴自身抗体阳性的患者流产率为 46.15%，TSH≥2.50mIU/l 伴自身抗体阴性的患者

流产率为 20.00% TSH<2.50mIU/l 伴自身抗体阴性的患者流产率约为 5.1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3）FT4 在妊娠早期低于对照组，TSH 在妊娠早期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FT3 与对照组相比差异不大。 

结论  甲状腺功能异常可导致习惯性流产发生率提高，与习惯性流产发生存在相关性。其中甲状腺

自身抗体和 TSH 在习惯性流产中影响较大，有较大的临床意义。 

 
 

PU-0364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Combined Detecting PCT、SAA、
CRP in the Pediatric Respiratory System Disease. 

 
Xueqin Jiang 

Yant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in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combined detecting PCT、SAA、CRP in the 

Pediatric Respiratory System Disease. 
Methods  100 cases of children with respiratory system infectious disease were collected in the 
pediatric ward of B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Yantai Hospital in Shandong Province from January 
2017 to May 2017,according to its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they a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including 50 cases of bacterial infection group and 50 cases of virus infection group, At the same 
time, as a control group are healthy children with the same period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no 
respiratory diseases and other related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age of about 1-10 years old. The 

serum PCT、SAA、CRP、WBC levels of the three groups were determined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gender and age of the three groups (p>0.05) and 
comparability. 

Results Ther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serum PCT 、 SAA 、 CRP level

（P<0.05），the concentration of three indexes in bacterial infec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viral infec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is of significance in statistics science 
(P<0.05) . The levels of CRP and SAA in the viral infec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rmal group,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erum PCT concentr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 .The positive rate of PCT、CRP detection and combined detection of the bacterial 

infec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virus infec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s Serum PCT，SAA、CRP detection can identify the viral and bacterial infection to 

help diagnose the disease in children ，which is good for the early diagnosi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ree indexes has higher clin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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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65 

Combined detection of SAA, CRP and PCT levels in the 
diagnosis of viral infection in Yantai area 

 
Zhipeng Song 

Yant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in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serum amyloid A (SAA), C-reactive protein (CRP) 
and procalcitonin (PCT) in viral infectious diseases in Yantai area. 
Methods Select 110 patients with viral infection and 80 patients with bacterial infections were 
respectively adopt double antibody clip art, circulating immune fluorescence and scattering 
turbidimetric method to test the serum SAA, PCT and CRP, and were compared with the testing 
results of 75 healthy people. 
Results Acute phase serum levels of SAA viral infection group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 < 0.05), while the PCT and CRP level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but the ratio 
of serum SAA/CR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acterial infection group (P < 0.05);The bacterial 
infection group acute phase serum SAA, PCT, and CRP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s Joint tests on SAA, PCT, and CRP for early diagnosis of viral infections, Detection 
of changes in serum amyloid A can be used as a standard for the detection of viral infection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SAA, CRP and PCT can improve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viral infection, 
especially the SAA/CRP ratio is more clinically significant. 
 
 

PU-0366 

Application of Prostatic Transgene Proteins 
 in Chronic Prostatitis 

 
Xiaoxin Yan 

Yant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in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value of urinary prostatic secretory protein (PSEP)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prostatitis. 
Methods 100 cases of urine samples from patients with chronic prostatitis who were newly 
diagnosed by urology in Binzhou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from February to May in 2017 were 
taken as experimental group. 100 cases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center were taken as control 
group. The levels of PSEP in the urine were measur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and the difference of PSEP in the urin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compared according to the ROC curve. 
Results The age distribution of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as 46 (34 ~ 65) and 44 
(31 ~ 63),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ge distribution. ROC curve was fitted 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was 0.89, the critical value 
was 1.17ng / ml, the sensitivity was 82%, and the specificity was 87%. Respectively, 1.320 (0.437 
~ 4.331) and 0.184 (0 ~ 0.740), P <0.05,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Conclusions  The urine PSEP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could be used as an index to diagnose chronic prostatitis. Although the 
diagnosis was moderate, the clinical value and operability were high, which could make up the 
invasion of prostate, There are pain and other shortcomings. For the prostatitis examination 
provides a new, simple method, has a good application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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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67 

To study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of the detection  
of BNP and CTNI in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Caiyun Meng 

Yant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in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the detection of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BNP), 
Cardiac Troponin I (CTNI)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rocess of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Methods Electing two hundreds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in Binzhou medical school affiliated 
hospital as observation group, and 50 healthy individuals undergoing physical examination at the 
same time were selected as control group. Then the serum BNP, cTnI were detec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y the method of the fluorescent magnetic particle enzyme 
immunoassay. 
Results The levels of serum BNP and cTnI were all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s well as in patients with higher NYHA grade than patients with lower 
NYHA grade, all with P<0.01. 
Conclusions  The serum BNP has high sensitivity and low specific degrees in the diagnosis of 
heart failure, whereas the CTNI has high specific degree. because of the myocardial damage ,the 
level of CTNI also increase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heart failure ,the detection of 
serum BNP, cTnI can compensate each other in the diagnosis of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which 
can effectively reflect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heart failure. BNP and Ctni Two project detection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HF.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the combined detection of BNP and ctni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individual indexes, which had good clinical value and guidance for the 
diagnosis of HF patients ' heart condition and function.        BNP can effectively reflect the 
severity of left ventricular function and heart failure, however, as the development of heart failure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renal dysfunction complications (can 
affect the level of BNP in plasma), it is not timely for some patients with a separate detection of 
BNP specificity is not high, may cause misdiagnosis. In the progression of CHF, the ischemia and 
anoxia of myocardial cells caused by the blockage of cardiac filling and blood-draining function 
resulted i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yocardial cell membrane, which caused the ctni to rise 
correspondingly. When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signs of patients with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are atypical or changes in plasma BNP level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especially when 
100pg/ml<bnp<400pg/ml) are not sufficient for definitive diagnosis, The combined detection of 
BNP and CTNI has a good clinical value and early warning effect on the heart condition and 
function of HF patients, which can improve the sensitivity and accuracy of heart failure detection, 
and help clinicians distinguish heart failure from other clinical symptoms and signs,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misdiagnosis. To the patient to take timely treatment measures. 
 
 

PU-0368 

血清乳酸脱氢酶和碱性磷酸酶与胰腺癌临床病理特点的关系 

 
年士艳,冯磊 

玉溪市人民医院,653100 

 

目的   分析血清乳酸脱氢酶（ lactate dehydrogenase ， LDH ）和碱性磷酸酶（ alkaline 

phosphatase，ALP）与胰腺癌临床病理特点的关系，为探寻具有临床价值的胰腺癌预后预测因子

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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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我院确诊胰腺癌并住院接受手术者 132 例。收集纳入对象

的基本信息、血常规、生化指标、肿瘤标志物及病理特点等，通过回顾性分析血清 LDH 和 ALP 与

胰腺癌临床病理特点的关系。 

结果  血清 LDH 与 ALP 之间存在正相关（r＝0.43，P<0.05）。高水平 LDH 与胰头癌发生率、局

部浸润、淋巴结浸润和 TNM 分期有关（P<0.05）；高水平 ALP 与高总胆红素和胰头癌发生率有关

（P<0.05）。 

结论  血清 LDH 和 ALP 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胰腺癌增殖与进展能力，有望成为预测胰腺癌预后的

生物学指标。 

 
 

PU-0369 

CHD 及 HTC 血症血清 hsCRP 水平与实验室指标相关性研究 

 
蔡壬辛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通过检测血清 hsCRP 水平在冠心病、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及正常人中的变化，分析其与临床

及实验室指标之间的关系，探讨 hsCRP 在冠心病及高胆固醇血症发病中的作用及意义。 

方法  筛出选 CHD 组、HTC 组和 NC 组患者各 34 例，采用 Cobas8000 测定血清 hsCRP 水平，

详细收集并记录各实验室指标，利用 R 语言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① HTC 组和 NC 组血清 hsCRP 之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HTC 组和 CHD 

组、NC 组和 CHD 组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②三组之间实验室指标采用 KW 检验

发现 ALB、GLB、LDL-C、eGFR、LYM%均存在统计学差异( P ＜0.05)。两两分析各组可得：任

意两组中 ALB、GLB 均存在统计学差异( P ＜0.05)。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 CHD 组，hsCRP 可

能与 LYM%呈负相关。 

结论   LYM%可能参与胆固醇代谢紊乱的病理发病机制与冠心病的发生发展过程。 

 
 

PU-0370 

抗缪勒氏管激素和抑制素 B 联合检测预测卵巢储备功能的 

 
张磊,韩凤娟,朱婕,毕庆庆,牟晓峰 

青岛市中心医院/青岛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原青岛纺织医院）,266000 

 

目的  探讨血清抗缪勒氏管激素（AMH）和抑制素 B（INHB）预测卵巢储备功能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取在我院就诊的 138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卵巢储备功能不同分为正常组 30 例，卵

巢储备功能减低退（DOR）组 58 例，卵巢早衰（POF）组 50 例，分别检测各组患者血清 AMH、

INHB、卵泡刺激素（FSH）、黄体生成素（LH）、 雌二醇（E2）及窦卵泡数（AFC），分析各组

检测指标的水平，并采用受试者工作曲线（ROC）分析各指标的灵敏度及特异度。 

结果  DOR 组与 POF 组患者血清 AMH、INHB、E2 及 AFC 水平均明显低于正常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POF 组患者血清 AMH、INHB、E2 及 AFC 水平均明显低于 DOR 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相关性分析表明，AMH 和 INHB 与 E2、AFC 呈正相关（P＜

0.05），与 FSH、LH 呈负相关（P＜0.05）；AMH 与 INHB 呈正相关（r=0.63，P＜0.05）。

ROC 曲线分析发现 AMH、INHB、FSH、LH、E2、AFC 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9、0.76、0.63、

0.40、0.51、0.74，以 AMH 对卵巢储备功能的预测价值最高，INHB 次之。AMH 预测卵巢储备功

能降低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84.26%、78.03%；INHB 预测卵巢储备功能降低的灵敏度和特异

度分别为 62.45%、87.73%；AMH 与 INHB 联合检测（并联试验）评估卵巢储备功能的灵敏度为

94.09%，特异度为 6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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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清 AMH 和 INHB 与卵巢储备功能密切相关，两者联合检测对卵巢储备功能的预测具有重要

临床意义。 

 
 

PU-0371 

PCT 对各型腹腔积液的炎症反应性及对腹膜炎抗生素应用指导 

 
冯磊 1,张舒 1,赵阳 2 

1.云南省玉溪市人民医院 

2.昆明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动态监测血清降钙素原（PCT）对不同类型腹腔积液腹膜炎抗生素使用的指导意义。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7 月于我院普外科住院的腹腔积液腹膜炎患者 928 例，按腹腔积

液类型分为三组，其中血性腹腔积液 22 例，肠内容物性 286 例，胃液性 620 例。绘制不同积液类

型腹膜炎 PCT 变化趋势图，比较各类型患者住院时间、抗生素使用费用和拔管时间的差异。以上

样本又分为两组，A 组为 PCT 连续性监测良好组，B 组为仅有入院急查结果。统计 A 组入院急

查、手术当天、术后第一天及术后第二天血清 PCT 水平，比较两组患者住院时间、抗生素费用、

抗生素疗程及住院费用的差异性。 

结果  血性腹膜炎患者血清 PCT 水平、住院时间和抗生素费用明显低于肠内容物性和胃液性腹膜炎

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肠内容物性和胃液性结果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A 组住院时间、抗生素疗程、抗生素费用和住院费用明显低于 B 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不同腹腔积液类型因炎性反应所致的 PCT 升高程度不同；通过 PCT 动态监测可有效控制此

类患者的住院天数、抗生素使用时间和费用。 

 
 

PU-0372 

血小板对患者血清钾的影响 

 
张成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探究血小板对血清钾浓度测定的影响，得出患者血小板参数影响血清钾浓度的校正公式，用

于修正临床检测血清钾的结果。 

方法  用肝素锂抗凝管、分离胶管、EDTA.2K 抗凝管分别采集 337 例患者的外周血，并检测血清

钾、血浆钾浓度以及血小板参数（PLT、MPV）。 

结果  血清钾与血浆钾浓度测量的差值（ΔK+）与血小板数量及平均血小板体积(MPV)有关，其差异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F=324.057, P<0.001 ） 。 经 多 元 线 性 回 归 分 析 ， Y （ mmol/L ）

=0.001X1+0.023X2-0.075（X1为血小板数量，X2为 MPV），r=0.812。 

结论  不同血小板数量及平均血小板体积对血清钾浓度测定有干扰，经校正后的血清钾浓度更能反

映患者真实血中钾离子浓度，为临床的精确诊断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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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73 

不同品牌 LDL-C 试剂对 APOA-1 检测的干扰效应分析 

 
徐建华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探究两家不同品牌的生化检测试剂(LDL-C)在不同的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 APOA-1 的干扰情

况，并寻找消减干扰效应的有效解决方案。 

方法  前期对科室两台不同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性能检测校准，待确认仪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后，分别用不同仪器、不同厂家试剂盒、交叉配对检测不同浓度 LDL-C 下 APOA-1 的浓度，再根

据统计学方法判断各干扰是否有意义。 

结果  经过对仪器调试过后，各项指标均达到实验标准要求；罗氏 LDL-C 试剂在 Roche Modular 

P800 显示 APOA-1W/APOA-1*100%不在初始值 5%的范围内重现，即对 APOA-1 有明显干扰；

其在 H7180 上对 APOA-1 没有影响；积水公司试剂在两台全自动生化仪上对 APOA-1 均无干扰。

而且，不同浓度的 LDL-C 对 APOA-1 结果的影响程度不同，其干扰的程度会随着 LDL-C 浓度的增

加而增大，其干扰效应造成 APOA-1 值变大。针对造成的干扰影响，分别设计酸清洗与去离子水清

洗进行对比，结果显示去离子水清洗也能达到消除干扰的目的。 

结论  生化干扰效应跟特定的试剂、仪器等因素有关，检验科室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定仪器和试

剂，由降低最大成本为条件，制定解决消除干扰方案，尽可能得消除不必要的误差干扰，以保证检

验报告的准确度，满足临床需求。 

 
 

PU-0374 

3 种方法消除脂血对常用生化项目干扰的比较分析 

 
石文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比较稀释法、低温高速离心法和干化学法消除脂血对常用生化项目干扰的效果，建立关于生

化常见项目消除脂血影响的 SOP。 

方法  收集一定量的脂血血清标本，用稀释法、低温高速离心法分别处理同一份脂血标本，处理后

与原液在日立 7180 生化分析仪上检测常用生化项目，如 K+ 、Cl- 、 Na+ 、Ca、P、Mg、ALT、

AST、GGT、LDH、CK、CKMB、TBIL、DBIL、TP、ALB、Cr、BUN、UA、Glu、ALP，再将同

一份脂血标本进行相关项目的干化学检测，最后通过数据分析 3 种方法消除脂血对生化项目影响的

程度。 

结果  原液血清与干化学法检测结果相比 TP、ALB、ALT、TBIL、DBIL、BUN、UA 、Cr、Glu、

K+、Na+、Cl-，P 值<0.05，有统计学意义；经稀释法处理的血清检测结果与干化学法相比， 

AST、ALP、GGT、DBIL、BUN、UA、Cr、Na+、Cl-、Ca、P、Mg、CK、CKMB、LDH，P 值

>0.05，无统计学意义；经低温高速离心法处理的血清检测结果与干化学法相比，ALB、ALT、

AST、Cr、K+、Cl-、Mg、P、CK，P 值>0.05，无统计学意义。在 TG 浓度>10mmol/L 的脂血标

本进行的方法比较中，稀释法与干化学法相比，TP、ALB、TBIL、K+这些检测项目的 P 值

<0.05，有统计学意义，而低温高速离心法中，ALP、DBIL、Glu 这些检测项目的 P 值<0.05，有统

计学意义。 

结论  稀释法、低温高速离心法分别与干化学相比，均有部分结果与干化学相符。从检测结果看，

低温高速离心法具有一定的优势，实验室须根据自身情况制定标准的脂血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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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75 

灯盏花乙素通过抑制炎症 

从而发挥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的机制探讨 

 
邱峰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灯盏花乙素通过抑制炎症从而发挥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的机制。 

方法  采用佛波酯（PMA）和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OX-LDL）诱导 THP-1 单核细胞建立泡沫细胞

模型，采用 RT-RCR 法检测灯盏花乙素对泡沫细胞内炎性介质 IL-1β、IL-6、TNF-α 及 NF-κB 的

mRNA 含量影响， ELISA 法和油红 O 染色脂质半定量分析法分别检测灯盏花乙素对泡沫细胞培养

上清中炎症因子包括 IL-1β、IL-6、 TNF-α 表达量及泡沫细胞内脂质含量的影响，探索灯盏花乙素

的最佳作用浓度，采用 spss16.0 分析数据结果。 

结果  1、THP-1 单核细胞在 24hPMA 及 48h OX-LDL 刺激后形成泡沫细胞；2、50μg/ml OX-LDL

可显著性地提高 IL-1β、TNF-α 蛋白表达水平，对 IL-6 蛋白表达水平提高作用不明显；3、灯盏花

乙素使 THP-1 单核巨噬细胞源性泡沫细胞中转录因子 NF-κB 及下游调控因子 IL-1β、IL-6、TNF-α 

mRNA 表达下调，且具有剂量依赖性；4、灯盏花乙素使 THP-1 单核巨噬细胞源性泡沫细胞中 IL-

1β、IL-6 和 TNF-α 蛋白表达水平下调，且成浓度依赖性；5、灯盏花乙素可促进泡沫细胞的胆固醇

流出，且具有浓度依赖性。 

结论  灯盏花乙素能使 THP-1 单核巨噬细胞源性泡沫细胞 NF-κB 转录水平下调，使 IL-1β、IL-6、

TNF-α 转录水平及蛋白表达水平均下调，其可能的调控机制是灯盏花乙素从转录水平上抑制 NF-κB

的表达，再通过 NF-κB 通路抑制下游炎症因子 IL-1β、IL-6、TNF-α 的转录表达；灯盏花乙素能促

进 THP-1 单核巨噬细胞源性泡沫细胞内胆固醇流出。 

 
 

PU-0376 

轻型 β 地中海贫血对 HbA1c 测定的影响 

 
王会敏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轻型 β 地中海贫血（Beta thalassemia minor，简称 BTM）对 C2FP（Sebia Capillarys 

2 FP 全自动糖化血红蛋白分析仪，简称 C2FP）和 Hb9210（Premier Hb9210 全自动糖化血红蛋

白分析仪，简称 Hb9210）两台仪器测定 HbA1c（糖化血红蛋白 Glycosylated hemoglobin，简称

HbA1c）结果的影响。 

方法  选择我院符合地贫诊断指南中轻型 β 地贫的患者 40 例，健康对照组 40 例。分别用 C2FP 和

Hb9210 两台仪器测定 HbA1c 结果，并将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对在 C2FP 和 Hb9210 检测的轻型 β 地贫组与正常对照组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实验组与对

照组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轻型 β 地中海贫血对 C2FP 和 Hb9210 检测 HbA1c 结果

没有影响。C2FP 和 Hb9210 两台仪器检测的 HbA1c 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r=0.846，P＜

0.01），两者高度相关。 

结论   对于患有轻型 β 地中海贫血的患者，以 C2FP 或 Hb9210 所测定的 HbA1c 均没有影响，且

两者相关性好，可以忽略轻型 β 地贫对 HbA1c 测定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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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77 

应用 CLSI EP15-A3 验证糖化血红蛋白分析仪的精密度 

 
林 莉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根据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EP15-A3 文件的相关规定，验证三台糖化血红蛋

白分析仪（Sebia Minicap FP 毛细管电泳仪、日立 7180 生化分析仪、Trinity Biotech Priemier Hb 

9210TM 分析仪）的精密度。 

方法  按照 EP15-A3 精密度 5×5 设计方案，利用仪器原装配套质控品 Sebia（水平 1、水平 2）、

9210（水平 1、水平 2）、Roche（水平 1、水平 2）进行批内和实验室内不精密度验证。每个质

控样本每天 1 批，每批重复 5 次，共 5 天，每个样本获得 25 个数据。使用 Grubbs’法计算离群

值，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计算批内不精密度（SR）和实验室内不精密度（SWL），分

别与厂家给出的批内不精密度（σR）和实验室内不精密度（σWL）进行比较和分析。如果 SR ≤σR、

SWL ≤σWL，则用户验证了厂家不精密度声明。如果 SR ＞σR 或 SWL ＞σWL，则各自继续与其上限验

证值（UVL）比较，如果 SR ≤UVLR 、SWL ≤UVLWL，同样用户验证了厂家不精密度声明。否则，

需查找原因或与厂家联系。 

结果  三台糖化血红蛋白分析仪的测定结果均通过 Grubbs’法离群值检查，各项目无离群值。SR 和

SWL 分别与 σR 、σWL 或 UVLR 、UVLWL 相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在批内不精密度验证实验中，除

Sebia（水平 1、水平 2）、日立（水平 2），SR ＞σR，SR ≤UVLR外，其他各水平均 SR ≤σR。实

验室内不精密度验证实验中，除 Sebia（水平 2），SWL＞σWL ，SWL ≤UVLWL外，其他水平均 SWL 

≤σWL。 

结论  实验室现用的三台糖化血红蛋白分析仪的不精密度达到厂家声明要求，符合质量目标要求。 

 
 

PU-0378 

武汉地区高校教职工体检者不同指标水平的研究 

 
饶珺,王艳秋 

湖北省中医院,430000 

 

目的  了解武汉地区高校教职工血糖、血脂水平情况，探讨其预防保健措施。 

方法  对 4295 例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在职及退休教职工血样进行生物化学指标检测，分析其血糖、

血脂水平，并比较不同年龄组血糖、血脂水平的差异。 

结果  血糖，血脂水平男、女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０．０５），且男性高于女性；不

同指标异常率在男、女间及不同年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０．０５ ）；不同指标

水平及异常率随年龄增加而逐步增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波动无规律除外）。 

结论  高校的教职工体检者血糖、血脂水平存在一定异常率，且随年龄增长有增加趋势。因此，应

加强有效健康教育，制订出预防保健和治疗措施。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357 

 

PU-0379 

IL-1β、IL-6、TNF-α 在慢性肾衰竭患者中的表达 

及血液透析预后评估价值研究 

 
刘振宗 

南通市老年康复医院,226000 

 

目的  探讨白细胞介素-1β（IL-1β）、白细胞介素-6（IL-6）及肿瘤坏死因子-a（TNF-a）水平在慢

性肾衰竭患者中的表达及血液透析预后评估价值。 

方法  选择 2015 年 6 月-2017 年 11 月入院治疗的慢性肾衰竭患者 50 例，设为观察组，患者均采

用血液透析进行治疗，根据治疗效果分为预后良好组与预后较差组；选择同期入院健康体检者 50

例，设为对照组。观察组入院后次日早晨空腹取静脉血 3mL，对照组体检当天空腹取静脉血

3mL，完成血清分离后采用酶联免疫试验测定两组 IL-1β、IL-6 及 TNF-a 水平；采用 7600 型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观察组患者不同预后血尿素氮、尿酸及肌酐水平；SPSSPearson 相关性分析软

件对 IL-1β、IL-6 及 TNF-a 与患者预后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观察组慢性肾衰竭患者 IL-1β、IL-6 及 TNF-a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0.05）50 例患者均顺

利完成血液透析治疗，治疗后 43 例预后良好，7 例预后相对较差。预后良好组 IL-1β、IL-6 及

TNF-a、血尿素氮、尿酸、肌酐水平，均低于预后较差组（P<0.05）；SPSSPearson 相关性分析

结果表明：慢性肾衰竭患者血液透析治疗预后与 IL-1β、IL-6、TNF-a、血尿素氮、尿酸、肌酐水平

呈正相关性（P<0.05）。 

结论  IL-1β、IL-6 及 TNF-a 在慢性肾衰竭患者中呈高表达，将血液透析用于慢性肾衰竭患者中能降

低 IL-1β、IL-6 及 TNF-a 水平，改善患者预后，值得推广应用。 

 
 

PU-0380 

强生 Vitros 350 干式生化分析仪的性能评价 

 
薛云松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评价强生 Vitros350 干式生化分析仪的性能，以确定其是否符合临床要求 

方法  参照了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的相关文件和强生公司提供的性能评价方案，对 6 项生化

指标的精密度，正确度，临床参考区间和线性范围进行验证 

结果  强生 Vitros350 干式生化分析仪精密度良好，准确性可靠，线性范围宽，厂家推荐的参考区

间适用于本实验室 

结论  强生 350 全自动干式生化分析仪性能与厂家声明基本一致，能为临床提供及时，准确，可靠

的检验结果。 

 
 

PU-0381 

血清 t-PSA、f-PSA 和 CgA 对前列腺癌的诊断价值和预后观察 

 
史争虎,郭瑞林,许优,周莹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total 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t-PSA)，游离列腺特异性抗原(free 

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f-PSA)和嗜铬粒蛋白 A (chromogranin A，CgA)对前列腺癌的诊断价值

和预后观察。 

http://www.baidu.com/link?url=M-FPWeYRtI_MGRh4h2_ocTOxK_AjGq04FVcMgVSb86KsYFewvnZ6ulDKJnxzafE0kmbsyapVwad0AH6KHZEFCzHwkg_vChJ8MoihSyjGMCC
http://www.baidu.com/link?url=M-FPWeYRtI_MGRh4h2_ocTOxK_AjGq04FVcMgVSb86KsYFewvnZ6ulDKJnxzafE0kmbsyapVwad0AH6KHZEFCzHwkg_vChJ8MoihSyjGMCC
http://www.baidu.com/link?url=M-FPWeYRtI_MGRh4h2_ocTOxK_AjGq04FVcMgVSb86KsYFewvnZ6ulDKJnxzafE0kmbsyapVwad0AH6KHZEFCzHwkg_vChJ8MoihSyjGM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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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比较前列腺癌组（n=43 例）、前列腺良性疾病组（n=45 例）和健康对照组（n=50 例）血清

t-PSA、f-PSA 和 CgA 水平，并进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比较单一及其联合指标对前列腺

癌的诊断效能和预后观察。 

结果  血清 t-PSA、f-PSA 和 CgA 水平在前列腺癌组均显著高于前列腺良性疾病组和健康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 f-PSA、t-PSA 和 CgA 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82[95%参考区间 [（CI），0.80-0.89]、0.87（95%CI，0.86-0.92）和 0.84（95%CI，0.80-

0.90）。联合三个指标对前列腺癌和非前列腺癌诊断准确率 93.3%和 98%，敏感度和特异性分别

为 89.2%和 94.8%。前列腺癌患者在肿瘤切除后血 f-PSA、t-PSA 和 CgA 浓度迅速降低。 

结论  联合检测血清标志物 t-PSA、f-PSA 和 CgA 是最优的组合模式，有助于前列腺癌的诊断和预

后观察。 

 
 

PU-0382 

随机尿尿酸数学模型建立 

 
何訸,吴伊恬,黄亨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建立随机尿尿酸相关的数学模型，并分析其结果与 24h 尿尿酸定量和尿酸排泄相关性。 

方法   采用随机尿肌酐对随机尿尿酸校正后，比较正常对照组和高尿酸血症亚组间差异，分析校正

值与 24h 尿尿酸定量及尿酸排泄相关性。采用 ROC 曲线评估校正值对高尿酸血症分型诊断的诊断

效能。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高尿酸血症组体重，血尿酸水平，肾小球滤过率和 24h 尿量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亚组分析显示，与正常对照组相比，高尿酸血症组随机尿肌酐水平和生成过多型高尿酸血

症的随机尿尿酸水平差异无统计意义；采用肌酐校正后排泄不良型高尿酸血症的随机尿尿酸低于正

常对照组，低于生成过多型高尿酸血症组，且三组间两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相关性分析发

现，采用随机尿肌酐对随机尿尿酸进行校正后，校正值与 24h 尿尿酸定量及尿酸排泄呈正相关

（R2=0.669, P<0.0001；R2=0.637, P<0.0001）。ROC 曲线分析发现，对排泄不良型高尿酸血

症，其 AUC=0.732（P=0.002，95%CI=0.610~0.854），其诊断最佳切点值为 0.73；对生成过多

型高尿酸血症，其 AUC=0.140（P=0.005，95%CI=0.028~0.252），无诊断价值。 

结论  肌酐校正后随机尿尿酸与 24h 尿酸定量及排泄呈正相关，对排泄不良型高尿酸血症的诊断切

点值为 0.73。 

 
 

PU-0383 

尿微量白蛋白、血清糖化血红蛋白、血清胱抑素 C 

在糖尿病早期肾损伤患者中的表达及意义 

 
崔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310000 

 

目的  探究尿微量白蛋白、血浆 GHbA1c、血清胱抑素 C 在糖尿病肾病早期患者中的浓度及临床诊

疗之间的关联。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在我院住院治疗的 150 例糖尿病患者，根据其尿蛋白检测结

果将其分为肾功能损伤组及单纯糖尿病患者组，同时选取 100 例同期在我院进行健康体检者血样作

为健康组，比较其血清 CysC、血浆 GHbA1c 及尿 U-mA1b 水平及阳性率情况。 

结果  肾损伤组患者 CysC、HbA1c 及 U-mA1b 水平分别为（2.07±0.96）mg/L，（12.29±2.17）%

及（171.93±85.42）mg/g.Cr，其平均值均超过正常参考值范围，且与其余两组存在显著差异（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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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且单纯患病组患者 CysC、HbA1c 及 U-mA1b 水平与健康组比较，相应指标的差异也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损伤组患者中，CysC、HbA1c 及 U-mA1b 阳性率分别为 97.18%、

95.77%及 92.86%，与单纯患病组各指标阳性率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健康对照组三项指

标均无阳性患者。 

结论  CysC、HbA1c 及 U-mA1b 水平与糖尿病患者肾损伤情况具有密切关联，其检测结果对糖尿

病肾损伤的早期诊断及治疗均具有重要意义。 

 
 

PU-0384 

TAFI 与血凝指标的相关性分析及临床应用 

 
宋鉴清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探讨 TAFI 与血凝指标的关系，通过数据分析考察两者间的相关性，为使用 TAFI 指标综合反

映血栓形成风险奠定实验基础。探讨 TAFI 与血凝指标的关系，通过数据分析考察两者间的相关

性，为使用 TAFI 指标综合反映血栓形成风险奠定实验基础。 

方法  使用血凝四项检查之后的样本作为 TAFI 检测样本，TAFI 含量应用免疫比浊法测定，重点分

析血浆 TAFI 含量与血凝指标之间的关系。 

结果  （1）TAFI 阳性标本（<20µg/mL）血凝四项指标同时出现异常；（2）TAFI 灰区样本

（20µg/mL-24µg/mL）血凝四项指标极少出现异常；（3）TAFI 阴性样本（大于 24µg/mL）血凝

指标基本正常。 

结论  TAFI 可以综合反映血凝风险，对于血栓风险评估和血栓类疾病疗效评估有较好的临床指导意

义。 

 
 

PU-0385 

基于双锁式探针 gap-LCR 和超支化 RCA 的低丰度 

BRAF V600E 基因突变检测新方法 

 
张路倓 1,2,丁世家 2,张玉洪 1,程伟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2.重庆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 

 

目的  BRAF V600E 突变广泛存在于甲状腺乳头状瘤、黑色素瘤和大肠癌等肿瘤细胞中，其突变基

因的检测对相关肿瘤的早期诊断、病情监控、用药和预后评估都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当前 BRAF 

V600E 突变检测的临床方法主要有测序和 ARMS PCR，成本昂贵且灵敏度有限，无法在低成本、

低实验条件的限制下对低丰度肿瘤相关基因进行准确的检测。本文设计了基于双锁式探针 gap 连接

酶链式反应和超支化滚环扩增的低丰度肿瘤相关突变基因检测新方法。 

方法  设计一对锁式探针，其中探针两端与 BRAF 基因 V600E 位点结合，探针中间为超支化滚环扩

增树枝引物的结合识别序列。利用一对锁式探针进行 gap 连接酶链式反应（LCR），在识别突变后

扩增、连接、成环。LCR 产生的大量环状 DNA 将会用于第二步的超支化滚环扩增（RCA），RCA

中组装形成的树枝状 DNA 复合物能够嵌入荧光染料产生荧光信号。 

结果  HT29 细胞基因组 DNA（BRAF 突变阳性）掺入到白细胞基因组 DNA 中制备标准品（总

DNA 量为 40ng），本方法检测线性范围为 4pg-4ng，最低能够检出 4pg（0.01%）的突变基因组

DNA。针对 20 例临床患者标本（组织、穿刺液）进行检测，结果与 CFDA 批准的荧光定量 PCR

检测结果完全一致（包括突变型 15 例，野生型 5 例），展现出良好的特异性和临床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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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本文建立的基于双锁式探针 gap-LCR 和超支化 RCA 的低丰度 BRAF V600E 基因突变检测

新方法，具有低成本、灵敏度高特异性好的优点；并成功用于临床标本中低丰度 BRAF V600E 基

因突变的检测。该方法为组织或穿刺液中肿瘤相关突变的检测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具有广阔的临

床应用前景。 

 
 

PU-0386 

296 例糖尿病患者尿 ACR（尿白蛋白与尿肌酐比值） 

检测结果分析 

 
李丽莉,邓德耀,周林华,薛云松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对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糖尿病患者尿 ACR（尿白蛋白与尿肌酐比值）检测结果来进行分析讨

论。 

方法  收集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内分泌科 2017 年 1 月-12 月确诊为糖尿病的患者尿 ACR 检验结果

阴性 198 例，尿 ACR 阳性结果 98 例，其中尿 ACR 阳性结果中尿素氮、血肌酐正常 74 例，血肌

酐、尿素氮异常 24 例，再择 300 例同期在该院进行健康体检的受检者作为对照组，对 4 组对象进

行尿 ACR 检测，对比 4 组尿 ACR、尿素氮与肌酐三项指标上的不同，并分析三项指标的临床指导

意义。 

结果   对照组的尿 ACR 为（6.88±3.2mg/g Cr） ,尿素氮为（5.2±1.6 mmol/L），血肌酐为

（70.2±12.4μmol/L）; 糖尿病非肾损伤组 ACR：0-30mg/g Cr 组的尿 ACR 为（16.6±9.8mg/g 

Cr ），尿素氮为（ 5.8±1.7mmol/L ），血肌酐为（ 72.2±32.2μmol/L ）；糖尿病肾损伤

ACR>30mg/g Cr,血肌酐、尿素氮正常组的尿 ACR 为（168.4±70.8mg/g Cr）,尿素氮为（6.1±2.8 

mmol/L），血肌酐为（78.6±12.432.8μmol/L）; 糖尿病肾损伤 ACR>30mg/g Cr，血肌酐、尿素氮

异常组的尿 ACR 为（ 824.6±382.8mg/g Cr） ,尿素氮为（ 6.8±2.7 mmol/L），血肌酐为

（109.4±46.6μmol/L）。 

结论  尿 ACR 可以作为糖尿病患者监测早期肾损伤的敏感指标，且敏感性高于肌酐和尿素氮，从而

有效地预防糖尿病肾病的发生。 

 
 

PU-0387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乙型肝炎病毒 DNA 的方法学性能验证 

 
洪颖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建立 HBV-DNA 相关方法学性能验证，并验证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乙肝病毒 DNA 的方法

学性能 

方法  采用试剂厂家所提供的标准品和临床标本进行系列稀释，将所得到的循环阈值与浓度的对数

进行直线回归，进行分析测量范围的性能验证；通过采用接近定量检测限的标本进行倍比稀释，每

个浓度标本分为 16 份，分别进行 DNA 提取，以每份浓度样本的检出率和浓度的对数进行概率分析

求最低限；选择分析检测量范围内高（105IU/mL）、低（103IU/mL）两水平样本，每天平行测定

4 次，连续测量 5 天进行精密度验证。 

结果  实时荧光 PCR 检测乙肝肝炎病毒 DNA 的分析测量范围为 1.2x103 IU/Ml~1.2x107IU/mL；高

低浓度样本批内标准差（浓度取对数）分别为 0.156 和 0.235，总标准分别为 0.221，0.238；最低

检出限为 520IU/ml。 

结论  建立的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学性能验证的方案科学、使用具有可操作性 。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361 

 

PU-0388 

联合检测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和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

平在冠心病患者诊断中的临床价值评价 

 
施蓉蓉,汪占华 

兰州石化总医院,730000 

 

目的   探讨血清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Lp-PLA2）、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sdLDL-C）联合

检测在冠心病患者临床诊断中的意义。 

方法   收集冠心病患者 100 例作为冠心病组，健康体检者 50 例作为对照组，分别检测血清 Lp-

PLA2、sdLDL-C、同型半胱氨酸（Hcy）、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的水平及冠心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病变程度，分析其相互关系。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冠心病组 Lp-PLA2、sdLDL-C 及 Hcy 水平明显升高，HDL-C 水平较低，结

果存在明显的统计差异；Lp-PLA2 与 sdLDL-C、Hcy、TG、TC、LDL-C 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r=0.430，P=0.026；r= 0.633 ,P=0.013；r= 0.259，P=0.028；r=0.450 ，P=0.032； r=0.269，

P=0.023）；Lp-PLA2 与 HDL-C 呈负相关关系（r=﹣0.632，P=0.01 ）；冠心病组中 0～<20 分和

20 ～<40 分以及≥40 分的 Lp-PLA2 和 sdLDL-C 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 0～<20 分和 20 ～<40 分以及≥40 分患者的 Lp-PLA2、sdLDL-C 水平比较差异也

有统计学意义（P<0.05）。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组和稳定型心绞痛（SAP）组 Lp-PLA2 与

sdLDL-C 联合检测的阳性率均明显高于单项检测（c2 =4.246，P=0.039; c2  =4.974，P=0.026）。 

结论  冠心病患者 Lp-PLA2 与 sdLDL-C 水平较健康体检者明显升高，两者的联合检测对评估冠心

病患者的病情发展及预后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PU-0389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ngiopoietin 
 2 and diabetic nephropathy 

 
Lili Zhu 

Yant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Diabetes mellitus is very likely to develop into diabetic nephropathy, which is caused 
by changes in the blood vessels of patients with diabetes. The same cause of chronic renal 
failure. DN and the small vessels of diabetic retinopathy both changed. The earliest 
characteristics of DN were renal tubules, glomerular volume, and basement membrane 
proliferation in both types of cells.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were increased filtration rate of 
urine and increased protein in urine . Angiopoietin-2 (Ang-2), a protein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angiogenesis, has been studied in recent year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creasing vascular 
permeability and angiogenesis. Has a very large position in the. In this study, we calculated the 
concentration of Ang-2 in patients' serum to study the role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Ang-2 in the 
patho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DN.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giopoietin 2 Ang 2 
and diabetic nephropathy (DN). 
Methods 57 cases of normal albumin group, 60 cases of microalbumin group and 56 cases of 
massive albumin group were selected. At the same time, 50 elderly patients with simple 
nephropathy were selected as control group. The concentration of Ang-2s was also measured in 
patients. 
Result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diabetic nephropathy: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above indexes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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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everity of Ang-2 and the severity of 
DN. The longer the duration of T2DM is, the longer the PBG.HbAlc and the higher the detection 
value of BMI, the negative correlation is found between the level of INS in blood and DN in the 
patients with T2DM. In diabetic nephropathy, Ang-2 causes DN to develop into end-stage 
nephropathy by altering the function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Ang-2 and DN severity. The longer the course of T2DM was, the longer 
PBG.HbAl was observed. Ang-2 may be in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DN by 
mediating abnormal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PU-0390 

The Value of C - reactive Protein and Procalcitionin 
 in Pediatric Diarrheal Diagnosis 

 
Mingrong Ju 

Yant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rough the test of C - reactive protein ( CRP ) of diarrhea children as well as 
procalcitionin ( PCT ),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value of the both in the diagnosis of infantile 
diarrhea, and further compares the detection value of PCT and CRP levels in bacterial and viral 
diarrhea, so as to explore diagnostic value of PCT and CRP in infantile diarrhea. 
Methods At first, 160 sample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thise samples are about 80 
diarrhoea children who have had a CRP testing and 80 case of diarrhoea children who have had 
a PCT testing during January 2017 to May 2017, which are analyzed to caculate out those 
diarrhoea children’s positive rates respectively, and, compare them. Then randomly selected 300 
cases of diarrhea children who have had CRP and PCT testing at the same time during January 
2016 to May 2017. These 300 cases can be devided into the group of bacterial diarrhea ( 194 ) 
and the group of viral diarrhea ( 106). Finally,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PCT and CRP in infantile 
diarrhea will be discussed combined with experimental datas of two groups. 
Results Positive detection rate of PCT in infantile diarrhea (86.25%)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RP (18.75%), and detection value levels of both in bacterial diarrhea group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viral diarrhea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s  In infantile diarrhea diagnosis, the sensitive degree of PCT is obviously superior to 
that of CRP. In the bacterial diarrhea group, the CRP and PCT in serum of children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e virus group, which has significant value in diagnosing in infantile 
diarrhea.To sum up, CRP and PCT are of great value in the diagnosis of infective diarrhea in 
children, especially in bacterial infection. The sensitivity of PCT was slightly better than that of 
CRP. Therefore, CRP and PCT will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he diagnosis and guidance of infective 
diarrhea in children. 
 
 

http://dict.youdao.com/w/diagnostic%20value/#keyfrom=E2Ctranslation
http://dict.youdao.com/w/infantile%20diarrhea/#keyfrom=E2Ctranslation
http://dict.youdao.com/w/infantile%20diarrhea/#keyfrom=E2Ctranslation
http://dict.youdao.com/w/experimental%20data/#keyfrom=E2Ctranslation
http://dict.youdao.com/w/detection%20value/#keyfrom=E2Ctranslation
http://dict.youdao.com/w/obviously/#keyfrom=E2C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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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91 

Diagnostic value of combined detection of serum protein 
electrophoresis and immunoglobulin in patients 

 with multiple myeloma 

 
Yuanrong Liu 

Yant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diagnostic features of serum protein 
electrophoresis and immunoglobulin in the diagnosis of MM is of great clinical significance in 
early detection, early diagnosis and early treatment.To investig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combined detection of serum protein electrophoresis and immunoglobulin in patients with multiple 
myeloma (MM). 
Methods January 2014 ~2017 May Binzhou Medical College in Yantai affiliated hospital 
diagnosed as mm of 33 patients, of whom 17 cases of male patients, female patients have 16 
cases. Male and female ratio 1.06; age in 20~80, of which 20~50 2 cases (7%) 51~60 16 cases 
(33%), 61~70 10 cases (30%), 71~80 10 cases (30%), all patients '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bone marrow puncture and other laboratory examinations conformed to the present diagnostic 
mm standard [ 4-5]. In the control group, 33 health workers had 20 male and 13 female, and the 
age in 20~85 was mainly 45~85. In this experiment, we first tested the serum protein 
electrophoresis of MM patients and observed whether there were M bands, and then analyzed 
the quantitative detection of IgG, IGA and IgM. 
Results n 33 patients with MM, more than 51 years old (31 cases).The number of men are more 
than that of women (17:6). Serum protein electrophoresis was performed on MM patients, and the 
positive rate of M band detection reached 82%. In quantitative detection of immunoglobulin in 
patients with MM, the corresponding type of Ig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nd the rest of the 
immunoglobulins were normal or decreased. Typing results: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f type IgG, 
followed by type IgA and type IgM. 
Conclusion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MM patients, the combination of serum protein 
electrophoresis and immunoglobulin is of great value in improving the diagnostic rate of MM, and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arly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Therefore, the 
combination of serum protein electrophoresis and immunoglobulin is of great value in improving 
the diagnostic rate of MM. 
 
 

PU-0392 

老年人群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水平与高血压的关系 

 
姜旭,万楠,田丽,王璐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水平的升高是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良好指标，研究显示近一半

的高血压患者同时患有非酒精性脂肪肝，因此本研究旨在研究血清 ALT 水平与高血压之间的关

系，探讨血清 ALT 水平是否可以作为血压升高的良好血清标志物，为高血压人群的早期预防提供

依据。 

方法  选取参加健康体检的 1817 名年龄大于等于 60 周岁的老年体检者，统计入组老年人群中高血

压的患病率，同时根据血清 ALT 水平分别进行四分位分组（由低到高依次为 Q1 组、Q2 组、Q3

组和 Q4 组），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评估 ALT 不同水平与高血压患病风险的关系。 

结果  在体检老年人群中，高血压的患病率达到 56.08%，高血压老年体检者的体重指数（BMI）、 

收缩压（SBP）、舒张压（DBP）、血糖（Glu）、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水平及糖

尿病患病率均高于非高血压体检者（P<0.05）。随着血清 ALT 水平的升高，所有体检者的 B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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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P、TG、Glu 水平及男性比例逐渐升高，而年龄、吸烟比例、锻炼比例逐渐下降（P<0.05）。

以 ALT 水平最低的 Q1 组为对照组，在调整了年龄、性别混杂因素后，Q2 组、Q3 组、Q4 组的高

血压的患病风险较 Q1 组均有所升高（P<0.01），但是在调整了相关混杂因素（年龄、性别、吸

烟、饮酒、锻炼、BMI、TG、TC、GLU、SBP 和糖尿病）后，ALT 水平的升高比并不能成为高血

压患病风险的危险因素，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血清 ALT 水平与高血压患病风险并无相关性，需要更多的研究进行相关探讨。 

 
 

PU-0393 

常见肿瘤标志物的生物学变异的研究 

 
钱净,代雷阳,施茜,杨丽琼,胡大春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研究常见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CEA）、糖类抗原 19-9(CA19-9)、糖类抗原 72-4（CA72-

4）、甲胎蛋白（AFP）、糖类抗原 15-3（CA15-3）、糖类抗原 125（CA125）、神经元特异性烯

醇化酶（NSE）、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CA21-1）和总前列腺抗原（TPSA）的生物学变异。 

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募集 55 位健康成年人志愿者，采用相关生物学变异文献的研究方法，研究常

见肿瘤标志物的个体内生物学变异（CVI）、个体间生物学变异（CVG）、参考变化值（RCV）及

个体指数（II） 

结果  AFP、CEA、CA19-9、CA72-4、CA15-3、CA125、NSE、CA21-1 及 TPSA  9 项肿瘤标志

物的个体内生物学变异为 8.1%-21.3%、个体间生物学变异为 18.7%-37.5%、参考变化值为

79.7%-490.0%及个体指数为 0.3-0.9 之间。不同肿瘤标志物项目的生物学变异不同，同一项目的不

同志愿者的生物学变异也有不同；健康成年人志愿者常见肿瘤标志物的平均个体内生物学变异，其

中 CA15-3、AFP 等较小分别为 8.1%、8.8%，NSE、CA21-1 等较大分别为 20.3%、21.3%，其

余项目介于两者之间；个体间生物学变异，其中 CA15-3、 CA72-4 较小分别为 18.7%、19.4%，

CA19-9、CA125 较大分别为 37.5%、32.6%，其余项目介于两者之间；健康成年人志愿常见肿瘤

标志物的参考变化值差异较大但个体指数比较接近。 

结论  本研究得出了常见肿瘤标志物项目在我国实验室情况下基于国人的生物学变异数据；建立的

基于昆明地区人群常见肿瘤标志物的生物学变异数据，与西班牙临床化学和分子病理学协会发布的

数据库基本一致，但也有少部分项目存在差异；使用生物学变异数据对于评估肿瘤标志物的群体参

考区间、参考变化值及临床诊疗应用有重要价值。 

 
 

PU-0394 

高敏肌钙蛋白 T 对高风险 

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的诊断价值分析 

 
冯晓敏,万楠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探讨高敏肌钙蛋白 T(hs-cTnT)在高风险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患者中对非 ST 段抬高型

心肌梗死(NSTEMI)患者诊断的准确性。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0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0 日就诊于我院急诊的急性胸部不适患者 381 例

(除外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和心律失常患者)，其中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 137 例，不

稳定型心绞痛患者 213 例，冠状动脉疾病以外的心源性疾病患者 29 例，非心源性胸痛疾病患者 2

例，均对其行全球急性冠状动脉事件注册(GRACE)危险评分，分析不同危险分层中高敏肌钙蛋白

(hs-cTnT)与 GRACE 危险评分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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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 381 例符合分析条件的患者中，239 例患者分为低危组，93 例患者分为中危组，49 例患

者分为高危组。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病率分别从低危组的 25.1%上升到中危组 41.9%和高危

组的 76.0%。高危组中血 hs-cTnT 的浓度明显高于中危组和低危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在所有 3 个组中，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 hs-cTnT 浓度显着高于其他最终诊断患者,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hs-cTnT 的阳性预测值随着风险分层的增高而增高，高危组的阳性预测值达

到最高。低、中、高危 3 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89(95%CI，0.84-0.93)、0.92(95%CI，

0.84-0.97)和 0.95(95%CI，0.85-0.99)。 

结论  hs-cTnT 对于高风险急性胸部不适患者诊断的准确性很高，可以尽早确诊非 ST 段抬高型心

肌梗死，及时制定有效的治疗策略，预防心血管大事件的发生，改善患者预后。 

 
 

PU-0395 

血清 PCT 与 PA 联合检测 

在呼吸道感染性疾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探讨 

 
张巧安 

汉川市人民医院,432000 

 

目的  探讨呼吸道感染性疾病诊断中血清 PCT 与血清 PA 联合检测的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选取我院 2017 年 3 月—2018 年 2 月收治的 69 例呼吸道感染患者作

为观察组，其中男性 41 例，女性 28 例，年龄（19-65）岁，平均年龄（43.12±6.58）岁。选取同

时期 73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男性 40 例，女性 33 例，年龄（20-68）岁，平均年龄

（46.52±5.75）岁。比较两组间血清 PCT 与 PA 水平及阳性率，并对血清 PCT 与 PA 敏感性、特

异性、准确性进行分析。 

结果  观察组血清 PCT 水平为（8.71±0.58）ng/mL，明显高于对照组（0.25±0.08）ng/mL；观察

组 PA 水平为（30±12）mg/L，明显低于对照组（250±60）mg/L（P<0.05）；两组血清 PCT 与

PA 阳性检出率比较：对照组血清 PCT 阳性检出率为 8.22%（6/73）、PA 阳性检出率为 13.70%

（10/73）；观察组血清 PCT 阳性检出率为 85.51%（59/69）、PA 阳性检出率为 72.46%

（50/69）。观察组血清 PCT 与 PA 的阳性检出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对于呼吸道感染

患者：血清 PCT 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分别为 95.12%、89.02%、90.36%；血清 PA 的敏感

性、特异性、准确性分别为 89.01%、80.25%、86.25%。 

结论  PA 属急性负时相反应蛋白，在呼吸道感染时明显降低
【1】，而血清 PCT 水平在细菌感染后

2—6 小时迅速升高，对细菌感染有较高的敏感性、特异性
【2】，二者联合检测在呼吸道细菌感染性

疾病的诊断及指导临床合理用药有着较高的应用价值，值得向临床推广。 

 
 

PU-0396 

病毒性肝炎及肝硬化患者肾功能早期损伤指标的变化 

 
徐卫益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310000 

 

目的  了解病毒性肝炎及肝硬化患者的肾功能损伤情况，筛选能早期预警肾功能损伤的有效指标 

方法  收集来本院诊治的病毒性肝炎和肝硬化患者血液、尿液标本 27 例和 59 例作为病例组，同时

收集 60 例体检健康者尿液标本作为对照组，检测各组尿液标本中肌酐、尿素氮、尿蛋白（urine 

protein,UP）、ß2-微球蛋白（ß2-microglobulin,ß-MG）、微量白蛋白（microalbumin,mAlb）、免

疫球蛋白 G(Immunoglobulin G,IgG)和视黄醇结合蛋白（Retinol-Binding protein,RBP)等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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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检测病例组患者的肝脏血清生化指标。统计分析病毒性肝炎组、肝硬化组和健康对照组之间肾

功能早期损伤指标的变化，筛选对肾脏早期损伤比较灵敏的指标。 

结果  病例组各肾功能各肾功能早期损伤指标 UP、Uß2MG、URBP、UIgG、UmALb 水平均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显著性（p<0.01). 

肝硬化组与慢性肝炎组尿液与血清各肾功能损伤指标的比较，肝硬化组血清 TP、ALb 水平均低于

慢性肝炎组，UP/Cr、cyc 水平则高于慢性肝炎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血清

CYC、TP、Alb、UREA 四项指标结果有明显差异(P<0.01)。其余各项肾功能早期损伤指标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尿中 ß2-MG、mALb、IgG、RBP 水平的变化可以提示肝硬化及病毒性肝炎患者肾脏损伤，及

时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 

 
 

PU-0397 

低出生体重儿与子痫前期母婴结局的研究 

 
李秀娟,蔡建兴,甘月滨,李德法,叶辉铭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361000 

 

目的  对子痫前期孕妇分娩的低出生体重儿与母婴的相关指标进行研究，探讨低出生体重儿的相关

影响因素及母婴结局。 

方法  回顾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2014 年至 2017 年间的住院子痫前期孕妇的临床病例资料，按照新生

儿出生的孕周及体重，分为早产低体重组，足月低体重组，足月正常组三组。分别比较三组孕妇的

一般基本特征，相关实验室检查结果，并发症发生情况，以及三组新生儿的结局情况。 

结果  分娩孕周、收缩压、舒张压、剖宫产率，肌酐、尿素氮、B/C、尿酸、24 小时尿蛋白 、血清

白蛋白、子宫体炎、1min 的 Apgar 评分，轻度窒息，胎儿生长受限，胎儿呼吸窘迫在早产低体重

组与对照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年龄、分娩孕周、尿素氮、B/C、胎儿生长受限在足月低体

重组与对照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年龄、分娩孕周、收缩压、舒张压、24 小时尿蛋白 、血

清白蛋白、子宫体炎、1min 的 Apgar 评分在早产低体重组与足月低体重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子痫前期孕妇的多种因素影响低体重儿的发生，低体重儿对母儿都存在危害尤其新生儿，早

产低体重儿的危害性更明显。 

 
 

PU-0398 

AGR2 may as a novel biomarker for anti-angiogenic 
therapies in prostate cancer treatment. 

 
Mengqi Jia,Yanxia Guo,Qingqing Xu,Fang Wang,Huiqing Yuan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Angiogenesis is considered an attractive target for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 in 
metastatic prostrate cancer (PCa). Unfortunately, well established anti-angiogenic therapies 
including Bevacizumab have failed to improve survival outcomes in advanced PCa. Anterior 
gradient 2 (AGR2) is overexpressed in most human adenocarcinomas, including (PCa), and the 
function of AGR2 in angiogenesis is not clear. In this study we aim to investigate whether AGR2 
can be used as a biomarker for anti-angiogenic therapies. 
Methods Immunohistochemistry was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expression of AGR2 and CD31 in 
mice samples. ELISA was used to detected secrete AGR2 and VEGFA. The impact of AGR2 on 
invasion and angiogenesis was observed by wound healing and tube fomatin experiment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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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 media. The interaction of AGR2 and VEGFA identified by His-pull down, and the 
expressions of target genes were detected by real time 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Results AGR2 significantly enhance PCa invision and angiogenesis. His pull-down shows that 
secreted AGR2 physical interaction of purified recombinant human AGR2 (rhAGR2) with 
rhVEGFA through the formation of a disulfide bond. AGR2 formed a complex with VEGFA, 
leading to enhancement of VEGFR signaling. In vivo studies show AGR2-confering pro-
angiogenic effect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bevacizumab antitumor activity, rather than cabozantinib.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how that AGR2 overexpression can act as a predictive biomarker 
for patient response to VEGF targeting therapy, and provide evidence for selection of 
angiogenesis targeting drugs in PCa treatment. 
 
 

PU-0399 

新型口服抗凝药防治急性静脉血栓栓塞症有效性 

和安全性的系统评价和网状 META 分析 

 
何世伟 1,吴亚飞 1,赵丽 1,叶辉铭 1 

1.厦门市妇幼保健院,361000 

2.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目的  评价新型抗凝服药和传统抗凝药防治急性静脉血栓栓塞症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系统检索 2018 年 3 月 10 日前 PubMed、Embase、Cochrane 图书馆、Cnki、万方数据库和

维普数据库，经筛选纳入新型抗凝口服药防治急性静脉血栓栓塞症的随机对照试验，主要结局指标

为总静脉血栓及相关死亡（有效性）和重大出血和临床相关非重大出血（安全性）的发生率。采用

相对危险度（RR）作为效应量，并计算 95%可信区间（CI），使用 R 软件和 Stata 软件进行直接

比较和网状 Meta 分析。 

结果  共纳入 12 篇随机对照试验，在有效性方面，新型抗凝口服药出现总静脉血栓及相关死亡风险

和传统抗凝药物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安全性方面，阿哌沙班（10 mg BID）同阿哌沙班（2.5 

mg BID），利伐沙班（10mg OD）、利伐沙班（15mg BID）、标准治疗四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降低了发生重大出血及临床相关非重大出血事件的风险。达比加群酯、依度沙班同华法林组相

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降低了发生重大出血及临床相关非重大出血的风险。 

结论  新型抗凝口服药在防治急性静脉血栓栓塞症有效性方面具有和传统抗凝药物同样的效果，其

中达比加群酯、阿哌沙班（10 mg BID）、依度沙班、利伐沙班（15mg BID）在安全性方面优于标

准治疗、华法林。磺达肝癸钠表现出和新型抗凝口服药同样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PU-0400 

代谢型谷氨酸受体 4 胞内段的原核表达与纯化 

 
李建勋,肖斌,孙朝晖,王露霞,陈丽丹,曹玲,王丽志,李林海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510000 

 

目的  构建代谢型谷氨酸受体 4 胞内段 (GRM4 intracellular，GRM4 intra) 原核表达载体，在 E.coli

系统中表达 GRM4 intra 并用 Ni 柱纯化。 

方法  采用 PAS（PCR-based Accurate Synthesis）法合成 GRM4 intra 基因序列；将目的片段和

质粒载体 pCzn1 进行双酶切后，进行连接反应，构建重组质粒 pCzn1-GRM4 intra；将重组质粒转

化至 Rosseta 菌株，用 IPTG 诱导 GRM4 intra-His 的表达，通过 Ni 柱亲和层析法获得纯化的目标

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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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经测序和双酶切验证，我们成功构建了重组质粒 pCzn1-GRM4 intra；在 IPTG 诱导下，重组

质粒能够在 Rosseta 菌株中高效表达，并以可溶性状态存在于菌液上清中；菌液上清经 Ni 柱亲和

层析后，在洗脱液中得到较纯的目的蛋白。 

结论  成功获得了 GRM4 intra 原核蛋白，为利用体外 pull down 方法鉴定 GRM4 的相互作用蛋白

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工具。 

 
 

PU-0401 

冬凌草甲素通过诱导 ROS 导致膀胱癌细胞凋亡的机制研究 

 
郭艳霞,高冬芳,张璐,陈元,林兆民,孔峰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冬凌草甲素（Oridonin），是从唇形科香茶菜属植物中分离出来的一种具有抗肿瘤活性的贝

壳杉烯四环二萜类化合物。研究发现该化合物对肺癌、肝癌、前列腺癌、尤其是血液系统肿瘤等多

种肿瘤细胞具有较强的抑制活性。但是，该化合物对膀胱癌抗肿瘤机制研究尚浅。本论文将着重从

体外实验研究 Oridonin 促进食管癌细胞凋亡的机制。 

方法   Oridonin 作用膀胱癌细胞株 5637、J82、RT4、HT-11197 0，2，4，8，12，24h 后，分别

用 MTT 检测细胞增殖能力，Annexin V/PI 双染测定凋亡细胞比例。细胞 ROS 水平、细胞周期及细

胞凋亡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凋亡相关蛋白表达用蛋白印迹法（Western blotting）测定。DNA 损伤

采用彗星实验检测。DNA 损伤修复相关基因表达采用定量 PCR 测定。 

结果  Oridonin 在 4 种膀胱癌细胞中都具有较强的的抑制增殖、诱导凋亡活性。进一步研究证实

Oridonin 导致细胞内 ROS 水平增加，进一步引起 DNA 损伤，还原剂维生素 C 可部分逆转该效

应。同时，Oridonin 可引起细胞 G2/M 期阻滞。 

结论  研究证实冬凌草甲素可通过引起细胞 ROS 增加及 G2/M 期阻滞导致膀胱癌细胞凋亡。 

 
 

PU-0402 

熊果酸通过 PI3K/Akt 通路诱导食管癌细胞凋亡的机制研究 

 
孔峰,郭艳霞,高冬芳,张璐,林兆民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熊果酸（Ursolic acid，UA），一种五环三萜类化合物，研究发现该化合物对乳腺癌、肺癌、

肝癌、前列腺癌、结肠癌等多种肿瘤细胞具有较强的抑制活性。但是，该化合物对食管癌抗肿瘤机

制研究较少。本论文将从体内外实验研究熊果酸促进食管癌细胞凋亡的机制。 

方法  熊果酸作用食管癌细胞株 EC109 与 ECa9706 0，2，4，8，12，24h 后，分别用 MTT 检测

细胞增殖能力，Annexin V/PI 双染测定凋亡细胞比例。细胞凋亡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凋亡相关蛋白

表达用蛋白印迹法（Western blotting）测定。裸鼠皮下接种 EC109 细胞，用熊果酸尾静脉注射治

疗 14 天。肿瘤增殖能力采用免疫组化检测。 

结果  熊果酸能显著增加凋亡相关蛋白 Bcl-2， Bcl-xl 及 survivin 的表达，增强 caspase-3 剪切活

化；明显抑制存活通路蛋白 PI3K，Akt 及 mTOR 磷酸化水平。体内实验证实熊果酸可显著抑制肿

瘤的生长速度。免疫组化结果显示 UA 可促进肿瘤细胞凋亡，增值能力减弱，PI3K/Akt/mTOR 通路

明显被抑制。 

结论  研究证实熊果酸不仅能抑制食管癌细胞增殖能力，而且通过调控 PI3K/Akt/mTOR 通路诱导细

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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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03 

溃疡性结肠炎中 IL-6 与 1,25-二羟基维生素 D3 水平分析 

 
赵冬 1,孟庆哪 2,李慧 1 

1.延安大学附属医院,716000 

2.延安大学医学院 2014 级检验班 

 

目的  通过测定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血清 1,25 羟基维生素 D3(1,25-(OH)2D3)和白介素-6(IL-6)水平，探

讨二者与溃疡性结肠炎的关系。 

方法  收集延大附院 45 例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作为实验组，50 例体检健康人群作为对照组进行 IL-

6、1,25-(OH)2D3 进行检测；比较两组对照组和实验组的 IL-6、1,25-(OH)2D3 浓度水平；探索两组

对照组和实验组的 IL-6、1,25-(OH)2D3的相关性。 

结果  实验组组中 IL-6 的浓度水平高于对照组的浓度水平，1,25-(OH)2D3的浓度水平低于对照组的

浓度水平；实验组与对照组的 IL-6、1,25-(OH)2D3负相关。 

结论  IL-6、1,25-(OH)2D3的检测水平与溃疡性结肠炎具有相关关系。  
 
 

PU-0404 

血清淀粉样蛋白 A 检测在手足口病中的诊断意义 

 
李梅爱, 刘云锋,邝婉仪,谭晓明,丘媛媛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510000 

 

目的  探讨 SAA）在儿童手足口病中的诊断意义。 

方法  手足口病组为 2017 年 8 月至 12 月到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就诊的手足口患儿 107 例，男

64 例，女 43 例，年龄 5 个月～ 4 岁 10 月。对照组为同期在该院作保健的健康儿童 125 例，男 75

例，女 50 例，年龄 5 个月～ 4 岁 7 月。采静脉血标本检测 SAA、hs-CRP，CK、CKMB、LDH、

HBDH、和 WBC 水平。组间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和 t 检验；采用ⅹ2检验比较手足口病

组 SAA 和 hs-CRP、WBC 的检测阳性率；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判断手足口病组 SAA 与其他

指标的相关性；利用 ROC 曲线分析 SAA 对手足口病的诊断效能。 

结果  手足口病组血清 SAA、hs-CRP、LDH 、HBDH 和 WBC 水平分别为 225.99±197.33 mg/L 、 

22.87±20.10 mg/L、297.23±65.28U/L、  265.21±55.21 U/L 和 14.00±5.96（109/L），对照组

SAA、hs-CRP、LDH 、HBDH 和 WBC 水平分别为 6.00±2.83 mg/L、1.22±0.77 mg/L、

266.07±40.99 U/L 、247.02±36.80U/L、8.96±2.33（109/L），两组间上述指标比较均存在统计学

意义（P 值均小于 0.05）。  SAA 与 hs-CRP、WBC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752 和 0.394

（P<0.05）。SAA 检测的阳性率（88.79%）高于 hs-CRP（63.55%）和 WBC（66.36%）的阳性

率（P<0.05）。根据 ROC 曲线，SAA 的界值为 15.68 mg/L 时，AUC 为 0.944（95%CI 为 0.900-

0.987），预测手足口病的灵敏度为 83.6%，特异度为 97.6%。 

结论  检测血清 SAA 的水平对手足口病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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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05 

miR-155 敲除可显著缓解 MRL/lpr 狼疮小鼠的表型 

 
辛倩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miR-155 参与狼疮发生发展的机制尚未明确。为了探究 miR-155 在狼疮发病过程中发挥的作

用，我们通过 MRL/Lpr 狼疮小鼠模型探究了 miR-155 在 SLE 中的作用机制的研究。 

方法  对小鼠肾脏组织进行 HE 和 PAS 染色，分析病理组织学变化。流式细胞术检测 B 细胞和 T 细

胞各亚型的比例，ELISA 检测炎症相关细胞因子的变化，以评价狼疮小鼠的发病情况。通过对

miR-155-/-小鼠和野生小鼠的脾脏进行 Microarray 分析，结合荧光素酶实验和下游细胞实验，寻找

miR-155 新的靶基因。 

结果  miR-155-/- Faslpr/lpr 小鼠与对照小鼠相比，脾肿大症状减轻，miR-155-/- Faslpr/lpr 小鼠尿

蛋白水平降低。病理组织学分析显示， Faslpr/lpr 小鼠的肾小球增大，组织结构紊乱，有明显的炎

性细胞浸润，肾小球毛细血管基底膜增厚。此外，免疫荧光实验证实，miR-155-/- Faslpr/lpr 小鼠

肾脏免疫复合物 IgM，IgA 和 C1q 的沉积减少，小鼠脾脏和淋巴结中活化的 CD4+T 细胞比例减

少，且 CD4+/CD8+细胞的比例明显下降，脾脏中 CD4-CD8-细胞比例增多。为了进一步寻找 miR-

155 新的靶基因，我们对 miR-155-/-小鼠和野生小鼠的脾脏进行 Microarray 分析。通过对

microarray 芯片结果上调基因与在线软件 miRecord 预测到的 miR-155 人和小鼠共有的靶基因进行

联合分析，最终确定了 4 个基因—Satb1、H3f3a、Sla、以及 S1pr1。我们通过荧光素酶实验证实

miR-155 抑制 S1PR1 的表达，以上结果均表明 S1PR1 是 miR-155 的一个靶基因。 

结论  miR-155 的敲除可缓解 Faslpr/lpr 小鼠的狼疮样表型。S1PR1 是 miR-155 的一个靶基因， 

miR-155 可以在细胞中 mRNA 和蛋白水平负向调控 S1PR1 的表达进而影响狼疮发病进程 

 
 

PU-0406 

联合检测血清 miR-21 和 CA125 对上皮性卵巢癌的诊断价值 

 
范玉平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探讨血清 miR-21 与 CA125 联合检测对上皮性卵巢癌的诊断价值，为临床提供一种潜在的辅

助方法。 

方法  应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检测 45 例上皮性卵巢癌患者、30 例卵巢良性肿瘤患者和 30

例健康女性血清 miR-21 的表达情况，应用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 CA125 水平，并用受试者工作特

征曲线分析单一和联合检测对上皮性卵巢癌的诊断价值。 

结果  上皮性卵巢癌患者血清中的 miR-21 的相对表达量高于卵巢良性肿瘤患者及健康对照者，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卵巢良性肿瘤患者与健康对照者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单独检测 miR-21 的 ROC 曲线下的 AUC 为 0.851（95%CI：0.771～0.923），灵敏度为 82.2%，

特异性为 91.7%；联合 miR-21 和 CA125 检测的 ROC 曲线下的 AUC 为 0.927（95%CI：0.858～

0.978），灵敏度为 88.9%，特异性为 90.0%。 

结论  miR-21 对上皮性卵巢癌的诊断具有一定价值，与 CA125 联合检测可为临床提供一种潜在的

辅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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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07 

TP、ADA、LDH、CEA 测定对胸腔积液鉴别诊断的价值 

 
李慧 1,杜伟平 1,王兴宁 1,魏亚宁 2,赵冬 1 

1.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 

2.绥德县薛家峁乡镇卫生院 

 

目的   探讨胸腔积液总蛋白（TP）、腺苷脱氨酶（ADA）、乳酸脱氢酶（LDH）及癌胚抗原

（CEA）测定在胸腔积液中的鉴别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2016 年 09 月-2017 年 03 月住院确诊的结核性胸腔积液 53 例和恶性

胸腔积液 46 例,测定两组 TP、ADA、LDH 和 CEA 的含量，并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两组的检测结

果。 

结果  恶性组中 CEA 和 LDH 的含量高于结核组（P＜0.05），ADA 的含量在结核组中高于恶性组

（P＜0.05），TP 的含量在两组中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ADA 在结核组中的阳性率高

于恶性组（P＜0.05）。CEA 在恶性组中的阳性率高于结核组（P＜0.05）。TP 及 LDH 在两组中

的阳性率都较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联合检测胸腔积液中的 TP、ADA、LDH 及 CEA 可为胸腔积液性质的鉴别提供较好的参考依

据，且安全、快捷、值得在基层医院推广。 

 
 

PU-0408 

缺血型和出血型脑卒中患者血浆 vWF 

与 D 二聚体水平的检测及临床意义 

 
符玉文 

解放军广州总医院 

 

目的   讨论并分析早期脑卒中患者血浆中血管性血友病因子( vWF) 和 D-二聚体的变化以及二者之

间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2 月入我院的脑卒中患者 70 例，按照病情分为

缺血型脑卒中组：47 例；出血型脑卒中组：23 例。同时选取健康人群 30 例为对照组，运用免疫

比浊法测定血浆中 vWF 抗原水平、D-二聚体抗原水平。应用 SPSS.22 版软件进行数据处理，T 检

验探究缺血型与出血型脑卒中在 VWF 水平及 D-二聚体水平上的差异，Pearson 相关分析探究

vWF 水平与 D-二聚体水平的关系。 

方法  vWF 抗原水平与 D-二聚体抗原水平均用免疫比浊法，仪器为法国 Stago 公司生产的 STA-R

型全自动血凝分析仪，以及配套原装试剂、质控品和校准品进行检测。原理是基于光学法测定微粒

悬浊液浊度的变化。包被特异性抗体的乳胶微粒均匀悬浮于悬浊液中，发生抗原抗体结合反应后悬

浊液变浑浊，浊度的增加通过吸光度增加反映出来，从而可以用光学法进行测量。吸光度的增加与

血浆中的抗原浓度密切正相关。 

结果  两组脑卒中患者组 vWF 抗原水平与 D 二聚体抗原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但两组之间并无

显著差异( P > 0. 05)。并且脑卒中患者 D-二聚体抗原水平与 vWF 抗原水平呈中等程度正相关( r= 

0.418，P = 0. 003)。 

结论   早期脑卒中患者的血浆 VWF 和 D-二聚体可用于临床检测脑卒中的发生，且具有中等程度正

相关性，但二者均无分型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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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09 

糖尿病生化检验诊断在临床中的应用与分析 

 
糖尿病生化检验诊断在临床中的应用与分析 

江苏省响水县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诊断 DM 时应用生化检验的相关问题与临床价值。方法  将 2013.2-2015.4 在我院内分泌

科接受治疗的 117 例 DM 患者与同期接受健康体检的 117 例非 DM 者作为分析对象，生化检验指

标包括 FPG、OGTT、HbAlc、果糖胺。 

方法  在对 DM 组与健康组进行生化检验时，本研究采用的指标包括 FPG（空腹血糖）、OGTT 糖

（口服葡萄耐量试验）、HbAlc（糖化血红蛋白）、果糖胺。各项指标的检验方法如下：（1）

FPG 检验。（2）OGTT 检验。（3）HbAlc 检验。(4）果糖胺检验。 

结果   对两组研究对象的生化指标进行检验后发现，DM 组的 FPG、OGTT（2h）、HbAlc 及果糖

胺水平均明显高于健康组（P<0.05），见表 1。DM 组的 FPG、OGTT（2h）、HbAlc 及果糖胺检

验值异常例数比例明显高于健康组（P<0.05），见表 2。  =EN-US>DM 组的 FPG、OGTT

（2h）、HbAlc 及果糖胺检验值异常例数比例明显高于健康组（P<0.05）。 

结论  生化检验指标对于 DM 的临床诊断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PU-0410 

可溶性 ST2 与半乳凝集素 3 

在扩张型心肌病患者中的水平及意义 

 
靳杨,袁慧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100000 

 

目的  测定扩张型心肌病（DCM）心衰患者血清可溶性 ST2（sST2）及半乳凝集素（galectin-3）

水平，探讨其在扩张型心肌病心衰中的应用价值及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扩张型心肌病患者 54 例，将其按 NYHA 心功能分级，心功能 I~II 级组 11 例（男/女：

7/4），心功能 III~IV 级组 43 例（男/女: 33/10）。另选 70 例无心血管疾病的健康体检人群作为对

照。 

结果  DCM 组与对照组比较，血清 sST2 水平显著升高（21.23（14.59,25.29）ng/mL vs 14.59

（12.78,17.16）ng/mL，P<0.001），gal-3 水平也显著增高（13.50（10.48,19.68）μg/L vs 10.05

（8.25,12.80）μg/L，P<0.001）。心功能  III~IV 级组较 I~II 级组 sST2 显著升高（12.24

（9.22,17.79）ng/mL vs 22.54（16.82,26.78）ng/mL，P<0.01）。Spearman 相关分析显示，

sST2 与左心室射血分数（LVFE）呈负相关，与左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左室收缩末期内

径（LVESD）、 B-型尿钠肽（BNP）、gal-3 呈正相关；gal-3 与超敏肌钙蛋白 I（hs-TnI）、BNP

呈正相关；与肾小球滤过率（eGFR）呈负相关。比较 ROC 曲线下面积，sST2 的 ROC 曲线下面

积为 0.745（95%Cl:0.652-0.838，P<0.001）；gal-3（95%Cl:0.627-0.812，P<0.001）；BNP 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74（95%Cl:0.951-0.997，P<0.001）。 

结论  扩张型心肌病心衰患者血清 sST2 与 gal-3 水平均显著升高，虽然其诊断效能不及 BNP，但

sST2 水平与心功能恶化程度显著相关，而且与左心室重构有一定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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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11 

Effect of GAPDS overexpression on high  
glucose-induced oxidative damage 

 
jie liu 

Yantai Yuhuangding hospital 

 
Objective The occurrence of infertility in diabetic patients is attributed to oxidative 
damage of peroxidized products.High glucose-induced mitochondrial oxidative stress 
and glycolytic enzyme inactivation is considered to be an important mediator for 
sperm dysfunction.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TM3-GAPDS stable 
strain and investigated the role of sperm specific glyceraldehyde-3-phosphate 
dehydrogenase(GAPDS) on high glucose-induced apoptosis in TM3 cells. 
Results High 
glucose decreased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SOD2 and catalase , while the level of 
intracellular ROS and the apoptosis - related protein increased in TM3 cells. 
Furthermore, high glucose-induced oxidative stress and apoptosis were reversed by 
GAPDS overexpression or antioxidant treatment.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our data suggest that 
GAPDS overexpression antagonize high glucose-induced apoptosis by controlling 
ROS accumulation in TM3 cells. 
 
 

PU-0412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new member of heat 
shock proteins ( HSPs ) 70 family 

 
jie liu 

Yantai Yuhuangding hospital 

 
Objective  Mammalian heart shock proteins (HSPs) 70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permatogenesis and fertilization. Glucose - regulated protein 78 (GRP 78) belongs to HSPs 70 
superfamily, and its role in sperm motility and fertilization has not been reported. 
Methods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was used to detect the 
subcellular localization of GRP78 in testis , epididymis and sperms .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GRP78 protein was located at the neck region of spermatozoa 
in an asymmetric distribution. The localization of GRP78 was unchanged after capacitation and 
the acrosomal reaction-induced. There was a same GRP78 location in asthenozoospermia, but 
the percentage of GRP78-positive spermatozoa and the signal intensity of GRP78 from 
asthenozoospermia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normozoospermic group.  Based on 
the above experimental datas, it was concluded that GRP78 is an important protein in the 
reproductive system, but it does not participate in sperm activation ( capacitation and acrosome 
reaction ) during sperm fertilization. 
Conclusions GRP78 expression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perm motility and vi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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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13 

一个 β-脲基丙酸酶缺陷症家系临床及基因分析 

 
舒剑波 1,孙蓓 2,王朝 1,潘蕊 1,孟英韬 1,张春花 3,蔡春泉 1,林书祥 1,张玉琴 1 

1.天津市儿童医院,300000 

2.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300000 

3.日本 MILS International 株式会社 

 

目的  对 1 个 β-脲基丙酸酶缺陷症家系进行临床及基因突变分析，探讨其临床特点及发病的分子遗

传学病因。 

方法  采集临床资料，收集先证者及其家系成员外周血，提取基因组 DNA，应用 PCR 扩增产物直

接测序法对致病基因 UPB1 的 10 个外显子序列及其两侧内含子区域进行分析。采用 Polyphen2 及

SIFT 等软件对检测到的新突变进行致病性分析。 

结果  患儿，男，2 岁 8 个月。患儿为第 1 胎第 1 产，足月剖宫产，无生后窒息史。出生时体重

3.9kg，身长 53cm，7 个月独坐，10 个月会爬，14 个月能独走。2 岁 4 个月会发单音节字，2 岁 6

个月会发双音节字，语言理解能力差，与母亲亲近，不与外人交流。曾在外院心理科就诊，心理测

评量表提示疑似自闭症，具体不详。父母体健，非近亲结婚，否认家族中有抽搐、癫痫、智力低下

等家族遗传病史。查体：神清，精神好，步态正常。头颅无畸形，颅神经检查（—），四肢肌张力

正常，双侧膝、跟腱反射（+），病理反射未引出。无主动语言，与外界无交流。脑干听觉诱发电

位（brainstem auditory evoked potential, BAEP）正常。颅脑 MRI 示髓鞘发育延迟，双上颌窦，

筛窦粘膜增厚。气相色谱-质谱（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er, GC/MS）尿筛查结果提

示 β-脲基丙酸酶缺陷症。在先证者的 UPB1 基因上发现第 7 外显子 c.853G>A（p.A285T）以及第

8 内含子 c.917-1 G>A 复合杂合突变，前者来自母亲，后者来自父亲。Polyphen2 和 SIFT 软件预

测突变可能致病。 

结论  β-脲基丙酸酶缺陷症患者临床表型复杂多样，从严重的神经系统受累，到轻度的精神运动发

育迟缓，到无症状的个体。部分患儿可以出现自闭症表现。本研究 c.853G>A 和 c.917-1 G>A 复合

杂合突变是该家系患儿的致病原因，其中 c.853G>A 尚未见报道，丰富了 β-脲基丙酸酶缺陷症致病

基因 UPB1 的突变谱。 

 
 

PU-0414 

人血清肌红蛋白含量的胶体金免疫比色法初步研究 

 
孙宇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五医院 

 

目的  初步建立一种基于胶体金均相免疫比色技术定量检测血清中肌红蛋白（Myoglobin，Myo）的

方法。 

方法  制备直径 80nm 左右胶体金颗粒并标记 Myo 抗体，利用胶体金标记抗体与样本中 Myo 抗原

结合后导致胶体金溶液颜色的变化且变化程度与结合量呈比的原理，通过检测结合前后 540nm 与

660nm 处吸光度的变化进行肌红蛋白的定量。 

结果  制备的胶体金颗粒液相分布均匀，胶体金颗粒标记抗体呈现均相分布，符合检测实验要求。

通过实验确定反应体系组成为标本用量为 10µL，Myo 抗体标记量为 400µg／100mL 胶体金溶液，

反应时间 10min，反应温度 37℃。以实验确定 Myo≤100ng/mL 为界限值，建立的胶体金均相免疫

比色检测肌红蛋白的方法，与化学发光方法的检测结果符合率达 95.10%。 

结论  初步完成了肌红蛋白的胶体金免疫比色法的建立，与成熟的化学发光方法检测结果具有一定

的符合性，有必要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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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15 

MALDI 成像技术在肺腺癌中的应用 

 
荆心研,张婷,胡成进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实验诊断科 

 

目的  利用 MALDI 质谱成像技术，比较肺腺癌患者癌症组织和癌旁组织中的多肽，发现用于鉴别诊

断肺腺癌的特异性多肽，有助于提高肺腺癌的诊断水平。 

方法  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对 MALDI 成像技术在乳腺癌、甲状腺癌、食管癌、胃癌、前列腺癌、骨

恶性肿瘤等中的应用现状进行讨论，为肺腺癌的相关实验方法如样本的制备、信息采集等方面作参

考。 

结果  肺腺癌组织成像技术将肺腺癌患者的癌症组织与对应的癌旁组织进行对比，有利于发现癌症

组织中特异性的蛋白，为肺腺癌的临床诊断提供新的辅助方法。 

结论  质谱成像技术是近年来新兴的技术，利用癌症组织进行实验分析，不仅具有组织特异性，而

且能够直观地反映出分子水平上肺腺癌组织与正常组织间的差异，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肺腺癌临床诊

断的准确度。 

 
 

PU-0416 

PIVKA-II 与 AFP 联合检测在肝细胞肝癌诊断中的临床应用 

 
王欢,陆惠慧,徐令清,李介华,陈思静,黄茂萍 

清远市人民医院/暨南大学医学院第五附属医院,511500 

 

目的  探讨血清样本中拮抗剂 II 诱导的蛋白异常凝血酶原（protein induced by vitamine K absence 

or antagonist-II， PIVKA-II )和甲胎蛋白（a-feloProlein，AFP)的含量在肝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 2015 年 11 月~2017 年 6 月所收治的 205 例肝癌患者及 194 例肝硬化患者的血清

样本，比较两组病例中 PIVKA-II、AFP 的检测水平，分析各单项指标及联合检测对肝癌的诊断效

果。 

结果  在 205 例肝癌患者血清中 PIVKA-II 的阳性率为 88.78%、AFP 阳性率为 73.17%、经过 Χ2检

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在肝癌组中 AFP≤200 ( ng/ml）时 PIVKA-II 的阳性率是

81.37%，AFP>200 ( ng/ml）时 PIVKA-II 的阳性率是 94.1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通

过 ROC 曲线分析，绘制肝癌组与肝硬化组 ROC 的曲线图， PIVKA-II+AFP 联合的 ROC 曲线下面

积> PIVKA-II> AFP，两种血清标志物联合检测的 AUC 值均高于单项血清标志物的 AUC 值。 

结论   PIVKA-II 与 AFP 对肝癌均有较高的诊断阳性率和敏感性，肝癌组中 PIVKA-II 与 AFP 的浓度

显著高于肝硬化组， PIVKA-II 做为新的肝肿瘤标志物与 AFP 联合检测优于各指标单项检测，可以

进一步提高肝癌诊断的准确性，可为高危患者（HBV、 HCV、肝硬化 NASH）的 HCC 监测和筛查

等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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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17 

Effects of Glycated Albumin and Oleanolic Acid on Toll-like 
Receptor Signaling Pathway in Human Proximal Tubular 

Epithelial Cells 

 
Nan Duan,Hai-Xia Li,Chen-Wei Huang,Lu Pang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Objective Glycated albumin (GA) serves as a clinically useful index for monitoring glycemic 
status and it is also associated with pathogenesis of renal complications in diabetes mellitus. 
Oleanolic acid (OA) is a natural pentacyclic triterpenoid that has hepatoprotective, anti-
inflammatory, antioxidant, and anticancer activities. This study aim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GA and OA on the Toll-like receptor signaling pathway, the expression of kidney injury molecule-
1 (KIM-1) and neutrophil gelatinase-associated lipocalin (NGAL) in human proximal tubular 
epithelial cells (HK-2 cells). 
Methods The HK-2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GA (0.5 mg/ml) and OA (80 μmol/ml) for 24h. The 
mRNA expressions of KIM-1 and NGAL were detected by real-time PCR. We also analyzed 
mRNA expression of p38 mitogen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MAPK), interleukin-1 receptor-
associated kinase 4 (IRAK4), Toll-like receptor (TLR) 1, TLR2, TLR7 and TLR9. 
Results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and OA group, the mRNA levels of KIM-1 and NGAL in 
HK-2 cells were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at 24 h after GA treatment (P < 0.05). GA could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 the mRNA expression of p38 MAPK, IRAK4, TLR 1, TLR7 and TLR9 (P 
< 0.05), and OA could significantly inhibit theses effects (P < 0.05).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GA can up-regulate the expression of KIM-1 and NGAL, and activate 
the Toll-like receptor signaling pathway, suggesting that GA c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enal 
injury. OA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lleviating renal damage induced by GA. 
 
 

PU-0418 

PRKCI negatively regulates autophagy via PIK3CA/AKT-
MTOR signaling 

 
Liujing Qu 

Yantai Yuhuangding Hospital 

 
Objective The atypical protein kinase C isoform PRKC iota (PRKCI) plays a key role in cell 
prolifera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carcinogenesis, and it has been shown to be a human oncogene. 
Our data underscore the importance of PRKCI in the regulation of autophagy. Moreover, the 
finding may be useful in treating PRKCI-overexpressing carcinomas that are characterized by 
increased levels of autophagy.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two novel PRKCI mutants, PRKCIL485M and 
PRKCIP560R, which induced autophagy and exhibited dominant negative effects. 
Results We show that PRKCI overexpression in U2OS cells impaired functional autophagy in 
normal or cell stress conditions, as characterized by decreased levels of light chain 3B-II protein 
(LC3B-II) and weakened degradation of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autophagic substrates. 
Conversely, PRKCI knockdown by small interference RNA resulted in opposite effects. 
Conclusions These data underscore the importance of PRKCI in the regulation of autophagy. 
Studies indicated that PRKCI knockdown-mediated autophagy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inactivation of 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 alpha/AKT-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PIK3CA/AKT-MTOR) sign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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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19 

Detection of KRAS mutation via ligation-mediated 
exponential amplification 

 
付怡欣 1,周晓燕 2 

1.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563000 

2.重庆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 

 

目的   To develop a method for the detection of KRAS mutation with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方法  The loop structure at both ends (DSS) generated by ligation upon the recognition of point 

mutation on mutant KRAS gene was amplified isothermally by Bst DNA polymerase. The 
generated double-stranded DNA (dsDNA) was detected by using SYBR Green I as a reporter to 
indicate the occurrence of mutation.  

结果  It is able to detect mutant KRASgene with a large dynamical range from 1.0 × 10-17to 1.0 × 

10-10 M. Moreover, this method has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for identification of clinical positive 
and negative samples.  

结论  This developed strategy provided a versatile tool for the detection of mutation, and it will 

possess a promising prospect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and clinical diagnostics. 
 
 

PU-0420 

羟基喜树碱诱导 A549 细胞凋亡的研究 

 
胡洪华,黄文芳,传良敏 

四川省人民医院,610000 

 

目的  研究羟基喜树碱对肺癌 A549 细胞生长抑制、细胞周期和细胞凋亡的影响。 

方法  用 CCK-8 试剂盒( cell counting kit - 8)法测定羟基喜树碱对肿瘤细胞的生长抑制作用，吖啶

橙/溴化乙锭(AO/EB)染色观察细胞形态变化情况，琼脂糖凝腔电泳验证细胞调亡的特征性 DNA 条

带，用流式细胞仪测定一定浓度下不同作用时间抗癌药物羟基喜树碱对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的影

响。 

结果  不同浓度的羟基喜树碱对肿瘤细胞的生长抑制作用不同，羟基喜树碱可明显抑制 A549 细胞

的生长，琼脂糖凝胶电泳可见调亡细胞 DNA 的梯状条带，经 AO/EB 染色，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到早

期凋亡细胞细胞核被染成绿色，呈碎片状，晚期凋亡细胞核染色质为橘红色并呈固缩状或圆珠状，

细胞周期 S 期由 20%升高到 60%。经 1μmol/L 羟基喜树碱处理 24 h 后，流式细胞术显示 A549 细

胞的凋亡率为 18.11%，明显高于对照组细胞凋亡率（0.09%， P<0.05）。 

结论  羟基喜树碱对 A549 细胞有生长抑制作用，可诱导 A549 细胞细胞凋亡，其细胞凋亡与细胞周

期分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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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21 

术前 ALBI 评分系统对肝细胞肝癌患者的预后意义 

 
吴棉涛 1,何素音 2,戴淑琴 1,刘万里 1 

1.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510000 

2.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510000 

 

目的  评价术前血清白蛋白-胆红素 (ALBI) 评分系统在原发性肝细胞性肝癌患者中的预后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 690 例原发性肝细胞性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前血清白蛋白和胆红素浓度

计算 ALBI 值，并按等级将 ALBI 值分为三个级别 (1/2/3)。用单因素和多因素 COX 回归模型分析各

临床参数对肝癌患者预后的影响，用 Kaplan-Meier 法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 检验评价 ALBI 评分

系统在肝细胞性肝癌患者中的预后价值，卡方检验(Fisher’s exact tests)比较各临床因素在 ALBI 分

级不同组之间的差异。 

结果   纳入研究的 690 例患者中，有 316 例（45.8%）在随访期内死于肝癌；平均年龄

51.28±12.62 岁，总体中位生存时间为 42 个月。单因素和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肿瘤直

径（<5cm/≥5cm），治疗方式（手术切除/非手术），治疗前血清 AFP 浓度（<20/≥20, ng/mL），

ALBI score 与患者的预后显著相关。按 ALBI 评分系统：1 级 415 例（60.2%），2 级 268 例

（38.8%），3 级 7 例（1.0%）；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75 个月，28 个月，21 个月。1 年 OS 分

别为：76.7%，67.1%，53.6%；3 年 OS 分别为：58.7%，43.3%，26.8%；5 年 OS 分别为：

51.8%，39.1%，26.8%。在亚组分析中，根治性切除术的肝癌患者的生存率均显著高于非手术治

疗患者 (log-rank test: p<0.001)。 

结论  术前 ALBI 评分系统可作为肝癌患者独立的预后评价指标，并对 AFP 阴性肝癌患者的预后评

价也具有指导意义。 

 
 

PU-0422 

一个琥珀酸半醛脱氢酶缺陷症家系临床及基因分析 

 
王萍 1,王朝 1,孟英韬 1,张春花 2,蔡春泉 1,张玉琴 1,舒剑波 1,林书祥 1 

1.天津市儿童医院,300000 

2.日本 MILS International 株式会社 

 

目的  琥珀酸半醛脱氢酶缺陷病（succinic semialdehyde dehydrogenase defeciency，SSADH 

defeciency）是一种少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代谢异常性疾病，由 SSADH 缺陷引起。国内对该病

研究报道较少。本研究对 1 个琥珀酸半醛脱氢酶缺陷症家系进行临床及基因突变分析，探讨其临床

特点及发病的分子遗传学病因。 

方法  采集临床资料，收集先证者及其家系成员外周血，提取基因组 DNA，应用 PCR 扩增产物直

接测序法对致病基因 ALDH5A1 的全部外显子序列及其两侧内含子区域进行分析。采用 Polyphen2

及 SIFT 等软件对检测到的新突变进行致病性分析。 

结果  患儿，女，1 岁 1 个月。患儿为第 6 胎第 2 产，足月剖宫产，无生后窒息史。出生时体重

2.7kg，身长 48cm，生后 21 小时，因“吃奶欠佳 9 小时、小于胎龄儿”于当地医院就诊，具体不

详。患儿 5 个月抬头，9 个月能独坐，1 岁后能扶站。父母体健，非近亲结婚，否认家族中有抽

搐、癫痫、智力低下等家族遗传病史。母亲有 4 次不良生产史。查体：神清，精神好。头颅无畸

形，颅神经检查（—），四肢肌张力低下，双侧膝、跟腱反射（+），病理反射未引出。颅脑 MRI

示左颞叶软化灶，髓鞘发育延迟。气相色谱 -质谱（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er, 

GC/MS）尿筛查结果提示琥珀酸半醛脱氢酶缺陷症。在先证者的 ALDH5A1 基因上发现第 11 外显

子 c.1568C>T （p.S523F）纯合改变，父母该位点为杂合子。Polyphen2 和 SIFT 软件预测突变可

能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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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明确了一个琥珀酸半醛脱氢酶缺陷症家系临床及基因突变特点，为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提供

了科学的依据。 

 
 

PU-0423 

Biological variation of serum thyroid function  
(FT3, FT4 and TSH) among healthy Chinese individuals 

 
王朔,赵敏,穆润清,张歆,云科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TSH， FT4和 FT3是甲状腺疾病诊治的重要标志物，生物学变异对他们的临床应用有重要价

值。我们目的是研究他们的生物学变异并计算参考改变值和个体指数。 

方法  根据 Fraser and Harris 的方法，募集 23 名健康个体，每周同一时间抽血，连续 6 周，收集

血清于 -80℃ 冰箱中，同一批次内双次检测。 

结果  TSH、FT3、FT4 的个体内/个体间生物学变异分别是 18.21%/45.15%、5.24%/6.25%、

3.56%/6.81% ；个体指数（ II）分别为：0.41、1.17、0.62；参考改变值（RCV）分别是

50.78%、20.28%，11.78%.  

结论  我们得到了 TSH、FT3、FT4 的生物学变异数据，其个体指数小，应用 RCV 评价检测结果很

重要。 

 
 

PU-0424 

一个家族性肥厚型心肌病家系基因突变位点分析 

 
张新杰 1,王朝 1,缪丽 2,刘洪洲 3,林书祥 1,喻长顺 3,蔡春泉 1,舒剑波 1 

1.天津市儿童医院,300000 

2.天津市胸科医院,300000 

3.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目的  研究一个家族性肥厚型心肌病家系的基因突变，并初步分析临床表型与其基因突变的关系。 

方法  系调查收集临床资料，采集家系成员外周血，提取基因组 DNA，进行高通量测序确定突变基

因位点，并结合生物信息学技术分析。 

结果  此家系 3 代 7 人中，确诊为肥厚型心肌病的患者有 4 例，只有两例临床症状明显且发病较

晚，另外两例均无明显临床症状。系谱中每一代均有患者，男女均可患病。家系中明确两名患者

MYBPC3 基因上第 16 外显子存在 c.1504 位置上 C〉T 的杂合改变。经生物信息学分析此位点突变

将会导致 cMyBP-C 蛋白的 C3 结构域表面电荷的发生明显改变，破坏原有的正电区域影响蛋白之

间的相互作用。此外，在这个家系中还发现了与 cMyBP-C 蛋白相互作用的 TTN 的基因突变，但是

目前不能明确此基因对 HCM 疾病病程及临床症状的影响。 

结论  肥厚型心肌病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同一家族患者之间其临床表型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其

发病特征与多个因素相关。本研究中发现的 MYBPC3 基因上 c.1504C>T p.(Arg502Trp)的突变可

能是该家系的主要致病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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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25 

血清胆红素在云南省宣威肺癌中的临床价值研究 

 
夏全松 

云南省肿瘤医院/昆明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650000 

 

目的  研究宣威肺癌不同分期的血清胆红素（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间接胆红素）水平与健康对

照人群以及宣威籍肺良性疾病组是否存在统计学差异，从而探讨血清胆红素在宣威肺癌的临床价

值。  

方法  回顾性收集宣威籍肺良性疾病患者、肺癌患者（肺良性疾病与肺癌均为未治疗）以及健康对

照组病例共 322 例，收集血清胆红素等相关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在健康对照组与肺良性疾病组中，血清胆红素均值男性高于女性，高龄（>50 岁）组高于低

龄组（≤50 岁）。在宣威肺癌组中不同性别的直接胆红素存在统计学差异(p=0.029)，在宣威肺癌组

不同分期与健康对照组以及肺炎组的两两比较中宣威肺癌Ⅰ期与健康对照组的总胆红素

（p=0.009）以及间接胆红素（p=0.005）存在统计学差异，且肺癌Ⅰ期的血清胆红素高于健康

组，其余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在不同分期的宣威肺癌组与健康对照组以及肺良性疾病组的比较中宣威肺癌Ⅰ期与健康对照

组的总胆红素（p=0.009）以及间接胆红素（p=0.005）存在统计学差异，且肺癌Ⅰ期的血清胆红

素高于健康组，其余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PU-0426 

CK-MB 联合检测 cTnI 在急性心肌损伤中的诊断价值 

 
王凯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检测 CK-MB 和 cTnI 探讨其在急性心肌损伤中的诊断及疗效评价 

方法  随机选择并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对来自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

血管内科确诊的 61 例急性心肌梗死，50 例不稳定性心绞痛患者与健康体检者 30 例的静脉血标

本，进行 cTnI 和 CK-MB 血清标记物的检测。 

结果  心肌损伤组 cTnI、CK-MB 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P<0.01），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结论  急性心肌损伤患者 CK-MB， cTnI 的值显著升高，两者联合检测具备较强的实用性和较高的

临床应用价值，为临床诊断提供了有效实验室指标。 

 
 

PU-0427 

同型半胱氨酸参考方法建立 

 
金中淦,张素洁,居漪,李卿,孙贺伟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同型半胱氨酸作为独立的心血管疾病危险指标，它的准确测定对预防和治疗心血管疾病有重

要的临床意义。本研究主要建立同位素稀释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isotope dilution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ID-LC/MS)测定人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cy）参考方

法。 

http://www.lunwentianxia.com/class_free/121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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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参照国际检验医学溯源联合委员会（the Joint Committee for Traceability in Laboratory 

Medicine，JCTLM）推荐方法，建立本实验室 Hcy 参考方法，并对所建方法的精密度、准确度、

线性范围、特异性、残留进行评估。 

结果  参考方法 3 天 3 批次检测 12.5μmol/L 和 37.4μmol/L 样本，批间 CV 分别为 3.1%和 2.3%，

精密度较好；检测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

NIST）标准参考物质（standard reference material, SRM）1955（靶值 17.7μmol/L，不确定度

1.0μmol/L），结果为 16.8μmol/L，在规定的不确定度范围内；在 8.73-203.84μmol/L 范围内线性

较好，r2 为 0.998；每批次内标分析物中定量通道峰面积均小于本批次 LLQ 峰面积 5%，表明方法

的特异性较好；空白样本中分析物信噪比＜3:1。 

结论  建立的 ID-LC/MS 测定血清 Hcy 参考方法精密度、准确度、线性范围、特异性均较好，无分

析物残留，有望在临床实验室同型半胱氨酸测定的量值溯源中发挥一定作用。 

 
 

PU-0428 

昆明地区糖化白蛋白参考范围及筛查糖尿病的截点研究 

 
张慧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糖化血清白蛋白（Glycated albumin, GA）可反应糖尿病患者近 2～3 周的血糖水平。本研究

旨在验证液态酶法检测 GA 的性能，建立昆明市区健康成人 GA 参考区间和筛查 IGR 和 DM 截点，

及其在糖尿病中应用价值。 

方法   

1. 根据 CLSI 系列 EP 文件验证液态酶法检测 GA 的性能。 

2. 根据 CLSIC28-A2 文件建立昆明市 GA 参考区间。 

3. 绘制 ROC 曲线，确立 IGR 和 DM 的切点。比较不同糖耐量 GA 差异及其与其它指标的关

系 

4. 分 析 各 组 GA 水 平 差 异 ： 血 糖 控 制 理 想 （ HbA1c ＜ 7% ） ； 血 糖 控 制 尚 可

（7%≤HbA1c≥8%）；血糖控制较差（HbA1c＞8%）。 

5. 分析有无并发症及不同并发症组间 GA 水平差异。 

结果   

1. 高低水平 GA 重复性 CV 为 0.36%和 0.81%，中间 CV 为 0.82% 和 1.37%；GA 绝对值在

0~33.16g/l 和 Alb 在 0~88.73g/l 内呈线性；实验方法与比对方法具有良好相关性。干扰试

验结果示该法不受乳糜干扰；游离胆红素≤19.7mg/dl、结合胆红素≤21mg/dl 时对 GA 检测

无干扰；血清中 Hb＞97.6mg/dl 出现负性干扰； 

2. 昆明市健康成人参考区间为 9.20%~13.67%，女性高于男性；与年龄和 FPG 呈正相关， 

与 BMI 呈负相关。女性、年龄及肥胖是 GA 增高的影响因素。 

3. 昆明市区 GA 筛查 IGR 和 DM 最佳临界值为 13.69%和 14.14%； 

4. NGT、IGR、DM 组 GA 值为 11.43%±1.14%、15.44%±1.90%、22.31±7.59%。DM 患者

中 GA 和 FPG、HbAlc 及果糖胺呈正相关；与 BMI 呈负相关； 

5. 血糖控制理想、尚可和较差组间 GA、FPG 和果糖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6. 有并发症组中 GA 水平显著高于无并发症组。各并发症亚组内 GA 值高于无并发症组，随

并发症的发生而增高。 

结论  液态酶法检测 GA 的具有良好检测性能，能满足临床需求。GA 可作为早期糖尿病预测和病变

程度判断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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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29 

长沙地区健康成人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参考区间初步建立 

 
黄愉雯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410000 

 

目的  调查长沙地区健康成人血清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Lp-PLA2）水平，初步建立长沙地区 Lp-

PLA2 参考区间。 

方法  选择 424 例健康成人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175 名，女 249 名，分别按年龄段 20～29 岁、30

～39 岁、40～49 岁、50～59 岁、60 岁以上分为 5 组。用连续监测法检测血清 Lp-PLA2 活性，依

据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C28-A3 要求，以非参数法建立 Lp-PLA2 的 95%参考区间。 

结果  男、女性血清 Lp-PLA2 活性均呈正态分布，男性 Lp-PLA2 为（478±135） U/L，女性为

（402±116） U/L，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184，P＜0.001）。经 Z 检验，男女两组 Z＞

Z*，需按性别建立参考区间。男性各年龄段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259，P＝0.288），不需

要分年龄段建立参考区间；女性各年龄段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9.341，P＜0.001），＜40 岁

女性 2 个年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114，P＝0.736），＞40 岁女性 3 个年龄组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F＝1.873，P＝0.158），＞40 岁女性 Lp-PLA2 活性高于＜40 岁女性（t＝5.732，P

＜0.01），因此将女性分为两个年龄段建立参考区间。最终得到长沙地区健康人群 Lp-PLA2 生物

参考区间为：男性 217～761 U/L，女性：168～566 U/L（20～39 岁），203～702 U/L（40～86

岁）。 

结论  初步建立了长沙地区健康人群 Lp-PLA2 参考区间，为 Lp-PLA2 在心脑血管疾病风险评估中

的应用提供了参考依据。 

 
 

PU-0430 

SLCO1B1 和 APOE 基因多态性与他汀类药物疗效的研究 

 
高辉 

昆明市延安医院,650000 

 

目的  探讨 SLCO1B1 基因 (521T>C)位点和 ApoE 基因 E2、E4 位点基因多态性与他汀类药物的降

脂疗效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间就诊于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延安医院且诊断为高脂血症的

住院患者 81 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 62 例，女性 19 例,年龄为（62±12.43）岁。采用实时荧光

PCR 法对提取的 DNA 进行 SLCO1B1 基因 (521T>C)位点和 ApoE 基因 E2、E4 位点检测，按基

因型分组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SLCO1B1 521T>C 位点用药前 5 个血脂指标 TG、TC、HDL-C、LDL-C、APOA1 分别进行

组间比较： P 值均大于 0.05，TC 型组、TT 型组间的差异无统计意义。用药后 5 个血脂分别进行

组间比较：APOA1 水平组间比较的 P 值小于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余 4 个血脂指标的组间

比较 P 值均大于 0.05，差异无统计意义。APOE 基因用药前 E2 型、E3 型和 E4 型与 TG、TC 、

HDL-C 和 APOA1 水平间有差异，其余血脂指标 P 值大于 0.05，差异无统计意义。用药后患者的

E2 型、E3 型和 E4 型与 TG 、TC 和 LDL-C 水平之间有差异。其余血脂指标 P 值大于 0.05，差异

无统计意义。 

结论  SLCO1B1 521T>C 位点的基因多态性与他汀类药物的降脂疗效相关，TT 型组 APOA1 水平

变化显著高于 TC 型组。APOE 基因多态性与他汀类药物的降脂疗效相关，用药前 E2 型、E3 型和

E4 型与 TG、TC 、HDL-C 和 APOA1 水平间有差异。用药后患者的 E2 型、E3 型和 E4 型与

TG 、TC 和 LDL-C 水平之间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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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31 

血清外泌体 miRNA 

对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的诊断意义 

 
李南锴,郑磊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本研究尝试观察 aGVHD 患者血清外泌体 miRNA 的表达情况，推进血清外泌体 miRNA 用于

aGVHD 的临床诊断。 

方法  2017 年 08 月-2018 年 05 月期间，每天收集南方医院血液科和血液科层流病房的住院病人的

生化血标本，用 EP 管收集上层血清 800μL，冻存于-80℃冰箱中。共收得 605 位患者，4644 份血

标本。监测挑选出其中行异体骨髓移植术的患者共 31 例，其中术后 aGVHD 的患者 6 例。采用

ExoQuick 试剂盒抽提血标本中的外泌体，采用 Nanosight,WesternBlot 和透射电子显微镜的方法

对提取的外泌体进行表征。将提取出的外泌体颗粒复溶，送由康成生物公司提取 miRNA 并且进行

基因芯片分析以及生物信息学分析。根据返回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Nanosight 结果，WB 结果和电镜结果显示提取的外泌体符合描述。根据康成生物公司返回的

基因芯片分析结果，共有 210 条外泌体 miRNA 在 aGVHD 血清中异常表达，结合文献及前期研

究，筛选出 6 条有望用于 aGVHD 诊疗的 miRNA。GO 分析及 Pathway 分析均提示该 6 条 miRNA

参与自身免疫反应的生物过程中。 

结论  miRNA-3976、miRNA-122-5p、miRNA3125、miRNA941、miRNA4687-5p 和 miRNA4769-

5p 等 6 个 miRNA 有望用于 aGVHD 的诊疗。 

 
 

PU-0432 

血液生化检验标本储存对准确性的影响探究 

 
汤伟明 

溧阳市人民医院,213000 

 

目的  探讨血生化检验样本分析过程中存储条件对检验准确性的影响，旨在为进一步提高血生化临

床检验规范性与准确性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对到我院检验科检测血生化的 46 例患者采取部分血液样本，分别制成全血标本和血清样本，

常规保存，观察不同保存时间血液样本的生化检验结果。 

结果  全血样本保存 7 天内，Na+和 LDH 检测结果无明显变化。保存 3 天时 K+水平明显上升，GLU

检测结果明显下降，保存 3 天以后，K+与 GLU 水平，与取样当天检测结果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

＜0.05），ALT 和 CK 在保存 5 天时，检测结果无明显变化，保存 7 天时，ALT 水平上升，CK 水

平下降，与取样当天检测结果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 血清样本保存 7 天内，血清 Na+、K+

和 GLU 检测结果无明显变化。ALT、LDH 和 CK 在保存 3 天时检测结果无明显变化，保存 5 天

时，血清 LDH 水平明显下降，保存 7 天时，ALT、LDH、CK 均明显低于取样当天检测水平，差异

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研究出标本储存类型、标本储存时间对的生化检验影响较大的项目，有利于提高检验结果的

准确性，能对检验科的质量管理起到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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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33 

两种生化分析仪测定血清 K+、Na+、Cl-结果的可比性 

 
黄刚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评估日立 76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和 K-Lite8 测定 K+、Na+、Cl-三种电解质结果是否具有可比

性。 

方法  每天分别选取 15 份新鲜临床血清标本，分别在两台生化仪上做 K+、Na+、Cl-三种电解质测

定，共测 4 天，对测定结果进行统计学处理。 

结果  两台生化测定仪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质控在控的前提下，两台生化仪测定 K+、Na+、Cl-三种电解质浓度结果具有可比性，两台

仪器可同时或交替测定 K+、Na+、Cl-三种电解质，为临床的诊断及治疗提供可靠依据。 

 
 

PU-0434 

心脏疾病标志物与 eGFR 之间的关联性研究 

 
逄璐,李海霞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100000 

 

目的   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患者急性冠脉综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 ACS）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人群。本研究目的是分析临床尚未发生 ACS 人群中

eGFR 与心脏疾病标志物的关联性。 

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共纳入 812 例血肌酐与心脏疾病标志物同时检测的临床无 ACS 的成

人，心脏疾病标志物包括心肌肌钙蛋白 I（Cardiac Troponin I, cTnI）、肌酸激酶（Creatine 

kinase, CK ）、CK-MB 、乳酸脱氢酶（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脑钠肽（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BNP），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 eGFR 分为三组（A 组：≥ 90，318 例；

B 组：60-90，344 例；C 组：< 60，150 例）。 

结果  cTnI、CK-MB、LDH 和 BNP 在不同 eGFR 分组中具有明显差异，CK 在不同 eGFR 分组中

无明显差异。Spearman 相关分析提示上述心脏疾病标志物与 eGFR 均存在明显的负相关。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 A 组相比，未调整混杂因素影响时，cTnI 和 BNP 在 B 组升高 2.38

倍（95%CI：1.16-4.88；P = 0.018）和 2.78 倍（95%CI：1.87-4.11；P < 0.001），cTnI、LDH

和 BNP 在 C 组升高 11.22 倍（95%CI：5.58-22.54；P < 0.001）、3.05 倍（95%CI：1.83-5.09；

P < 0.001）和 7.84 倍（95%CI：4.93-12.45； P < 0.001）；调整混在因素之后，上述心脏疾病标

志物在 B 组的升高均无意义，cTnI 在 C 组升高 2.83 倍（95%CI：1.08-7.41； P = 0.035）。 

结论  在临床尚未发生 ACS 的人群中，eGFR 的降低与 cTnI、LDH 和 BNP 的升高具有明显的关联

性，其中 CKD 人群中，eGFR 的降低是 cTnI 升高的独立危险因素。 

 
 

PU-0435 

实时荧光 PCR 检测念珠菌方法的建立 

 
李世红,胡大春,邵剑春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构建实时荧光 PCR 方法快速检测临床常见三种念珠菌：白色念珠菌、光滑念珠菌和热带念

珠菌，为临床诊断念珠菌感染提供实验室检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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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①选择 ITS15.8S rDNA 和 ITS2 基因的部分序列作为检测白色念珠菌的靶序列；选择 ITS1 

5.8S rDNA、ITS2 和 28S rRNA 基因的部分序列作为检测光滑念珠菌的靶序列；选择 TRF4 基因

的部分序列作为检测热带念珠菌的靶序列。分别针对白色念珠菌、光滑念珠菌和热带念珠菌的靶序

列设计一对特异性引物和一条特异性探针，并验证引物及探针的有效性和特异性。②优化实时荧光

PCR 引物和探针浓度，建立实时荧光 PCR 反应体系。③用标准菌株和临床分离菌株对方法特异

性、重复性及检出限进行分析。 

结果  所设计的引物和探针具有较好的特异性和扩增有效性；用所设计的引物和探针分别构建了实

时荧光 PCR 检测白色念珠菌、光滑念珠菌和热带念珠菌的方法；对所构建方法的特异性、重复性

及检出限分析结果显示检测临床分离菌株的特异性为 100%，检测白色念珠菌、光滑念珠菌和热带

念珠菌相同浓度菌株的变异系数（CV）分别为 1.81%、1.88%和 1.41%；定量检出限为 9×102 

CFU/ml。 

结论  本研究所中针对白色念珠菌、光滑念珠菌和热带念珠菌设计的引物和探针具有较好的特异性

和扩增有效性，可用于相应念珠菌检测的实时荧光 PCR 方法的建立；构建的检测白色念珠菌、光

滑念珠菌和热带念珠菌的实时荧光 PCR 方法有较好的特异性、重复性和检测灵敏度，可用于快速

检测临床侵袭性念珠菌感染病原体，并可以定量检测感染病原体的载量，方法简便、快速，具有临

床推广应用前景。 

 
 

PU-0436 

基于液相色谱串联质谱的原发性膜性 

肾病尿液生物学标志物的筛选 

 
逄璐,李海霞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100000 

 

目的  原发性膜性肾病（PMN）的诊断主要依靠病理诊断，但肾脏病理穿刺为有创检查，尿液易于

获得且能直接反映肾脏病理变化。近年来基于串联质谱标签（TMT）标记的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LC-MS/MS）的定量尿液蛋白质组学已逐渐用于临床标志物的筛选。本研究计划采用定量尿液蛋

白质组学的方法筛选 PMN 的尿液生物标志物并对差异蛋白进行验证。 

方法  共分为三组，血清抗 PLA2R 抗体阳性 PMN 组（A 组）、血清抗 PLA2R 抗体阴性 PMN 组

（B 组）和健康对照组（C 组）。采用基于 TMT 标记的 LC-MS/MS 筛选上述三组尿液标本的差异

蛋白质谱。共有两次技术重复 TMT 1 和 TMT 2。对得到的差异蛋白进行 GO 分析和 KEGG 分析。

采用 Western blot 技术对差异蛋白进行了验证。对差异蛋白 afamin 进行了临床应用评价：共纳入

129 例肾小球肾炎患者，包括 PMN 59 例、IgA 肾病（IgAN）46 例、微小病变型肾病（MCD）24

例，评价 uAFM 和 AfCR 的临床应用价值。 

结果  TMT 1 鉴定到 509 个蛋白，TMT 2 鉴定到 411 个蛋白，交集蛋白共有 249 个。对 249 个蛋

白进行 GO 分析和 KEGG 分析，生物过程分析提示这些蛋白主要涉及血小板脱颗粒和补体经典途

径；细胞定位分析提示这些蛋白主要分布在细胞外外泌体；分子功能分析提示这些蛋白主要涉及钙

离子结合功能（n = 35）；KEGG 注释分析和 KEGG 富集分析提示补体和凝血途径（n = 20）是主

要的涉及途径。对其中差异倍数较高的三种蛋白进行了 Western blot 的验证，结果显示与健康对照

组相比，CrkL、α-1-抗胰蛋白酶（A1AT）和 afamin 在 PMN 组明显上调。差异蛋白 afamin 的临床

应用评价：uAFM 和 AfCR 水平在 PMN、IgAN 和 MCD 组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uAFM 与 uALB

具有明显的相关性（rs = 0.578），AfCR 与 ACR 具有明显的相关性（rs = 0.604）。 

结论  免疫反应和凝血反应是 PMN 发生发展的主要病理机制；A1AT 和 afamin 可能参与到 PMN 的

发病过程，可能是 PMN 的潜在生物学标志物；uAFM 和 AfCR 可能是反映肾损伤的新型生物标志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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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37 

降钙素原,血小板在血流感染疾病中的临床意义 

 
操龙斌,邱峰 

南方医科大学南海医院 

 

目的  检测受试者降钙素原（PCT）和血小板（PLT）的水平,探讨其对血流感染疾病的临床诊断价

值及对细菌感染和污染的鉴别价值。 

方法  回顾性收集广东省佛山市某医院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的经血液细菌培养为阳性的患

者的病历资料,分为感染组和污染组,并选择该院同时期的非血流感染患者作为对照组,分别比较三组

基本特征、PCT 和 PLT 指标,并根据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 PCT 和 PLT 的鉴别诊断性

能。 

结果  共 205 例研究对象,PCT 在对照组中的水平低于感染组(P=7.032^-5)和污染组(P=1.127^-

21),PLT 在对照组中的水平高于感染组(P=1.127^-21),低于污染组(P=0.003)；PCT 诊断血流感染的敏

感度、特异性分别为 84.89％、93.59％,PLT 诊断血流感染的敏感度、特异性分别为 19.31％、

92.31％;PCT 鉴别污染菌的敏感度、特异性分别为 84.10％、51.11％,PLT 鉴别污染菌的敏感度、

特异性分别为 19.31％、88.89％。 

结论  PCT 对血流感染的诊断性能和对细菌感染和污染的鉴别价值均高于 PLT；PCT 联合 PLT 提

高了对血流感染疾病的诊断阳性率,并对污染菌的鉴别有一定意义。 

 
 

PU-0438 

咸阳地区 0～14 岁儿童全血微量元素检测结果分析 

 
宗荣辉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本市 14 岁以下儿童体内微量元素水平，为能更有针对性地提出关于营养及保健的指导。 

方法  对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由于健康问题来我院进行微量元素检查的 2355 例 0∽14 岁儿

童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检测全血中 Cu、Zn、Ga、Mg、Fe 这 5 种微量元素的含量。 

结果  本市 14 岁以下儿童全血微量元素异常的结果显示，总体异常率 55.6%，铜元素缺乏率

0.34%，锌元素缺乏率 7.43 %，钙元素缺乏率 31 %，镁元素缺乏率 0.04%，铁元素缺乏率 29.6 

%。1 岁以下的婴儿锌元素的缺乏率相对较高，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锌元素的缺乏率大体上呈现下降

的趋势，儿童中每个年龄段钙的缺乏率相对稳定，基本维持在 30%左右，铁元素的缺乏在各个年

龄段中均较显著。各年龄段中 Zn、Ga、Fe 三种元素的缺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咸阳地区 0∽14 岁儿童全血中铜、锌、钙、镁、铁五种微量元素，铜元素和镁元素罕有缺

乏，而锌，钙铁这三种元素的缺乏问题较为突出，其中钙元素的缺乏占第一位，铁元素的缺乏占第

二位。这提示我们应该重视钙,铁,锌这三种元素的缺乏情况，并且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补充措施，

根据个体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补充方案，保障儿童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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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39 

血淀粉酶、脂肪酶及尿淀粉酶联合检测诊断急性胰腺炎 

 
黄刚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淀粉酶(AMY)、脂肪酶(LPS)及尿液淀粉酶(UAMY)联合检测在急性胰腺炎中的临床

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5 月陕西省人民医院 35 例急性胰腺炎患者作为研究组，其中男

性患者 22 例，女性患者 13 例，同期 35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男性患者 18 例，女性患者 17

例，检测 AMY、LPS 及 UAMY 变化。 

结果  急性胰腺炎患者 AMY、LPS 及 UAMY 检测结果显著高于健康体检组,经统计学比较,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组三者联合检测灵敏度、特异度 、准确度明显优于三者独立检测指标结。 

结论  在急性胰腺炎的诊断中 AMY、LPS 及 UAMY 联合检测提高灵敏度、特异度 、准确度,为患者

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有效的证据。 

 
 

PU-0440 

血浆 BNP 检测在心力衰竭诊断中的临床应用 

 
王丽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血浆中的 BNP 水平在心力衰竭患者临床诊治中的应用价值及 BNP 与心功能分级间的相

关性研究。 

方法  选取陕中附院心力衰竭病人 40 例,正常人 20 例,分别作为实验组和对照组,采用化学免疫发光

免疫法检测两组人群血浆 BNP 浓度。 

结果  实验组患者血浆中 BNP 浓度明显高于对照组,t 检验 p<0.05。在实验组中,依据心功能等级分

为Ⅱ、Ⅲ、Ⅳ级组,组间 BNP 水平进行统计学分析，t 检验 p<0.05。 

结论  心力衰竭患者血浆中的 BNP 浓度明显高于正常人,而且随着心功能等级升高,血浆中的 BNP 浓

度也随之升高。血浆 BNP 的检测对于心力衰竭的诊断,评价心力衰竭预后情况都有十分重要的临床

意义。 

 
 

PU-0441 

1，5-无水山梨醇的概述及临床应用 

 
周佳烨,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00 

 

目的  评价 1，5-无水山梨醇（1，5-AG）在糖尿病诊断中发挥的作用；分析其在糖尿病、糖尿病微

血管病变、糖尿病大血管病变及糖尿病急性并发症中发挥的作用；比较 1，5-AG 的检测方法全酶

法，层析法等几种实验室常规检测方法的优劣 

方法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分析 1，5-AG 在糖尿病诊断、糖尿病大血管及微血管病变及糖尿病急性

并发症中发挥的作用；通过查阅相关文献了解 1，5-AG 几种检测方法的优劣 

结果  1，5-AG 水平越低，糖尿病发病率越高；1，5-AG 水平的降低（<6ug/L）对于糖尿病微血管

病变风险的增加相关；1，5-AG 的实验室常用的检测方法为酶偶联法，比层析法检测更为简便、特

异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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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5-AG 在糖尿病重症及其急性并发症、微血管并发症、大血管并发症的诊断中具有重要价

值；通过全酶法检测 1，5-AG 特异性、重复性、准确度均较好。 

 
 

PU-0442 

Analysis of blood lead level and risk factors among 
children in Plateau and basin area 

 
Siqi Guo1,2,Leiwen Peng1,2,Xiaojuan Liu1,2,Yongmei Jiang1,2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2.Key laboratory of Birth Defects and Related Diseases of Women and Children (Sichuan University)，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engdu， P.R. China 

 
Objective High blood lead level can cause intelligence, behavior and physical development 
abnormalities in children. Limited data exist about blood lead levels and potential risk factors 
among children living in Sichuan, China, a province with a large variation in altitude. The objective 
of this project was to conduct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n the blood lead level in different 
altitude areas. 
Methods A total of 908 children aging from 2-16 were recruited from Beichuan(650m), 
Xichang(2000m), Kangding(4000m) three different altitude areas. Fasting venous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then the questionaries survey were conducted. The Achenbach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CBCL) was used to evaluate each child’s behavior. 
Results The median of blood lead in three areas were 42 (18), 45.5 (61.3) and 35.5 (13.8) 
respectively and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P<0.05). Xichang and Kangding had higher Glutamyl 
aminotransferase (rGT) and fasting plasma glucose(FPG) (P<0.05), and the value was increased 
with the elevation of altitude. Xichang and Beichuan had lower Serum vitamin D (VD) and Urea 
nitrogen (UN) (P<0.05), the value was decreased with the elevation of altitude(P<0.05). Pb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HDL and APOA (r=-0.128; -0.152),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LDL, 
APOB and HCY (r=0.084; 0.134; 0.192). There was also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b and 
VD (r=-0.084). The questionaries showed that male children with older age, lower diplomas father, 
habits of eating puffed food, sucking the fingers and hardly washing hand before eating were the 
risk factors of the increasing blood lead levels. The detection rate of behavioral problems was 
9.9%.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etection rates among different age groups (P<0.05), 
and the highest rate of behavior problems occurred in children aged 6-11. The level of blood lead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score of CBCL behavior questionnaire (r=0.341). 
Conclusions The Blood lead levels were gradually raised by altitude. High levels of blood lead 
may cause abnormal glucose and lipid metabolism. The increase of blood lead level is mainly 
associated with the increase of age, father's educational degree, health and eating habits. The 
increase of blood lead level would cause behavioral problems in children, and the detection rate 
of behavioral problems is the highest among 6-11 year old girls. 
 
 

PU-0443 

血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检测在急性脑出血 患者病情的应用 

 
马艳侠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检测急性脑出血患者血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的含量并分析其意义。 

方法  选择 30 例急性脑出血患者为病例组 、30 例同期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并测定两组的血清

NSE 水平,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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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急性脑出血组血清 NSE 含量为（24.99±5.96）ng/ml,明显高于对照组血清 NSE 含量

（12.88±4.01）ng/ml，（t=4.282,p=0.001）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同时，急性脑出血

组患者血清 NSE 水平与患者的收缩压与舒张压高低均无相关性  。NSE 与收缩压相关系数

r=0.063，P=0.811;NSE 与舒张压相关系数 r=0.223,P=0.389,P 值均大于 0.05，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结论  血清 NSE 水平可以客观地反映急性脑出血患者神经系统的损伤,但其与脑出血病情和预后的

联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PU-0444 

Expression and purification of recombinant human Lactate 
dehydrogenase(LDH) isoenzymes in Escherichia coli 

 
Qi Guo1,Wei Huang2,Jing Wang1,Tianqi Qi1,Chuanbao Zhang1 

1.Beijing Hospital， National Center of Gerontology， National Center for Clinical Laboratories and Beijing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Laboratory Medicine 

2.Department of Pathology， Beijing Hospital， National Center of Gerontology 

 
Objective  Lactate dehydrogenase(LDH), a key enzyme that is a maker for cell damage. LDH is 
the important routine test in serum enzymes determination. While there are many methods to 
measure LDH activity in laboratories, a LDH standard is needed to eliminate between-
methods bias. 
Methods Human LDHA and LDHB gene were obtained from NCBI database, analysis and 
substitution of rare codons by synonymous codons was done. The opitimized genes coding 
LDHA and LDHB were synthesized and cloned into pRSF-Duet vector, and then the constructed 
6His-LDHA-pRSFDuet, 6His-LDHB-pRSFDuet, and 6His-LDHAB-pRSFDuet plasmids were 
transformed into Escherichia coli BL21(DE3) for expression. Afterwards, three proteins were 
purified by nickel affinity chromatography, and the identification and purity analysis of 
recombinant proteins were conducted by SDS-PAGE while the activity and the stability of 
recombinant protein was detected by LDH enzymatic assay kit. 
Results The 6His-LDHA-pRSFDuet, 6His-LDHB-pRSFDuet, and 6His-LDHA-LDHB-
pRSFDuet vector were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as the results of restriction enzyme identification 
and nucleotide sequencing were consistent with expected. And three high concentration of 
recombinant LDH isoenzymes were obtained. Enzyme activity was determined by the LDH 
enzymatic assay kit of AusBio, and the activity of purified recombinant LDH-H was 
860,000U/L, and the activity of purified recombinant LDH-HM was 620,000U/L, and the activity of 
purified recombinant LDH-M was 560,000U/L. Moreover, the activity of the recombinant LDH 
isoenzym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protein concentrations, and the upper limits of 
recombinant LDH-H can reach 800U/L approximately and the upper limits of recombinant LDH-
HM can reach 1000U/L determined by the LDH enzymatic assay kit of Roche, Biosino and 
AusBio. The activity of the recombinant LDH-M can reach about 600U/L by the LDH enzymatic 
assay kit of Biosino and AusBio, while it can only reach about 100U/L by the LDH enzymatic 
assay kit of Roche, this will be further studied in the future. And the study of recombinant LDH 

isoenzymes showed high stability during long-term storage at 4℃ and -20℃.  

Conclusions The human recombinant LDH isoenzymes can serve as a much better and cheaper 
standard or reference materials in the clinical LDH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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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45 

四种肿瘤标记物联合检测在肺恶性肿瘤诊断价值分析摘要 

 
沈蓁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261000 

 

目的  研究神经特异性烯醇化酶(NSE)、癌胚抗原(CEA)、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CYFRA21-1)、糖类

抗原 125(CAl25)在肺部恶性肿瘤患者中表达情况和联合检测在肺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2 月期间，选取住院确诊肺癌患者 119 例、89 例对照组(肺部良性病

变)，肺癌根据病理特点分小细胞肺癌组和非小细胞癌组。检测两组 CA125、CEA、CYFRA21-1、

NSE 在血清中表达水平电化学发光法。统计学处理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 ROC 曲线分析法，分析

四种肿瘤标记物在肺恶性肿瘤的诊断价值。 

结果  肺癌组血清 CA125、CEA、CYFRA21-1、NSE 平均值与对照组 CA125、CEA、CYFRA21-

1、NSE 平均值两组研究对象的血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利用 ROC 曲线分析显示，四

种肿瘤标记物对肺恶性肿瘤诊断的曲线下面积有大到小顺序为 CA125、CEA、NSE、CYFRA21-1,

其面积分别为 0.891、0.791、0.779、0.735，临界值分别为 18.15U/ml、1.12ng/ml、13.6ug/L、

2.64ng/ml 均小于其对应的参考范围。其中 CA125 曲线下面积大于 0.8，对肺癌有一定的诊断价

值。CA125 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分别为 97.6%、86.2%，对肺癌有较高的诊断价值。非小细胞肺癌

组的血清 CA125、CEA、CYFRA21-1、NSE 平均值分别为肺鳞癌两组间进行比较血清 CEA、

CAl25、CYFRA21-1 的表达水平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联合检测血清肿瘤标记物 CEA、CAl25、CYFRA21-1、NSE 对肺癌的早期诊断有一定的临

床价值。 

 
 

PU-0446 

早期肾损伤患者随机尿 UACR 

与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 的相关性分析 

 
宗荣辉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对早期肾损伤患者随机尿液标本的微量白蛋白/肌酐(UACR)与 24 小时尿蛋白总量的相关性进

行研究分析,探讨随机尿 UACR 替代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用于诊断早期肾损伤的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3 月 66 例在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诊断为早期肾损伤患者的

24 小时尿蛋白总量,随机尿液中微量白蛋白、肌酐的含量,计算出 UACR。并收集这些患者的相关数

据--血清胱抑素 c,然后从中分析 UACR、血清胱抑素 c 含量、24h 尿蛋白总量三者之间的的相关

性。 

结果  早期肾损伤患者随机尿液 UACR 和 24h 尿蛋白总量的相关系数 r=0.81(P<0.05),24h 尿蛋白总

量和血清胱抑素 c 含量的相关系数 r=0.693(P<0.05)、随机尿液 UACR 和血清胱抑素 c 含量的相关

系数为 r=0.737(P<0.05)。 

结论  随机尿液中的微量白蛋白与尿肌酐的比值和 24h 尿蛋白总量之间有很好的相关性,因此检测随

机尿液 UACR 可以代替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的检测指标应用于临床早期肾损伤的诊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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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47 

血清 CA125 和 CA15-3 检测在淋巴瘤中的临床价值 

 
徐娜 

云南省肿瘤医院/昆明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650000 

 

目的   探讨定量检测血清肿瘤标志物 CA125 及 CA15-3 水平在淋巴瘤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12 月在云南省肿瘤医院住院的 118 例淋巴瘤患者及 118

例健康体检者的 CA125、CA15-3 水平，比较它们与淋巴瘤分型、分期、化疗前后的关系。 

结果  通过本次对 118 例淋巴瘤患者回顾性分析研究发现 CA125 与淋巴瘤的关系如下：（1）淋巴

瘤患者血清 CA125 水平较正常人高，且有统计学意义。（2）III 期和 IV 期淋巴瘤患者血清 CA125

水平明显高于 I 期和 II 期淋巴瘤患者。（3）血清 CA125 水平在化疗后较化疗前有所下降，而 2~4

周期化疗后，淋巴瘤细胞被化疗药物所杀伤，对周围组织的侵袭性下降，血清 CA125 也随之下

降。（4）血清 CA125 在不同病理分型中并无显著差异。 

对于 CA15-3 本次研究发现：（1）淋巴瘤患者血清 CA15-3 水平较正常人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其升高机制目前尚未明确。（2）III 期和 IV 期淋巴瘤患者血清 CA15-3 水平明显高于 I 期和 II

期淋巴瘤患者。（3）血清 CA15-3 水平在化疗后有所升高。 

结论  （1）CA125 可反映淋巴瘤细胞的侵袭性，可以动态监测化疗效果。（2）CA15-3 可提示骨

髓的浸润状态，且对淋巴瘤的分期有提示作用。（3）二者同时检测在淋巴瘤的辅助诊断、临床分

期、疗效观察、提示骨髓浸润等方面有一定的临床价值。（4）化疗后 CA125 降低，CA15-3 升

高，其原因在排除干扰因素后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PU-0448 

DO VITAMIN D AND DIETARY AFFECT ON SERUM LIPID 
 PROFILES IN CHINESE HAN ADOLESCENTS 

 
Xiaojuan Liu1,2,Siqi Guo1,2,Yongmei Jiang1,2,Dingzhi Fang1,3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2.Key laboratory of Birth Defects and Related Diseases of Women and Children (Sichuan University)，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engdu， P.R. China 

3.West China 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 Forensic Medicine， Sichuan University， No. 17， Section 

3， Ren Min Nan Lu， 610041， Chengdu， Sichuan， China. 

 
Objective 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vitamin D as well as dietary are involved in regulating 
serum lipids, but the results are not consistent. Little effort had been made in studying effects of 
vitamin D on the changes in lipids and glucose metabolism induced by the diet intervention. To 
investigate whether diet and vitamin D influence metabolism of serum lipids and glucose in 
Chinese Han healthy adolescents. 
Methods There were 736 healthy students enrolled in the non-dietary intervention group and 56 
healthy college student volunteers enrolled in the dietary intervention group. In the non-dietary 
intervention group, three days dietary recall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record food intake in the 
last three days. Students in dietary intervention group had a washout diet for 7 days firstly, then a 
high-carbohydrate/low-fat (HC/LF) diet for 6 days. Serum 25-hydroxyvitamin D ( 25(OH)D ), lipids, 
fasting glucose (GLU) and insulin were measured. 
Results In the non-dietary intervention group, each 1 ng/ml increase in 25(OH)D was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s in BMI of 0.055 kg/m2, triglyceride (TG) of 0.013 mmol/L, total cholesterol (TC) of 
0.010 mmol/L, triglyceride/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TG/HDL-C) of 0.021, INS of 0.166 
uU/ml, and a homeostasis model assessment of insulin resistance (HOMA-IR) of 0.036. Taking 
diet and vitamin D impact into consideration, GLU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protein, while 
HDL-C, GLU and TC/HDL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otal fatty acids. Moreover, 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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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tary fiber levels increased by 1 g each, TG decreased by 0.003 mol/l, and TG/HDL decreased 
by 0.003. After high-carbohydrate/low-fat (HC/LF) diet, the results show that 25(OH)D before 
HC/LF diet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LDL-C and LDL-C/HDL-C. The higher the 
25(OH)D level is, the greater the changes in LDL-C and LDL-C/HDL-C are. 
Conclusions Vitamin D may enhance the decreasing of LDL-C and LDL-C/HDL-C induced by 
HC/LF diet, especially in male. Improv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vitamin D helps to prevent from 
metabolism disorder of lipids. 
 
 

PU-0449 

Protective of baicalein on hypoxia/reoxygenation  
induced cardiomyocytes injury 

 
Chao Sun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d the protective role of baicalein on 
cardiomyocytes against hypoxia/reoxygenation induced damage to further clarify the possible 
mechanisms 
Methods Neonatal rat cardiomyocytes were isolated and cultured in vitro, and the cell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normal control group with no treatment, 
hypoxia/reoxygenation group exposed to hypoxia/reoxygenation, and baicalein group pretreated 
with 10 μM baicalein for 30 minutes followed by hypoxia/reoxygenation. The extent of cellular 
injury was determined by measuring activity of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and released in the 
supernatant, the number of apoptotic cardiomyocytes was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To further 
study the mechanism, the myocardial Bcl-2, Bax, Caspase-3 protein levels were determined by 
RT-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the changes of intracellular calcium concentration was monitored 
by Fura-2-acetoxymethyl ester.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the activity of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the number of apoptotic cardiomyocytes, mRNA and protein level of 
myocardial Bax, intracellular calcium concentr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 < 0.05), as 
well as myocardial Bcl-2 mRNA and protein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 < 0.05).  
Results Neonatal rat cardiomyocytes were isolated and cultured in vitro, and the cell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normal control group with no treatment, 
hypoxia/reoxygenation group exposed to hypoxia/reoxygenation, and baicalein group pretreated 
with 10 μM baicalein for 30 minutes followed by hypoxia/reoxygenation. The extent of cellular 
injury was determined by measuring activity of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and released in the 
supernatant, the number of apoptotic cardiomyocytes was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To further 
study the mechanism, the myocardial Bcl-2, Bax, Caspase-3 protein levels were determined by 
RT-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the changes of intracellular calcium concentration was monitored 
by Fura-2-acetoxymethyl ester.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the activity of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the number of apoptotic cardiomyocytes, mRNA and protein level of 
myocardial Bax, intracellular calcium concentr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 < 0.05), as 
well as myocardial Bcl-2 mRNA and protein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 < 0.05).  
Conclusions  Pretreatment with baicalein could protect rat cardiomyocytes from H/R induced 
apoptosis, increase anti-apoptotic protein level of Bcl-2, decrease the pro-apoptotic protein levels 
of Bax and Caspase-3, and down-regulate intracellular calcium concentration. Thes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baicalein can inhibit the apoptosis of cardiomyocytes induced by H/R injury, and its 
mechanism may be related to antioxidant and modulation of intracellular calcium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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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50 

甲状腺功能 (FT3, FT4 and TSH)的生物学变异研究 

 
王朔,赵敏,穆润清,张歆,云科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TSH， FT4和 FT3是甲状腺疾病诊治的重要标志物，生物学变异对他们的临床应用有重要价

值。本文目的是研究他们的生物学变异，并计算参考改变值和个体指数。 

方法  根据 Fraser and Harris 的方法，募集 23 名健康个体，每周同一时间抽血，连续 6 周，收集

血清于 -80℃ 冰箱中，同一批次内双次检测。 

结果  TSH、FT3、FT4 的个体内/个体间生物学变异分别是 18.21%/45.15%、5.24%/6.25%、

3.56%/6.81% ；个体指数（ II）分别为：0.41、1.17、0.62；参考改变值（RCV）分别是

50.78%、20.28%，11.78%.  

结论  我们检测了基于中国人群的 TSH、FT3、FT4 的生物学变异，个体指数小，应用 RCV 评价检

测结果很重要。 

 
 

PU-0451 

稳定表达人源 GRM4 基因的乳腺癌细胞株的筛选及鉴定 

 
林志坚,肖斌,孙朝晖,李林海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510000 

 

目的  构建重组人源 GRM4 基因慢病毒载体，筛选稳定表达 GRM4 蛋白的乳腺癌 MDA-MB-231 细

胞株。 

方法  以 3×Flag-GRM4 非病毒质粒为模板 PCR 扩增 GRM4 基因片段，扩增产物连接到带有绿色

荧光蛋白 GFP 的慢病毒载体表达质粒中，构建重组荧光慢病毒质粒 GFP-GRM4，同时以慢病毒空

载体作为阴性对照组；将 GFP-GRM4 与包装质粒 pMD2.G、psPAX2 共转染 293T 包装细胞中，

24 h 后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荧光蛋白的表达情况及被感染细胞的形态；感染 48 h 后收集病毒上清

液，以病毒上清液感染乳腺癌 MDA-MB-231 细胞，利用嘌呤霉素抗性筛选稳定表达 GRM4 蛋白的

细胞株；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和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细胞系中 GRM4 基因的转录及蛋白表达

水平。 

结果  DNA 测序证实重组慢病毒质粒构建成功；重组慢病毒载体与包装质粒共转染 293T 细胞后，

获得表达 GRM4 的重组慢病毒；乳腺癌 MDA-MB-231 细胞经慢病毒感染、药物筛选后，可在荧光

显微镜下观察到明显的绿色荧光；实时荧光定量 PCR 和 Western blot 结果表明稳定表达株中

GRM4 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成功构建了重组 GRM4 基因的慢病毒表达载体，筛选出稳定表达 GRM4 的人乳腺癌 MDA-

MB-231 细胞株，为进一步明确 GRM4 在乳腺癌的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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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52 

长链非编码 RNA RP11-463O9.5 在胆固醇代谢 

和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许苑君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长链非编码 RNA RP11-463O9.5 对胆固醇代谢的影响及在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中的作

用。 

方法  以人正常动脉内膜组织（对照组）和人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组织（处理组）为研究对象，通过

芯片筛选出差异表达较大的 lncRNA RP11-463O9.5，在组织水平上采用实时定量 PCR 技术验证

lncRNA RP11-463O9.5 在粥样斑块组织中的表达情况。通过荧光原位杂交技术分析 lncRNA 

RP11-463O9.5 在血管平滑肌细胞中的亚细胞定位。构建 lncRNA RP11-463O9.5 慢病毒过表达细

胞组，以感染空载体慢病毒的血管平滑肌细胞作为对照，用 50μg/ml OX-LDL 分别处理过表达组和

对照组 48h，采用油红 O 染色及相关试剂盒定性定量地检测两组细胞内胆固醇含量。采用实时定量

PCR 技术和免疫印迹技术检测 lncRNA RP11-463O9.5 慢病毒过表达组和对照组中与胆固醇代谢相

关基因的表达情况。 

结果  1、与人正常动脉内膜组织比较，lncRNA RP11-463O9.5 在人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组织中的表

达明显上调；2、荧光原位杂交技术表明 lncRNA RP11-463O9.5 在人血管平滑肌细胞的胞浆和胞

核中均有表达；3、过表达 lncRNA RP11-463O9.5 可显著增加人血管平滑肌细胞中由 OX-LDL 诱

导的胆固醇蓄积，其中 lncRNA RP11-463O9.5 过表达组中的总胆固醇和游离胆固醇含量均显著高

于对照组；lncRNA RP11-463O9.5 过表达组较对照组油红 O 染色整体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4、qRT-PCR 和免疫印迹结果表明 lncRNA RP11-463O9.5 过表达组的 PPARγ、ABCA1、

caveolin-1 表达水平较对照组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lncRNA RP11-463O9.5 在人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组中的表达是上调的；过表达 lncRNA RP11-

463O9.5 后可上调人血管平滑肌细胞中的总胆固醇和游离胆固醇含量，下调了胆固醇流出相关基因

的表达水平，提示 lncRNA RP11-463O9.5 基因可作为动脉粥样硬化防治的一个潜在靶标。 

 
 

PU-0453 

同型半胱氨酸、超敏 C 反应蛋白和纤维蛋白原联合检测 

对冠心病的风险评估价值 

 
纪昕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050000 

 

目的  利用 ROC 曲线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评价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纤维蛋白

原（Fibrinogen，Fib）、超敏 C 反应蛋白（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hs-CRP)联合检测

在冠心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CHD）风险预测中的价值。 

方法   检测冠心病组与对照组健康体检者的血清 HCY、hs-CRP、Fib，绘制 ROC 曲线并计算各指

标曲线下面积（AUC），灵敏度，特异性,评价各风险指标和指标组合的风险评估效能。应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评价各指标的危险程度，分别计算各指标组合准确度、特异性和敏感性。 

结果  冠心病组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血清 HCY、hs-CRP 和 Fib 水平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三种检测标志物升高均有患 CHD 的风险，Logistic 回归结果显示危险程度为

Fib>hs-CRP>HCY。血清 HCY、hs-CRP 和 Fib 三项联合检测评估 CHD 的 ROC 曲线 AUC 为

0.909，高于各指标单项检测的 AUC（0.822、0.788、0.849）和两两联合检测的 AUC（0.875、

0.884、0.873），且特异性（90%）和敏感性（81%）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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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清 HCY、hs-CRP 和 Fib 水平与 CHD 的发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三项联合检测与三者单

项检测及两两组合检测相比，HCY、hs-CRP 和 Fib 联合检测风险评估能力最强，诊断准确度最

高，有助于 CHD 的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 

 
 

PU-0454 

Analytical Evaluation of an Latex-enhanced 
Immunoturbidimetric Assay for Measurement of Neutrophil 

Gelatinase-associated Lipocalin 

 
Nan Duan,Dong Xu,Hai-Xia Li,Lu Pang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Objective Serum creatinine is not an sensitive or early biomarker of renal function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Neutrophil gelatinase-associated lipocalin (NGAL) can early detect acute kidney 
injury, and it is suggested to be an ideal biomarker to assessing renal function for patient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analytical characterization an latex-enhanced 
immunoturbidimetric assay for measurement of NGAL. 
Methods 124 healthy volunteers (65 males and 59 females) for routine physical examinations 
who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of reference interval study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5 age groups: 20y-29y, 30y-39y, 40y-49y, 50y-59y and ≥ 60y. Serum NGAL 
levels of these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determined on AU5800 system (Beckman Coulter). We 
evaluated precision, linearity of the assay and determined reference intervals. 
Results The percentage coefficients of variation (CV) of repeatability and within-laboratory 
precision were 7.52% and 8.35% at a mean concentration of 77.20 ng/mL, and 2.40% and 3.59% 
at a mean concentration of 1165.00 ng/mL. Linear range of the method is 52-5284 ng/mL.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t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or among 5 age groups in NGAL values. 
The reference intervals were 52.05 ng/mL - 160.90 ng/mL. 
Conclusions This study provided supports that the assay is a reliable and robust test for 
measuring serum NGAL. 
 
 

PU-0455 

非糖尿病颌面间隙感染患者入院血糖水平 

与住院时间的相关性研究 

 
毛显雅,董晓琪,秦光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310000 

 

目的  探讨非糖尿病颌面间隙感染患者入院时血糖水平与住院时间的相关性研究。 

方法  单中心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9 月至 2017 年 9 月我院收治的 101 例非糖尿病颌面部间隙感染患

者的临床资料，对入院时的实验室指标与其住院时间进行相关性及 Logistic 分析。 

结果  1 相关分析显示住院时间与患者入院时血糖水平呈正相关（r= 0.3453, P=0.0004）、与白细

胞计数呈正相关（r=0.2195, P=0.0273）。校正年龄、性别、体重指数、C-反应蛋白、白细胞计数

后其住院时间仍与入院时血糖水平明显相关（r=0.3176, P=0.0016）。2 把患者入院时血糖水平四

等份分组后，发现其与住院时间明显相关（F=13.66，P<0.01）; 结果显示当入院时血糖水平

>6.30mmol/L 时，其住院时间显著延长。3 按三级综合医院评审考评标准（住院时间≤12 天为合

格），设住院时间≤12 天为 0; 住院时间>12 天为 1，行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入院时血

糖水平与住院时间独立相关 [OR=1.193,  95% CI(1.035-1.374), P=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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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非糖尿病颌面间隙感染患者入院时血糖水平与住院时间独立相关，且入院血糖水平

>6.30mm0l/L 时住院时间明显延长。建议临床医生应合理有效地控制血糖水平，这将改善其预后、

缩短住院时间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PU-0456 

血清 CA125 和 CA15-3 检测在淋巴瘤中的临床价值 

 
徐娜 

云南省肿瘤医院/昆明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650000 

 

目的  探讨定量检测血清肿瘤标志物 CA125 及 CA15-3 水平在淋巴瘤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12 月在云南省肿瘤医院住院的 118 例淋巴瘤患者及 118

例健康体检者的 CA125、CA15-3 水平，比较它们与淋巴瘤分型、分期、化疗前后的关系。 

结果   通过本次对 118 例淋巴瘤患者回顾性分析研究发现 CA125 与淋巴瘤的关系如下：（1）淋巴

瘤患者血清 CA125 水平较正常人高，且有统计学意义。（2）III 期和 IV 期淋巴瘤患者血清 CA125

水平明显高于 I 期和 II 期淋巴瘤患者。（3）血清 CA125 水平在化疗后较化疗前有所下降，而 2~4

周期化疗后，淋巴瘤细胞被化疗药物所杀伤，对周围组织的侵袭性下降，血清 CA125 也随之下

降。故可认为 CA125 可反映淋巴瘤细胞的侵袭性。（4）血清 CA125 在不同病理分型中并无显著

差异，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病例组中霍奇金淋巴瘤例数太少（n=13）,各型淋巴瘤比例不均一，而

使结果产生一定偏差，需增加统计例数后进行统计。 

对于 CA15-3 本次研究发现：（1）淋巴瘤患者血清 CA15-3 水平较正常人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其升高机制目前尚未明确。（2）III 期和 IV 期淋巴瘤患者血清 CA15-3 水平明显高于 I 期和 II

期淋巴瘤患者。（3）血清 CA15-3 水平在化疗后有所升高，分析其原因可能也与 CA15-3 水平可

辅助判断淋巴瘤骨髓浸润状态有关，病例组中部分患者化疗后未缓解并发生骨髓受累而致。 

结论  （1）CA125 可反映淋巴瘤细胞的侵袭性，可以动态监测化疗效果。（2）CA15-3 可提示骨

髓的浸润状态，且对淋巴瘤的分期有提示作用。（3）二者同时检测在淋巴瘤的辅助诊断、临床分

期、疗效观察、提示骨髓浸润等方面有一定的临床价值。（4）化疗后 CA125 降低，CA15-3 升

高，其原因在排除干扰因素后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PU-0457 

同型半胱氨酸水平与缺血性脑卒中神经功能缺损程度的关系 

 
岳晓乐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050000 

 

目的  观察缺血性脑卒中（CIS）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的严重程度与血中同型半胱氨酸（Hcy）水平之

间的关系。 

方法  将 107 例急性 CIS 患者作为患病组，另选同期 107 例行常规体检者为健康对照组。检测 CIS

患者和健康体检者的血 Hcy 水平，并采用 NIHSS 评估 CIS 患者入院时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依照

NIHSS 评分将 CIS 患者分为轻度组、中度组、重度组，以 Hcy 水平>15umol/L 为高 Hcy，比较各

组 Hcy 水平以及组内高 Hcy 患者比例，同时分析神经功能的缺损程度与各因素的相关性。综合治

疗高 Hcy 患者 10d 后进行 NIHSS 评分和 Hcy 水平检测。 

结果  急性 CIS 患者血 Hcy 水平与健康人群血 Hcy 水平相比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随着神

经功能缺损的程度加深，患者的 Hcy 水平逐渐增加，高 Hcy 患者在各组内所占比例依次增大，各

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神经功能缺损度和血 Hcy 水平间呈现正相关性（r=0.046，

P<0.01）。治疗后，高 Hcy 患者的 NIHSS 评分和 Hcy 水平均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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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 Hcy 水平和 CIS 患者神经功能缺损度间呈现正相关性。血 HCY 可作为 CIS 患者神经功能

缺损程度的评估指标及预后监测指标。 

 
 

PU-0458 

MLKL 参与激活 ox-LDL 诱导的 NLRP3 炎性小体活化 

 
吴茜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细胞焦亡是近期发现的一种新的细胞死亡方式，其特征为依赖于半胱天冬氨酸蛋白酶-1 并伴

随着炎症反应的发生。最近的研究发现介导细胞焦亡的重要功能分子 NLRP3 炎性小体与动脉粥样

硬化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混合谱系激酶结构域蛋白（MLKL）是拥有激酶结构域但无激酶功能的

假激酶，有文献报道 MLKL 可通过调节细胞焦亡过程影响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 。我们的前期预实

验结果证明 OX-LDL 可上调 MLKL 表达并促进细胞焦亡。因此本研究拟通过建立 ox-LDL 诱导的人

脐静脉内皮细胞粥样硬化模型，通过过表达/敲减 MLKL，观察 MLKL 是否参与激活 ox-LDL 诱导的

NLRP3 炎性小体活化从而导致细胞焦亡，并影响动脉粥样硬化进程。 

方法  1、首先分别用不同浓度的 ox-LDL 处理 HUVEC，PCR 检测 MLKL、NLRP3、IL-1β 的 RNA

表达水平，Western Blot 检测细胞中 MLKL、NLRP3、caspase-1、pro-IL-1β、IL-1β 的表达水平

和细胞培养上清 IL-1β 的分泌情况；2、MLKL 过表达质粒转染 HUVEC 后使用 ox-LDL 处理细胞，

检测上述指标；3、使用 NLRP3 炎性小体的特异性抑制剂 MCC950 处理细胞，转染 MLKL 过表达

质粒并用 ox-LDL 处理，检测上述指标；4、提高细胞培养体系钾离子的浓度，转染 MLKL 过表达

质粒并用 ox-LDL 处理，检测上述指标。 

结果  1、MLKL、NLRP3、caspase-1、pro-IL-1β、IL-1β 的表达水平随着 ox-LDL 作用浓度的增高

相应增加，IL-1β 的分泌水平同样增高；2、过表达 MLKL 后，ox-LDL 诱导的 IL-1β 的表达及分泌

水平显著提高；3、NLRP3 炎性小体抑制剂处理细胞后，ox-LDL 所诱导 IL-1β 的表达及分泌被抑

制；4、提高细胞培养体系的钾离子浓度，MLKL 参与的 ox-LDL 诱导的 IL-1β 表达及分泌被抑制。  

结论  MLKL 可通过促进胞内钾外流参与激活 ox-LDL 诱导的 NLRP3 炎性小体活化和 IL-1β 分泌，

影响细胞焦亡和动脉粥样硬化进展。 

 
 

PU-0459 

IgM 单克隆丙种球蛋白血症的临床疾病谱： 

18 例临床病例的单中心回顾性研究 

 
李丽,万楠,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回顾性评估检验科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通过血清免疫固定（sIFE）确诊的 IgM 单克

隆免疫球蛋白血症患者血清 IgM 浓度和 IgM 相关性疾病的发生率。 

方法  采用法国 Sebia 公司生产的电泳仪和美国贝克曼库尔特 IMMAGE800 特种蛋白生化仪从

2016 年 1 月到 2017 年 12 月通过 sIFE 检测 IgM 血清浓度，以及轻链的类型，并获得 IgM 单克隆

免疫球蛋白血症患者的临床分型，评估这些患者的临床数据,IgM 血清水平以及临床诊断。 

结果  351 例经过 sIFE 确诊的单克隆免疫球蛋白血症患者中，18 例(5.3%)患者为 IgM 型，平均年

龄 64.4 岁（42-80 岁），平均 IgM 血清浓度为 11.73g/L（0.227–50.03g/L），其中诊断为意义未

明的单克隆丙种球蛋白血症（MGUS）的患者为 1 例（5.5%），Waldenstrom 巨球蛋白血症

（WM）为 3 例（16.7%），B 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 4 例（27.2%），原发性淀粉样变性 2 例

（11.1%），IgM MGUS 相关性肾病 3 例（16.7%），多发性骨髓瘤 3 例（16.7%），慢性淋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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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血病 2 例（11.1%）。Kappa 型轻链提示巨球蛋白血症及 B 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 然而 lambda 

型轻链提示为淀粉样变性及相关性肾病。 

结论  可通过检测血清 IgM 的浓度以及轻链的类型对 IgM 单克隆免疫球蛋白血症进行分型。通过血

清 IgM 的浓度，提高临床 Waldenstrom 巨球蛋白血尿、B 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原发性淀粉样变

性、IgM MGUS 相关性肾病、多发性骨髓瘤、慢性淋巴性白血病以及淀粉样变性等的诊断率。 

 
 

PU-0460 

肌钙蛋白 I 非特异性升高影响因素分析 

 
刘红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261000 

 

目的  探讨免疫比浊法检测血清肌钙蛋白 I 结果非特异性升高的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统计肌钙蛋白 I 非特异性升高疾病及其比例 

结果  选取我院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 月 1 日肌钙蛋白 I 检测结果>5ug/L 的病例 400 例，

经统计，其中 376 例为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其余 24 例（6%）检测结果属非特异性升高。24 例非

特异性升高结果中，5 例（20.7%）冠心病，4 例（16.6%）感染性疾病，3 例（12.5%）自身免疫

病，3 例（12.5%）小儿肺炎，2 例（8.3%）不明原因发热，1 例（4.2%）心律失常，1 例

（4.2%）肠炎，1 例（4.2%）带状疱疹，1 例（4.2%）肌无力，1 例（4.2%）新生儿胆红素血

症，1 例（4.2%）慢阻肺急性加重， 1 例（4.2%）高血压 3 级 

结论   免疫比浊法检测肌钙蛋白 I 结果升高并非只出现在心肌梗死患者中，临床应注意其他疾病中

不同因素引起的肌钙蛋白 I 非特异性升高。 

 
 

PU-0461 

PCT 和 CRP 对脑损伤患者的临床价值 

 
苏莹,万楠,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分析研究降钙素原（PCT）和 c 反应蛋白（CRP）对脑损伤患者的诊断价值，并对其预后进

行评估。 

方法  回顾分析本院神经内科重症病房 2017 年 5 月-2018 年 3 月收治的 81 名神经创伤患者的临床

资料，并以此作为观察组，另选取 50 例非脑损伤的重症患者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 PCT 和 c

反应蛋白水平，分析 PCT，c 反应蛋白与脑损伤的相关性。 

结果  在入院时，PCT 的中位数与脑损伤的严重程度是一致的：轻微脑损伤患者为 0.08ng/ml(0.05-

0.13 ng/ml)，中度脑损伤患者为 0.25 ng/ml (0.11-0.55 ng/ml)，重度脑损伤患者为 0.31 

ng/ml(0.17-0.79 ng/ml)。但是 c 反应蛋白与脑损伤的严重程度无明显相关性。81 例患者中 PCT 和

c 反应蛋白同时升高的占 88%，PCT 正常而 c 反应蛋白升高的占 35.8%。对照组中 c 反应蛋白不

随着 PCT 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升高幅度无相关性，对照组的 PCT 和 c 反应蛋白阳性率 30%，c 反

应蛋白的阳性率为 24%。并且 c 反应蛋白随着 PCT 的升高而升高。脑损伤患者 PCT 和 c 反应蛋白

阳性诊断率均显著高于非脑损伤患者。 

结论  在重症病房期间脑损伤患者的 c 反应蛋白与 PCT 的升高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随着患者损伤

程度的加重，进展为重度感染的危险逐渐增加。PCT 能更加准确的评估疾病的严重程度，并为患

者的临床治疗及预后提供指导，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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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62 

血清免疫固定电泳及血清免疫球蛋白定量测定 

在多发性骨髓瘤诊断和分型中的应用 

 
杨阳,万楠,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探讨血清免疫固定电泳和血清免疫球蛋白定量在多发性骨髓瘤（MM)中的诊断意义和分型中

的应用,以提高其认识和诊断水平。 

方法  应用法国 Sebia HYDRASYS 全自动毛细管电泳仪对我院 50 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进行血清蛋

白电泳、血清免疫固定电泳测定。应用美国 Beckman Immage800 特定蛋白分析仪进行血清免疫

球蛋白测定，并回顾性分析其相关实验室检查资料。 

结果  50 例患者血清蛋白电泳 45 例检出Ｍ蛋白，阳性率为 90%，血清免疫固定电泳均为阳性，免

疫分型 IgGκ12 例，占 24%；IgGλ15 例，占 30%；IgAκ6 例，占 12%；IgAλ8 例，占 16%；

IgMκ2 例，占 4%；IgMλ1 例，占 2%；κ 轻链 2 例，占 4%；λ 轻链 4 例，占 8%；50 例多发性骨

髓瘤患者其分型所对应的 Ig 均明显升高，同时伴其它组分降低，其升高的 Ig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有

明显的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血清免疫固定电泳和血清免疫球蛋白定量对多发性骨髓瘤的诊断及鉴别诊断具有重要的临床

应用价值，是 M 蛋白定性和分型的首选方法。结合血清免疫固定电泳和血清免疫球蛋白定量可提

高对多发性骨髓瘤的诊断和鉴别诊断能力，从而降低多发性骨髓瘤的漏诊率、误诊率。 

 
 

PU-0463 

多种肿瘤标志物的联合检测诊断肺癌的临床价值 

 
俞欢欢,万楠,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验证癌胚抗原（CEA）、鳞癌相关抗原（SCCA）、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细胞

角蛋白 21-1（CYFRA21-1）单独应用在肺癌中的诊断价值并探讨四种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是否可

以提高肺癌诊断的灵敏度。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2018 年 3 月于我院住院、怀疑诊断为肺癌的 118 例患者，根据 CT 及病

理结果， 其中 61 例患者排除了肺癌设立为对照组，57 例患者诊断为肺癌设立为观察组，分别测定

各组 CEA、SCCA、NSE、CYFRA21-1 水平，分析各指标在独诊断肺癌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以及

各指标联合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结果  研究表明观察组患者 CEA、SCCA、NSE、CYFRA21-1 指标水平（12.72±32.48ng/ml，

1.71±2.81ng/ml，26.66±49.73ng/ml，20.77±16.10ng/ml）明显高于对照组（2.87±2.40 ng/ml，

NA，11.47±12.96 ng/ml，2.95±2.04 ng/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各指标单独诊断肺

癌灵敏度最高的为 CYFRA21-1，其灵敏度为 33.05％．特异性最高的为 NSE，其特异性为 79.6

％；而 4 项联合指标检测的灵敏度为 66.66％；特异度为 58.02％。与各项指标单独检测相比，多

项指标联合检测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四种血清肿瘤标志物的联合检测比单独检测诊断肺癌的准确性和敏感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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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64 

血气标本检测结果影响因素及分析要点的探讨 

 
郭蕊 

西安市第八医院陕西省传染病医院,710000 

 

目的  针对影响血气检测结果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同时对血气标本的分析要点进行梳理，为实验

室快速检测提供参考 

方法  对血气样本的采集、抗凝剂的使用、样本气泡对检测结果的影响、样本分析前产生错误的原

因和预防、pH 值正常与酸碱失衡 PaCO2 值升高与原发呼吸性酸中毒、判断原发性改变和代偿性

改变等作了进一步的分析阐述。 

结果  在血气检测中采样点的选择、采样时抗凝剂的使用、患者的状态、采样中注意事项，采样后

的处理等尤为重要，以上细节的改变，血气结果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通过阐述，患者应平静呼

吸，处于稳定状态，采样点首选桡动脉；抗凝剂要选用合适浓度，正确使用，避免因抗凝效果不佳

引起血液凝集，抗凝剂过量而影响离子检测；样本采集时要完全清除动脉导管中的冲洗溶液以免稀

释血样，放慢吸入标本的速度防止溶血，采样后立即清除样本中的气泡同肝素混合，并立即封住针

尖或毛细吸血管两端，防止空气进入，并立即送检，从采血到送检不宜超过 20 分钟，以免血细胞

代谢耗氧，使 PO2 和 PH 值下降 PCO2 升高。若不能立即测定，应将血气标本保存在 2～8℃容器

内，但即使这样待测时间也不宜超过 2 小时。 

结论  通过分析血气样本选择采样点，用物准备，采集样本时患者如何准备，样本采集时注意事

项，采血后处理的分析阐述，对样本结果分析的要点梳理，建议血气样本的采集要规范化操作，并

对检测过程中的诸多干扰因素进行合理分析，确保血气报告的精准性。 

 
 

PU-0465 

脂蛋白（a）等指标联合检测对糖尿病肾病诊断意义 

 
陈卓,万楠,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探讨联合检测测脂蛋白（a），血清胱抑素及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对糖尿病肾病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2 月与我院就诊的糖尿病肾病患者 47 例，单纯糖尿病患者 50 例

及健康体检患者 50 例，分别检测其同型半胱氨酸，血清胱抑素 C 及脂蛋白（a）水平，分析其联

合检测对诊断糖尿病肾病的价值。 

结果   糖尿病肾病组患者的血清脂蛋白（a）为 495.90±362.83mg/L，血清胱抑素 C 为

2.22±1.62mg/L，同型半胱氨酸为 14.50±13.70μmol/L。单纯糖尿病组患者的血清脂蛋白（a）为

116.22±113.13mg/L，血清胱抑素 C 为 0.77±0.27mg/L，同型半胱氨酸为 8.86±3.25μmol/L。健康

体检组患者的血清脂蛋白（a）为 53.75±18.64 mg/L，血清胱抑素 C 为 0.57±0.24 mg/L，同型半

胱氨酸为 5.52±1.33μmol/L。三组病人联合判断，糖尿病肾病组患者血清中的脂蛋白（a），血清

胱抑素 C 及同型半胱氨酸均明显高于单纯糖尿病及健康体检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根据试剂盒参考值范围判断阳性率，糖尿病肾病组三项指标联合检测阳性率为

95.74%，远高于正常体检组。 

结论  同型半胱氨酸，血清胱抑素 C 及脂蛋白（a）联合检测对糖尿病肾病的诊断具有一定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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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66 

月经规律女性 AMH 及 FSH 随年龄的变化规律 

 
吉喆,万楠,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研究月经规律女性抗缪勒氏管激素(AMH)随年龄的变化及与卵泡刺激素(FSH)之间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7 年 9 月-2018 年 3 月就诊于我院月经规律的女性 140 例标本，经查看病史均无不

良嗜好和家族遗传病，按年龄分为 4 组(15-24 岁组,25-34 岁组,35-44 岁组，>45 岁组),检测血清中

的 AMH 及 FSH 水平,分析抗缪勒氏管激素(AMH)及卵泡刺激素(FSH)随年龄的变化规律及其相互间

的关系。 

结果  按年龄分的四组 AMH 水平分别为 6.03±3.06ng/mL、7.55±5.29 ng/mL、1.38±1.62 ng/mL、

0.29±0.89 ng/mL，FSH 水平分别为 6.35±1.23mIU/mL、9.62±14.37 mIU/mL、19.17±29.05 

mIU/mL、32.81±35.30mIU/mL。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清中 AMH 水平逐渐下降，与年龄呈负相关

（r=-0.670，P<0.05），另外 AMH 各组间除 1,2 组和 3,4 组间无差异，其余各组间均有显著性差

异；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清中的 FSH 水平上升，与年龄呈正相关（r=0.340, P<0.05），而除第 4

组与其余各组 FSH 有显著差异外，其余各组间均无显著性差异；血清中 AMH 水平与 FSH 呈负相

关（r=-0.320, P<0.05）。 

结论  通过研究可以看出超过 34 岁，卵巢的卵泡数量则会下降，而下降到一定程度 FSH 才会提示

升高。AMH 与年龄相关性优于 FSH,且 AMH 水平可预测 FSH 水平,可以更早的预测到卵巢功能的

下降。 

 
 

PU-0467 

血浆 N 端 B 型脑钠肽、同型半胱氨酸和脂蛋白 a 检测 

在心力衰竭中的临床应用 

 
李坤,万楠,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探讨血浆 N 端 B 型脑钠肽(NPro-BNP)、同型半胱氨酸（Hcy）和脂蛋白 a（Lpa）检测在心

力衰竭患者中的临床应用。 

方法  选取本院 2014 年 6 月-2018 年 1 月收治的 54 例心力衰竭患者作为观察组，平均年龄为

66.63±19.94 岁，同时选取健康体检者 100 例作为对照组，平均年龄为 55.67±10.62 岁。观察检测

两组患者的血浆 N 端 B 型脑钠肽、同型半胱氨酸和脂蛋白 a 水平。采用 SPSS.22 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 ，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观察组的血浆 N 端 B 型脑钠肽、同型半胱氨酸和脂蛋白 a 结果均高于对照组。观察组血浆 N

端 B 型脑钠肽为 4182.16±5480.15pg/ml，同型半胱氨酸为 15.22±.9.61μmol/L，脂蛋白 a 为

298.17±328.98mg/L，对照组血浆 N 端 B 型脑钠肽为 44.06±24.10pg/ml，同型半胱氨酸为

1.93±7.62μmol/L，脂蛋白 a 为 198.19±147.88mg/L。经校正年龄因素后，心力衰竭患者中血浆 N

端 B 型脑钠肽和脂蛋白 a 仍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两组同型半胱氨

酸结果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同型半胱氨酸与心力衰竭无明显相关性，血浆 N 端 B 型脑钠肽和脂蛋白 a 检测对心力衰竭具

有预测和诊断价值，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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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68 

我国冠心病患者 CYP2C19 基因多态性分布特征的荟萃分析 

 
李苗苗,万楠,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探讨与氯吡格雷代谢相关的 CYP2C19 基因多态性在我国冠心病患者中的分布特征，以及在

地域和种族中的分差异。在临床个体化治疗中为医生提供有力的循证医学证据。 

方法  应用冠心病、CYP2C19 关键词检索 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万

方、维普数据库。根据纳入及排除标准筛选文献，制定数据提取表，提取相关数据。应用随机效应

模型合并同一地区、同一民族 CYP2C19 的 6 种基因型（*1/*1、*1/*2、*1/*3、*2/*2、*2/*3、

*3/*3）的发生率以及氯吡格雷快、中、慢代谢型的发生率。 

结果  共纳入 38 篇相关文献，包括 16981 名冠心病患者，来自 15 个省份和 2 个直辖市。与氯吡格

雷代谢相关的 CYP2C19 的 6 种基因型在中国总体人群中合并的率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因此，根据

不同地域和种族进行亚组分析，判断异质性来源，结果发现 CYP2C19 基因多态性在我国冠心病患

者中有明显的地域和种族差别。在福建冠心病人群中氯吡格雷快代谢基因型（*1/*1）发生率最低

32.74%；山东冠心病患者中氯吡格雷中代谢基因型（*1/*2、*1/*3）发生率最高 58.93%；福建冠

心病患者中氯吡格雷慢代谢型(*2/*2, *2/*3, *3/*3)发生率最高 25.13%。CYP2C19 基因型合并率在

维吾尔族的冠心病患者中无明显异质性。在汉族人群中有明显异质性。快代谢型以维吾尔族冠心病

人群最多见 60.54%，以蒙古族冠心病人群最少见 38.55%；慢代谢基因型以蒙古族冠心病患者最

多见 19.28%，以维吾尔族组冠心病患者最少见 6.93%。 

结论  我国的冠心病患者携带的与氯吡格雷代谢相关的 CYP2C19 基因多态性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和

种族的差异。 

 
 

PU-0469 

血清胱抑素 C 水平与冠心病相关性研究 

 
刘玉薇,万楠,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探究血清胱抑素 C（CysC）与冠心病诊断及冠脉病变程度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340 例于我院心血管内科接受冠状动脉造影术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分为非冠心病组即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组 37 例，冠心病组 282 例，其中冠心病组包括心绞痛患者 134 例、急性非 ST 段

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 82 例、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 87 例，检测患者入院时及冠状动脉造

影术或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PCI）后第二日的血清 CysC 水平，分析 CysC 与冠心病诊断及与冠

脉病变程度的相关性 

结果  1.冠心病患者 CysC 水平（0.72±0.22 mg/L）明显高于非冠心病患者（0.56±0.07 mg/L），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 CysC 水平诊断冠心病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84, 特异度

与灵敏度分别为 70.32% 和 78.38%；冠心病患者组间比较，CysC 水平无明显差异。2.单支血管病

变 者 CysC 水 平 （ 0.63±0.21 mg/L ） 明 显 低 于 双 支 及 多 支 病 变 者 （ 0.72±0.22 mg/L ，

0.75±0.21 m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 CysC 水平与病变部位数呈正相关，相关系

数为 0.227，有统计学意义（P<0.05）。3.接受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的患者术后血清 CysC 水平升

高，但只接受冠状动脉造影的患者血清 CysC 水平无明显变化。 

结论  胱抑素 C 作为冠心病的诊断指标尚显不足，但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密切相关，且可能与 PCI

术后炎性反应有关，可用于辅助评估病情及术后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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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70 

白细胞介素 6、C 反应蛋白、血沉及降钙素原在 

膝关节置换术后的应用分析 

 
齐志丹,万楠,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分析白细胞介素 6(IL-6)、C 反应蛋白(CRP)、血沉(ESR)及降钙素原(PCT)在膝关节置换中的

临床应用和早期感染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2018 年 1 月在沈阳军区总医院骨科初次关节置换术的患者 58 例，年龄

35-65 岁之间，平均年龄 50.5 岁，其中男 40 例，女 18 例。采集患者膝关节置换术前及术后 1

天、3 天、6 天、9 天、12 天血液样本，分别检测 IL-6、CRP、ESR 及 PCT，并对检测结果进行

统计学分析。 

结果  患者术后 1 天、3 天、6 天、9 天、12 天血清 CRP、PCT 与 IL-6 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均在

第三天达高峰（CRP：110.2±38.6 mg/L，PCT：0.5±0.11 ng/ml，IL-6：45.21±19.2 pg/ml），而

后下降，第 12 天时 PCT 与 IL-6 回到正常水平（IL-6：4.25±2.1 pg／ml，PCT：0.04±0.01 

ng/ml），CRP 仍高于正常（6.5±17.2 mg/L）。血沉变化迟于上述三个指标，于术后第六天达峰

（76.3±28.9 mm/h），而后下降，第 12 天未回落到正常范围（56.2±18.3 mm/h）。 

结论  IL-6 是膝关节置换术后的早期检测的敏感指标，动态观察 IL-6、CRP 及 PCT 变化，可以帮

助评估患者术后是否存在术后感染，以此提高膝关节术后的早期感染的诊断率。 

 
 

PU-0471 

甲状腺癌患者血清胱抑素 C 的变化 

 
兰雪玲,徐兰 

辽宁省肿瘤医院,110000 

 

目的  甲状腺癌患者肾功能的变化尚不清楚。目前提倡用胱蛋白酶抑制剂 C 评价肾脏功能及慢性肾

病风险预测。然而，甲状腺功能减退是与慢性肾脏病发展相关的公认风险因素。血清半胱氨酸蛋白

酶抑制剂 C 水平受到甲状腺功能障碍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回顾性研究甲状腺癌患者，良性病变组

及正常对照人群甲状腺激素水平及其与血清胱抑素 C 水平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之间在我院收治住院并经甲状腺手术的 122 个病历，其中

包括经石蜡病理确诊的 89 例乳头状甲状腺癌，33 例良性甲状腺病，并选取 12 例甲状腺功能正常

人群作为对照，其中都为初次确诊患者均排除肾脏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用电化学发光法分别测

三组人群的血清甲状腺刺激素（TSH），游离三碘甲状腺氨酸（FT3）,游离甲状腺素(FT4)及胱抑

素 C(CysC)，并对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1）三组中甲状腺癌组 TSH 值明显高于正常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与 FT3,FT4 无

相关性。（2）甲状腺癌组的血清 CysC 水平较正常组升高，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甲状腺癌患者组的 TSH 明显升高，TSH 与甲状腺癌有相关性，TSH 是甲状腺癌的危险因

素。甲状腺癌患者血清中 CysC 升高。因此，对甲状腺癌患者应避免使用 CysC 评价其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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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72 

The Analysis of Etiology and Risk Factors for 192 Cases  
of Neonatal Sepsis 

 
Ting Xiao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Fujian Longyan First Hospital， Longyan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tiology and risk factors of neonatal sepsi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192 patients with sepsis from August 2013 
to March 2015. One hundred and six healthy neonates were used as the control group.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and ROC curve analysis performed in laboratory 
which indicated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Results The results of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postnatal age, body weight, and parity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neonatal sepsis (𝑃 < 0.5).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postnatal age and parity a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neonatal sepsis (OR were 1.176 and 
0.692, resp., 𝑃 < 0.001). The maximum area underneath the curve (ROCAUC) of soluble CD14 
(sCD14-ST), which was the most indicative biomarker of sepsis diagnostically, was 0.953 wit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93.8% and 84.9%,Escherichia coli,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Streptococcus agalactiae were the main bacterial strains causing neonatal sepsis, while postnatal 
age w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the onset of disease. 
Conclusions sCD14-ST could be a potential useful diagnostic marker for pediatric sepsis. 
 
 

PU-0473 

基于直接 ARMS 比色的快速 SNPs 基因分型新方法 

 
黄丽珍 1,丁世家 2,张玉洪 1,白慧丽 1,赵洁 1,向林果 1,程伟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2.重庆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 

 

目的  个体化用药必须依赖于药物代谢相关的 SNPs 基因型来指导合理用药。但目前的 SNPs 基因

型检测方法均需提取外周血细胞 DNA，限制了其在基层医院或诊所的开展。本文设计了免 DNA 提

取的基于直接 ARMS 的比色新方法用于药物代谢相关基因的快速分型。 

方法  本文针对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基因(MTHFR)C677T 多态性设计了两对含有 G4-DNA 酶茎

环结构的等位基因特异性引物，一对引物的 3’末端核苷酸与正常基因完全匹配来扩增产物，同时阻

止突变基因的扩增；而另一对引物的 3’末端核苷酸则与突变基因完全匹配来扩增产物，同时阻止正

常基因的扩增。使用 KOD FX DNA 聚合酶直接扩增上皮细胞 DNA。在 PCR 扩增的过程中打开茎

环，释放出 G4-DNA 酶结构，可与 hemin 结合形成具有辣根过氧化物酶活性的 DNA 酶，催化底物

ABTS2-产生比色信号。（Fig. 1） 

结果  该方法可免 DNA 提取直接检测低至 200 个白细胞的 MTHFR 基因第 677 位点基因型。用于

30 例口腔拭子检测，该方法与 CFDA 批准的 RFLP-PCR 试剂盒检测结果完全一致，展示了良好的

特异性和临床适用性。 

结论  本文建立了免 DNA 提取的基于直接 ARMS 的比色新方法用于 SNPs 基因型快速、即时检

测，并成功用于口腔拭子中 MTHFR 基因第 677 位点基因型的快速分子检测。该方法是一种简单、

快速的 SNPs 基因分型新方法，可为个体化用药分子诊断的推广应用提供新的技术支持，具有广阔

的临床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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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74 

Identification of key genes and pathways in never smoked 
female lung cancer by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Wei Li,Ke Shi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bjective Smoking is considered to the major risk factor for lung cancer, but only a small part of 
female lung adenocarcinoma patients was associated with smoking. Thus, identifying crucial 
genes and pathways related to non-smoking female lung cancer is of much importance. 
Methods Gene expression profiles GSE19804 and GSE31210 were downloaded from GEO 
database. The R software packages were applied to screen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DEGs). GO term enrichment and KEGG pathway analyses were carried out by using DAVID 
tools. The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PPI) network was constructed by Cytoscape software. 
Results In total, 487 down-regulated and 199 up-regulated DEGs were identified. Down-
regulated DEGs mainly enriched in behavior and response to wounding, and the up-regulated 
DEGs significantly enriched in multicellular organismal metabolic process and cell division. KEGG 
pathway analysis revealed that down-regulated DEGs significantly enriched in cell adhesion 
molecules and neuroactive ligand-receptor interaction, while the up-regulated DEGs mainly 
enriched in cell cycle and p53 signaling pathway. The top 10 hub genes and top 3 gene 
interaction module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PPI network. Subsequently, prognostic analysis of ten 
hub genes was carried out by using the Kaplan Meier plotter online tool. 
Conclusions Our study provides novel insight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pathogenesis of non-
smoking female lung cancer, and these identified DEGs may use as biomarkers for diagnostic 
and treatment. 
 
 

PU-0475 

Hes-1 通过下调骨桥蛋白的表达 

抑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诱导的血管新生的机制研究 

 
卢志锋,胡炎伟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血管新生对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发生发展至关重要且影响斑块的稳定性，然而在血管新生过程

中表达的骨桥蛋白对形成动脉粥样斑块的具体调节机制仍然未知。本文旨在研究骨桥蛋白影响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诱导的血管新生的具体机制。 

方法  通过基因芯片分析、实时荧光定量 PCR 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方法在斑块组织水平上探究骨桥

蛋白和血管新生的相关性，随后构建体外脐静脉内皮细胞模型和体内鸡胚绒毛尿囊膜模型进行验

证。 

结果  基因芯片分析显示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Hairy/enhancer of split homologue-1(Hes-1)的表

达显著降低，而骨桥蛋白表达显著增加。体外实验同时发现在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时间和浓度依赖性

诱导的人脐静脉内皮细胞中 Hes-1 的表达显著降低，而骨桥蛋白表达上调。此外，通过敲减 Hes-1

的表达可以促进人脐静脉内皮细胞中的骨桥蛋白转录表达，从而促进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诱导的血管

形成。相反，过表达 Hes-1 能抑制人脐静脉内皮细胞中骨桥蛋白的表达，从而在体外和体内降低血

管生成。 

结论  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Hes-1 的低表达能显著上调骨桥蛋白的表达水平从而促进血管内皮

生长因子诱导的血管新生。因此，通过靶向促进 Hes-1 表达和抑制骨桥蛋白的表达有望成为预防动

脉粥样硬化患者易损斑块形成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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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76 

帕金森病人自体诱导多潜能干细胞模型建立及移植治疗研究 

 
王学翔,陈晓静,韩发彬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帕金森氏病（PD）是由于中脑多巴胺神经元凋亡引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然而，PD 的动物

模型和体外细胞培养模型极少能全部重现 PD 的临床症状和特异的多巴胺神经元凋亡。研究表明病

人自体体细胞产生诱导多能干细胞（iPS 细胞）是研究 PD 发病机理的理想体外模型。本研究的目

的是构建 PD 病人自体诱导多潜能干细胞体外模型，将其分化成多巴胺神经元，并对其移植治疗作

用进行研究。 

方法  将 PD 病人皮肤成纤维细胞经体细胞重编程产生 iPS 细胞，将此 iPS 细胞分化成神经前体干

细胞和多巴胺神经元。用 6-羟基多巴胺（6-OHDA）损伤法产生 PD 大鼠模型后，将分化的细胞移

植到 6-OHDA 损伤的 PD 大鼠的纹状体。 

结果  我们成功将 PD 病人皮肤成纤维细胞在体外重编程为 IPS 细胞，并将其分化为多巴胺神经

元。将分化的细胞移植 PD 大鼠动物纹状体后，显著改善 PD 大鼠的运动缺陷。 

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病人自体产生的 IPS 细胞可以诱导分化成多巴胺神经元，并在 PD 大

鼠模型中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为筛选 PD 药物和自体移植治疗提供理论和实验依据。 

 
 

PU-0477 

三项指标联合检测在糖尿病肾病中的早期诊断价值 

 
梁涛,张晓宝,张德太,胡丽华,王琳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 

 

目的  探讨 CysC、β2-MG、RBP 三项指标单独检测或联合检测对糖尿病肾病的早期诊断的临床价

值。 

方法  收集 2017.7 至 2018.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确诊为糖尿病的住院

患者标本 306 例，从中筛选出 106 例确诊糖尿病肾病患者标本，并根据肾病程度将其分为 2 组，

即临床糖尿病肾病组 40 例，早期糖尿病肾病组 66 例，此外选择无肾损伤的单纯糖尿病患者 60 例

作为疾病对照组，同时选择同期健康体检者样本作为正常对照组，分别检测各组体内血清 CysC、

BMG、RBP 水平及临床临床常规肾功能指标，分析其与早期糖尿病肾病的关系。 

结果  临床糖尿病肾病组 CysC、BMG、RBP 水平显著高于单纯糖尿病组，早期糖尿病肾病组和正

常对照组（P＜0.05），早期糖尿病肾病组显著高于单纯糖尿病组，而在单纯糖尿病组和正常对照

组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三项指标单独使用时，CysC 的阳性率最高，两项联合检测以

CysC+BMG 最高，三项指标联合检测阳性率高达 95%；ROC 曲线评价 BMG、RBP、Cysc 单独

或联合使用对糖尿病肾病诊断的价值时结果显示：BMG、RBP、Cysc 单独使用时，其曲线下面积

（AUC）分别为 0.863， 0.901，0.777，以 RBP 曲线下面积最大；BMG、RBP、Cysc 两两联合

使用时，BMG 联合 RBP AUC 为 0.915，BMG 联合 CysC AUC 为 0.864，RBP 联合 Cysc AUC 为

0.899，其中以 BMG 联合 RBP AUC 最大；BMG、RBP、Cysc 三者使用时其曲线下面积为

0.912。 

结论  对糖尿病患者的 RBP、BMG、CysC 进行联合检测可提高对临床肾损伤的诊断敏感度，通过

对其水平的高低可判断糖尿病患者肾功能病变及其病变程度，有利于糖尿病肾病的早期诊断，具有

较高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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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78 

KCNN1 蛋白在昆虫细胞 Sf9 中的表达与纯化 

 
黄秀娜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510000 

 

目的  本研究旨在表达及纯化钙激活钾离子通道家族蛋白 1（KCNN1）。 

方法  以重组基因方式构建 pFast-bacI-KCNN1 表达载体，用杆状病毒/Sf 细胞表达系统通过转化、

转染等表达目的蛋白，用 Western-Blot 技术鉴定其 KCNN1 抗原性，用 Ni-IDA-Sepharose CL-6B

亲和层析柱纯化裂解细胞上清中 KCNN1。 

结果  KCNN1 基因在 Sf9 细胞中高效表达，并获得纯化的 KCNN1。 

结论  用杆状病毒/Sf 细胞表达系统成功表达了 KCCN1，可以为深入研究 KCCN1 分子的免疫生物

学功能提供材料。但得率较低，有待后续实验中改进提高。 

 
 

PU-0479 

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在急性冠脉综合征中的临床价值 

 
梁涛,孙瑾,张德太,胡丽华,王琳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 

 

目的  探讨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在急性冠脉综合征（ACS）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随机收集 2017 年 11 月~2018 年 4 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心内科 128 例

冠心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临床分型将其分为急性心肌梗死(AMI)组 86 例，不稳定性心绞痛

（UAP）组 42 例，并进一步将急性心肌梗死组细分为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亚组 62 例，非 ST 段

抬高型心肌梗死组 24 例。此外，根据 GRACE 评分系统将所有入选的急性冠脉综合症患者分层，

分为低危组 46 例，中危组 28 例，高危组 54 例，同步对所有入选患者进行血清 Lp-PLA2以及其他

常规心肌损伤指标进行检测，并收集患者临床信息资料。 

结果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中 Lp-PLA2水平高于不稳定性心绞痛组，且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亚

组患者血清中 Lp-PLA2水平高于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亚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急

性心肌梗死患者传统心肌损伤标志物如 AST、CK-MB 等水平显著高于不稳定性心绞痛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根据 GRACE 评分，高危组中血清 Lp-PLA2、ALT 等传统心肌损伤标

志物水平显著高于中、低危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ROC 曲线分析结果表明，

HsTNI、BNP 曲线下面积大于 Lp-PLA2曲线下面积。 

结论  血清 Lp-PLA2浓度可以用于急性冠脉综合症危险分层，且可以联合 HsTNI、BNP 对 ACS 进

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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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80 

科学城地区青少年患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 

危险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王芳,叶炼,赵政,方堃,邓益斌,陈沂 

四川省科学城医院,621000 

 

目的  探讨多种因素与青少年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发生的关系，为血脂异常防治提供客观依

据。  

方法  选择科学城地区所在的 3 所小学及 1 所中学在校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体检，

并抽取空腹静脉血检测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计算出非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non-HDL-C）水平，并结合其他参数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超重、肥胖以及每天运动量是否达标准是高 non-HDL-C 血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应对肥胖与超重中、小学生常规进行 non-HDL-C 筛查，对于肥胖与超重者，应严格合理膳

食，加强运动，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以降低血脂异常引起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PU-0481 

血清降钙素原（PCT）检测在新生儿感染中的应用探讨 

 
张鸿伟 1,段翠香 2,洪虹 1,张社强 1,杨云春 1,雷广浩 1,熊林怡 1 

1.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650000 

2.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检验系 2015 级医学检验技术专业 

 

目的  探讨血清降钙素原（PCT）检测在新生儿感染诊治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12 月在我院新生儿科诊断为新生儿感染的住院新生儿患者 210 例作为感染

组，并收集同期我院新生儿科诊断为无感染的健康新生儿 210 例作为正常对照组，比较两组血清

PCT 检测结果的差异，并对 210 例感染组根据 PCT 检测结果高低分为三组，其中感染一组

（0.5≤PCT＜2.0 ng/ml）99 例，感染二组(2.0≤PCT＜10.0 ng/ml)70 例，感染三组(PCT≥10.0 

ng/ml)41 例，并比较三个感染组的预后情况。 

结果  210 例感染组与正常对照组血清 PCT 检测结果的 M（P25-P75）分别为 2.3(0.98-5.98)与

0.14(0.11-0.20)，两者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Z=-17.73）；比较 210 例感染组内三个分组的

病情预后，恶化率从 2.9%上升到 7.3%，可见随着 PCT 浓度水平增高恶化率有增高趋势，但经统

计学处理后发现无显著性差异（χ2=0.424，P＞0.05），PCT 浓度水平的高低与患儿的病情预后可

能无明显相关性。 

结论  血清降钙素原（PCT）检测在新生儿感染中 PCT 水平明显升高，可以作为早期诊断儿科感染

性疾病的临床依据， PCT 浓度水平的高低是感染程度和机体反应的综合表现，与患儿的病情预后

可能无明显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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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82 

子痫前期孕妇妊娠不良结局的危险因素分析 

 
李秀娟,蔡建兴,叶辉铭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361000 

 

目的  探讨子痫前期孕妇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相关危险因素，有助于早期预防治疗。 

方法  回顾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2013 年 1 月至 2017 年 7 月间收住院的子痫前期患者 341 例，按照有

无发生孕妇或新生儿严重并发症分为妊娠不良结局组 50 例和良好结局组 291 例，比较两组孕产妇

的一般特征、孕产次、 生化检查、母儿结局等相关指标，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对各种指标进行

分析。 

结果  不良结局组与良好结局组孕妇平均年龄、孕次、分娩方式、剖宫产率、分娩前收缩压、舒张

压、肌酐、尿素氮、总蛋白、甘油三酯、胆固醇、高血压家族史、妊娠合并糖尿病、贫血、B 链感

染、子宫体炎的发生率与良好结局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不良结局组孕妇产次、分

娩孕周、尿酸、血清白蛋白、24h 尿蛋白定量、重度子痫前期的发生率均与良好结局组比较有明显

差异（均 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血清白蛋白，妊娠分娩孕周，产次，入院

时的舒张压，对子痫前期发生不良结局有显著影响（均 P<0.05）；其中产次、舒张压是子痫前期

不良结局发生的高风险因素（OR>1）。 

结论  对子痫前期的孕妇应密切关注其血压、生化指标、并发症的发生情况，预防子痫前期不良结

局的发生。不同孕妇有着不同的自身情况和临床表现。引发子痫的相关因素较复杂，对年龄大、产

次多、血压高、血清蛋白水平低、有合并妊娠糖尿病的高危子痫前期孕妇更应重点关注。重视孕产

前保健知识培训，普及孕产前规律检查，加强宣传疾病防治，提高患者的重视度，针对性实施干预

对策，早发现、早治疗，病情不好应立即结束妊娠，以促进严重并发症发生可能性的降低。 

 
 

PU-0483 

B 细胞连接蛋白在原核细胞中的表达和纯化 

 
张志英,肖斌,孙朝晖,李林海*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510000 

 

目的  利用原核细胞体系表达、纯化 B 细胞连接蛋白。 

方法  构建 pMAL- c5x -BLNK 重组质粒，转化至大肠杆菌 BL21(Plyss)，IPTG 诱导 pMAL-c5x -

BLNK 融合蛋白的表达，通过 MBP 柱亲和纯化获得目标蛋白，进行 12%SDS-PAGE 分析。 

结果  成功构建了 B 细胞连接蛋白的原核表达质粒 pMAL- c5x –BLNK，该质粒在 IPTG 浓度为

0.5mmol/L、温度为 11℃的条件下，可以在大肠杆菌 BL21(Plyss)表达高纯度的 B 细胞连接蛋白。 

结论  本研究在原核细胞表达体系中成功表达并制备了高纯度的 B 细胞连接蛋白，为下一步研究 B

细胞连接蛋白的相互作用蛋白和分子结构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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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84 

Assessment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Ferritin 
Level and the Risk of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Onset 

 
Ling Chen,FUhui Zhang,Tianhua Chen,Qiong Guo,Zhiying Su,Huiming Ye 

Xiamen Maternity and Child Care Hospital， Teaching Hospital of Xiamen University 

 
Objective Anemia is a common complication of pregnancy. Iron supplements taken during 
pregnancy increase maternal iron reserves that can be estimated by serum ferritin (SF) 
concentration.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elevated SF levels may increase the risk of type 2 
diabetes and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GDM). We therefore assess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blood glucose, hemoglobin (HGB), and SF levels in pregnant women at gestational ages 
of 24–28 weeks. 
Methods The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at the Xiamen Maternity and Child Care 
Hospital during 2015. 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 (OGTT) results were performed at 13,932 
women at 24–28 weeks of gestation. These included 2,510 cases of GDM and 11,422 control 
patients exhibiting normal glucose tolerance (NGT). Data from 3,758 pregnant women for whom 
both SF measurements and OGTT results were available were selected to analyze SF and HGB 
indices in GDM and NGT groups. 
Results Fasting and 1- and 2-h postprandial blood glucose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older patients and lower in anemic group (HGB < 110 g/L) than in two other HGB group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identified in 2-h postprandial blood glucose levels between mean 
corpuscular volume groups and in fasting blood glucose levels between mean corpuscular HGB 
concentration groups. The odds ratio corresponding to GDM onset risk in the 20 ≤ SF < 100 
ng/mL group was 0.966 (0.976 after adjustment for age, body mass index, and HGB; P > 0.05).  
Conclusions SF levels below 100 ng/mL do not affect GDM onset risk. 
 
 

PU-0485 

巨淀粉酶血症一例 

 
许冬,关杰,逄璐,金博,焦莉莉,李海霞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100000 

 

目的  患者持续背部紧缩感、腹痛，与进食无关，血淀粉酶明显升高，血脂肪酶正常，尿淀粉酶正

常，影像学检查未见胰腺形态异常，高度怀疑为巨淀粉酶血症。为验证该患者是否为巨淀粉酶血

症，本文从实验室检查方面提供了证据。 

方法  通过测定血淀粉酶、血肌酐及尿淀粉酶、尿肌酐，计算淀粉酶清除率（Cam）/肌酐清除率

（Ccr）比值，并结合聚乙二醇(PEG)沉淀活性测定证实巨淀粉酶的存在。 

结果  该患者淀粉酶清除率（Cam）/肌酐清除率（Ccr）比值为 0.23%<1%，符合巨淀粉酶血症诊

断。与健康对照（12.44%）、急性胰腺炎（23.69%）、非急性胰腺炎患者（11.08%）相比，该患

者经聚乙二醇沉淀后淀粉酶活性下降了 68.04%，虽未达到文献中报道的大于 73%，但与对照组相

比，淀粉酶活性有明显的下降。 

结论  综合该病人的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结果，结合淀粉酶清除率（Cam）/肌酐清除率（Ccr）

比值及聚乙二醇沉淀后活性下降比例，认为该病人血淀粉酶的异常增高是由巨淀粉酶血症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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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86 

TTDA 蛋白与胶质瘤临床相关性分析 

及其调控细胞凋亡的具体机制研究 

 
白焕兰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蛋白 TTDA 是否有作为诊断标志物的可能？研究 TTDA 影响胶质瘤发生发展的具体机

制。 

方法  采用基因芯片分析、生物信息学分析、实时荧光定量 PCR、蛋白质印迹法、免疫组织化学染

色、胸腺嘧啶核苷类似物（EDU）检测法、TUNEL 检测法、JC-1 染色法等实验方法进行研究。 

结果  基因芯片筛选人脑胶质瘤组织和癌旁组织中差异表达的蛋白，发现人脑胶质瘤组织中 TTDA

上调。对 TCGA 数据库中胶质瘤基因表达数据进行生存分析发现，TTDA 高表达组生存周期显著短

于低表达组。实时荧光定量 PCR、蛋白质印迹及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均显示在人脑胶质瘤组织

中 TTDA 蛋白表达显著上调。胶质瘤细胞中过表达 TTDA 抑制细胞凋亡，促进细胞增殖；RNAi 敲

减胶质瘤细胞 TTDA 后，细胞的增殖显著受抑，凋亡显著增加。JC-1 染色结果显示敲减 TTDA 的

胶质瘤细胞中线粒体膜电位减少，而过表达 TTDA 后结果反之。蛋白质印迹检测证实，胶质瘤细胞

中 TTDA 表达下调，Bcl2 的表达也显著下降，而 P53、Bax、Active-caspase3 的表达均显著上

升；TTDA 蛋白表达上调时，Bcl2 的表达亦增加，P53、Bax、Active-caspase3 表达则显著减少。

回复试验表明胶质瘤细胞中 TTDA 蛋白主要通过抑制 P53、Bax 和促进 Bcl2 表达，进而抑制

Caspase3 蛋白活化，从而抑制细胞的凋亡。 

结论  胶质瘤组织中 TTDA 蛋白表达升高，与肿瘤增殖显著相关。TTDA 蛋白通过 P53-BCL2/BAX

通路抑制胶质瘤细胞凋亡。TTDA 可能作为胶质瘤的潜在诊断标志物。 

 
 

PU-0487 

慢性乙肝患者血清腺苷脱氨酶、铜蓝蛋白水平 

与肝细胞损伤程度的关系 

 
郑青 

海口市人民医院 

 

目的  讨论慢性肝病患者血清铜蓝蛋白（CER）、腺苷脱氨酶（ADA）水平与肝细胞损害程度的相

关性。 

方法  临床诊断符合 2000 年全国病毒性肝炎学术会议订正的《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患者 117

例，根据分型标准分为慢性乙肝组 75 例；肝炎性肝硬化组 25 例；原发性肝癌组 17 例， 另外选取

年龄 20~65 岁健康体检者 42 例为正常对照组。分别运用免疫比浊法与过氧化物酶测定各组

CER 、ADA 含量，剖析不同组别血清 CER、ADA 浓度与肝细胞损害程度的相关性。 

结果   慢性肝炎发展至肝硬化乃至肝癌进程中，ADA 水平逐渐上升：正常对照组>慢性乙肝组>肝

炎性肝硬化组>原发性肝癌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血清 CER 水平

明显低于原发性肝癌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慢性乙肝→肝硬化→肝癌疾病进程中，肝细胞受损是一个渐进性的演化过程，在此过程中，

血清 ADA 程度水平渐进增高，表明患者肝脏损伤程度逐渐加重,储备、合成及分解功能逐步降低。

因此实时有效监控慢性肝病患者血清 ADA 水平，对疾病的治疗及预后具有极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而 ADA 与 CER 联检则有利于肝硬化及原发性肝癌的鉴别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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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88 

HNF1α 基因克隆、表达及其在胰腺癌中的临床意义 

 
罗招凡 1,郑上游 2,赵书琴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 

2.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  克隆人的 HNF1α 基因，构建其真核表达载体；比较胰腺癌细胞株 SW-1990、PANC-1、

BxPC-3 中 HNF1α mRNA 及胰腺癌组织中 HNF1α 蛋白表达水平，探讨 HNF1α 在胰腺癌发生发展

中的可能作用和临床意义。 

方法  提取胰腺癌细胞 SW-1990、PANC-1、BxPC-3 总 RNA，用 RT-PCR 方法扩增 HNF1α 基

因,PCR 产物及 pcDNA3.1 (+)经 EcoRI/XhoI 双酶切后，用 T4 DNA 连接酶连接，连接产物转化细

菌后挑选克隆，进行测序鉴定。通过 Real-time PCR 比较 HNF1α mRNA 在胰腺癌细胞株 SW-

1990、PANC-1、BxPC-3 中的表达量；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比较不同病理分化程度、不同

TNM 分期胰腺癌组织中 HNF1α 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DNA 测序结果显示 HNF1α 基因片段全长为 1914 bp，与已发表的 HNF1α 同源性为 99%；

HNF1α mRNA 在胰腺癌细胞株 BxPC-3 中表达最高，其次为 PANC-1 及 SW-1990；HNF1α 蛋白

在胰腺癌组织中表达水平明显低于癌旁组织，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在胰腺癌组织中

的表达水平与病理分化程度明显相关，分化程度越低，表达越低(p＜0.05),而与胰腺癌的 TNM 分期

无关(P>0.05)。 

结论  本实验成功克隆 HNF1α 基因及构建 pcDNA3.1-HNF1α 重组真核表达质粒；HNF1α 蛋白表达

水平与胰腺癌病理分化程度呈显著正相关。 

 
 

PU-0489 

三种方法检测 24h 尿中 3-甲氧基 

-4 羟基苦杏仁酸的方法学评价分析 

 
张瑞,程晓东,胡玉皎,郝晓柯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3-甲氧基-4 羟基苦杏仁酸(3-methoxy-4-hy-droxy-mandelic acid，VMA)是肾上腺髓质、交感

神经节等部位的嗜铬细胞分泌的儿茶酚胺类（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激素的主要代谢

物。尿中 VMA 的测定可间接反应体内儿茶酚胺的分泌，对肾上腺髓质增生的诊断也有着重要的临

床意义。如何快速简便准确的测定 VMA 是目前面临的挑战之一。本文考察分析了分光光度计法，

均相酶免疫法和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三种方法在 24 小时尿液 VMA 检测中的应用，为相关疾病的

有效诊断防治提供更为科学依据。 

方法  选取我院 2018 年 3 月-4 月疑似嗜铬细胞瘤患者 23 例，同期健康体检者 130 例为健康对照

组，采用三种方法分别进行检测。分光光度计检测法： 2mL 尿加入 100µL 浓盐酸和 4mL 乙酸乙

酯，振荡混匀 4min，提取上清液，加入 3mL 碳酸氢钾，振荡混匀 4min，取下层 2mL，加入 1mL

重氮试剂和 4mL 三氯甲烷，振荡混匀 4min，取下层 3mL 加入氢氧化钠，振荡混匀 4min，取上清

于紫外分光光度计 520nm 检测。均相酶免疫法：试剂盒购于博源医疗，采用日立 7600 生化分析

仪直接测定。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尿液 200µL 加入含内标的乙腈溶液 300µL，振荡混匀 10s，

15000 转离心 3min，取上清于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上进行检测，2min 内即可完成检测。 

结果   分光光度计检测法：CV<23.6%；均相酶免疫法：线性范围：2-200mg/L， r>0.990, 

CV<10.0%;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线性范围：0.01-5 mg/L, r>0.9993, CV<3.7%。 

结论  分光光度法测定 VMA 耗时复杂易受其他物质的干扰，重现性、精密度和准确度较差，假阳

性率高；均相酶免疫法自动化程度高，重现性较好，精密度和准确度尚可，存在假阴性的结果；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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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色谱质谱联用法快速简便，重现性、精密度和准确度高，不易受其他物质干扰假阳性和假阴性率

都最低。 

 
 

PU-0490 

尿液 8-oxo-Gsn 和 8-oxo-dGsn 

对 HBV 感染引起肝损伤程度 的价值评估 

 
徐新民 1,翁卿华 2,郭杰 1,方茜 1,李翔宇 2,陈哲 2,蔡剑平 2 

1.北京地坛医院,100000 

2.卫生部北京医院 

 

目的  探讨尿液中核酸氧化指标 8-oxo-Gsn 和 8-oxo-dGsn 对 HBV 感染引起肝损伤程度的评估价

值。 

方法  收集我院 94 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行超声引导下肝穿刺活检前的尿液和 95 例健康者的随机尿

液，采用液相质谱（LC-MS/MS）的方法分析尿液中 DNA 氧化指标 8-oxo-dGsn 和 RNA 氧化指标

8-oxo-Gsn，并结合病理结果和生化指标（ALT 和 AST），分析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通过 ROC

曲线评估二者对肝损伤程度的预测价值。 

结果  肝脏炎症程度高的患者（G2-G4）尿液中 RNA 氧化指标 8-oxo-Gsn 显著高于炎症程度低的

患者(G0-G1)（4.98 VS 3.72，p=0.028），尿液中 RNA 氧化指标 8-oxo-Gsn 对肝脏炎症程度有较

好的预测价值（敏感度为 82.4%，特异度为 75%，AUC=0.813），对纤维化程度有较好的预测价

值（敏感度为 83.3%，特异度为 77.1%，AUC=0.824）。 

结论  尿液中 RNA 氧化指标 8-oxo-Gsn 对 HBV 感染引起的肝损伤程度评估有较好的预测价值。 

 
 

PU-0491 

颠倒混匀对解冻血清生化结果的影响 

 
车翔林,李明伊,余超 

武汉协和医院,430000 

 

目的  探讨手动颠倒混匀次数对解冻血清生化结果的影响，以及冷冻标本复融 25 分钟后检测是否适

用，以形成一个标准化或统一的混匀次数及复融时间，满足日常工作需要。 

方法  将随机收集 100 例病人血清 180ml，充分混合混匀后平均分配到 360 个 EP 管内，置入-20℃

冰箱冷冻过夜。检测 TBIL、ALT、AST、ALB、BUN、CREA、NA+、K+、GLU、CHOL、TRIG、

hsCRP。次日,取 10 个 EP 管垂直放置,肉眼观察以冰晶消失判断为完全溶解所需时间。以复融 60

分钟后滚筒式混匀器混匀 5 分钟（50rpm）为标准混匀。实验组：1)不混匀标本检测;2) 将水平放

置复融 60 分钟后的 240 个 EP 管由 20 名实验人员按颠倒 2，4，6，8，10，20 次混匀）检测;3) 

将垂直放置复融 60 分钟后的 60 个 EP 管由 5 名实验人员上述方法混匀后检测;4) 将复融 25分钟的

12 个（6 个水平放置+6 个垂直放置）EP 管由 1 名实验人员按上述方法混匀后检测。 

结果  1）室温复融所需时间约 25 分钟；2）不混匀标本与标准混匀结果有统计学差异（p<0.05）,

且具有临床差异。3）水平放置复融 60 分钟后的冰冻血清，在颠倒混匀 2 次后，仅 ALB 有统计学

差异,且偏倚范围是-2.3%~1.2%，其绝对值大于 ALB 的 BC(2%)，故有临床差异。因此，颠倒混匀

2 次，人员间有差异，而混匀 4 次以上，则没有人员的差异。4）垂直混匀，颠倒混匀两次，人员

间有差异，但混匀 4 次及以上则没有差异。5）在复融 25 分钟后，在经历 4 次颠倒混匀后均能达到

充分混匀的状态。 

结论  冰冻血清在室温下至少复融 25 分钟，复融标本检测前必须混匀，任何实验人员对其颠倒混匀

4 次后均能使其达到充分混匀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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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92 

sdLDL-C、non-HDL-C 等指标在冠心病严重程度评估中的应用 

 
林炜炜,李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200000 

 

目的  研究分析冠心病变严重程度与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sdLDL-C)、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non-HDL-C)、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甘油三酯

（TG)、总胆固醇（TCH)之间的关系。 

方法  收集 162 例冠脉造影后有冠状动脉狭窄患者(男 106 例，女 56 例)的临床资料及静脉血，根据

临床诊断结果分为急性冠脉综合症组(ACS)和稳定性心绞痛组(SAP)，以同期 50 例体检者作为健康

对照组，检测患者组及健康组 sdLDL-C、LDL-C、HDL-C、TG、TCH。并通过 Frost 法计算出

non-HDL-c。统计分析各组间的关系。 

结果   (1) SAP 组 sdLDL-C、non-HDL-C、LDL-C 水平较健康组有增高，HDL-C 水平较健康组有

偏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ACS 组 sdLDL-C、non-HDL-C 水平明显高于 SAP 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LDL-C、TCH 、TG、HDL-C 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3)ACS 组（1.12±0.48mmol/L）、SAP 组(0.83±0.43mmol/L），与健康对照组之间 sdLDL-C

（0.32±0.28mmol/L）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高浓度的血清 sdLDL-C 及 non-HDL-C 水平是急性冠脉综合症组(ACS)的危险指标。血清

sdLDL-C 浓度与 non-HDL-c 水平之间有一定相关性。血清 sdLDL-C 和 non-HDL-c 同时检测是评价

和预测冠心病病变严重程度的可信且敏感的指标，尤其是 sdLDL-C 与冠心病病变程度密切相关。 

 
 

PU-0493 

血清甘胆酸检测在肝脏疾病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杨旺,向学优,胡娟,周勇军,李龙平,王新华 

益阳市中心医院,413000 

 

目的  探讨血清甘胆酸（Cholyglycine, CG）检测在肝脏疾病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 2017 年 3 月- 2018 年 3 月在我院治疗的 116 例肝病患者作为研究组，其中慢性肝炎患

者 30 例、急性肝炎患者 25 例、肝硬化患者 35 例、肝癌患者 26 例，选取同期 60 例健康体检者作

为对照组。检测各组血清 CG 及总胆汁酸（TBA）、谷氨酰转肽酶（GGT）、谷草转氨酶

（AST）、谷丙转氨酶（ALT）等肝功能指标，探讨血清 CG 等指标在肝病损害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及相关性。 

结果  慢性肝炎组、急性肝炎组、肝硬化组和肝癌组的 CG、TBA、GGT、AST、ALT 均明显高于

健康对照组（P＜0.01），其中 CG 升高最为显著。慢性肝炎组、急性肝炎组、肝硬化组和肝癌组

CG 与 TBA 呈显著正相关（R 分别为 0.893、0.725、0.722、0.845， P 值均＜0.01），与 ALT 均

未见相关性。 

结论  血清 CG 水平是评价肝细胞受损最可靠和最敏感的标志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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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94 

广州地区孕妇碘营养状态与甲状腺功能减退的关系分析 

 
陈小娟,邱敏娟,刘非,高飞,肖燕青,李飞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510000 

 

目的  了解广州地区妊娠期妇女的碘营养状况，分析其与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关系，为妊娠期合理

补碘提供参考。 

方法  随机选取 2017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于我院产科门诊进行产检的孕妇 4986 例，对其空腹血

清促甲状腺激素（TSH）、游离甲状腺激素（FT4）、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及尿碘

（UI）水平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4896 例孕妇尿碘水平为 5-1476ug/L，中位数为 179.3ug/L，碘缺乏、碘适量、碘超足

量、碘过量的发生率分别为 39.93%、28.42%、18.99%、12.66%；（2）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甲

减）、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亚甲减）、及低 T4 血症的发生率分别为 0.14%、0.62%、

2.05%，比较三组甲状腺疾病在不同水平尿碘发生率无明显相关（P＞0.05）；（3）TPOAb 的阳

性率为 24.11%， 比较 TPOAb 在三组甲状腺疾病中的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

中在甲减中的阳性率最高为 71.4%。 

结论  广州地区孕妇普遍存在碘缺乏状态及部分存在甲状腺功能异常，妊娠期应该筛查甲状腺功能

及碘营养状况，合理补碘。 

 
 

PU-0495 

NT-proBNP 与脑梗死的关系探讨 

 
周林华 

云南省 

 

目的  由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心脑血管疾病不断增加，现代医学研究已经证实急性脑梗死(Acl)

是致死率、致残率较高的常见病之一，严重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安全，增加了整个社会的

负担。N 端脑钠肽前体是一个较新的检测项目，应用范围有限，主要用于心、肺衰竭的诊断和治

疗，但在实际工作中，多种血管疾病均可见到升高的检测结果，尤以脑梗死升高更为明显，所以，

本室进行 探讨 N 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与脑梗死的关系。 

方法  选取健康者 50 例健康人群作为对照组，随机选取排除可引起 BNP 升高的心衰、心绞痛、急

慢性肾功能不全、肿瘤、自身免疫等疾病的脑梗死患者 50 例作为实验组做回顾性分析，比较两组

之间的 NT-proBNP 水平差异来分析 NT-proBNP 与脑梗死的关系。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患者血清中的 NT-proBNP 水平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ROC 曲线显示脑梗死组曲线下面积为 0.965，标准误为 0.021，P 为 0,小于

0.05,95%置信区间 0.923∽1.006。当检测值达到临界点数值 211.0 pg/ml 时，敏感度达到 94%，特

异度接近 100%。 

结论  脑梗死患者血清中 NT-proBNP 浓度升高, 说明 NT-proBNP 的定量检测应用于临床诊断脑梗

死方面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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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96 

两种炎症因子在肝硬化 

合并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中的预后价值比较 

 
罗浩元 

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比较血清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和 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水平

的下降率在肝硬化合并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spontaneous bacterial peritonitis，SBP）疾情中的

预后评估价值。 

方法  选择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收治的肝硬化腹水并发自发性

细菌性腹膜炎住院患者 112 例，根据治疗结局将患者分为存活组 85 例和死亡组 27 例，监测患者

入院 0h、48h、72h 和第 5、7 天血清 PCT 和 CRP 浓度，计算 PCT 和 CRP 的水平下降百分比，

比较 PCT 和 CRP 的水平下降率在 SBP 疾病中的预后判断价值。 

结果  死亡组患者入院各监测时间点的血清 PCT 浓度水平均明显高于存活组（均 P<0.05）；存活

组患者入院 48h、72h 和第 5、7 天的血清 PCT 水平下降率均明显高于死亡组（均 P<0.05）；死

亡组患者入院各监测时间点的血清 CRP 浓度水均高于存活组，两组除了入院 0 小时 CRP 水平比较

无统计学意义（P=0.082）外，其余各监测时间点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存活组

入院 48h、72h 和第 5、7 天的血清 CRP 水平下降率均明显高于死亡组（均 P<0.05）；两组除了

入院 48 小时 CRP 水平下降率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901）外，其余各时间点比较，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 PCT 和 CRP 的水平下降率对疾病

的预后，各监测时间点 PCT 水平下降率的曲线下面积（AUC）均大于同时期 CRP 下降率，入院 5

天 PCT 下降率的曲线下面积（AUC=0.926）最大，水平下降率的截断值为 35.2％，灵敏度和特异

度分别为 93.9％、94.6％。 

 

结论  持续高血清 PCT 和 CRP 浓度均可提示 SBP 病情预后不良，PCT 水平下降率对 SBP 的预后

价值优于 CRP 下降率，以入院 5 天 PCT 水平下降 35.2％对 SBP 病情的评估预后具有重要临床意

义。 

 
 

PU-0497 

张家港地区妊娠妇女红细胞叶酸水平调查 

 
孙建方 

张家港市妇幼保健所 

 

目的  对妊娠期建卡孕妇实时跟踪检测早、中、晚期红细胞叶酸水平，探讨红细胞叶酸水平在孕期

的变化，合理补充叶酸，确保孕期营养均衡，结合叶酸基因检测，全方位对孕妇孕期保健提供科学

诊断依据。 

方法  采用 BECKMAN COULTER Access2 化学发光免疫测定方法，用于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或红细

胞叶酸水平。 �基因检测，全方位对孕妇孕期保健提供科学诊断依据。 

结果  通过对孕早期 666 例、孕中期 666 例、孕晚期 666 例孕妇分别检测其红细胞叶酸水平，从检

测数据来看，张家港市孕妇总体红细胞叶酸水平在正常范围，孕早期相对中晚期稍低。 

结论  张家港市孕妇红细胞叶酸水平处于相对可控范围，孕早期相对略低可能与主动服用叶酸的频

率有关，建卡后在医生的干预下叶酸水平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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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98 

24 小时尿 VMA、E、NE、DA 含量检测 

在嗜铬细胞瘤临床诊断中应用价值的比较研究 

 
张丽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探索尿香草扁桃酸（Vanillymandelic Acid, VMA）和尿肾上腺素（Epinephrine, E）、去甲肾

上腺素（Norepinephrine, NE）、多巴胺（Dopamine, DA）等在嗜铬细胞瘤患者中分泌的一般规

律及评估这些物质作为嗜铬细胞瘤辅助诊断指标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5 月由我院收治的 214 例肾上腺疾病患者的 24 小时（24h）尿液样本，分别

检测尿液样本中香草扁桃酸、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等指标的含量，并对这些指标的检

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嗜铬细胞瘤组尿 VMA 和尿 E、NE、DA 水平显著高于其它肾上腺疾病组（P<0.05）。VMA

在嗜铬细胞瘤诊断中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57，灵敏度为 78.9%，特异性为 92.6%，显著优于

E、NE、DA 这三个指标的诊断效能，与 E+DA+VMA 联合检测的诊断效能相差较小。 

结论  24h 尿 VMA 检测结果可以作为辅助诊断嗜铬细胞瘤的良好指标。 

 
 

PU-0499 

均相免疫检测 17-KS、17-OHS、VMA 

在肾上腺疾病诊断价值的探讨 

 
张丽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探索尿 17-羟皮质类固醇、17-酮类固醇、香草苦杏仁酸等肾上腺皮髓质尿代谢物各项指标在

肾上腺疾病中不同类型中表达的一般规律及辅助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5 月在我院住院的 214 例肾上腺疾病患者的 24h 尿液样本，检测尿液样本的

17-KS、17-OHS、VMA 等指标，按照肾上腺不同疾病类型进行统计分析，比较 17-KS、17-

OHS、VMA 指标在各组间差异。 

结果  PH 值对尿中 17-KS、17-OHS、VMA 的水平测定有影响，17-KS 水平在原发醛固酮增多症

组的中位数为 6.52mg/24h ，17-KS 在各个组的水平差异显著（P<0.01）； 17-OHS 水平在库欣综

合症的中位数为 5.36mg/24h ，17-OHS 在肾上腺疾病的各个组的水平差异显著（P<0.01）,；

VMA 水平在嗜铬细胞瘤组的中位数水平为 21.05mg/24h，在肾上腺疾病的各个组的水平差异显著

（P<0.01） 

结论  均相免疫检测 17-KS、17-OHS、VMA 在肾上腺疾病的鉴别诊断中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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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00 

基于 G 四联体 DNAzyme 的融合基因 

PML/RARα ECL 猝灭检测新方法研究 

 
卞心彤,郭斌,赵敏,丁世家 

重庆医科大学,400000 

 

目的  构建一种基于 G 四联体 DNAzyme 电致化学发光 （ECL）信号猝灭的融合基因 PML/RARα

简单、快速、灵敏、稳定、高效的检测新方法。 

方法  本项目利用靶分子诱导的 DNA 纳米镊子自组装技术，并在 DNA 纳米镊子顶端设置分离的 G

四链体，从而建立基于 DNA 纳米镊子开关控制和 G 四联体/Hemin 诱导的 ECL “off-on” 信号转换

（图 1A）。其机制为（1）DNA 纳米镊子开启，Hemin 处于游离状态，增强 Ru（bpy）3
2+ ECL 信

号输出；（2）DNA 纳米镊子关闭，G 四联体 DNAzyme 形成，抑制 Ru（bpy）3
2+ECL 信号输

出。并通过在电极界面形成高导电率的 DNA-Ru（II）-Chitosan 生物膜结构增强信号输出的稳定

性。由此建立 PML/RARα 融合基因检测新策略。 

结果  本研究在电极界面成功实现了 G 四联体 DNAzyme 对联吡啶钌 ECL 信号猝灭作用，从而构

建了简单、快速、灵敏、稳定、高效的生物传感器用于对融合基因 PML/RARα 的检测：（1）发展

了 Hemin 低浓度下共反应增强新体系，并探究了其在 0.2nM-2.4nM 的线性关系，相较于其他相关

联吡啶钌的 ECL 信号增强共反应剂检测体系，Hemin 体系实现了低浓度、高效、无毒、简易的共

反应增强效应（图 1 B、C）；（2）该策略检测 PML/RARα 的线性范围为 1fM-1nM，最低检测限

低至 0.125fM，相较于其他 PML/RARα 融合基因检测体系，检测限降低 300 倍（图 2 A、B）； 

（3）本策略在检测融合基因分型（S、V、L）及单纯 PML、RARα 基因方面展现了极佳的特异性

（图 2 C、D）；（4）本研究结果具有良好的精密度及重复性（表 1）。 

结论  本研究在发展 Hemin 共反应效应和 DNA-Ru（II）-Chitosan 生物膜基础上，通过靶物质诱导

的 DNA 纳米镊子自组装技术实现了对 PML/RARα 融合基因的快速、高效、超灵敏检测， 并对 Ru

（bpy）3
2+ ECL 反应体系的机制进行了深入探究。以上结果表明这一新方法具有巨大的潜在应用前

景。 

 
 

PU-0501 

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P-选择素 

及 D-二聚体在冠心病中的应用研究 

 
于北凯 

潍坊市中医院,261000 

 

目的   探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患者体内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P-选择素及 D-二聚体

的水平及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课题研究期间来我院就诊的符合条件的冠心病患者，按病情分为稳定性心绞痛（SA）

组、不稳定性心绞痛(UA)组、急性心肌梗死(AMI)组，选取同期来院体检的心脏检查无异常者为健

康对照组。检测各组 sdLDL-C、P-选择素、D-二聚体等指标的水平。 

结果  冠心病患者 sdLDL-C、P-选择素和 D-二聚体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各组间差异也均有统

计学意义。 

结论  sdLDL-C、P-选择素及 D-二聚体与冠心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对冠心病的早期诊断及病

情监测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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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02 

Long non-coding RNA CTC-497E21.4 acting as a novel 
serum diagnostic biomarker in gastric cancer 

 
Ming Cui,Wei Zong,Rongrong Ji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Gastric cancer (GC) i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common cancers, an increasing volume 
of data now demonstrates that the dysregulation of lncRNAs are involved in a variety of human 
cancers, including GC. To identify whether lncRNA CTC-497E21.4 is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the 
diagnosis of GC. 
Methods Total RNA in 244 specimens from GC patients, benign gastric lesion and healthy 
controls was extracted. The levels of CTC-497E21.4 were measured using real-time reverse 
transcriptase-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alysis, The potential association between CTC-
497E21.4 levels and patients’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were analyzed. A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was constructed for differentiating GC patients from controls. 
Results Expression levels of CTC-497E21.4 were up-regulated in GC patien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and benign gastric lesion (P<0.001), but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 between 
healthy controls and benign gastric lesion (P=0.9026). Serum CTC-497E21.4 levels in GC 
patients were markedly higher compared with postperative levels (P=0.0021) and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CTC-497E21.4 were associated with tumor depth (P=0.013), lymphatic metastasis 
(P<0.001) and tumor size (P=0.026). 
Conclusions CTC-497E21.4 may be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the diagnosis of GC. 
 
 

PU-0503 

MYOC 基因 C1009del 突变 

对人小梁网细胞外基质蛋白 表达的影响 

 
李萍,许涛,谢小兵,张贞,胡燕,苏敏,那婧婧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10000 

 

目的  研究小梁网糖皮质激素诱导反应蛋白（myocilin，MYOC）基因 C1009 缺失突变（MYOC-

C1009del）对体外人小梁网细胞（小梁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蛋白的表达影

响。 

方法  针对 MYOC 基因野生型及 C1009del 突变型分别构建慢病毒质粒载体 pLVX-3FLAG-MYOC-

EGFP（简称 rLV-MYOC）和 pLVX-3FLAG-MYOC-mut-EGFP（简称 rLV-MYOC-mut）。慢病毒

质粒经包装和纯化后体外感染人小梁网细胞，以空白小梁细胞及感染空质粒病毒的小梁细胞作为 2

组空白对照，分别感染 rLV-MYOC 和 rLV-MYOC-mut 的小梁细胞作为实验组，感染 48 h 后用于后

续功能实验。采用荧光定量 PCR 技术检测小梁细胞中 ECM 的 mRNA 表达情况；采用 western-

blotting 技术分别检测小梁细胞中以及细胞培养液中 ECM 的蛋白质表达情况。 

结果  与感染 rLV-MYOC 的小梁细胞相比，感染 rLV-MYOC-mut 的小梁网细胞中弹性蛋白、胶原

蛋白Ⅰ、层黏连蛋白以及 α2-平滑肌蛋白在 mRNA 水平上的表达均显著升高（p<0.05）；western-

blotting 结果显示感染 rLV-MYOC-mut 的小梁网细胞其 α2-平滑肌蛋白的表达量显著高于野生型细

胞（p<0.05），而在突变型小梁细胞培养液中 α2-平滑肌蛋白的表达量显著低于野生细胞。具有降

解 ECM 作用的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MMP），如 MMP1、MMP2、MMP3

在 mRNA 水平没有显著性改变（p>0.05），而 MMP 的抑制剂（tissue inhibitor, TIMP），如

TIMP2 在 mRNA 水平显著升高（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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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C1009del 突变可影响小梁细胞中部分 ECM 蛋白的表达及其分泌过程，这可能是导致房水循

环障碍、眼压升高进而出现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的发生机制。 

 
 

PU-0504 

肾损伤标志物在儿童过敏性紫癜性肾炎中的应用价值比较 

 
谢连志,练明建,林晖,洪国粦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评价早期肾功能损伤标志物随机尿微量白蛋白（mALB）、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 ACR)、

尿蛋白（UTP）、ɑ1 微球蛋白（ɑ1-microglobulin，ɑ1-M）、β2 微球蛋白（β2-microglobulin，

β2-M）、尿视黄醇结合蛋白( URBP)、尿 N-乙酰-β-D-氨基葡萄糖苷酶( NAG) 、以及 24h 尿 mALB

和血清胱抑素 C（CysC）在儿童过敏性紫癜患者肾功能损伤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2015 年 6 月-2017 年 11 月在我院门诊及住院过敏性紫癜患者 165 例，同时，选取同期

来我院健康体检的儿童 40 例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所测试得到的数据分析，确定各肾功能损伤标志

物对儿童过敏性紫癜的曲线下面积（ROC）和最佳临界值。 

结果  儿童过敏性紫癜患儿的 24h 尿 mALB、随机尿（mALB、ACR、UTP、ɑ1-M、β2-M、

URBP、NAG）、血 CysC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意义（均 P<0.01）；ROC 曲线结果显

示，ACR 与 24 小时尿 mALB 对儿童过敏性紫癜患者早期肾功能损伤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其中

ROC 曲线下面积（AUC）ACR（0.973）最大，其次是 24 小时尿 mALB（0.967)；敏感性为 ACR

（92.4％ ）最高；ACR 与 24 小时尿 mALB 相关系数 r 为 0.902，相关性最好。 

结论   在反映儿童过敏性紫癜肾功能损伤标志物中，ACR 最具诊断价值，敏感性最强，ACR 与 24

小时尿 mALB 高度相关，方便患者检查，可以替代 24 小时尿 mALB 检查，值得临床推广。 

 
 

PU-0505 

四种炎性反应指标对小儿细菌性肺炎的单独和联合诊断价值 

 
谢连志,练明建,林晖,洪国粦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常用炎性反应指标降钙素原（PCT）、白介素 6（IL-6）、C 反应蛋白（CRP）、白细

胞计数（WBC）对小儿细菌性肺炎患者的单独和联合诊断价值，为小儿细菌性肺炎的诊断提供依

据。 

方法   选取 129 例小儿细菌性肺炎患者、129 例体检小儿以及 40 例小儿病毒性肺炎患者，比较三

组 PCT、IL-6、CRP 和 WBC 的水平，利用 ROC 分析四种指标对于小儿细菌性肺炎的单独和联合

诊断价值。 

结果  小儿细菌性肺炎组血清中 PCT、IL-6、CRP 和 WBC 的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和病毒性肺炎组，

差异有显著意义（P <0.01）。四种炎性标志物对于小儿细菌性肺炎均具有诊断价值，单独检测

PCT 的曲线下面积（0.938）最大、敏感性（93.8％）最高和阴性预测值（79.9％）最高，CRP 的

特异性（88.4％）最高和阳性预测值（96.1％）最高；四项联合检测的曲线下面积为 0.956

（0.938-0.974）。 

结论   四种炎性物质在小儿细菌肺部感染的均具有诊断价值，其中 PCT 与 IL-6 的诊断价值高于

CRP 和 WBC。四项指标联合检测对于小儿细菌肺部感染的诊断效能最高，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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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06 

不同肾功能指标在铂类化疗肿瘤患者肾功监测中的应用价值 

 
陈特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研究不同肾功能指标在铂类肿瘤化疗患者肾功能监测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我院 2015 年 7 月～2016 年 12 月铂类化疗肿瘤患者 44 例为观察组，非铂类化疗肿瘤患

者 32 例为对照组。分别测定各组化疗患者在化疗前、化疗后第二周期、化疗后第四周期的

CysC、Crea、Urea、eGFR（CKD-EPI）等指标变化情况，用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和配对 t 检

验分别评估各指标对于铂类化疗肿瘤患者肾功能损害的监测作用。 

结果   两组患者化疗前的 CysC、Crea、Urea、eGFR 的表达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

观察组患者第二周期化疗后 CysC、eGFR 的变化率略高于对照组的，但无统计学差异(P＞

0.05) 。观察组和对照组在化疗的第二周期的 CysC 和 eGFR 均较化疗前有明显差异(P＜0.05) 。观

察组第四周期化疗前后 CysC、Crea、eGFR 均有较大的变化，但是仅 CysC、eGFR 具有统计学

差异。与对照组比较，CysC、eGFR 的变化具有明显差异（P＜0.05）。两组患者 CysC、Crea、

Urea 与 eGFR 均具有相关性，且 CysC 与 eGFR 的相关性更为显著，分别为：对照组(r=-0.72、-

0.33、-0.30)；观察组(r=-0.84、-0.53、-0.33)。 

结论   CysC 与 eGFR（CKD-EPI）均能较敏感的监测铂类化疗肿瘤患者的肾功能损害。 

 
 

PU-0507 

血液检验指标对冠心病的临床意义 

 
王芹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272000 

 

目的  本实验主要探讨血液检验指标在冠心病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先根据随机数字法选取本院 2015 年 2 月～2017 年 3 月期间的 30 例冠心病患者作为实验

组；随后选取同期 30 例健康体检人群作为对照组；分别抽取两组人员静脉血进行血液检测，对比

两组人员的检测结果。 

结果  实验组患者在红细胞分布宽度（RDW）以及心肌肌钙蛋白（cTn）中均高于，组间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血小板计数（PLT）、血小板压积（PCT）以及平均血小板体积

（MPV）中两组人员差异不大，组间差异不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血液检验在冠心病患者的诊断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RDW 与 cTn 是诊断冠心病中的重要

指标。 

 
 

PU-0508 

直肠癌患者血清 IGFBP-3 的浓度临床意义分析 

 
侯玉磊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探究直肠癌患者血清 IGFBP-3 浓度的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70 例直肠癌患者血清、30 例健康体检者清；化学发光法检测各组血清 IGFBP-3 浓度；

比较各组血清 IGFBP-3 浓度差异，分析血清 IGFBP-3 浓度与直肠癌患者临床特征的关系，制作

ROC 曲线探究血清 IGFBP-3 在直肠癌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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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直肠癌患者血清 IGFBP-3 浓度低于健康对照组{4.63（3.53，5.27）vs 5.44（4.77，6.10）

µg/ml, P=0.03}；晚期直肠癌患者血清 IGFBP-3 浓度低于早期直肠癌患者 {3.77（2.65，4.59 ）vs 

4.78(3.92，5.49)µg/ml, P=0.04}；淋巴结转移直肠癌患者血清 IGFBP-3 浓度低于淋巴结未转移直

肠癌患者{4.11 (2.45，4.83) vs 4.73（3.92，5.72）µg/ml, P=0.02}；当取界值为 4.14µg/ml 时，血

清 IGFBP-3 对直肠癌的诊断价值最大，敏感性为 43.5%，特异度为 95%，曲线下面积为 0.775。 

结论  血清 IGFBP-3 浓度与直肠癌的分期和远端转移相关，其有望成为直肠癌实验室诊断新的标志

物，值得扩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 

 
 

PU-0509 

Accuracy of the urine UCA1 for diagnosis 
 of bladder cancer: a meta-analysis 

 
Xiangrong Cui 

Children's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Urine UCA1 has been reported as a potential novel diagnostic biomarker for bladder 
cancer in several studies, but their results are inconsistent. As a result of this, a diagnostic meta-
analysis to assess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urine UCA1 in detecting bladder cancer was 
conducted. 
Methods A systematic electronic and manual search was performed for relevant literatures 
through PubMed, Cochrane library, Chinese Wan Fang and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databases up to December 30, 2016. The quality of the studies included in 
this meta-analysis was assessed using the Quality Assessment of Diagnostic Accuracy Studies 
(QUADAS-2) tool. All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using stata12.0 software. Six studies 
collectively included 578 bladder cancer patients and 562 controls met the eligible criteria. 
Results The overall diagnostic accuracy was measured by the following: sensitivity 0.81 (95% CI 
= 0.75-0.86), specificity 0.86 (95% CI = 0.73-0.93), positive likelihood ratio 5.85 (95% CI = 2.72-
12.57), negative likelihood 0.22 (95% CI = 0.15-0.32), diagnostic odds ratio 27.01 (95% CI = 
8.69-83.97), and area nder the curve 0.88 (95% CI = 0.85-0.91). Meta-regression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ethnicity significantly accounted for the heterogeneity of sensitivity. Deeks’ funnel 
plot asymmetry test (P = 0.33) suggested no potential publication bias. 
Conclusions According to our results, urine UCA1 has greater diagnostic value in diagnosing 
bladder cancer, however further research studies with more well-designed and large sample 
sizes are required to confirm our 
findings 
 
 

PU-0510 

三酰甘油试剂的携带污染对血清甘胆酸测定的干扰 

 
王参军,姬文灿,芦慧霞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210000 

 

目的  分析 Beckman AU58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三酰甘油（TG）试剂携带污染对血清甘胆酸

（CG）测定产生的干扰，探讨消除干扰的可行方法. 

方法  收集体检健康者新鲜无溶血、脂浊的血清样品 20 份并混匀，检测其血清 CG 浓度作为对照

组。分别分析试剂吸样针 1 和吸样针 2、搅拌棒 1 和搅拌棒 2 及比色杯 TG 试剂残留对 CG 测定的

干扰，测定 5 个独立影响因素下 CG 的水平，并与对照组比较。 

结果  对照组混合血清 CG 浓度为（1.58±0.12）ug/mL，试剂吸样针 1 CG 浓度为（1.61±0.13）

ug/mL、试剂吸样针 2 CG 浓度为（1.60±0.11）ug/mL、搅拌棒 1 CG 浓度为（1.58±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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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mL、搅拌棒 2CG 浓度为（8.87±0.73）ug/mL 及比色杯实验组（1.60±0.11）ug/mL。搅拌棒 2 

CG 浓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试剂吸样针 1 和吸样针 2 及比色杯实验组干扰前后无显著性

差异（P>0.05）。 

结论  搅拌棒 2 上 TG 试剂（试剂 2）残留对血清 CG 的测定会产生严重干扰。因此，新装仪器或

开展新项目时，应查看试剂检验原理和试剂成分，在设置试剂仓位时须将能产生干扰作用的试剂设

置于同一模块的不同圈内或不同模块内，尽量减少因试剂干扰产生的干扰。 

 
 

PU-0511 

5 种脑脊液酶在癫痫和帕金森病诊断价值的初步研究 

 
刘辰庚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100000 

 

目的  初步研究脑脊液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乳酸脱氢酶

（ lactate dehydrogenase，LDH）、α-羟丁酸脱氢酶（α-hydroxybutyrate dehydrogenase，α-

HBDH）、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lutathione peroxidase，GPx）和谷胱甘肽还原酶（glutathione 

reductase，GR）检测对癫痫和帕金森病的诊断价值。 

方法  利用日立 76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和思龙 722s 型分光光度计检测癫痫和帕金森病患者脑脊液

与对照组脑脊液的 AST、LDH、α-HBDH、GPx 和 GR 5 种酶的活性水平。 

结果  癫痫和帕金森病患者脑脊液的 AST、LDH、α-HBDH 酶活性均有不同程度升高，与对照组比

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癫痫患者相对于对照组 AST、LDH 和 α-HBDH 的诊断界值分别

为 15.8 U/L、23.8 U/L 和 21.4 U/L（P < 0.0001）；帕金森患者相对于对照组 AST、LDH 和 α-

HBDH 的诊断界值分别为 20.4 U/L、44.3 U/L 和 20.1 U/L（P < 0.0001）；GPx 和 GR 在癫痫和帕

金森病中的活性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05）。 

结论  通过对癫痫和帕金森病患者脑脊液中 5 种酶的分析比较，脑脊液上述 5 种酶的检测可作为参

考指标在癫痫和帕金森病的诊断中发挥作用。 

 
 

PU-0512 

脑脊液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还原酶 

在阿尔茨海默病中诊断价值的初步研究 

 
刘辰庚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100000 

 

目的  通过检测阿尔茨海默病（AD）患者脑脊液（CSF）中肌酸激酶（CK）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

酶（GPx）等活性初步研究其在 AD 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使用酶学方法检测轻度认知障碍（MCI）、痴呆期 AD（DAT）患者、血管性痴呆患者（疾病

对照组）及健康对照组受试者 CSF 的 CK、GPx 等酶学指标。 

结果  DAT 受试者 CSF 的 CK 显著高于 MCI 组、正常对照组和血管性痴呆组（P < 0.05）；MCI

受试者 CSF 的 GSSG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和血管性痴呆组（P < 0.05）；DAT 受试者的

GSSG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血管性痴呆组和 MCI 组（P < 0.05），其 GPx、GR 和 GSH 显

著低于健康对照组、血管性痴呆组和 MCI 组（P < 0.05）；使用生物参考区间时，CK 和 GPx 具有

较高的阳性率和阴性率。 

结论  AD 患者 CSF中的 CK 等损伤性酶学标志物及 GR 等氧化还原酶学标志物在 AD 的早期诊断和

疾病分期中具有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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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13 

上皮性卵巢癌患者肿瘤减灭术后复发的相关因素分析 

 
宋佳音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300000 

 

目的  分析影响上皮性卵巢癌(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 EOC)患者肿瘤减灭术后复发的相关临床

病理因素。 

方法  回顾分析 2013 年 1 月-2013 年 12 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收治的首次入院的 123例上皮性

卵巢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复发 38 例为复发组，未复发的 85 例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年龄、临床

分期、病理类型、腹水、化疗方案、术前和术后 CA125 和 HE4，采用 Kaplan-Meier 生存率曲线，

Log rank 检验和 Cox 模型多因素回归分析法对 123 例临床病理及随访资料完整的上皮性卵巢癌患

者进行影响其复发的相关因素分析。 

结果  123 例患者中复发 38 例，复发率为 30.89%。单因素分析显示临床分期(p=0.0087)、术前

HE4(p= 0.0136)、术前 CA125>500 U/mL(p=0.0001)是影响复发的因素（p<0.05 有统计学意

义），其余因素无统计学意义。Cox 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临床分期、术前 CA125>500 U/mL 是影

响上皮性卵巢癌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上皮性卵巢癌患者术后复发与临床分期、术前 HE4、术前 CA125 水平有关，术前

CA125>500 U/mL 的晚期上皮性卵巢癌是肿瘤减灭术后复发的高危影响因素，应完善肿瘤减灭术

后的治疗，定期随访，降低复发风险。 

 
 

PU-0514 

血清 HE4 与肺癌患者临床特征的关系 

 
罗佳龄,李莉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200000 

 

目的  通过检测肺癌患者 HE4 的血清水平，探讨其与肺癌部分临床特征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26 例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用酶联免疫法进行血清 HE4 水平检测，同时查询病史，按

性别、年龄、临床分期、肿瘤大小、淋巴结状态、远处转移情况、EGFR 基因突变情况、ECOG 体

力状况评分这 8 项临床特征进行记录。 

结果   肺癌患者 HE4 血清水平男性高于女性，60 岁以上的长者高于 60 岁以下的中青年，临床分期

越晚，肿瘤负荷越大，淋巴结转移数量越多，远处转移范围越大，ECOG 体力状况评分越高，HE4

血清水平也越高，EGFR 基因突变患者 HE4 血清水平低于未突变者。 

结论  血清 HE4 水平可以一定程度的反映肺癌患者的临床特征状态，为肺癌的治疗评估提供一定的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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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15 

冠心病患者血清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与胱抑素 C、同型半胱氨酸含量分析 

 
彭忠忠 

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冠心病（CHD)患者血清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sdLDL-C)与胱抑素 C（Cys-C)、

同型半胱氨酸（Hcy）含量，通过了解冠心病患者血清中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与胱抑素 C、

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变化,分析其在 CHD 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3 月收治的 CHD 患者 136 例，其中稳定性心绞痛（SAP 组）51

例，不稳定心绞痛(UAP 组)48 例，急性心肌梗死(AMI 组)37 例。选取同时期的健康体检人群共 61

例作为对照组。平行检测健康对照组、不同病变类型冠心病组血清甘油三酯（TG)、血清小而密低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sdLDL-C)、胱抑素 C(Cys-C)、同型半胱氨酸(Hcy）、总胆固醇（TC)、低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含量。分析冠心病患者血清各检测指标和

冠心病患者病情严重程度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各检测项目在冠心病患者的临床诊断及治疗中的指导

意义。 

结果  冠心病组 TG、sdLDL-C、Cys-C、Hcy、TC、LDL-C 的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1),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P<0.01),对照组、SAP 组、UAP 组、

AMI 组血清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sdLDL-C)与胱抑素 C（Cys-C)、同型半胱氨酸（Hcy）含

量依次增高，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1)。不同类型冠心病病变患者的血清小而密低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胱抑素 C 和同型半胱氨酸对比有显著性差异，CHD 患者冠状动脉 3 支病变与

2 支病变组血清 sdLDL-C、Cys-C、Hcy 含量均高于 1 支病变组（P<0.01)。血清 sdLDL-C、Cys-

C、Hcy 含量与 CHD 患者的病变支数均呈正相关（r=0.531,0.585,0..476，P 均<0.01)。  

结论  对 CHD 患者行血清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sdLDL-C)、胱抑素 C（Cys-C)、同型半胱

氨酸（Hcy）含量检测有助于早期诊断、临床分型及合理用药，能初步地反映 CHD 患者的病情程

度。 

 
 

PU-0516 

血清 Lp-PLA2 水平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吴佳宁 1,陆怡德 2 

1.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200000 

2.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通过检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血清脂蛋白相关性磷脂酶 A2（ lipoprotein-associated 

phospholipase A2，Lp-PLA2）活性水平，探讨其与患者脑动脉粥样硬化病变部位、严重程度、疾

病发作情况、复发风险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的关系，辅助临床参与脑卒中患者病情的全程管理。 

方法  选取 186 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神经内科脑卒中患者和 80 名表面健康人群作

为健康对照，收集相关资料并检测血清 Lp-PLA2活性水平。同行颈动脉彩超检查、计算机断层扫描

血管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CTA）或增强磁共振血管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MRA）。按影像学结果、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中风量表（NIHSS）评分

等分别进行血管病变严重程度、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和复发风险程度分组，并比较各组间的差异。 

结果  1.ACI 患者组血清 Lp-PLA2 活性水平与老年对照组相近，但显著高于中年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2. Spearman 相关分析显示 ACI 患者 Lp-PLA2活性与 TC、TG、LDL-C 及 hs-

CRP 均呈正相关(P<0. 05)；3.不同病变部位 CAS 性狭窄组间 Lp-PLA2 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

（P>0.05）；4.易损斑块组 Lp-PLA2 明显高于无斑块组和稳定斑块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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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颅内动脉狭窄组和闭塞组 Lp-PLA2 都明显高于无狭窄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5. 在 ACI 患者中应用血清 Lp-PLA2 活性诊断 CAS 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为

0.801，最佳截断值为 489.5U/L。 

结论  血清 Lp-PLA2活性水平与脑动脉粥样硬化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可作为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脑动脉粥样硬化病情严重程度与风险分层的特异性标志物。 

 
 

PU-0517 

急性脑梗死患者糖化血红蛋白及血清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 脂蛋白（a）、血尿酸检测结果分析 

 
彭忠忠 

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急性脑梗死（ACI)患者检测全血糖化血红蛋白及血清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sdLDL-C)、脂蛋白(a)[Lp(a)]、血尿酸（UA)含量，探讨其在 ACI 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 2014 年 5 月~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118 例 ACI 患者做为 ACI 组，另选取同期来我

院体检中心健康体检的 118 例健康人作为对照组。比较 ACI 组与健康对照组的糖化血红蛋白、

sdLDL-C、Lp(a)、UA 水平，并比较 ACI 组不同 NIHSS 评分亚组间的糖化血红蛋白、sdLDL-C、

Lp(a)、UA 水平，分析 ACI 组中糖化血红蛋白、sdLDL-C、Lp(a)、UA 的相关性。 

结果  ACI 组的糖化血红蛋白、sdLDL-C、Lp(a)、UA 水平分别为（7.6±1.2）、（0.63±0.43）

mmol/L、（286.5±38.6）mg/L、（459±62）μmmo/L 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的（6.2±1.0）、

（0.46±0.36）mmol/L、（133.5±30.6）mg/L、（238±46）μmmo/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随着评分的增高，四项检测指标水平呈现逐渐升高的趋势，相关性分析成显著正相关。 

结论  糖化血红蛋白及血清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脂蛋白（a）、血尿酸参与 ACI 的发生、

发展过程,可作为反映病情严重程度的重要生物学指标对疾病的发生、发展进行评估,以采取积极的

干预措施,降低 ACI 的死亡率,改善预后。 

 
 

PU-0518 

Ⅱ型糖尿病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肌酐和血糖水平 

 
龙溯 1,刘海龙 2 

1.青海省人民医院,810000 

2.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 

 

目的  观察Ⅱ型糖尿病患者体内血糖、血肌酐和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cy)水平与肾脏病变的关系。 

方法  将 64 例Ⅱ型糖尿病患者分为糖尿病肾病(DN)组 31 例、糖尿病无肾病组 33 例,同时设正常对

照组 50 例。分别测定各组的血清 Hcy、肌酐(Scr)和空腹血糖(FPG)。 

结果  糖尿病肾病组患者血清 Hcy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和糖尿病无肾病组(P<0.05), 糖尿病无肾

病组的血清 Hcy 水平与对照组相比也有统计学差异(P<0.05)。与正常对照组相比，糖尿病肾病组和

糖尿病无肾病组的 FPG 均显著升高(P<0.05),但肾病组和无肾病组差异无显著性(P>0.05)。三组的

Scr 均差异无显著性(P>0.05)。 

结论  2 型糖尿病患者增高的血 Hcy 水平与早期糖尿病肾脏病变之间存在相关性，高同型半胱氨酸

血症是 DN 的危险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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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19 

探讨同型半胱氨酸与血清光抑素 C 在 IgA 肾病诊断 

与鉴别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于洋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研究同型半胱氨酸（HCY）与血清胱抑素 C（Cys-C）在 IgA 肾病与非 IgA 肾病鉴别诊断中

的临床应用价值和 IgA 肾病 Lee 氏分级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将 2012 年 6 月—12 月来北京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肾病科就诊的 256 例 IgA 肾病患者，

非 IgA 肾病患者 65 例，其中非 IgA 肾病组为对照组。分别采用酶法和免疫比浊法检测血清中 HCY

与 Cys-C 的水平，并比较分析两个指标在 IgA 肾病中的诊断价值。 

结果  IgA 肾病组 Cys-C（1.64±0.79）的水平明显低于非 IgA 肾病组(2.58±1.57)（P＜0.05﹚有统

计学差异，HCY 的水平对 IgA 肾病（19.81±12.05）与非 IgA 肾病（20.42±12.93）（P＞0.05）的

鉴别无统计学差异，但是 Cys-C 与 HCY 在 IgA 肾病 Lee 氏分级中有均有显著差异，Cys-CⅠ型

1.38±0.26、Ⅱ型 0.90±0.12、Ⅲ型 1.31±0.51、Ⅳ型 1.96±0.62、Ⅴ型 2.79±0.92﹚HCY﹙Ⅰ型

15.23±2.97Ⅱ型 9.78±5.27、Ⅲ型 16.79±10.05、Ⅳ型 25.53±12.89、Ⅴ型 26.25±14.16)，而且

Cys-C 与 HCY 的值分别从Ⅱ型开始逐渐升高，各级之间均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Cys-C 在 IgA 肾病的鉴别诊断中具有临床应用价值而 HCY 对 IgA 肾病的诊断意义不大，但

HCY 与 Cys-C 结合可在 IgA 肾病的 Lee 氏分级上提供科学依据。 

 
 

PU-0520 

肝素结合蛋白和血清淀粉样蛋白 A 

在细菌感染性疾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唐小娟,赵鸿梅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文艺路 33 号辽宁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血液中肝素结合蛋白（HBP）和血清淀粉样蛋白 A（SAA）水平在细菌感染性疾病中的

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2017 年 7 月至 12 月在辽宁省人民医院收治的脓毒血症患者 61 例，局部细菌感染患者

50 例，同时选取同一时期健康体检者 51 名作为健康对照组。分别采用酶联免疫法和免疫荧光层析

法测定样品中 HBP 和 SAA 水平，同时记录患者入院检查时的 PCT、WBC 及细菌培养结果。统计

分析各组 4 个指标的差异，正态分布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方差齐性的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比

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差不齐的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比较采用秩和检验，建立 ROC 曲线并计

算曲线下面积以分析 HBP 和 SAA 对细菌感染性疾病诊断价值。 

结果  脓毒血症组、局部细菌感染组和健康对照组中 HBP 值分别为 64.0（31.0～158.5）、22.0

（12.8～81.5）和 15.0（10.0～22.0）ng/ml,健康对照组与局部细菌感染组、脓毒血症组 HBP 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其中脓毒血症组高于局部细菌感染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脓毒血症组、局部细菌感染组和健康对照组 SAA 值分别为 133.8（57.7～418.7）、

110.6（38.5～167.4）和 0.75（0.53～1.12）m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血浆 HBP 与血清 SAA 不仅可作为细菌感染性疾病的检测指标，而且可用于疾病严重程度的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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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21 

血清视黄醇结合蛋白、胱抑素-c、β2 微球蛋白 

及尿微量清蛋白 联检在妊高症肾损伤中的诊断价值 

 
李海燕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 

 

目的  探讨联合检测血清视黄醇结合蛋白、胱抑素-c、β2 微球蛋白及尿微量清蛋白对妊高症肾损伤

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本院 2014 年 1 月-2016 年 1 月妊高症 150 例，其中，轻度妊高症 50 例，中度妊高症 50

例，重度妊高症先兆子痫 50 例。另外选取健康产检孕妇 50 例作为对照组。所有孕妇通过病例查询

排除孕前高血压、糖尿病、肾脏疾病。分别采集患者外周血及尿液，应用免疫比浊法测定其血清视

黄醇结合蛋白、胱抑素-c、β2 微球蛋白及尿微量清蛋白水平并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中度妊高症组、重度妊高症先兆子痫组血清视黄醇结合蛋白、胱抑素-c、β2 微球蛋白及尿微

量清蛋白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及轻度妊高症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重度妊高症先兆子

痫组>中度妊高症组>轻度妊高症组>对照组。对照组与轻度妊高症组血清视黄醇结合蛋白、胱抑素-

c、β2 微球蛋白及尿微量清蛋白水平比较（P>0.05），差异没有显著性。正常对照组、轻度妊高症

组、中度妊高症组、重度妊高症先兆子痫组四组患者血清 RBP、胱抑素-c、β2-MG 及尿微量清蛋

白联合检测阳性率均高于单一检测。 

结论  血清视黄醇结合蛋白、胱抑素-c、β2 微球蛋白及尿微量清蛋白均为反映妊高症早期肾损害的

敏感指标，多项联合检测对妊高症早期肾损害有重要价值。 

 
 

PU-0522 

Roles of long noncoding RNAs in regulating 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 process in gastric cancer 

 
ju shaoqing,Feng Wei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Accumulating evidences in literature suggest that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In this review, 
roles of lncRNAs in GC EMT are highlighted and pathways of lncRNAs in regulating EMT in GC is 
clarified. 
Methods Literature related to lncRNAs regulating the process of EMT in GC was searched 
through PubMed, and systematic reading and gener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Results We have summarized the lncRNA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cess of EMT in gastric cancer, 
at the same time, we classified and sorted out the ways and mechanisms in which lncRNAs 
regulates the EMT process. 
Conclusions Although lncRNAs are classified as non-coding RNA, man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lncRNA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umorigenesis and its development. In this review, 
lncRNAs are summarized, involving in the regulation of the EMT process, and relevant signaling 
pathways and regulatory mechanisms are collated. The role of lncRNA and EMT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astric cancer is further clarified. It provides a strategy for finding molecules 
capable of regulating EMT.  Current studies suggest the important role of lncRNA in the process 
of gastric cancer EMT. Therefore more studies should be performed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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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23 

Long non-coding RNA CCAL and its role in metastasis  
of gastric cancer 

 
ju shaoqing,Luo Xi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 function as crucial regulators in many b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processes, including tumor metastasis. 
Methods qPCR and functional experiments as well sa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were used. 
Results Here we observed that lncRNA CCAL was upregulated in gastric cancer (GC) tissues, 
and that increased CCAL expression in GC was associated with tumor-node-metastasis (TNM) 
stage, suggesting that CCAL may prove to be a diagnostic biomarker for GC patients. Functional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CCAL could promote GC cell proliferation and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in vitro and in vivo.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indicated that CCAL could directly 
bind to miR-149. Moreover, knockdown of CCAL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expression of FOXM1, 
a direct target of miR-149.We also showed that FOXM1 suppression by miR-149 could be 
partially rescued by CCAL overexpression. In addition, we identifie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RNA expression of CCAL and miR-149 in GC tissues. Furthermore, we observe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miR-149 and FOXM1 an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CAL and FOXM1 expression levels. 
Conclusions Overall, our study demonstrated,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CCAL/miR-149/FOXM1 
axis functioned as a significant player in GC metastasis and potentially contribu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GC diagnosis and therapy in the future. 
 
 

PU-0524 

结直肠癌转录因子 2 在多发性骨髓瘤中的表达水平 

及临床意义初探 

 
鞠少卿,徐洪磊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检测长链非编码 RNA 结直肠癌转录因子 2（CCAT2）在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血清中的

表达水平，分析其与患者临床特征的关系，探讨其在 MM 中的诊断和预后价值。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收集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9 月在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就诊的 5 例 MM 初

诊患者及 6 例健康对照者骨髓标本、106 例患者及 106 例在此院体检的健康对照者血清标本。使用

实时荧光定量 PCR（qRT-PCR）检测骨髓及血清中 CCAT2 的表达水平，采用非配对 t 检验、单因

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 assay）及回归性分析等统计学方法分析 CCAT2 与临床分型、分

期及其他临床相关指标之间的关系。 

结果  MM 患者骨髓 CCAT2 的相对表达量（3.629±1.147）显著高于健康对照者（0.782±0.232）

（t=4.151，P<0.01）；MM 患者血清 CCAT2 的相对表达量（2.254±0.931）也显著高于健康对照

者（0.993±0.505）（t=13.96，P<0.001）。MM 患者血清 CCAT2 的相对表达量与 Durie-Salmon

分期、临床分型、骨质损害无关（P>0.05），与 ISS 分期、肾功能异常显著相关（P<0.05）；与

IgA、血红蛋白（HGB）及肌酐（Scr）浓度具有弱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 0.253、-0.251、

0.248，P 值均小于 0.05）；与轻链 κ、轻链 λ 及 β2微球蛋白（β2-M ）浓度具有良好相关性（相关

系数分别为 0.358、0.303、0.335，P 值均小于 0.01）。ROC 曲线分析表明血清 CCAT2 的曲线下

面积（AUC）为 0.899，其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85.80%和 83%。 

结论  CCAT2 在 MM 患者血清中高表达，对 MM 的诊断和预后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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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25 

长链非编码 RNA TUG1 在多发性骨髓瘤中表达及其研究 

 
鞠少卿,尹青青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长链非编码 RNA（lncRNA）是一类长度大于 200nt 的非编码 RNA，其在转录沉默、转录激

活、染色体修饰、核内运输等均具有重要的功能，也与疾病的发展息息相关。LncRNA 的表达具有

组织特异性及时空特性，不同的组织表达 lncRNA 的量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组织中，处于不同状

态时表达量也不同。基于此特性，lncRNA 有望成为肿瘤诊断的生物学标志和治疗的潜在靶点。本

研究旨在建立实时荧光定量 PCR（qRT-PCR）检测血清长链非编码 RNA TUG1 的方法，探讨血

清 TUG1 对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 MM）辅助诊断和预后判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 qRT-PCR 检测 80 例 MM 初诊患者和 80 例健康对照者血清中 TUG1 的相对表达水平，

及其在 MM 细胞株中的表达水平，并进行方法学评价。分析 TUG1 表达水平与 MM 临床分期及其

他临床指标的相关性。构建 TUG1 干扰载体，并筛选出较高干扰效率的载体片段，通过 CCK-8

法、Transwell 小室法及流式细胞术检测干扰 TUG1 后 MM 细胞的增殖、迁移、周期及凋亡能力的

变化。 

结果  qRT-PCR 检测血清 TUG1 熔解曲线单峰特异，线性及重复性较好。与健康对照组相比，MM

初诊患者 TUG1 表达水平显著增高（P<0.05）。细胞功能学实验证实，TUG1 干扰载体转染 MM

细胞株后，细胞增殖、迁移能力下降，细胞出现 G0/G1 期阻滞，细胞凋亡增多。 

结论  TUG1 在 MM 患者中表达水平显著增高，细胞功能实验结果证实 TUG1 可以影响 MM 细胞的

增殖、迁移、周期和凋亡。本研究提示 TUG1 可能作为 MM 诊断、治疗及预后的新型标志物。 

 
 

PU-0526 

Non-coding RNA, a nonnegligible participant in multiple 
myeloma: from basic research to perspectives 

 
ju shaoqing,Yang Qian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Multiple myeloma (MM) is a hematologic malignancy characterized by unrestricted 
secretion of monoclonal immunoglobulins and uncontrolled proliferation of plasma cells. Both 
extramedullary infiltration and drug resistance have imposed new burdens to the treatment, 
which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and urgency of figuring out pathological mechanisms and 
exploring new therapeutic targets. Non-coding RNAs (ncRNAs), which were once considered to 
be “transcriptional noise”, are now critical participants in multiple myeloma. This review focuses 
on examples of ncRNAs participating in myelosis and discusses their potential foreground as 
biomarkers and therapeutic targets. 
Methods The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ncRNAs in MM was verified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qRT-PCR), and their diagnostic efficacy was evaluated by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The dual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was performed when crosstalk existed between 
ncRNAs and their target genes. Finally, nude mice tumorigenesis tests were used to analyzed the 
biological function of ncRNAs in vivo. 
Results Among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ncRNAs, miRNAs were one of the most widely studied 
ncRNAS in MM, while lncRNAs are still in their infancy due to their complex structure. NcRNAs 
are involved in many aspects of myelosis, such as cytogenetic abnormalities, epigenetic 
aberrations, drug resistance and bone marrow (BM) microenvironment, and they may function as 
valuable biomarkers and therapeutic 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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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ough ncRNAs hold high potential in MM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assessment, 
efforts are needed to translate the experimental aspects of ncRNAs overexpression or 
knockdown to the clinical area, especially the specific and safe delivery of ncRNA inhibitors or 
mimics in vivo. 
 
 

PU-0527 

肥大心肌细胞来源胞外体中 microRNAs 表达谱分析 

 
冯月 

包头医学院研究生学院 

 

目的  分析肥大心肌细胞来源胞外体中 microRNAs（miRNAs）的表达，探讨其表达谱特征。 

方法  取 1～3 天龄 Wistar 新生鼠心脏，进行原代心肌细胞培养，并随机分为两组：模型组和对照

组。模型组采用 AngⅡ (1 μmol/L-1)诱导心肌细胞肥大；对照组仅加入培养液作为对照。采用

GSTM Exosome Isolation Reagent 提取胞外体，采用 illumina Hiseq3000 对样本进行高通量测序，

生物信息学方法预测差异表达 miRNAs 的靶基因。 

结果  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共有 14 个 miRNAs 表达发生显著改变，其中 13

个 miRNAs 表达上调，1 个 miRNA 表达下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些差异表达

miRNAs 调控的靶基因包括 TGFβ, p38MAPK 和 c-Jun 等。 

结论  肥大心肌细胞来源胞外体中 miRNA 表达谱发生显著改变，这些差异表达 miRNA 可能通过

TGFβ-TAK1-p38MAPK 信号通路参与调节心肌细胞肥大的病理过程。 

 
 

PU-0528 

A Smartphone Assisted Pressure-measuring-based 
Diagnosis System for AMI Diagnosis 

 
Guolin Hong1,Ping Ma1,2,Mingjian Lian2,Dongdong Zhang2,Yuanyuan Yang 1,Yan Wang1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men University 
2.Xiamen University 

 
Objective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MI), usually caused by atherosclerosis of coronary artery, 
is the most severe manifestation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which causes large amount deaths 
annually. Early medical and surgical intervention for AMI has been demonstrated to significantly 
decrease the myocardial damage and mortality. To give an accurately early AMI medical and 
surgical intervention, a diagnosis approach with high accuracy, reliability and low measuring time-
consuming is essential. 
Methods Herein, we developed a SPDS (Smartphone Assisted Pressure-measuring-based 
Diagnosis System), which has a pressure measuring device with 8 integrated pressure sensors 
for signal measuring and a smartphone for signal analysis, storage and output. The whole 
measuring time for each batch samples was controlled less than 20 min.Compared with currently 
available AMI diagnosis approaches such as ECG, imaging, and CLIA, SPDS has the 
advantages of small device size, high portability, high accuracy and low measuring time-
consuming. The small device size and powerful data analysis ability supported by smartphone, 
while having competitive sensitivity and accuracy as CLIA in a very small size of measuring 
device, enables the SPDS to be applied under much more rough circumstances, including the 
hospitals in less developed areas and emergency in the wild. Furthermore, the SPDS has a bright 
potential to bring disease diagnosis, especially some emergency like AMI, forward to ambulance-
transport-time rather than after being transported to hospital, which could significantly help 
doctors to give quicker and more efficient treatment for patients. To demonstrate the reliabi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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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DS, the matrix effect was evaluated, and 50 clinical plasma samples with cTnI/CK-MB/Myo 
biomarkers were measured. 
Results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values measured by CLIA, which were demonstrated 
highly matched.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values measured by CLIA, which were 
demonstrated highly matched. 
 
 

PU-0529 

模块化生化分析系统在提高生化项目检测速度上的应用 

 
赵国栋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261000 

 

目的  如何科学合理地对全自动生化分析系统进行管理，提高生化分析系统的检测速度，同时合理

地缩短不必要的等待和检测成本的控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机结合更加完善是每一个自动化

仪器使用和管理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现结合我科室新安装的一台日立 7600-020 自动生化分

析仪（以下简称 H7600）的使用情况、对实际运行中发现的问题和对检测速度优化的解决对策进

行总结。 

方法  为解决 H7600 分析仪检测太慢与理论测速不符这一难题，本人经过一段时间摸索，设计了常

规生化检测样本提速的方案，供使用此类单加样模块化生化分析系统的同仁参考。 

首先启用 H7600 的双向条码模式，联系 LIS 工程师修改样本号为最大样本号递增的模式，如此方

便查找样本（否则样本号与条码号相同，条码号为 10 位，不方便在 CU 和 LIS 系统上查找样

本）。在 CU 上使用 Search 功能查找样本和 Sample Tracking 功能查看当前样本的检测状态，方

便快速找出需要复检和条码识别错误 Barcode Error 的标本以便再检。 

其次将检验组合项目通过几天的时间陆续地平均拆分到 2 个 P 模块上，如肝功九项，将 5项分配给

P1 模块，4 项分配给 P2 模块；血糖分配给 P2 模块…以此类推，将检验组合平均拆分，并在 P2

模块上将未校准的检测项目进行校准，校准和室内质控通过后再检测样本。通过一段时间内不定期

的记录检测的样本数量、检测项目数、检测所需的时间。 

结果  经过 5 次调整，记录和计算后检测项目的数量和速度由 48 样本 880 测试、46 样本 949.6 测

试、67 样本 1134.3 测试、73 测试 1239.3 测试、81 样本 1192.4 测试、80 样本 1308.8 测试到最

后一次的 99 样本 1269.2 测试/小时。其中最快的检测速度 1308.8 测试/小时相对于初始检测速度

880 测试/小时提升速率达到了 148.7%。由此可以将更多的样本安排在 H7600 上检测，在提高检

测速度的同时降低了消耗品的浪费以减少支出。 

结论  本方法适用于开展项目较多（如每个样本测定几十项）、工作量大、超过单模块最大分析项

目且标本进样为单向轨道生化分析仪的大中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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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30 

Fabrication of ultra-small monolayer graphene quantum 
dots by pyrolysis of trisodium citrate for fluorescent cell 

imaging 

 
guolin Hong1,Wei Chen2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men University 
2.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We report a novel procedure involving pyrolysis of trisodium citrate and subsequent 
ultrafiltration for fabricating monolayer graphene quantum dots (GQDs) with ultra-small lateral 
size (1.3 ± 0.5 nm). 
Methods The GQDs exhibit blue photoluminescence with peak position independent on 
excitation wavelength. 
Results Because of high stability and low toxicity, GQDs are demonstrated to be excellent 
bioimaging agents. The ultra-small GQDs can not only distribute in the cytoplasm but also 
penetrate into the nuclei. 
Conclusions Because of high stability and low toxicity, GQDs are demonstrated to be excellent 
bioimaging agents. The ultra-small GQDs can not only distribute in the cytoplasm but also 
penetrate into the nuclei. 
 
 

PU-0531 

脂联素和脂联素受体- 

1 在不同病程糖尿病大鼠心肌缺血预适应中的变化 

 
郭竹英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200000 

 

目的  探讨脂联素（APN）和脂联素受体 1（Ad-R1）在不同病程糖尿病大鼠心肌离体缺血再灌注

损伤和缺血预适应保护作用中的变化。 

方法  分别用链脲佐菌素和高脂饮食+链脲佐菌素制备 1 型（DM-1）和 2 型（DM-2）糖尿病大鼠模

型，分为 4 周（DM-1-4w,DM-2-4w）和 8 周（DM-1-8w,DM-2-8w）两个病程组，采用

Langendorff 法建立离体心脏灌流模型，每组进一步分为对照组（con），缺血再灌注组（IR）和缺

血预适应组（IPC），检测冠脉流出液的乳酸脱氢酶（LDH）及肌酸激酶（CK）活性，用 ELISA

方法和 Western-blot 法检测心肌组织的脂联素含量及其受体 1 表达、测定心肌梗死面积、透射电镜

观察心室乳头肌超微结构，比较上述指标在各组中的差异。 

结果  与对应的 IPC 组相比，IR 组 4 周时 LDH、CK 活性显著升高（P<0.001），心肌梗死区域面

积明显增加，而 8 周时两组的各项检测指标无明显改变；心肌组织 APN 在正常和 DM-1 实验大鼠

各组无变化，在 DM-2-4w 和 DM-2-8w 的 IR 组较 con 组明显减少（P<0.05），IPC 组较对应 IR

组，4w 组的 APN 显著升高，8w 组无差异性；DM-2 的 4w 和 8w 的 IR 组的 Ad-R1 表达量较 con

组明显增加（P<0.05），4w 的 IPC 组较对应 IR 组 Ad-R1 表达量降低（P<0.05），8w 的 IPC 组

较对应 IR 组 Ad-R1 表达量无改变（P>0.05）。 

结论  DM-1 和 DM-2 实验大鼠 4W 组存在 IPC 保护作用，8W 组 IPC 保护作用消失；APN 和 Ad-

R1 可能参与了 DM-2 大鼠的 IPC 保护作用（DM-2 大鼠的 IPC 保护作用可能与脂联素通路有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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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32 

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孕酮与 CA125 联合检测在 

诊断早期异位妊娠中的应用价值 

 
高惠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261000 

 

目的  探讨联合检测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HCG）、孕酮（PROG）及糖类抗原 125 (CA125)在血

清中的含量对早期异位妊娠诊断的临床价值进行研究。 

方法  选择在 2015 年 1 月-2017 年 6 月来我院就诊的患有异位妊娠疾病的患者 45 例，和同期同年

龄段接受健康体检的正常宫内妊娠女性 45 例，分别将其定义为实验组和对照组。采用电化学发光

法对两组研究对象血清中的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孕酮与 CA125 的水平进行测定，并进行统计学分

析。 

结果  实验组的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孕酮与 CA125 在血清中的含量均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数据比

较差异显著(p＜0．05)。 

结论  检测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孕酮及 CA125 对早期异位妊娠的诊断和鉴别诊断、选择治疗方案具

有重要意义。 

 
 

PU-0533 

肝功能检测在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中的应用价值探讨 

 
陈剑峰 

辽宁省阜新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进行肝功能检测的临床意义，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24 例甲亢患者和 26 例体检正常的健康人作为实验研究对象，通过对比甲状腺功能指标

检查结果和肝功能指标的检查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通过对比分析结果可知，甲功五项检查中，甲亢组的患者其 T3 、T4、FT3 及 FT4 及均要高

于正常组 , 且 TSH 要低于正常组 , 肝功能检查中，甲亢组血清 TBIL、ALT、AST、AKP 及 r-GGT

高于正常组 ,其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甲亢患者常伴随有肝功能损害的临床表现 , 常规检测甲亢患者肝功能指标对指导临床治疗及

预后观察具有重要意义。 

 
 

PU-0534 

血清心肌标志物测定在心肌梗塞（AMI）诊断中的重要性 

 
张召军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中蒙医院 

 

目的  血清心肌标志物有心肌酶谱中的 CK、LDH、GOT、CK-MB、以及心肌钙蛋白 CTnI。测定它

们有助于心肌梗塞的诊断与鉴定，并能反映梗塞的广泛程度和严重程度，连续测定对心肌梗塞患者

的预后估计有一定意义。 

方法  收集整理我院自 2011 年至今的住院病人 130 例，其中经临床和心电图确诊的急性心梗病人

72 例、外科病人 58 例为对照组。 

结果  对照组：58 例外科病人中，CTnI 全部呈阴性反应，CK 升高占 54%，CK-MB 升高占 16%，

LDH 升高占 19%，GOT 升高占 20%，CK 升高比例较大，说明 CK 的脏器特异性较强，58 例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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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伤病人占大多数，由于骨骼肌病变可使 CK 显著升高，骨骼肌中主要为 CK-BB，只有少数 CK-

MB，因此 CK-MB 也可有轻度增高，有研究表明在个体发生的全过程中，无论骨骼肌受到任何病理

刺激，均不表达 CTnI，所以 CTnI 具有高度的心脏特异性，CTnI 全部呈阴性反应。 

实验组：对 72 例心梗病人进行连续检测后，发现血清心肌酶和心肌钙蛋白的变化规律与患者病情

的严重程度有一定关系。 

结论  对照组外科病人心肌酶大多数正常，由于脏器损伤个别病例可有不同程度的升高，因此单纯

血清心肌酶升高并不能诊断心梗，还要合并心肌钙蛋白测定。有文献报道，还合并心肌红蛋白测

定，对心梗诊断的准确率更高，并且要同临床症状、心电图改变相结合才能更准确诊断心梗。心肌

是含 GOT 最最多的组织，其 LDH 含量仅次于肾，而 CK 的活性也占第二位，这是诊断心梗的理论

基础，心脏含有较高的 CK-MB.可达 40%以上，对诊断心肌梗塞的特异性比较高。在研究中临床确

诊的 AMI 患者 CTnI 检测均为阳性，对照组无一呈阳性反应，说明 CTnI 对 AMI 诊断具有很高的灵

敏度，CK-MB 加 CTnI 是诊断 AMI 最快、最佳、最准确的指标。 

 
 

PU-0535 

多芯片整合分析发现 miRNA-27a 

通过抑制 FOXO1 而促进卵巢癌发生与进展 

 
王中浩,丰姝,赵艳华,杨婷婷,陶传敏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卵巢癌患者的整体五年生存通常较差，部分原因是因为许多患者在确诊时已处于晚期阶段。

miRNA 在细胞调控网络中起着核心作用，本研究目的是筛选在卵巢癌发生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

miRNA，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初步的探讨。 

方法  在 GEO 和 ArrayExpress 芯片公共数据库中检索得到了三个卵巢癌的 miRNA 研究芯片。通

过 R 语言的 metaDE 包，整合分析此三个 miRNA 芯片，来鉴定具有临床意义的差异表达

miRNA。对筛选得到的差异表达 miRNA，在 TCGA 中进行表达和生存分析，并在另外一个数据集

中进行验证。miRNA 靶基因分析采用四个在线数据库进行预测，然后取四个预测结果的交集。在

卵巢癌细胞系 SKOV3 中，转染 miRNA 模拟物和抑制剂来研究 miRNA 对细胞生长和迁移的影响。 

结果  基于多个数据集的交叉验证结果，我们筛选出 hsa-miR-27a 是卵巢癌患者的致癌分子和不利

的预后因素（HR = 1.40, p = 0.03）。同时，在数据集 GSE74584 中 miR-27a 也是一个不良预后

因素（HR = 1.75, p = 4.17E-05）。体外实验中，在 SKOV3 细胞中转染 miR-27a 模拟物可显著刺

激癌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而导入 miR-27a 抑制剂则会抑制细胞的生长迁移。另外，转染 miR-27a

模拟物在转录和翻译水平都可显著下调 FOXO1 的表达。通过双荧光素酶实验，证明肿瘤抑制因子

FOXO1 是 miR-27a 的直接靶标。 

结论  本研究首次探究了 miR-27a / FOXO1 轴在卵巢癌进展中的作用，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miR-

27a 可以通过介导 FOXO1 促进卵巢癌的进展，抑制 miR-27a 表达可能为治疗卵巢癌的一种新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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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36 

整合组学分析表明 microRNA-424 为卵巢癌的抑癌因子 

 
王中浩 1,吴茜 2,丰姝 1,赵艳华 1,杨婷婷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2.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目的  现有卵巢癌筛查方法主要有盆腔超声和 CA125 的检测，但仍有诸多不足，因而筛选出新的诊

断和预后判断价值俱佳的小分子标志物具有很强的临床意义。 

方法  检索 GEO 和 ArrayExpress 数据库，筛选卵巢癌 miRNA 芯片。对芯片进行标准化，注释为

统一的 miRNA 名称。以 R 软件 metaDE 和 limma 包分别进行芯片 meta 分析和 TCGA 数据差异验

证，得到差异表达 miRNA。 通过 DIANA-TarBase, miRDB, TargetScan,和 miRTarBase 四个数据

库进行 miRNA 靶基因预测。以 clusterProfiler 包进行 GO 和 KEGG 聚类分析。以 String 数据库进

行靶基因的蛋白互作网络（PPI）分析。 

结果  对筛选到的卵巢癌数据集进行 meta 分析，得到 33 个差异 miRNA。并于 TCGA 中进行表达

验证，发现有 3 个同样显著下调表达。生存分析表明仅 mir-424-5p 具显著预后意义（HR=0.721, 

95%CI=0.527–0.987, p=0.041 ）。同时由于 mir-424-5p 在卵巢癌肿瘤组织中显著下调

（p=0.006），故推断其为抑癌因子。对 mir-424-5p 靶基因的预测表明有 93 个靶基因。预测靶基

因的 PPI 分析表明基因 CCNE1 处于网络核心位置，且靶基因的 KEGG 聚类结果也表明 CCNE1 参

与的 cell cycle 通路被显著富集（p=1.08e-06）。同时，mir-424-5p 与 CCNE1 表达显著负相关

（Pearson r=-0.142, p=0.0005），且 CCNE1 上的 mir-424-5p 靶点在多个物种中是高度保守的，

表明了此位点的重要性。CCNE1 的生存分析结果也表明其具有显著预后价值（HR=1.64, 95%CI 

=1.19-2.27, p=0.0024），其在肿瘤组织中的显著上调（p=1.43e-07）表明 CCNE1 很可能为促癌

因子。 

结论  结果表明 mir-424-5p 对于卵巢癌患者具有显著的诊断和预后判断价值。由于 CCNE1 参与调

控细胞周期，因而 mir-424-5p 可能是通过对其靶基因 CCNE1 的负调控而抑制细胞周期，促进细胞

凋亡，从而发挥抑癌作用。 

 
 

PU-0537 

不同对比剂对冠心病介入治疗术后患者 

尿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及 β2-微球蛋白的影响 
 

刘海波 

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261000 

 

目的   探讨不同对比剂对冠心病介入治疗术后患者尿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AGL)

及 β2-微球蛋白(β2-MG)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6 月于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心内科住院并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的 83 例冠心病患者，将其随机分为等渗对比剂组(n=45

例)和低渗对比剂组(n=38 例)。分别于 PCI 术前及术后 6、12、24、72h 留取尿液标本，通过酶联

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尿 NAGL 和 β2-MG 浓度。 

结果  两组患者术后尿 NGAL/CR 比值较术前显著升高(P<0.01)，而低渗对比剂较等渗对比剂升高

更为明显(P<0.01)；两组患者尿 β2-MG/CR 比值于术后 12h 开始升高(P<0.05)，24h、72h 较术前

显著升高 (P<0.01)，而组间比较于术后 24h，低渗对比剂较等渗对比剂升高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在 PCI 术中应用低渗对比剂对尿 NAGL/CR、β2-MG/CR 影响显著高于等渗对比剂，说明相

对于等渗对比剂，低渗对比剂对 PCI 患者术后肾小管功能的损伤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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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38 

血浆中伏立康唑治疗药物浓度监测及应用 

 
邹远高,唐江涛,白杨娟,王兰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伏立康唑（VCZ)）属于三唑类抗真菌药物，其抗菌谱广，抗菌活性高等特点，是侵袭性曲霉

菌病和念珠球菌病的备选药物。该药物具有非线性动力学特征，经 P450 酶代谢，易发生药物之间

相互作用，同时其主要代谢酶 CYP2C19 具有基因多态性，可导致不同基因型患者服用同剂量药物

后血药浓度差异，可能引起药物不良反应增多或治疗效果不佳等情况，因此国内专家建议伏立康唑

血药浓度应维持在 1.5-5.5ug/ml. 为了提高临床疗效和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通过超高效液相色谱-

质谱方法监测患者血浆伏立康唑浓度, 为临床及时掌握病情、评价疗效和制定个体化给药方案提供

依据。 

方法   使用 Waters 公司超高效液相色谱（ I-Class） -质谱（TQ-S）联用仪，以 BEHC18

（2.1*50mm,1.7um）为色谱柱，0.02mol/L 醋酸铵缓冲液（PH3.0）-乙腈（60:40））为流动相，

流速 0.3ml/min. 赛庚啶为内标，血浆样本在 PH9.2 条件下，采用甲基叔丁基醚提取浓缩，150ul 流

动相溶解,进样 2ul. 采用电喷雾离子源，多离子反应监测（MRM），正离子扫描进行测定(伏立康唑

m/z 350.4→m/z 127.2 赛庚啶 m/z288.1→96.2 ). 

结果  血浆中伏立康唑血药浓度线性范围 0.0005-10ug/ml ，线性相关系数良好（R2= 0.9991），

高、中、低各浓度的日内和日间精密度 RSD 分别小于 3.84% and 6.72%, 萃取回收率为 86.6% - 

99.7%，方法准确度为 99.2–109.5%，最低检出限 0.125ng/ml. 血浆中伏立康唑药物在室温可保存

6 小时，冻融 3 次和在-20℃保存 30 天的 RSD<7.43%。采用该方法检测了 793 例服用伏立康唑药

物患者的血药浓度，其浓度范围在 0.01 - 55.74ug/ml，其中 46%患者 VCZ 浓度在 1.5-5.5ug/ml，

VCZ 浓度小于 1.5ug/ml 和大于 5.5ug/ml 所占比例分别为 39%和 15%. 

结论  该方法操作简单，快速，灵敏度高，稳定性强，适用于血浆中伏立康唑治疗药物浓度监测。 

 
 

PU-0539 

视黄醇结合蛋白-4 与代谢综合征的相关性探讨 

 
刘宗英 

平邑县人民医院,276000 

 

目的  探讨视黄醇结合蛋白 4(RBP4)与代谢综合征的相关性。方法  选择 2013 年 10 月-2014 年 11

月我院收治伴 2 型糖尿病的 113 例代谢综合征患者作为研究组，同期抽取 113 例正常体检者作为

对照组，观察两组体检者的 RBP4 血清水平。结果  研究组患者的 BMI、WHR、FINS、HOMA-IR

及 RBP4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RBP4 与血糖、血脂、血压及

胰岛素抵抗有关指标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通过检测 RBP4 能反应代谢综合征，可作为检测代谢

综合征的一项血清学标志物。 

方法  两组受试者均于清晨空腹抽取肘静脉血 4mL，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 RBP4，采用已糖激酶法

测定血糖(FBG)，采用化学发光法测定胰岛素(FINS)。采用 OlympusAU 2700 全自动生化仪测定血

脂水平。 

结果  研究组患者的 BMI、WHR、FINS、HOMA-IR 及 RBP4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详见表 1。RBP4 水平与 BMI、WC、FINS、HOMA-IR、TG 正相关，腰围和 BMI

是独立相关因素。 

结论  通过本研究可以发现，研究组患者的 BMI、WHR、FINS、HOMA-IR 及 RBP4 水平明显高于

对照组，RBP4 水平与 BMI、WC、FINS、HOMA-IR、TG 正相关，腰围和 BMI 是独立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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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肥胖特别是中心性肥胖是影响 RBP4 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RBP4 水平可通过调节脂代谢影响

胰岛素，与有关报告相一致。 

 
 

PU-0540 

MPO 对急性冠脉综合征危险分层的应用价值 

 
张茜 1,黄杰 2,李蕾 1,翟志楠 1,侯敏 1 

1.天津市胸科医院,300000 

2.天津医科大学,300000 

 

目的  探究急性冠脉综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 ，ACS）患者体内髓过氧化物酶（MPO）

含量变化的临床意义。探讨 MPO 作为新型 ACS 预测因子对不同类型 ACS 的诊断价值。寻求鉴别

诊断不稳定型心绞痛（UAP）和急性心肌梗死（AMI）的最佳方案。 

方法  将 76 位出院诊断为 ACS 以及 AMI 的患者按照美国心脏病学会(ACC) /美国心脏协会(AHA)指

南分为不稳定 UAP 组和 AMI 组。其中 UAP 组中患者 25 例，AMI 组中患者 51 例。收集 76 例患者

血清标本，检测血清中的高密度脂蛋白(HDL)、甘油三酯(TG)、载脂蛋白 A(ApoA)、总胆固醇

(TC)、载脂蛋白 B(ApoB)、和低密度脂蛋白(LDL)。同时检测各项心脏标志物（心肌肌钙蛋白

(cTnT)、N 端 B 型钠尿肽前体(NT-proBNP)以及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的浓度。用髓过氧化

物酶检测试剂盒（乳胶增强免疫比浊法）测量 ACS 患者血清中 MPO 的含量，分析不同组别中的

MPO 含量，探究 MPO 与其他心脏标志物的相关性。通过分析 MPO、cTnT 及二者串联联合检测

的 ROC 曲线以及灵敏度（SE）、阳性预测值（PPV）、特异性(SP)和阴性预测值（NPV），评估

MPO 对不同类型 ACS 的诊断效率，最终获得临床最佳诊断方案。 

结果  AMI 组中的 MPO 含量显著高于 UAP 组（P<0.01）。AMI 组的 hs-CRP、NT-proBNP 以及

cTnT 含量也显著高于 UAP 组（P<0.01）。但 UAP 组与 AMI 组的 LDL、TG、HDL、TC、ApoA

和 ApoB 的含量无明显差异（P>0.05）。MPO 对于鉴别诊断 UAP 与 AMI 的诊断效率较高，尤其

是特异性（SP，84%）和阳性预测值（PPV，89.47%）较高，MPO 与 cTnT 串联联合检测后，

SP 和 PPV 进一步提高（均为 100%）。 

结论  血清中 MPO 的含量对 UAP 和 AMI 的鉴别诊断有一定的意义，MPO 对 ACS 的危险分层及

AMI 的早期诊断有临床应用价值，用 MPO 和 cTnT 串联联合检测能提高鉴别诊断 UAP 和 AMI 的

效率。 

 
 

PU-0541 

过氧化体增殖物激活型受体激活物与动脉粥样硬化 

 
刘善凤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430000 

 

目的  过氧化体增殖物激活型受体（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s ,PPARs）是一类

重要的细胞内核受体，主要分 α、β/δ 和 γ 三种表型，它们经激活后均能影响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

发展过程。本文简要概述了 PPARs 组织分布、共同结构、主要作用方式以及不同表型特异性激活

物在动脉粥样硬化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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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42 

间接法建立重庆地区血清 proGRP 的生物参考区间 

 
徐华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使用间接法建立肿瘤标志物 proGRP 的生物参考区间。 

方法   回顾性研究。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于我院体检的成人血清 proGRP 检测结果，

剔除缺失值并采用 Dixon 法剔除离群值，纳入参考区间统计分析 proGRP 2970 例（男 1732 例、

女 1238 例），年龄 18-93 岁。按照性别及年龄进行分组，年龄分为 30 岁及以下、31-40 岁、41-

50 岁、51-60 岁、61-70 岁、71 岁及以上 6 个年龄组，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的相邻各年龄组肿瘤标志物数值进行合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的各年龄

组不进行合并。各组经 K-S 检验均呈非正态分布，利用非参数法建立 proGRP 的生物参考区间。 

结果   血清 proGRP 参考区间与年龄相关，随着年龄的增加值逐渐升高，在性别间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roGRP 参考区间：40 岁及以下、41-50 岁、51-60 岁、61 岁及以上分别是 0～62.70、0～

69.46、0～74.50、0～92.68pg/ml。 

结论  间接法建立检验项目的生物参考区间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本研究采用间接法建立了本实

验室成人血清 proGRP 的生物参考区间，可为临床医师提供参考。 

 
 

PU-0543 

胸苷激酶 1 联合 Dickkopf-1 

在膀胱癌中疗效及预后中的指示作用 

 
刘健,李海珠,甘瑞伟,王玥莹 

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526000 

 

目的  探究膀胱癌患者的血清中胸苷激酶 1 联合 Dickkopf-1 的水平对疗效及预后中的指示作用。 

方法  从我院 2013 至 2014 年间收治的膀胱癌患者中，依据 2004 年 AJCC 协会公布的膀胱癌分期

标准，选择 45 例浅表性膀胱癌（浅表组），30 例肌层浸润性膀胱癌（肌层组），另选择同期来我

院体检的健康人 75 例。收集膀胱癌患者手术前后的血清样本，收集对照组的血清，分析手术前膀

胱癌患者与对照组、手术前后膀胱癌患者血清中的胸苷激酶 1 和 Dickkopf-1 水平。在三年内对患

者进行回访，统计三年生存期。 

结果  在手术治疗前，浅表组、肌层组患者血清中的胸苷激酶 1 和 Dickkopf-1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浅表组与肌层组之间胸苷激酶 1 和 Dickkopf-1 水平没有差异（P＞0.05）；治疗

后，浅表组、肌层组患者血清中的胸苷激酶 1 和 Dickkopf-1 水平显著低于手术前（P＜0.05）；浅

表组患者的三年生存率显著高于肌层组患者（P＜0.05）。 

结论  膀胱癌患者血清中的胸苷激酶 1 和 Dickkopf-1 水平在治疗前、治疗后差异显著，可以用其水

平作为预测癌症转移及评判治疗效果的辅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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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44 

62 例小儿肺炎血清心肌酶谱和 CRP 检测结果的临床分析 

 
杨丽 

内蒙古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原：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014000 

 

目的  对 62 例小儿肺炎住院患儿急性期和恢复期分别进行血清心肌酶谱（A ST、 CK、 CK-MB、 

LDH）和 CRP 检测，并采集 62 例正常儿童血液同样进行心肌酶谱和 CRP 检测，将患儿检测结果

与正常儿童的检测结果进 

行对比，得出患儿急性期与恢复期心肌酶谱的变化以及与 CRP 变化的关系，为临床治疗提供依

据。 

方法  选择 2009 年 8 月—2010 年 7 月期间住院的 62 例患儿，男 32 例，女 30 例，年龄 45 天—3

岁，每位患儿住院后次日，取静脉血 2m l,检测心肌酶谱和 CRP，采用日立 7170A 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心肌酶谱测定以速率法 ，试剂由北京利德曼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 CRP 测定采用免疫比

浊法 ，试剂由北京豪迈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选择 2009 年 8 月—2010 年 7 月期间门诊体检的

正常儿童（近 2 周无疾病史）62 例作为对照组，男 30 例，女 32 例，年龄 2 月—3 岁，抽血检测

方法、试剂及仪器与患儿的相同，将患儿数据与对照组数据对比，数据以`x±s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

用 t 检验。 

结果  患儿肺炎组急性期 A ST、 CK、CK-MB、 LDH、CRP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 01)恢复

期肺炎患儿心肌酶水平下降, 但仍高于对照组, 两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P <0. 05)。急性期患儿 CRP

水平高于对照组，而恢复期肺炎患儿 CRP 水平一般可恢复正常。 

结论  急性期肺炎患儿心肌酶增高，且肺炎恢复后心肌酶指标仍稍高，说明肺炎患儿存在心肌损害

并且心肌损害恢复迟于肺炎本身恢复。同时检测的急性期患儿 CRP 水平高于对照，但恢复期肺炎

患 CRP 一般可恢复正常，与心肌酶联合观察成为观察肺炎急性期、恢复期不可缺少的指标。可见

配合心肌酶谱同时测定 CRP，不仅有利于疾病早期诊断 ，而且对监测病情及指导临床治疗都有很

重要的临床意义。 

 
 

PU-0545 

血浆及脑脊液胱抑素 C、超敏 C 反应蛋白、D -二聚体 

及联合检测对急性动脉硬化性脑梗死的诊疗意义 

 
陈涛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730000 

 

目的  近年来国内外联合检测血浆和脑脊液中 Cys C、D-D、hs-CRP 含量与脑梗死患者相关性的研

究报道甚少。本文探讨了联合检测血浆和脑脊液 Cys C、D-D、hs-CRP 含量与急性动脉硬化性脑

梗塞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择了 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0 月在我院脑系科住院的急性动脉硬化性脑梗塞患者 50

例，选择了同期到我院就诊的健康体检者 30 例，在全自动凝血分析仪(Sysmex CA-550)上同时测

定空腹血浆及脑脊液 D -二聚体含量，用日立 7100 生化分析仪同时检测血浆及脑脊液 Cys C 和 hs-

CRP 含量。 

结果  两组脑脊液和血浆 Cys C、D-D、hs-CRP 三项指标含量的检测结果见表 1，脑梗死患者血浆

和脑脊液 D-D、hs-CRP 含量均高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 < 0. 01) ，脑梗死患者血浆

CysC 含量高于对照组而脑脊液 CysC 含量低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 < 0. 01)。 

结论  急性动脉硬化性脑梗塞患者中 Cys C、D-D、hs-CRP 水平均发生了改变，虽然其作用机制尚

需进一步研究，但足以证明 Cys C、D-D、hs-CRP 水平的变化与脑梗死的发生、发展有密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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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动态联合测定血浆及脑脊液 Cys C、D-D、hs-CRP 含量变化对动脉硬化性脑梗塞的早期诊断

和及时溶栓治疗的疗效判断评估和治疗方案的制定和及时调整都有极其重要的临床意义。 

 
 

PU-0546 

同型半胱氨酸、胱抑素 C、尿微量白蛋白检测 

对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相关研究 

 
陈涛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730000 

 

目的    探讨了胱抑素 C（Cys C）、同型半胱氨酸（Hcy）和尿微量白蛋白（U-mAlb）三项指标联

合检测与 2 型糖尿病早期肾病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受检者空腹静脉采血两管，一管为生化管 5mL；另一管为血常规抗凝管 2mL（混匀），用于

HbA1C 测定；留取晨尿离心取上清液检测 U-mAlb。均在在日立 7100 生化分析仪上测定，Cys 

C、HbA1C、U-mAlb 采用颗粒增强透射免疫比浊法、Hcy 采用循环酶法、血糖(FBG)、尿素氮

(BUN)、肌酐(Cr)、三酰甘油(TG)、胆固醇(TC)采用酶法 

结果  1  T2DM 两组 Cys C、Hcy、HbA1c、BUN、Cr、TG 、TC 、FBG 结果比较见表 1。80 例

T2DM 患者 P 组与 N 组对比结果为：Cys C、Hcy 两项指标有极显著性差异（P<0.001）；

HbA1c、TG 、TC 、FBG 四项指标变化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BUN、Cr 两项指标无

显著性差异（P>0.05）；35 例 N 组：男/女(20/15), 年龄(59±8 岁), 收缩压(mmHg) 122±11, 舒张压

(mmHg) 75±8;  45 例 P 组：男/女(25/20), 年龄(58±9 岁), 收缩压(mmHg) 124±10, 舒张压(mmHg) 

76±7;经统计学处理两组在性别、年龄、血压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 提示 Cys C、Hcy 在尿微

量白蛋白出现前就已出现明显的异常，且这种异常变化随肾损伤程度的加重而明显。 

2.两组血 Cys C 、Hcy 异常检出率为：45 例 N 组阳性检出率 Cys C64.4%（29/45）  、

Hcy60%(27/45) P 组阳性检出率 Cys C、Hcy 均为 100%,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80

例 T2DM 总的阳性检出率 Cys C 为 80%（64/80）, Hcy 为 77.5%（62/80） 

结论  Cys C、Hcy 和 U-mAlb 的浓度与 T2DM 患者的肾功能早期损伤程度有密切的关系，联合检

测能大大提高检测阳性率，对于糖尿病肾病的早诊断、早治疗及早预后有重要临床意义。 

 
 

PU-0547 

降钙素原和 C 反应蛋白在感染性疾病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周青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272000 

 

目的  了解降钙素原和 C 反应蛋白在感染性疾病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检测我院 60 例细菌性感染患者、60 例非细菌性感染患者和 60 例健康体检对照组的降钙素原

和 C 反应蛋白结果，然后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细菌性感染组的降钙素原明显高于非细菌性感染组和健康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细菌性感染组和非细菌性感染组的 C 反应蛋白高于健康对照组，对比存在明显差异

（P<0.05）；细菌性感染组的 C 反应蛋白高于非细菌性感染组，但是差异不明显（P>0.05） 

结论  降钙素原和 C 反应蛋白都可以用于感染性疾病的诊断，在细菌性感染的诊断上降钙素原比 C

反应蛋白有更高的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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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48 

胆囊结石性胆囊炎与血清脂蛋白(a) 的关系研究 

 
施瑞洁 

陕西省人民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血清脂蛋白(a) [lipoprotein(a), LP(a)]在胆囊结石伴胆囊炎疾病的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6 月临床确诊为胆囊结石伴胆囊炎患者 126 例和胆囊炎患者 92

例血清标本，以本院体检中心的健康体检者 147 例血清标本作为对照组；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并使

用日立 717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受检者血清 LP(a)水平 

结果  胆囊结石伴胆囊炎患者组、单纯胆囊炎患者组和健康对照组血清中 LP(a)分别为 369.2±258.5 

mg/L、168.6±110.3 mg/L 和 165.9±135.8 mg/L，胆囊结石伴胆囊炎患者组 LP(a)均明显高于单纯

胆囊炎患者组和健康对照组（t=6.391 和 6.100, 均 P<0.01），而单纯胆囊炎疾病组与健康对照组

之间血清 LP(a)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261, P>0.05）；各实验组中男性受检者和女性受检者

的血清(a)水平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0.1006 ，P>0.05）；单纯胆囊炎男性患者和女性患者血

清(a)水平与健康对照受检者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0.1321，P>0.05），但是胆囊结石伴胆囊

炎男性和女性患者血清 LP(a)水平均明显高于单纯胆囊炎患者组和健康对照组（t=6.100-6.391，

P<0.01）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胆囊结石伴胆囊炎疾病中 Lp(a)水平与性别无关，这和相关报道基本一致。

另外 Lp(a)是一种最为敏感的急性时相蛋白，但是健康对照组和胆囊炎疾病组 Lp(a)水平没有统计学

意义，排除胆囊炎疾病中 Lp(a)水平升高的可能性。血清中 LP(a)水平升高也可能只与胆囊结石有

关，但是由于作者收集到的资料显示单纯胆囊结石血清中 LP(a)水平正常，所以排除此因素。 

 综上所述，胆囊结石伴胆囊炎疾病中血清 Lp(a)水平会升高，对临床诊断或鉴别诊断有一定指导意

义。但是 LP(a)水平是否和胆囊结石伴胆囊炎有直接关系，能否作为胆囊结石伴胆囊炎病情预测、

监测的有效指标，尚需进一步的临床实验研究。 

 
 

PU-0549 

RGN 参与 HepG2 细胞骨架调节 

 
徐北惠 1,陈佳 2,吴洁敏 2,刘湘帆 2,徐洪 3,倪培华 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200000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检验系 

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细胞生物学系 

 

目的  Regucalcin（RGN）是一个独特的钙结合蛋白，与 Ca2+动态平衡的调节、Ca2+参与的信号传

导系统密切相关。RGN 既具有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的作用，又有抑制细胞凋亡作用，在维持细胞内

动态平衡中起重要作用。本研究试图从肝肿瘤组织标本、细胞骨架、细胞黏附、细胞转化、细胞伪

足的形成以及可能涉及的信号传导途径研究 RGN 在肝肿瘤细胞 HepG2 中的作用机制，探索 RGN

作为潜在的肿瘤治疗目标的可能性。 

方法  将 pcDNA3.1-RGN-EGPF 导入 HepG2 获得过表达 RGN 的 HepG2 细胞，以该细胞为研究对

象进行细胞凋亡、细胞增殖、细胞转化、细胞骨架、黏着斑、细胞伪足形成实验，用实时定量

PCR、Western blotting 检测 PCP 信号传导途径中的信号分子变化。 

结果  过表达 RGN 有抑制 HepG2 细胞凋亡、细胞增殖、抑制软琼脂中细胞克隆的形成的作用，还

可重塑细胞骨架，抑制细胞黏着斑和伪足的形成，抑制 PCP 信号传导途径中 DVL、RhoA、

ROCK2 信号分子的表达。 

结论  RGN 可能通过抑制 PCP 信号传导途径中的 DVL 进而影响 RhoA 与 ROCK2，影响细胞骨架

重塑，从而达到抑制 HepG2 细胞增殖、凋亡、迁移的目的。RGN 是潜在的肿瘤基因治疗的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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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50 

利用流水线平台解决生化血清质量问题 

 
穆润清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溶血、脂血、黄疸血是生化项目检测的常见干扰因素，本研究建立基于生化流水线检测平台

针对血清质量问题的全面解决方案。 

方法  通过流水线前处理拍照筛选疑似存在血清质量问题的样本，利用通讯交互指令生化分析仪对

筛选出的样本加测血清指数。对样本血清指数结果进行级别划分，通过 IT3000 和 LIS 的数据连

接，对检验人员和临床医生进行信息提示，自动审核自动拦截存在提示的样本结果。同时在移动端

显示血清质量数据及详细的项目个体化判定结果及影响方向。整合上述信息保证检验人员对结果发

布做出正确决策。 

结果  统计生化流水线检测的 657770 个样本，其中前处理筛选后加做血清指数样本占总样本量的

12.30%。通过血清指数测定真正判断为溶血、脂血、黄疸血分别占总样本量的 1.57%、1.19%、

0.33%。在移动端能够分别列表显示存在相应血清质量问题的样本信息，显示要素包括检验号，姓

名，样本位置及明显影响的项目及血清指数结果。 

结论  流水线目前是实验室自动化的发展方向，本研究建立的血清质量解决方案，能够准确识别问

题标本、对不同检测项目进行个体化判断，保证信息提示无遗漏，有助于实验室控制血清质量导致

的分析前误差。 

 
 

PU-0551 

不同检测方法对血清肌酐的影响及解决方法 

 
唐凯宏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50000 

 

目的  阐述血清肌酐的检测方法，探讨不同检测方法的主要影响因素，提出解决干湿化学参考区间

不同的方法。 

方法  血清肌酐是非常重要和常见的血清学指标，其检测方法分为多种，主要包括碱性苦味酸法、

酶法、放射性核素稀释质谱法、高效液相色谱法、毛细管电泳法、拉曼散射法、电极法等方法，每

种检测方法有其特异性及抗干扰能力。基于以上的几种检测血清肌酐的方法，临床实验室仪器常用

检测血清肌酐的方法分为干化学检测和湿化学检测。湿化学检测方法为应用多年的检测方法，其特

异性及抗干扰能力研究相对成熟。干化学检测方法是最近几年的新兴方法，其重要组成部分为干湿

纸片，干试纸片于 1978 年开发的, 1981 年多层膜试纸使得干化学方法进一步得到实用化，其采用

了多层膜试剂载体，是集现代光学、化学、酶工 程学、化学计量学于一体的新方法，该种检测方

法相比于湿化学具有测试时间短、方便、快捷、试剂保存时间长、稳定、干扰因素少等优点，特别

适用于急诊检验，但其检测费用相较于湿化学检测方法高。而湿化学常常用于非急诊检测。但由于

检测的手段和方法不同，使两者测定的结果法比较。由于这种血清肌酐的检测方法不同，造成不同

临床实验室或相同实验室不同仪器设备血清肌酐测定结果出现差异，也是常见的引起临床医生与患

者沟通以及临床医生与检验科医生沟通的难题，因此干湿化学的可比性成为重要的讨论内容。本文

将系统的阐述血清肌酐的检测方法，每种检测方法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解决干湿化学参考区间不同

的方法。 

结果   

结论  干化学和湿化学的结果可共用一个参考区间，以保证为临床提供可靠的实验室依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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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52 

INHBB suppresses anoikis resistance and migration 
through TGF-β signaling pathway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邹国英 1,2,张文玲 2 

1.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410000 

2.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检验系 

 

目的  To study the Inhibin B (INHBB) role and molecular mechanism of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方 法  We detected the expression of INHBB in nasopharyngeal epithelium tissues in the 

preliminary experiment by tissue micro-array. Anoikis Anoikis-resistant cells model was 
established under anchorage-independent conditions, and the effect of INHBB on Anoikis-
resistant cells and INHBB molecular mechanism were studied by flow cytometry and Weatern blot. 

结果  We observed INHBB expression  

结论  Thus our results manifested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INHBB could suppress anoikis resistance 

and migration of NPC cells by the TGF-β signaling pathway, and may serve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NPC metastasis and prognosis. 
 
 

PU-0553 

血清心脏型脂肪酸结合蛋白、超敏 C 反应蛋白 

及同型半胱氨酸在脑梗死临床诊断价值中的初步研究 

 
张旭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血清心脏型脂肪酸结合蛋白(Heart type fatty acid binding protein，hFABP) 、超敏 C 反

应蛋白(high sensitive C reaction protein hs-CRP)及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在脑梗死

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采用酶法和免疫比浊法对 44 例慢性组、58 例急性组及 99 例健康对照组 Hcy、hs-CRP 以及

hFABP 水平进行检测分析。 

结果  统计结果显示，健康对照组、慢性组、急性组三组间血清 Hcy、hs-CRP 及 hFABP 水平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且血清 Hcy、hs-CRP 及 hFABP 水平依次递增。健康对照组、慢性

组、急性组三组间两两比较显示，慢性组与急性组的血清 Hcy、hs-CRP 及 hFABP 水平均显著高

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P<0.01）。慢性组与急性组比较，急性组血清 Hcy、hs-CRP 及

hFABP 水平显著高于慢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ROC 曲线分析显示，Hcy、hs-

CRP、hFABP 单独诊断脑梗死的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99、0.950、0.847；Hcy 的

CUTOFF 值为 12.2 umol/L 时，敏感度为 0.686，特异性为 0.848；hs-CRP 的 CUTOFF 值为

4.75mg/L 时，敏感度为 0.863，特异性为 0.960；hFABP 的 CUTOFF 值为 4.4mg/L 时，敏感度为

0.745，特异性为 0.889。血清 hFABP 与 hs-CRP 联合诊断脑梗死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61，

敏感度与特异性分别是 0.931、0.899。相关性分析显示，hFABP 与 Hcy 及 hs-CRP 呈正相关，相

关系数 r 分别为 0.528（P<0.001）、0.629（P<0.001）。 

结论  Hcy、hs-CRP 以及 hFABP 对脑梗死有较大的辅助诊断作用；血清 hFABP 与 hs-CRP 联合

检测可提高脑梗死诊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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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54 

血清 α1 微球蛋白在糖尿病肾损伤监测中的应用价值 

 
刘荣均 

昆明市中医院,650000 

 

目的  为了解血清 α1 微球蛋白在糖尿病患者中的变化特点。 

方法  对 97 例糖尿病患者的血清 α1 微球蛋白检测结果进行了回顾性分析。 

结果  结果表明糖尿病患者血清 α1 微球蛋白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且与反映近期平均血糖

水平的指标糖化血红蛋白 HBA1C 及反映肾小球操作的指标血清肌酐均有良好的相关性

（P<0.05）。 

结论  糖尿病患者血清 α1 微球蛋白是代替血清肌酐作为糖尿病肾小球损伤的良好实验室监测指标。 

 
 

PU-0555 

大理地区体检人群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水平分析 

 
王育芳,朱艳华,马顺高 

云南省大理州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对大理地区体检人群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水平的调查，了解大理地区体检人群糖化

血红蛋白、血糖水平的变化趋势 

方法  选择我院体检中心 5985 例体检者，按照不同的年龄段分为 20-30 岁组（1281 例）、31-40

岁组（1336 例）、41-50 岁组（1754 例）、51-60 岁组（1136 例）、61-70 岁组（301 例）、71-

93 岁组（177 例）,测定糖化血红蛋白、血糖水平 

结果  各年龄组的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高，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01）,男性高于女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结论  大理地区糖化血红蛋白、血糖水平随着增龄而增高.且男性高于女性，该调查分析对本地区糖

尿病的早期诊断、及时干预和规范化治疗有指导性意义。 

 
 

PU-0556 

联合检测甲胎蛋白、甲胎蛋白异质体 3 

与异常凝血酶原对诊断原发性肝癌的应用价值 

 
彭婉婵 1,吴尚军 2,尹利华 2,廖经忠 1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2.湖南医药学院 

 

目的  探讨血清中甲胎蛋白（AFP）、甲胎蛋白异质体 3（AFP-L3）与异常凝血酶原（PIVKA）三

项联合检测时对原发性肝癌（HCC）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2017 年 8 月至 2017 年 10 月某医院 39 例 HCC 患者、24 例肝硬化患者、18 例肝占位

患者、12 例肝转移癌患者及 21 例健康体检人群采用免疫荧光法加毛细管电泳法进行试验，检测

AFP、AFP-L3%、PIVKA—Ⅱ这三个指标。使用 SPSSl8.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对各组血清

AFP、AFP-L3 与 PIVKA 浓度比较，采用 ROC 曲线分析 AFP 和 PIVKA 单独运用及联合运用在诊

断肝癌的灵敏度与特异度并查阅患者临床信息对 HCC 患者（术前）血清 AFP、AFP-L3、PIVKA

水平与各临床指标的相关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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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HCC 组患者的 AFP 浓度与 PIVKA 浓度均远高于其他病例对照组与正常对照组；ROC 曲线

分析显示 AFP 和 PIVKA 两者联合运用诊断肝癌曲线下面积为 0.978，诊断效能高于单独检测

AFP、PIVKA。Spearman 相关分析显示 AFP 水平与 AFP-L3 呈正相关性；PIVKA 水平与 AFP-L3

呈正相关性；AFP-L3 与 FIB、DD 均成正相关；AFP-L3%在有乙肝病史的 HCC 患者的水平明显高

于无乙肝病史 HCC 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血清学的生物标志物 AFP 和 PIVKA 与 HCC 的发展相关，而这两种生物标志物的升高值都是

慢性肝病患者发展 HCC 的早期指标。实验表明，AFP、AFP-L3 和 PIVKA 联合运用相对于单独运

用各指标可明显提高肝癌和早期肝癌的诊断率。 

 
 

PU-0557 

胱抑素 C、同型半胱氨酸、尿微量白蛋白联合检测 

在 2 型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中的临床应用 

 
金萍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730000 

 

目的  探讨了胱抑素 C（Cys C）、同型半胱氨酸（Hcy）和尿微量白蛋白（U-mAlb）三项指标联

合检测与 2 型糖尿病早期肾病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用日立 7100 生化分析仪分别检测 80 例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和 100 例健康体检者的

Cys C 、Hcy 和 U-mAlb 的含量。 

结果   T2DM 患者 U-mAlb 阳性组 Hcy、Cys C 的含量明显高于 U-mAlb 阳性组（P<0.001）, U-

mAlb 阳性组 Hcy、Cys C 异常检出率均为 100%，阴性组异常检出率 Hcy（60%）、Cys C

（64.4），三项指标联合检测阳性率高达 88.9%，明显高于单项检测。 

结论  2 型糖尿病是临床内分泌代谢紊乱常见疾病，以血糖浓度增高为特点。T2DM 最常见的严重

慢性并发症是微血管病变，主要以微血管功能和结构的改变为主，导致糖尿病肾病(DN)的发生，众

多文献报道，T2DM 患者并发 DN 的发病率约为 48%，是导致终末期肾病的主要病因之一。提示

DN 早诊断、早治疗非常重要，作者对 CysC、HCY 和 U-mAlb 三项指标进行了联合检测以探讨其

在 DN 早期诊治中的价值。本文研究结果显示 Cys C、Hcy 和 U-mAlb 的浓度与 T2DM 患者的肾功

能早期损伤程度有密切的关系，联合检测能大大提高检测阳性率，对于糖尿病肾病的早诊断、早治

疗及早预后有重要临床意义。 

 
 

PU-0558 

NUCB2 蛋白在 NPC 发生中的作用及临床应用研究 

 
梁运来,谢旭琳,任煜培,王堃,易斌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研究 NUCB2 蛋白在鼻咽癌发生中的作用及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1）采用蛋白印迹法（Western Blotting）检测高分化鼻咽癌细胞系 CNE1 和低分化鼻咽癌

细胞系 CNE2 中 NUCB2 蛋白表达水平，并与正常鼻咽上皮细胞 NP69 进行比较；（2）病毒感染

法将 NUCB2 特异性 siRNA 载体和空白载体分别转染 CNE2 细胞，脂质体转染法将 NUCB2 表达载

体和空白载体分别转染 CNE1 细胞，建立稳定转染细胞系；（3）Western Blotting 检测细胞中

NUCB2 蛋白表达水平；MTT、EdU 法检测细胞增殖能力；平板克隆法检测细胞形成克隆能力；

（4）收集鼻咽癌初诊患者和对照组的组织和血清标本，免疫组化检测组织中 NUCB2 蛋白的表

达，ELISA 检测血清 NUCB2 含量。（5）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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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CNE2 细胞中 NUCB2 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 CNE1 细胞及 NP69 细胞；（2）建立了

NUCB2 低表达的 CNE2 细胞系、NUCB2 高表达的 CNE1 细胞系及其空白载体稳定转染细胞系；

（3）与空白载体转染的 CNE2 细胞和未转染 CNE2 细胞比较，特异性 siRNA 转染的 NUCB2 低表

达 CNE2 细胞的增殖能力降低；与空白载体转染的 CNE1 细胞和未转染 CNE1 细胞比较，NUCB2

表达载体转染的 CNE1 细胞的增殖能力增强；（4）免疫组化结果表明 NUCB2 蛋白在 NPC 组织中

的表达显著高于炎症组织；（5）血清学检测结果表明 NUCB2/Nefatin-1 蛋白在鼻咽癌患者血清中

的水平显著高于头颈部肿瘤患者、鼻炎患者及正常体检者，后三者之间则无显著差异。 

结论  （1）NUCB2 高表达促进鼻咽癌细胞的增殖；（2）NUCB2 在鼻咽癌患者组织及血清中高表

达，有望成为鼻咽癌临床诊断新的分子标志物。 

 
 

PU-0559 

同型半胱氨酸与脑卒中的相关性分析 

 
王育芳,董茂顺 

云南省大理州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脑卒中患者的同型半胱氨酸（Hcy）的水平。 

方法   采用循环酶法测定 145 例脑卒中患者和 80 例健康体检者（对照组）血清同型半胱氨酸

（Hcy）水平。 

结果  脑卒中组 Hcy（24.38±8.6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9.15±3.8 ），且男性高于女性，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将脑卒中组分为缺血性卒中组和出血性卒中组，统计两组的 Hcy 水

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同型半胱氨酸（Hcy）水平与脑卒中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 

 
 

PU-0560 

罗氏 Cobas P612、CobasP671 前处理系统报警及处理方法 

 
温忠亭,徐静茹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江苏省第二红十字医院）,210000 

 

目的  通过罗氏 Cobas P612、CobasP671 前处理系统的的使用体会与用户分享操作中一些常见的

报警及处理方法。 

方法  设备使用一年中报警信息的收集。 

结果  总结出 7 种高频次报警信息出现的案例及处理方式，积累了 5 种报警分类及常规解决方法与

同行分享和探讨。 

结论  检验人员需要有解决和处理仪器普通故障的能力，这是确保可以按时按量完成每日工作的必

备条件，我们需要不断提高自身对仪器原理的分析和排除故障的能力，为保障仪器正常合理使用提

供了基础。不管实验室大小，管理规范必不可少，实验室要保证检验质量，就必须加强分析前质量

体系的建立，在分析前各个阶段采取对应措施。这对于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性，规范医疗行为，确

保医疗质量和安全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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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61 

白细胞介素 35 在慢性丙型肝炎中的免疫作用研究 

 
陈霞,傅锦芳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通过对慢性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患者血清中白细胞介素 35(IL-35)浓度的检测,来研究 IL-

35 在慢性 HCV 感染患者体内的免疫调节作用。 

方法  用 ELISA 法检测 30 例健康体检者和 60 例慢性丙型肝炎患者的血清 IL-35 浓度,并对不同临床

类型的 HCV 患者间的 IL-35 浓度进行对比并分析,同时观察 IL-35 与 IL-17A 和 ALT、AST、TB、

ALB 及 HCV-RNA 有无相关性。 

结果  慢性 HCV 感染者血清 IL-35 浓度 36.77（24.46～85.32）pg/ml 高于健康对照组 21.74

（17.98～37.75）pg/ml，其中 HCV 相关肝硬化患者血清 IL-35 水平 41.05（29.69～85.32）pg/ml

高于慢性肝炎患者 32.5（24.46～68.05）pg/ml。 

结论  慢性 HCV 感染者血清中 IL-35 浓度升高,且与 IL-17A 呈负相关，提示在慢性 HCV 感染患者中

IL-35 可能对 Th17 的有调节作用，为进一步研究 IL-35 对 HCV 感染的免疫调节机制提供理论基

础。 

 
 

PU-0562 

血清肿瘤相关物质对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的诊断价值 

 
陈霞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观察消化系统肿瘤患者的血清肿瘤相关物质（BXTM）水平，探讨血清肿瘤相关物质

（BXTM）对消化系统恶性肿瘤患者（包括直肠癌，结肠癌，胃癌，肝癌，胆道癌）的诊断价值。 

方法  将研究对象分为三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组，消化系统良性病变组以及健康对照组，分别进

行 BXTM 检测，用 spss22.0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恶性肿瘤组的血清肿瘤相关物质（BXTM）平均水平为 102.30±20.72，阳性率为 61.83%，

良性病变组的血清肿瘤相关物质（BXTM）平均水平为 88.59±8.44，阳性率为 25.57%，体检志愿

者血清肿瘤相关物质（BXTM）平均水平为 85.16±10.03,阳性率为 5.0% 。血清肿瘤标志物

（BXTM）在恶性肿瘤与良性病变中的平均水平有显著差异，x²=81.28，P＜0.01，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恶性肿瘤组与健康体检志愿者血清肿瘤标志物平均水平有明显差异，

x²=95.31，P＜0.01，有统计学意义。良性病变组与体检志愿者 BXTM 平均水平有差异，x²=8.00，

P＜0.01，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通过检测血清肿瘤相关物质水平在消化道恶性肿瘤和良性病变及健康对照组中有明显差异，

因此，血清肿瘤相关物质（BXTM）可以作为对消化道恶性肿瘤疾病的早期筛选一项指标，但在恶

性肿瘤晚期是，可能会导致 BXTM 水平降低或正常，还有一些阳性结果也出现在消化道良性病变

中，所以 BXTM 对消化道肿瘤的鉴别诊断以及术后监测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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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63 

端粒酶基因多态性与肝细胞性肝癌预后的相关性分析 

 
刘霖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对肝细胞性肝癌患者癌组织样本中端粒酶基因 5 个 SNP 位点多态性的分析，探讨这些基

因位点变异对肝癌患者手术治疗后转移、复发、死亡结局的影响，为肝癌患者预后分析与干预提供

临床应用基础信息。 

方法  1.研究对象的收集与随访，随访时间为 2006 年 7 月 1 日-2015 年 1 月 30 日。 

2. 选择 AS-PCR 方法进行肝癌组织样本中端粒酶基因 5 个 SNP 位点多态性的检测。自主设计引

物，组建并优化 PCR 反应体系及扩增条件，构建出适用于 5 个 SNP 位点多态性检测的 10 个 AS-

PCR 检测体系，并通过 PCR 产物测序分析验证其检测结果的正确性。 

3.用经验证后的 AS-PCR 方法，对肝癌组织样本进行端粒酶基因 5 个 SNP 位点基因多态性检测并

分析其等位基因和基因型频率的分布规律。 

4.用 COX 回归分析方法分析 5 个 SNP 基因与多态性与预后相关性，探讨其在肝细胞性肝癌患者预

后中的作用。 

结果  到随访截止期，既有随访病例也有基因多态性分析的 41 例 HCC 患者平均生存时间为 24 个

月，生存率随着随访时间增加而逐渐下降。COX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以死亡为结局时，SNP 位点

rs2735940 基因突变对死亡的回归系数 β 为 2.044，p=0.018（＜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相对

危险度（Exp(B)）为 7.720，95.0% CI 为 1.427-41.757。 

.rs2735940 分别与性别、年龄、家族史、巴塞罗那分期和治疗措施进行两因素 COX 回归分析，仅

巴塞罗那分期的回归系数 β 具有统计学意义；②rs2735940 仅与治疗措施具有统计学意义。③

rs2735940 位点突变的回归系数（β 分别为 5.746、2.656、6.564）的有统计学意义（p 值分别为

0.010、0.007、0.004）。 

结论  1. 本研究中自主构建的 5 个 SNP 位点突变 AS-PCR 检测方法中引物是可用的，且有特异性

的。2. 本研究中自主构建的 5 个 SNP 位点突变 AS-PCR 检测方法，检测结果可靠，经济适用，操

作简便，有临床推广应用前景。3. 端粒酶启动子区域 rs2735940 13647 位点 G→T 突变增加了患

者术后死亡的风险，但其贡献小于及巴塞罗那分期和治疗措施。 

 
 

PU-0564 

INHBB suppresses anoikis resistance and migration 
through TGF-β signaling pathway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邹国英 1,2,张文玲 2 

1.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原：湖南省脑科医院）,410000 

2.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检验系 

 

目的  探讨抑制素 B（INHBB）对鼻咽癌的侵袭转移的作用及分子机制。 

方法  通过组织芯片观察鼻咽癌鼻咽上皮组织中 INHBB 的表达。通过悬浮培养建立了抗失巢凋亡的

细胞模型，并通过流式细胞术和 Western blot 法研究了 INHBB 对这些细胞的影响和 INHBB 的分子

机制。 

结果  结果表明在鼻咽癌组织中 INHBB 的表达减少，与淋巴结转移、疾病分期和临床右后相关。在

悬浮培养条件下诱导出抗失巢凋亡鼻咽癌细胞系,其 INHBB 表达降低。INHBB 过表达的抗失巢凋亡

细胞中，细胞凋亡增加,S 期细胞降低,波形蛋白、金属基质蛋白-9 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A 表达被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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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钙粘蛋白表达上调,抑制 INHBB 的表达则结果相反。INHBB 表达的降低可以激活 TGF-β 信号途

径，磷酸化 Smad2/3，并在细胞核中形成复合物，从而导致上述的变化。 

结论  首次发现 INHBB 通过 TGF-β 信号能抑制鼻咽癌细胞的失巢凋亡抵抗和转移，并可能作为鼻

咽癌转移和预后潜在的的生物标志物。 

 
 

PU-0565 

甘胆酸在肝脏疾病中的应用 

 
梁运来,王堃,谢旭琳,任煜培,易斌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观察甘胆酸（CG）在肝脏疾病中的变化情况，评估 CG 联合总胆汁酸（TBA）及亮氨酸氨基

肽酶（LAP）对各类肝病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3 月健康体检者、无症状 HBV 携带者、肝炎

患者、胆道梗阻患者、肝硬化患者及原发性肝癌患者样本共 210 例，分别采用相应试剂盒检测 CG

及 LAP，同时收录患者肝功能、凝血功能等指标，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CG 水平在各肝病组中均有升高，与正常组及无症状 HBV 携带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CG 与 LAP 显著相关；在肝功能指标中，CG 与 TB、DB、TBA 及 ALP 等显著相关；在凝血常规

中与 Fib、TT 等显著相关；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CG 的影响因素，最终引入的变量为 LAP 及 TBA，

回归方程为 Y=-0.835+0.157X1+0.312X2（X1：LAP；X2：TBA，R2=0.685）；ROC 曲线分析表

明 CG 在联合了 LAP 后诊断各组肝病的能力最强。 

结论  CG 水平的变化在各种肝病中均具有重要意义，联合 LAP 后诊断各组肝病的能力最强，具有

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PU-0566 

血清 γ-谷氨酰胺转移酶与高血压患者冠状动脉钙化的相关性研究 

 
苏敏,朱惠斌,赵宁志,陈锋,宁兴旺,李萍,谢小兵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10000 

 

目的  探讨血清 γ-谷氨酰胺转移酶（γ-GT）水平与高血压患者冠状动脉钙化（CAC）积分之间的关

系。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并行冠状动脉 CT 检查

的高血压患者 218 例为研究对象。根据 CAC 积分将患者分为 CAC 组（CAC 积分>0；n=120）和

非 CAC 组（CAC 积分=0；n=98），并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

究 CAC 的预测因素，并以 ROC 曲线描述其预测价值。 

结果  CAC 组患者的 γ-GT 水平为（30.4±10.7）U/L，而非 CAC 组为（26.1±11.9）U/L，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06）。与非 CAC 组相比，CAC 组患者的年龄、男性比例、吸烟比例、空腹血

糖和高敏 C 反应蛋白较高，而其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较低（P 均<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提示，血清 γ-GT 水平（OR=1.23, 95% CI=1.03~1.47；P=0.022）、年龄

（OR=1.14, 95% CI=1.07~1.22；P<0.001）、吸烟（OR=2.07, 95% CI=1.26~1.47；P=0.004）

和空腹血糖水平（OR=1.31, 95% CI=1.02~1.69；P=0.036）。ROC 曲线分析表明，γ-GT 预测

CAC 的曲线下面积为 0.78（95% CI=0.0.71~0.85）。预测的最佳截点为 28.4 U/L，其敏感性为

67%，特异性为 78%。 

结论  高血压患者的血清 γ-GT 水平与 CAC 密切相关，可作为 CAC 的一个独立预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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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67 

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比值对克罗恩病的预测价值分析 

 
邓辉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探讨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

NLR）对克罗恩病诊疗中的预测价值。 

方法   选取 105 例克罗恩病患者，其中活动期 CD 组 60 例，缓解期 CD 组 45 例同时选取 48 例健

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检测受试者静脉血中白细胞数（WBC），中性粒细胞数，淋巴细胞数，血

小板数（PLT），红细胞沉降率（ESR），C 反应蛋白（CRP），计算出 NLR。采用克罗恩病活动

指数（Crohn's Disease activity index，CDAI）评价克罗恩病活动程度，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比较 NLR 、WBC、PLT、ESR、CRP 五种指标对克罗恩病的诊断价值，并评估了它们在克罗恩病

活动期与疗效的关系。 

结果  克罗恩病患者外周血 WBC、NLR、PLT、ESR、CRP 值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克

罗恩病活动期患者 NLR、PLT、CRP 值明显高于缓解期患者（P<0.05）。外周血 NLR、PLT、

ESR、CRP 值诊断克罗恩病患者疾病活动性的曲线下面积分别是 0.86、0.78、0.83、0.86。 

结论  NLR 评估克罗恩病病情的诊断效能优于白细胞数、PLT、ESR、CRP 值，其检测有助于评估

克罗恩病病情。  

 
 

PU-0568 

检测 AFU、Hcy 和 β2-MG 对糖尿病肾病诊断的意义 

 
李亚芹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联合检测 α-L-岩藻糖苷酶（AFU）、同型半胱氨酸（Hcy）和 β2-微球蛋白（β2-MG）对

糖尿病肾病患者早期诊断的临床意义。 

方法  依据 24h 尿微量白蛋白的定量检测结果将 110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分为 3 组：A 组为单纯糖尿

病组，B 组为早期糖尿病肾病组，C 组为临床糖尿病肾病组。分别对这 3 组患者进行血清 AFU、

Hcy、β2-MG 的含量进行检测，并与 25 例医院体检中心的健康体检者组成的对照组进行比较。 

结果  2 型糖尿病患者组的血清 AFU、Hcy、β2-MG 的水平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A、B、C 三组之间 AFU、Hcy、β2-MG 水平的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血清 AFU、Hcy、β2-MG 是糖尿病肾病诊断的敏感指标，水平与肾脏损伤程度相关，因此三

项指标联合检测对 2 型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及病情监测具有重要价值。 

 
 

PU-0569 

联合检测创伤性休克患者血乳酸和 D-二聚体的临床意义 

 
王林 

莱州市人民医院,264000 

 

目的  评估急诊创伤性休克患者预后，为临床抢救患者提供参考 

方法  （1）所有患者检查血常规、血生化及血气分析。（2）从急诊进入 ICU 为起点，至转出 ICU

或死亡为终点，分析两组患者间入院时、6h、12 h 及 24 h 的动脉血乳酸浓度，D-二聚体水平的差

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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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存活组入院时、6h、12 h、24 h 血乳酸水平均低于死亡组 

结论  血乳酸浓度、D-二聚体水平均可作为评估病情严重程度的指标，为迅速评估患者病情、预

后、指导临床治疗，血乳酸浓度和 D-二聚体联合测定是最简单、方便的方法。 

 
 

PU-0570 

血清 25(OH)2D3 水平与 2 型糖尿病大血管病变的相关性研究 

 
吴琼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探讨血清 25(OH)2D3 水平与 2 型糖尿病大血管病变的相关性以及研究大血管病变的危险因

素。 

方法  选取 2016 年 7 月到 2017 年 2 月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共 171 例确诊为 2 型糖尿病患者，根据大

血管病变程度分为无血管病变（n=47）、血管出现斑块（n=49）、血管硬化（n=75）3 组，搜集

患者临床资料，并检测患者血清 25(OH)2D3水平以及糖化血红蛋白、血糖、尿微量白蛋白与尿肌酐

比值、甲状旁腺激素、尿酸、D-二聚体、LDL、HDL、TG、TC 水平。 

结果  血清 25(OH)2D3 随着 2 型糖尿病大血管病变程度加深而降低，且三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同时，血清 25(OH)2D3 水平与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r =－0.213，P= 0.001)、甲状

旁腺素（r =－0.278，P = 0.001) 呈负相关。糖尿病病程、年龄、高血压病史、BMI、尿酸为糖尿

病大血管的危险因素（OR>1），血清 25(OH)2D3为保护性因素（OR<1）。 

结论  血清 25(OH)2D3水平与 2 型糖尿病大血管病变发生呈明显负相关，25(OH)2D3是 2 型糖尿病

大血管病变的保护因素。 

 
 

PU-0571 

胃癌患者化疗前后血清 β2-微球蛋白、视黄醇结合蛋白水平变化

及临床意义 

 
李亚芹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研究胃癌患者化疗前后血清 β2-微球蛋白、视黄醇结合蛋白水平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我院 2015 年 4 月至 2017 年 4 月 89 例胃癌患者病历资料，均接受新辅助化疗+根治性手

术治疗。选取同期在我院进行体检的 50 名健康志愿者纳入对照组。于化疗前与化疗 2 周期后采集

胃癌患者血液样本，对照组于体检时采集血液样本，检测血清 β2-微球蛋白、视黄醇结合蛋白水

平。  

结果  89 例胃癌患者，化疗前与健康对照组各指标比较 Ⅲa 期组、Ⅲb 期组、对照组三组间 β2-微

球蛋白、视黄醇结合蛋白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化疗后血清 β2-微球蛋白、视黄醇

结合蛋白较化疗前显著提高（P＜0.05） 

结论  胃癌患者化疗后可能出现不同程度肾功能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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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72 

罗氏 cobas e601 电化学发光分析仪 

检测甲状腺球蛋白的方法学性能评价 

 
王景秀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评价罗氏 cobas e601 电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甲状腺球蛋白（Tg）的分析性能，以确定是否

满足临床检测的要求。 

方法  依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CLSI）的 EP5-A2 文件要求评价精密度；依据 CLSI 的

EP17-A 文件要求验证功能灵敏度；依据 CLSI 的 EP6-A 文件要求评估线性范围；依据 CLSI 的

C28-A2 文件要求验证参考区间；并对其携带污染率进行评估。 

结果  低、高值样本批内不精密度分别为 1.74%、1.65%，总不精密度分别为 1.91%、1.73% ；在

厂家提供的数据（低、高值样本批内不精密度分别为 2%、3.3%，总不精密度分别为 4%、4.7%）

范围内，可以接受。灵敏度实验结果表明电化学发光法的功能灵敏度为 0.13ng/mL 左右，与厂家

提供的数据（功能灵敏度为 0.1ng/mL）无显著差异，可以满足临床需要。线性实验结果表明电化

学发光法的线性范围为 0.32-482.67 ng/mL，可以满足临床需要。对临床 20 例参考人群的实验结

果表明全部结果均在厂家提供的参考值范围 3.5-77ng/mL 内，表明该参考范围适用于昆明地区人

群。携带污染率为 0.67%，满足临床需要。 

结论  罗氏 cobas e601 电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甲状腺球蛋白（Tg）在精密度、功能灵敏度、线性

范围、参考区间、携带污染率等方面均符合要求，可用于临床检测。  

 
 

PU-0573 

联合检测血清游离脂肪酸及胱抑素 C 对冠心病的诊断价值 

 
高慎霞,郑翠英,侯敏 

天津市胸科医院,300000 

 

目的  探讨血清游离脂肪酸（FFA）与胱抑素 C(Cys-C)两个生物标志物联合检测在冠心病诊断中的

价值。 

方法  选取天津胸科医院 2017 年 7 月～12 月疑似冠心病患者 245 例，根据冠脉造影结果分为冠心

病组和对照组，其中对照组 98 例，冠心病组 147 例。处理数据并分析血清游离脂肪酸、胱抑素 C

与冠心病的关系。 

结果  1、冠心病组游离脂肪酸（FFA）、胱抑素 C（Cys-C）、血糖（GLU）、同型半胱氨酸

（HCY）、C 反应蛋白（CRP）、脂蛋白 a(LP(a))、总胆固醇（TC）、载脂蛋白 A(ApoA)、载脂

蛋白 A(ApoB)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甘油三酯（TG）水平两组间无明显差异（P＞

0.05）；2、根据冠脉造影结果进一步将冠心病组分为单支病变组，双支病变组和多支病变组，多

支病变组 Cys-C、FFA、GLU 水平高于单支病变组及双支病变组,双支病变组 HCY 及 LP(a) 水平高

于单支病变组且多支病变组 LP(a) 水平高于双支病变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各组

间均无明显差别（P＞0.05）；3、ROC 曲线结果显示 Cys-C 截断值为 0.965mg/L 时的灵敏度为

0.728，特异度为 0.959，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93（P<0.05），FFA 截断值为 0.295mmol/L 时的

灵敏度为 0.748，特异度为 0.663，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60（P<0.05）。两者联合检测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05（P<0.05），其诊断效能由大到小排列顺序为：AUCCys-C+FFA>AUCCys-

C>AUCFFA。 

结论  1、冠心病组血清 FFA 及 Cys-C 的水平较对照组高；2、血清 FFA 及 Cys-C 水平随着冠心病

病变支数的增加而升高；3、Cys-C 联合 FFA 对冠心病的诊断效能高于单独检测 Cys-C、FFA 对冠

心病的诊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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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74 

胱抑素 C 和尿微量白蛋白联合检测 

在糖尿病早期肾病中的临床意义 

 
王一萍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730000 

 

目的  糖尿病肾病是常见的慢性并发症，是糖尿病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糖尿病肾病早期没有

明显的症状，但肾脏的损害已经开始并缓慢地进展，出现蛋白尿症状时已是糖尿病性肾病较晚期的

表现。糖尿病肾病是渐进性的，一旦出现严重肾功能衰竭治疗就很困难，如能在肾脏损害的早期及

早发现，积极控制，肾脏的损害大多可以逆转，甚至完全恢复。本文探讨了胱抑素 C（Cys C）、

和尿微量白蛋白（U-mAlb）联合检测与 2 型糖尿病早期肾病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用日立 7100 生化分析仪分别检测 55 例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和 80 例健康体检者的 Cys 

C 、U-mAlb 的含量。 

结果  T2DM 患者 Cys C 和 U-mAlb 的含量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 CysC 水平与相关因

素分析：以 CysC 为因变量，U-mAlb 自变量，进行相关和多元回归分析发现，CysC 与 U-mAlb 呈

显著正相关(r=0. 783，P<O.O1)。 

结论  Cys C 和 U-mAlb 的浓度与 T2DM 患者的肾功能早期损伤程度有密切的关系，可作为早期诊

断糖尿病肾病较敏感的指标，联合检测能大大提高检测阳性率，对于监测早期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和

病情发展程度有重要意义。 

 
 

PU-0575 

血清 β—羟丁酸的测定对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诊断意义 

 
徐连蕾 

莱州市人民医院,264000 

 

目的  对血清 β—羟丁酸的酶法分析作方法学和临床应用评价 

方法  对我院 50 例确诊糖尿病患者，根据有无酮症酸中毒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分别测定 β—羟丁

酸水平并作统计学分析。 

结果  DKA 患者血清中的血清 β—羟丁酸明显高于未发生酮症酸中毒的患者 

结论  β—羟丁酸是诊断酮症酸中毒和混合性酸中毒的良好指标。 

 
 

PU-0576 

联合检测胱抑素 C、同型半胱氨酸、超敏 C 反应蛋白水平在急性

脑梗死治疗 中的临床价值探讨 

 
王一萍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730000 

 

目的  脑血管疾病已上升为我国疾病死因的第一位，其致残率及死亡率均很高，约 70%-80%的脑梗

死患者由动脉粥样硬化引起。急性脑梗死具有“三高”特点，即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因

此，脑梗死的早发现、早治疗显得非常重要.本文探讨急性脑梗死( ACI)患者治疗前后血浆中胱抑素

C(Cys C)、同型半胱氨酸(Hcy)、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的浓度水平变化及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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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分别采取循坏酶法、免疫透射比浊法测定 ACI 组血浆 Cys C 、Hcy、hs-CRP 水平，并与健

康对照组比较。2016 年 2 月～2017 年 8 月在我院收治的急性脑梗死患者 40 例,设立为梗死组；另

选择同期我院健康体检者 50 例设为健康对照组,分别比较分析治疗前后 CysC 、Hcy、hs-CRP 的

含量。 

结果  ①急性脑梗死组的 45 例患者溶栓治疗后血清中 Cys C、Hcy、hs-CRP 的含量均明显高于治

疗前和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②大梗死病灶患者的 Cys C、Hcy、hs-CRP 含量

明显高于中小梗死病灶的含量(P<0.05)。 

结论  HCY、D-D 和 hs-CRP，均具有致动脉粥样硬化和导致血栓形成作用，三者之间可以相互作

用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与急性脑梗死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本文研究提示，联合检测

CysC、Hcy、hs－CRP 在急性脑梗塞治疗前和治疗后水平有显著差别，治疗后与正常组无差异。

表明血中 CysC、Hcy、hs－CRP 浓度测定与 ACI 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随着急性脑

梗死严重程度的增加,联合检测对 ACI 的早期诊断、溶栓治疗及疗效评估与监测具有更重要的意

义。 

 
 

PU-0577 

血气检测血乳酸与其他参数的相关性及临床意义 

 
孙正娟 

莱州市人民医院,264000 

 

目的  试验分析并探讨血气检测血乳酸与其他参数的相关性及临床意义 

方法  综述 

结果  血乳酸与动脉血气中的相关参数，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关性 

结论  两者均能反应患者疾病的严重程度 

且监测血乳酸应用简便，费用低，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PU-0578 

血清游离脂肪酸和同型半胱氨酸检测 

对诊断急性脑梗死的临床意义 

 
刘晓娟 

莱州市人民医院,264000 

 

目的  通过检测 ACI 患者血清中游离脂肪酸（FFA）和同型半胱氨酸（HCY）水平，探讨其对 ACI

的诊断价值 

方法  本院确诊治疗的 ACI 患者 69 例作为 ACI 组，选取体检中心健康人员 11 例作为健康组， 

分别空腹检测 FFA 和 HCY 

结果  ACI 组和健康组 FFA、HCY 水平对比 ACI 组 FFA、HCY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组 

结论  FFA、HCY 水平与 ACI 的发生、发展存在较高的关联，对 ACI 的诊断具有较高的价值，有助

于医师快速诊断 ACI 并制定治疗方案，且 2 者联合检测具有更高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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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79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吸光度限值设置的临床应用 

 
蔡永梅,王志伟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通过设定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γ-谷氨酰转移酶

（GGT）、碱性磷酸酶（ALP）、乳酸脱氢酶（LDH）、α-羟丁酸脱氢酶（HBDH）、肌酸激酶

（CK）的项目参数中的吸光度限值、自动稀释重测条件和稀释倍数，使得超过试剂检测线性上限

的高值样本检测结果，仪器能自动拦截并且自动稀释重测，避免错误结果报告发放，提高检测效

率，节约成本，保证检验质量。 

方法  选取接近或高于试剂说明书线性上限的 ALT、AST、GGT、ALP、LDH、HBDH、CK 样本各

30 份，先进行原样检测，确定各检测项目的最高或最低吸光度阈值并且以此为依据设定吸光度限

值参数（即上限“u”或下限“d”），同时设置稀释重测条件及稀释倍数。然后再次将样本上机检测，

观察超过线性的样本是否被有效拦截，拦截后是否自动稀释重测，并将上述标本进行手工稀释和仪

器自动稀释后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采用 SPSS16.0 统计软件分析两者结果的差异性。 

结果   1 所有项目设定的吸光度限值，都能将超线性上限的结果进行有效拦截，超限检测结果附带

警示标志“u”或 “d”。2 所有项目拦截后都自动稀释重测。3 手工稀释样本和仪器稀释样本结果比较

P＞0.05，无显著性差异，结果一致。 

结论  通过吸光度阈值的设定和应用能有效拦截所有超过试剂检测线性上限的样本并且自动稀释重

测，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PU-0580 

尿微量白蛋白测定在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王艳秋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730000 

 

目的  目前，我国患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数日益增多。随着病程的发展，肾脏受累

的可能性与受累的程度也不断上升。通常，血尿素和血肌酐的测定值正常时并不能排除肾脏的受

损， 而尿常规蛋白测定结果为阳性时，肾脏的损伤往往已达到不可恢复的阶段。尿微量白蛋白(MA)

的测定已越来越多地用做肾组织损伤的早期诊断指标，其临床意义也已日益为临床医生所重视。本

文探讨了尿 mAlb 在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应用透射比浊法对 80 例健康体检者和 50 例糖尿病患者的尿微量白蛋白进行检测。 

结果  2.1 糖尿病患者与对照组尿 mAlb 含量比较：对照组中尿 mAlb 为（12.7±7.2） mg/L，糖尿病

组中尿 mAlb 中含量为（48.1±15.5） mg/L，两组比较，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说明糖尿

病患者中尿 mAlb 含量明显高于非糖尿病患者。研究组中检测出尿微量白蛋白阳性患者阳性率为

44.5%，对照组无一例尿微量白蛋白阳性，均≤20m g/L，其阳性率为 0，两组间阳性率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常规尿蛋白检测及尿 mAlb 定量结果：50 例糖尿病患者中，30 例常规尿蛋白检测阴性尿 mA1b

为（39.5±8.45） mg/L，常规尿蛋白检测阳性 20 例，尿 mAlb 为（455.5±211.2）mg/L；两组比

较，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说明尿 mAlb 含量与常规尿蛋白检测成正比，并较常规尿蛋白

检测更敏感，尿 mAlb 测定可以判断糖尿病的严重程度。 

结论  糖尿病肾病的治疗关键在于早期诊断及防治，在临床蛋白尿期出现前如能发现早期肾损伤的

症状，采取措施，积极防治，可延缓或阻止其进入临床蛋白尿期。一旦进入临床蛋白尿期，肾脏损

害往往难以逆转，病情呈进行性发展，最终进入 ESRD。若在这一阶段进行有利的干预治疗，仍有

希望防止向大量清蛋白尿发展及延缓其发展速度。故 DM 患者定期进行 mAlb 含量分析，可及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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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尿 mAlb 的存在，以便早期积极干预治疗，延缓肾功能恶化。因此，早期检测尿 mAlb 对阻止和

延缓 DN 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因此，早期检测尿 mAlb 对阻止和延缓 DN 的发展具有

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 

 
 

PU-0581 

p62/SQSTM1 Overexpression Enhances 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Via Promotion of ERK Signaling and EMT 

Progression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ManLin Xiang1,Qiong Wu1,Ya Tao1,Kun Wang1,Zhen Chen1,Lu Long1,Yuan Jiang1,2,Yunlai Liang1,Xulin 

Xie1,Yahui Yan1,Zhiqiang Xiao1,Bin Yi1 

1.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2.Hunan Cancer Hospital 

 
Objective Increasing evidence has shown that p62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umorigenesis. 
However, relatively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62 and tumor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in addition, its role in NPC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has not been 
investigated.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d NPC paraffin tissues and cell lines. p62 was down-regulated 
with shRNA and up-regulated through plasmid transfection. Subsequently, cell viability, colony 
formation, migration, invasion and autophagy assays were performed . The expression of p62 
was also assessed in patient tumor samples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anti-p62 
autoantibodies in sera were detected by ELISA. These data were correlated with 
clinicopathological parameters. 
Results We confirmed that p62 wa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NPC tissues. Furthermore, high 
expression of p62 was observed in NPC cell lines, and especially in the highly metastatic 5-8F 
line. In vitro, down-regulation of p62 inhibited proliferation, clone forming ability, autophagy, 
migration, and invasion in 5-8F cells, whereas p62 overexpression resulted in the opposite effects 
in 6-10B cells. Moreover, we confirmed that p62 promotes NPC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by activating ERK. Clinical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high p62 expression correlates with 
lymph node and distant metastasis (P < 0.05). Serum anti-p62 autoantibodies were increased in 
NPC patients and levels were associated with metastasis.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our findings provide evidence that p62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umorigenesis and metastasis in NPC and might be a promising therapeutic target for this 
disease. Furthermore, serum anti-p62 autoantibodies represent a potential diagnostic marker for 
NPC. 
 
 

PU-0582 

血糖控制不良的糖尿病患者维生素 D 水平 

与甲状旁腺素及尿酸的相关性 

 
梁珊珊,周朝琼,黄亨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探讨甲状旁腺素和尿酸对血糖控制不良的糖尿病患者维生素 D 水平的反应性。 

方法  按照纳入和排除标准，选取 2016 年 6 月 1 日-2017 年 5 月 31 日就诊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463 例作为研究对象，收集每位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尿酸、25（0H）D、PTH、

Ca、Mg、P 数据进行分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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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维生素 D 水平和糖化血红蛋白为负相关，随着 HbA1C 的升高，维生素 D 的水平呈现下降趋

势，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185（p<0.05）。尿酸水平和糖化血红蛋白为负相关，随着 HbA1C 的升

高，尿酸的水平呈现下降趋势，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126（p<0.05）。按照 HbA1C 的水平将纳入

对象分为两组， HbA1c<8.5, HbA1c≥8.5 。 VD*Uric 的协同作用在糖化血红蛋白较低组

（HbA1c<8.5）有更大的作用（p<0.05）。在这两组中，PTH、维生素 D 和尿酸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在 HbA1c<8.5 组中，PTH 和维生素 D 水平的相关系数为-0.171（p<0.05），尿酸和维生

素 D 水平的相关系数为-0.001（p>0.05）；在 HbA1c≥8.5 组中，PTH 和维生素 D 水平的相关系数

为-0.106（p<0.05），尿酸和维生素 D 水平的相关系数为 0.089（p>0.05）。PTH*VD 协同作用在

糖化血红蛋白较低组（HbA1c<8.5）有更大的作用（p<0.05）。 

结论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不佳时，维生素 D 水平和尿酸都是下降的，PTH 的水平随着维生素

D 的降低而呈现升高趋势，但这种趋势在较高的糖化血红蛋白组中有所下降。PTH*VD 以及

VD*Uric 的协同作用都是在血糖控制较好组发挥更大作用。糖尿病病人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越高，

其 PTH 对维生素 D 缺乏的反应性越弱。这可能对指导糖尿病人更好的进行血糖控制，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 

 
 

PU-0583 

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低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作用分析 

 
梁珊珊,王霞,黄亨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探讨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低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相关性。 

方法  纳入 32 573 名在我院体检者为研究对象，计算体质量指数（BMI）、检测促甲状腺激素

（TSH）、游离甲状腺素（FT4）、空腹血糖（FBG）、尿酸（UA）、血脂、肝功能水平，并搜

集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相关病史。根据肝脏超声检查分为实验组（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对照组（non-fatty liver，非脂肪肝）。对各检测指标进行组间

比较，并根据年龄、性别、BMI、血脂、血压、血糖、尿酸建立不同模型，分析亚临床甲状腺功能

减低（SCH）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相对危险度（odds ratio, OR）及 95 %可信区

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 

结果  研究人群中，实验组 5183 例，对照组 27 390 例。实验组 BMI、血压、FBG、三酰甘油

（TG）、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UA、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TSH、FT4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调整年龄、

性别、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的混杂作用后 SCH 不是 NAFLD 的独立危险因素

（P=0.439）。 

结论  SCH 不是 NAFLD 的独立危险因素，甲状腺激素与对 NAFLD 发生发展产生的作用有待进一

步研究 

 
 

PU-0584 

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浆胱抑素 C、同型半胱氨酸、D-二聚体 

和高敏 C 反应蛋白水平的相关研究 

 
王艳秋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730000 

 

目的  探讨急性脑梗死( ACI)患者血浆中胱抑素 C (Cys C)、同型半胱氨酸(Hcy)、D 二聚体( D-D)、

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的浓度水平变化及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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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分别采取循坏酶法、免疫透射比浊法测定 ACI 组血浆 Cys C 、Hcy、D-D、hs-CRP 水平，并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2015 年 8 月～2017 年 11 月在我院收治的急性脑梗死患者 40 例,设立为梗死

组；另选择同期我院健康体检者 60 例设为健康对照组,分别比较分析两组不同病灶及不同程度的

Cys C 、Hcy、hs-CRP、DD 的含量。其中 Cys C 、Hcy、hs-CRP 采用日本日立 7100 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检测。D-二聚体含量测定采用乳胶免疫比浊法, 在全自动凝 血分析仪 ( Sysm ex CA-550)

上检测, 

结果  ①急性脑梗死组的 50 例患者血清中 Cys C、Hcy、hs-CRP、DD 的含量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

组,两组上述指标分别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或 P<0.01)。②大梗死病灶患者的 Cys C、

Hcy、hs-CRP、DD 的含量明显高于中小梗死病灶的含量(P<0.05 

结论  本实验结果表明血中 Cy s C、Hcy、D-D、hs-CRP 的水平测定与 ACI 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

的关系，并且随着急性脑梗死严重程度的增加, 4 项实验的联合检测对 ACI 的诊断、治疗及监测具

有更重要的意义。在动脉粥样硬化的预防中也起到积极的作用。笔者认为，临床应人力推广该 4 项

实验的联合检测。可有效降低 ACI 患者致残率 ,提高治愈率和康复率 ,这对评估患者的预后 ,及时有

效地确定治疗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且易于实施 ,值得临床广泛推广 。 

 
 

PU-0585 

羟苯磺酸钙对肌酐检测方法的影响研究现状 

 
杨丽华,车翔林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 

 

目的  综述：就羟苯磺酸钙对肌酐检测方法影响的研究现状做了总结。 

方法  羟苯磺酸钙作为预防和治疗微血管循环障碍药物，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在临床广泛用于糖

尿病视网膜病变、非糖尿性微血管病变、糖尿病肾病、慢性肾功衰、冠心病、静脉曲张等多方面。

血肌酐检测是用来评价肾功损害和指导临床治疗的主要依据。肌酐检测方法主要有碱性苦味酸法和

酶法，其中因为酶法检测肌酐特异性高于苦味酸法，也是卫生部推荐并为大多数实验室采用的肌酐

检测方法。 

结果  近年来相关报道提出，患者使用羟苯磺酸钙治疗后，如果采用酶法检测肌酐会导致肌酐结果

假性偏低，常被误认为药物治疗的显著疗效，导致对患者肾功能评价有误，但尚缺少系统性研究。

本文就羟苯磺酸钙对肌酐检测方法影响的研究现状做了总结。 

结论  患者使用羟苯磺酸钙治疗后，如果采用酶法检测肌酐会导致肌酐结果假性偏低，常被误认为

药物治疗的显著疗效，导致对患者肾功能评价有误。 

 
 

PU-0586 

血清唾液酸测定对新生儿 

及幼儿期细菌性肺炎临床意义的比较分析 

 
马玲,毛海婷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血清唾液酸（SA）测定在新生儿及幼儿细菌性肺炎的意义。方法  测定 72 例新生儿

（<28 天）及 98 例幼儿(1-3 岁)细菌性肺炎患者血清中 SA 水平。 

方法  测定 72 例新生儿（<28 天）及 98 例幼儿(1-3 岁)细菌性肺炎患者血清中 SA 水平。 

结果  非肺炎新生儿 SA 水平明显低于非肺炎幼儿及成人组，而非肺炎幼儿组与成人组 SA 水平无明

显差异。肺炎组幼儿在 1-3 天内即增加到 782.1±16.5,与非肺炎幼儿对照组［591.9±11.5］相比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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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具有显著性（p<0.001）。非肺炎新生儿对照组其唾液酸水平保持在[357.8±9.1],明显低于幼儿正

常对照组（p<0.001）。而新生儿肺炎组在起病 1-3 天内增加到[604.1±15.4], 明显高于新生儿对照

组（p<0.001）,但与幼儿正常对照组没有差异。 

结论  血清唾液酸水平在幼儿时期即已达到成人水平，故成年血清唾液酸标准可以应用与幼儿细菌

性肺炎的诊断。而新生儿细菌性肺炎患者虽然血清唾液酸在正常成人标准范围内，但明显高于非肺

炎新生儿水平。 

 
 

PU-0587 

微量血糖仪与生化分析仪血糖结果相关性分析 

 
黄亚玫 

昆明市中医院,650000 

 

目的  对本院内分泌科两台不同型号微量血糖仪测定结果与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血糖测定结果进行对

比，评价其相关性。 

方法  选取内分泌科 50 例住院病人血样，同时用强生和医博士微量血糖仪检测手指末梢血，贝克曼

AU5800 检测同时间点血清葡萄糖。对 2 种血糖仪检测末梢血血糖与生化分析仪检测静脉血清血糖

进行对比和偏差分析。 

结果  血糖仪检测结果与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糖结果呈正相关；相对偏倚符合本国有关规定，

可用于临床血糖检测；分析两者在医学决定水平处处的系统误差，微量血糖仪误差大于 10%。 

结论   血糖仪与全自动生化仪测定血糖的相关性良好，可以用于糖尿病患者血糖检测或过筛，但是

不能作为糖尿病的确诊实验。 

 
 

PU-0588 

1,5-脱水-D-山梨醇在冠心病中的应用研究 

 
王堃 1,林进飞 2,易斌 1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2.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目的  探讨 1,5-脱水-D-山梨醇(1,5-AG)在冠心病（CHD）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行冠脉造影的冠心病患者 133 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患者 28 例作为病例组、健康体检

者 21 例作为对照组。采用贝克曼库尔特 AU68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 1,5-AG、乳酸脱氢红素、

直接胆红素、甘油三酯、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载脂蛋白 A1、

载脂蛋白 B、脂蛋白(a)、游离脂肪酸、超敏 C 反应蛋白水平和计算冠脉造影 Gensini 评分, 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病例组与对照组间 1,5-AG、HDL-C、TC、TG、TC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

方差分析显示 1,5-AG、LDH、CK、CK-MB、Mb、hs-CRP、ApoA1、FFa、Gensini 评分水平在

心肌梗死组与冠脉粥样硬化组、稳定性心绞痛组、不稳定性心绞痛组间都有显著差异（P＜

0.05）；而 ApoB、LP(a)在各组间差异不显著。Spearman 相关性分析显示 1.5-AG 水平和 Glu、

LDH、hs-CRP、FFa、ApoA1 显著相关（P＜0.05)，而与年龄、TG、TC、HDL-C、Gensini 评分

等的相关性不显著。多元线性回归得到函数 Y=193.044+66.663X1-13.968X2- 2.033X3 -26.777X4

（Y：1,5-AG，X1：ApoA1，X2：血糖，X3：hs-CRP，X4：FFa ）。单变量和多变量 logisitc 回归

分析显示 1,5-AG、 Hs-CRP、Gensini 评分等为心肌梗死的危险因素；ApoA1 为心肌梗死的保护

因素。Fisher 判别分析显示，对有心肌梗死组和无心肌梗死组的分类正确率分别为 88.1%、

65.9%；对冠脉粥样硬化组、心绞痛组、心肌梗死组判断正确率分别为 92.3%、54.7%、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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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 曲线分析显示 1.5-AG 心肌梗死的诊断具有较高的敏感性；Gensini 评分诊断价值最高

（AUC= 0.838）。 

结论  1,5-AG 对冠心病的预测和诊断具有一定价值。 

 
 

PU-0589 

B 型钠尿肽、心肌肌钙蛋白 I 联合检测在心力衰竭诊断中的意义 

 
何雯 

昆明市中医院,650000 

 

目的  探讨血浆 B 型钠尿肽、血清心肌肌钙蛋白 I(cTnI)联合检测在心力衰竭诊断中的价值 。 

方法  采用荧光磁微粒酶免疫法检测 162 例明确诊断为心力衰竭的不同病因、不同心功能，分级按

(NYHA)标准分为 I～IV 级的患者以及 132 名非心力衰竭为对照组的血浆 BNP、血清 cTnI 水平 。

分析 2 项指标联合检测 的诊断价值 。 

结果  单独血浆 BNP、血清 cTnI 检测水平在心力衰竭不同心功能分级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心功能分级越高， 检测结果越高；NYHA I 级的心力衰竭患者与对照组比较 ，血浆 

BNP 检测结果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5)，cTnI 检测结果无统计学意义(P>O．05)。心力衰竭

患者 2 项指标联合检测对早期心力衰竭的敏感性为 87.7 ，明显高于单项检测(P<O．01)。 

结论  联合检测血浆 BNP,血清 cTNI 对心力衰竭早期提供诊断依据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PU-0590 

不稳定心绞痛患者血清 cTnl、CK-MB 测定的临床意义 

 
柳灵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730000 

 

目的  cTnl 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种高特异性、高灵敏性的反映心肌损伤的血清标志物，具有在血中出

现时间早、持续时间长等特点。本文通过对部分 UA 患者，SA 患者及健康人血清中 cTnl、CK-MB

的定量测定，本文通过对部分 uA 患者，SA 患者及健康人血清中 TnI、CK-MB 的定量测定，探讨

uA 患者血清肌钙蛋白、肌酸激酶同工酶的变化规律及其预后的关系。 

方法  将患者分成 2 组，uA 组，63 例，男 45 例，女 18 例，年龄 45-83 岁。SA 组，40 例，男 29

例，女 11 例，年龄 50-85 岁；对照组，本院体检健康者 50 例，男 35 例，女 15 例，年龄 28-59

岁。比较三组 cTnl、CK-MB 测定的浓度。 

结果  统计分析，经方差齐性检验，P< 0.01，提示方差不齐，三组比较用 F 检验，两两比较采用 t,

检验，cTnl 三组比较，F=18.9．P<0.01 差别有显著性。两两比较，uA 组与 SA 组，uA 组与对照

组 P< 0.01。SA 组与对照组相比较 P>0.05，CK-MB 三组比较 F=1.3，P>0.05 两两比较，P 均大

于 0.05。SA 组与对照组中 cTnl 含量全部在参考范围之内，uA 组中有 22 例。cTnl 阳性大于

7mg/l。CK-MB 对照组中无一例超过参考上限。SA 组中有 2 例超过上限，uA 组 22 例 cTnl 阳性者

中，有 4 例在入院一周内发生急性心肌梗塞，其中 l 例病情严重，心梗发生率为 18.2%。4 例 cTnl

阴牲者中无一例发生心梗。 

结论  患者有不稳定心绞痛症状时，应连续多次测定 cT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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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91 

sdLDL 及 LpPLA2 在冠心病中的应用研究 

 
王堃,易斌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测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患者的血清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small dense Low Density 

Lipoprotein,sdLDL)、脂蛋白相关性磷脂酶 A2（  lipoprotein-associated phospholipase A2，

lpPLA2）及相关生化指标，探讨 sdLDL 及 sdLDL 在冠心病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贝克曼 AU68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者 29 例、稳定型心绞痛患者 30

例、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 31 例及心肌梗死患者 32 例的 sdLDL、LpPLA2、乳酸脱氢酶、肌酸激

酶、肌酸激酶同工酶、甘油三酯、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载脂蛋白 A1、载脂蛋

白 B、脂蛋白 a、游离脂肪酸，用受试者工作曲线评价 sdLDL 及 lpPLA2 的诊断价值，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结 果   冠 状 动 脉 粥 样 硬 化 及 冠 心 病 患 者 血 清 sdLDL 水 平 分 别 0.71±0.05 mg/L 和

0.74±0.04mg/L;lpPLA2 水平分别为 366.86±24.63 mmol/L 和 433.13±16.04mmol/L；冠心病患者的

血清 sdLDL 及 lpPLA2 水平较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对照组升高，lpPLA2 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sdLDL 与 TG,TC,LDL,ApoA1,ApoB,Lp(a),LpPLA2 成正相关；LpPLA2 与 TG、TC、LDL、ApoB、

Lp(a)成正相关；ROC 曲线分析证实 LpLPA2 在冠心病的诊断中具有较好的敏感性及特异性。 

结论  冠心病患者血清 sdLDL 及 LpPLA2 水平显著升高，sdLDL 及 LpLPA2 可作为冠心病危险性的

指标。 

 
 

PU-0592 

Regulation of the phosphorylation and nuclear import and 
export of β-catenin by APC 

 
wang lili1,CHUANXIN WANG2 

1.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2.The Second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We report the first direct analysis of the endogenous b-catenin phosphorylation activity 
in colon cancer SW480 cells.  
Methods By comparing parental SW480 cells that harbor a typical truncated 
adenomatous polyposis coli (APC) form, cells expressing full-length APC and APC-depleted cells, 
we provide the formal demonstration that APC is necessary for b-catenin phosphorylation, both 
for priming of the protein at residue serine 45 and for the subsequent phosphorylation of residues 
33, 37 and 41.  
Results Truncated APC still sustains a surprisingly high phosphorylation activity, which requires 
the protein to bind to b-catenin through the APC 20-amino-acid (20AA) repeats, thus providing a 
biochemical explanation for the precise truncations found in cancer cells. We also show that most 
of the b-catenin phosphorylation activity is associated with a dense insoluble fraction. We finally 
examine the impact of full-length and truncated APC on b-catenin nuclear transport. We observe 
that b-catenin is transported much faster than previously thought.  
Conclusions Although this fast translocation is largely insensitive to the presence of wild-type or 
truncated APC, the two forms appear to limit the pool of b-catenin that is available for transport, 
which could have an impact on b-catenin nuclear activities in normal and cancer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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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93 

三项心肌损伤标志物联合检测 

对急性心肌梗死诊断的临床应用价值 

 
陶创 

昆明市中医院,650000 

 

目的  探讨心肌肌钙蛋白 T（cTnT）、肌红蛋白（MYO）、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三项心肌

损伤标志物联合检测对急性心肌梗死（AMI）早期诊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在电化学发光仪上定量检测 68 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和 115 例正常对照组的 cTnT、MYO、

CK-MB，观察各种标志物的变化，记录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AMI 患者组 cTnT、MYO、CK-MB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组（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cTnT、MYO、CK-MB 的敏感度和特异性分别为 22.1%，98.2%；82.3%，41.7%；60.2%，

92.2%；cTnT，MYO 和 CK-MB 联合检测的敏感度和特异性为 81.2%，99.6%。 

结论   联合检测血清中 cTnT、MYO、CK-MB 对急性心肌梗死的早期诊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和临

床实用价值。 

 
 

PU-0594 

The value of serum pregnancy-associated plasma protein A, 
hyper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and S100 

 in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wang lili 

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concerns regarding the pre-analytical bias caused by medicine treatments have 
been raised in the diagnostic and prognosis of ischemic stroke recently.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serum pregnancy-associated plasma protein A (PAPP-A), 
S100 and hyper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hs-CRP) in heparin-naïve patients of acute 
ischemic stroke. 
Methods Serum levels of PAPP-A, S100 and hs-CRP were determined in 205 heparin-naïve 
patients of acute ischemic stroke and 50 healthy controls. Clinical and radiological information 
were collected. Unfavorable outcomes (stroke recurrence, myocardial infarction or death) were 
also recorded after six months.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serum biomarker levels and stroke 
severity/outcome were assessed. 
Results Serum PAPP-A, S100 and hs-CRP levels increased in patients compared with controls 
(P <0.05). S100 and hs-CRP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larger cerebral 
infarction sizes (P <0.05) and more severe neurological impairment (P <0.05). Serum PAPP-A 
level showed a progressive in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stroke severity (P <0.05). Serum hs-
CRP and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 scores were identified as 
independent predictors for unfavorable outcomes with odds ratio of 2.884 (1.154 to 7.210, P = 
0.023) and 2.887 (1.146 to 7.273, P = 0.024),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Serum PAPP-A, S100 and hs-CRP were associated with stroke severity or 
outcome after ischemic stroke and may offer complementary information, essential for clinical 
decision making. Serum PAPP-A showed a potential value for the evaluation of stroke clin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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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95 

临床常用指标在冠心病中的实际应用分析 

 
王堃 1,陈雪梅 2,易斌 1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2.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目的  分析临床常见检测指标在冠心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CHD）诊断和心肌梗死 killip 分

级中的实际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 2015 年 4 月 1 号至 2016 年 4 月 30 号湘雅医院住院患者 209 例，分为动脉粥样硬化

组、稳定性心绞痛组、不稳定性心绞痛组、心肌梗死组。比较各种临床常用检测指标在各组间的差

异，采用相关分析、logistic 回归、ROC 曲线分析、判别分析等探索临床常见的检测指标在 CHD

中的应用。 

结果  LDH、CK、CK-MB、Mb、AST、ApoA1/ApoB、hsCRP 和 N/L 在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LDH、Cys C、LDL、ApoA1、ApoB、FFA、hsCRP、PT、PTA、INR、D-D 在

心肌梗死组 Killip 分期有统计学差异（P<0.05）。相关分析显示 LDH、CK、CK-MB、Mb、

CysC、AST、ApoA1/ApoB、hsCRP、N/L、APTT 和 ATⅢ等指标与疾病分组具有相关性

（P<0.05）；LDH、FFA、hsCRP、N/L、PT、PTA、INR 和 D-D 等指标与心肌梗死组分期具有

相关性（P<0.05）， logisitc 回归分析显示 FFA、hsCRP、D-D（OR=4.818、2.655、7.267，

P<0.05）对分期更有临床意义；ROC 曲线分析显示 LDH、AST、N/L 和 Mb 联合对分组具有较大

诊断价值（AUC=0.899)；D-D、hsCRP、PT 和 PTA 联合诊断对分期价值较高（AUC=0.866）。

运用逐步判别以 LDH、Mb、N/L 为筛选后指标，对心肌梗死组和非心肌梗死组分类正确率为

81.9%；LDH、LDL、D-D 为筛选后指标，对心梗 killip 分期分类正确率为 55.8%。 

结论  联合 ROC 曲线分析和判别分析，显示 LDH、Mb 和 N/L 联合诊断对不同类型的冠心病具有较

大的诊断价值。联合 ROC 曲线分析和 logistic 分析 FFA、hsCRP、LDL、PT、PTA、D-D 对分期

更有临床意义,以此建立的判别函数判断，对临床仅有一定的参考意义，需进一步研究。 

 
 

PU-0596 

甘肃省部分教职工血糖、血脂、血压调查状况的回顾性调查分析 

 
黄巧霞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730000 

 

目的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要求进一步得到提高和改善，人们饮食

习惯和运动及体力劳动方式的改变，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等常见慢性性病发生率明显增加，为

了解甘肃省部分教职工血脂、血糖、血压的慢性疾病的发生率，本文对甘肃省部分教职工血脂、血

糖、血压调查状况的回顾性分析。 

方法  对 2015 年 2 月-2017 年 9 月来自甘肃省部分教职工体检人员康体检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种慢性病的检出率：本次共分析了 3000 人的体检资料，共检出

730 例高血压，患病率 22.0%；检出 280 例高血糖，检出率 9.4%。检出 1500 例高血脂，检出率

48.0%;可见，各种慢性疾病检出率均随年龄增加而增高，性别间比较，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不同单位，不同工种人群之间数据比较分析提示高血糖、高血压患病率经统计学处理无

差异性（均 P >0.05），但高血脂检出率经统计学处理有差异性(P<0.05)。 

结论  通过体检资料分析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慢性疾病的发生率，三种常见慢性病的发生

率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呈上升趋势，根据科学有效地的制定预防规划和干预措施，大力开展健康教

育和健康促进活动，积极和鼓励各级医疗机构开设慢性病门诊，从饮食、运动、健康知识普及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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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等方面进行干预，更加科学、合理的指导本地区人群的健康饮食习惯，促进本地区人群的健

康，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 

 
 

PU-0597 

妊娠期妇女糖耐量异常对妊娠预后的影响状况的探讨 

 
苏红艳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730000 

 

目的  妊娠期糖代谢异常包括妊娠糖尿病和糖耐量受损，妊娠期糖尿病（GDM）是在妊娠首次发现

或发生的糖代谢异常。妊娠期糖耐量受损（IGT）是介于正常血糖和妊娠期糖尿病血糖之间的糖代

谢异常状况。妊娠糖尿病患者发生巨大儿、低体重儿、早产、难产、先天畸形的风险明显增加。因

而孕期早期发现、诊断和治疗妊娠期糖耐量异常，对预后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妊娠期妇女糖耐

量受损的情况进行了筛查，并探讨了妊娠期糖耐量异常对妊娠预后的影响。 

方法  选择的 155 例孕妇均于怀孕 22—30 周后，随机进行 50g 葡萄糖筛查试验，要及早进行筛查

有高危因素的患者，对羊水过多、胎儿生长过快过大、肥胖者在 31 -33 周重复筛查一次。将 50g

葡萄糖与 200ml 水混匀于 2 分钟内喝完，从喝第一口时记时，1 小时抽血查血糖 , 血糖值

≥7.8mmoL/L 为异常。对糖筛异常者，则行 75g 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空腹 8 小时后抽血查

空腹血糖，把 75g 葡萄糖与 200ml 水混匀于 2 分钟内喝完，分别于 1 小时、2 小时、3 小时准确抽

血查血糖。 

结果   IGT 组和 GDM 组孕妇的年龄、分娩前及孕前体重与正常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0.05）。IGT 组与 GDM 组比较，两者间平均年龄、分娩前体重及孕前体重无显著性差异。本

研究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发生率（12.59%）较正常组（6.68 %）明显增高，糖耐量受损的新生儿，

重度窒息率（3.69%）较正常组（0.89%）也明显升高。 

结论  糖耐量受损无论是对孕妇还是对围生儿预后均有不良影响。因而对 IGT 应与 GDM 一样同等

重视，尤其是对于 IGT 的诊断更应及早，及时控制饮食和（或）胰岛素治疗，警惕 IGT 发展为

GDM，一经 OGTT 确诊应按 GDM 处理。 

 
 

PU-0598 

Screening for early stage lung squamous carcinomas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plasma fibrinogen. 

 
Xujie Yang 

West China Hospital，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Lung cancer is the leading cause of cancer-related deaths worldwide, and lung 
squamous carcinomas (LUSC) accounted for 30% of cases.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plasma level of fibrinogen and the  lung squamous carcinomas 
(LUSC) ,and to explore the use of the serum fibrinogen levels as a biomarker with the aim of 
achieving early screening of LUSC. 
Methods From 2016 to 2017,61 cases newly diagnosed lung squamous carcinomas patients and 
23 patients with benign pulmonary nodule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he patients had no 
history of coagulation system disorders or anticoagulant therapy.After the serum concentration of 
Fibrin original(FIB) , platelet(PLT),White blood cell(WBC),Albumin(ALB) were determined,we 
compar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mean fibrinogen concentration in lung squamous carcinomas patients and benign 
pulmonary nodules patients was(3.95±1.397)g/L and (3.09±0.872) g/L.Patients with LUSC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serum concentration of fibrinogen compared to those with benign pulm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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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ules  (P <0.05). As a diagnostic biomarker of LUSC, FIB had area under the curve values of 
0.667, which are of low value in lung squamous carcinomas diagnosis.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fibrinogen and lung squamous carcinomas is P value<0.05,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re 
may be linear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while Pearson r=0.258 indicates that the it's a Weak 
positive correlation. 
Conclusions Elevation of plasma level of fibrinogen exists in patients with lung squamous 
carcinomas compared to those patients with benign pulmonary nodules,which may associated 
with hypercoagulability state.which suggesting that  the Fibrinogen in serum may be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lung squamous carcinomas. but the relationship of them needs further study. 
 
 

PU-0599 

The Application of NSE, LDH and VMA in the diagnosis   
of pediatric neuroblastoma 

 
Pengyu Zhang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Cancer Institute and Hospital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value of neuoron-specific enolase(NSE),lactate 
dehydrogenase(LDH) and Vanillymandelic Acid(VMA) combined detection in the diagnosis of 
pediatric neuroblastoma. 
Methods Detecting the serum levels of NSE and LDH,and the urine level of VMA in 63 patients 

with pediatric neuroblastoma，38 patients with pediatric other malignant cancer and 28 healthy 

children. 
Results The levels of NSE,LDH and VMA in patients with pediatric neuroblastoma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patients with pediatric other malignant cancer and healthy 
controls(P<0.05).The positive rate of NSE,LDH and VMA in patients with pediatric neuroblastoma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patients with pediatric other malignant cancer and healthy 
controls(P<0.05).The levels of NSE,LDH and VMA in patients with pediatric neuroblastoma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lymphatic metastasis ， INSS staging and around 

treatment(P<0.05).The sensitivity of single detection of the tumor markers NSE, LDH, VMA which 

associated with pediatric neuroblastoma was 95.24%，96.83%，63.49% respectively,and the 

specificity were 51.52%，59.09%，100% respectively.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combined detection of the three tumor markers 

were 98.41%, 43.94%， 62.63%， 96.67% respectively. The area under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s(AUC) of single detection of the tumor markers NSE,LDH , VMA which 
associated with pediatric neuroblastoma was 0.924, 0.860 and 0.910 respectively.And the AUC of 
combined detection of the three tumor markers was 0.947,was higher than single detection 0f 
LDH and VMA which show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s The clinical value of single tumor marker detection in pediatric neuroblastoma is 

lower than the combined detection of NSE,LDH and VMA .The combined detection of NSE，LDH 

and VMA is beneficial to early discovering the disease and improving the sensitivity of pediatric 
neuroblast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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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00 

乳汁血清的比较在乳腺分泌功能的探讨研究 

 
魏利龙,赵兴波,韩呈武,曹永彤 

中日医院,100000 

 

目的  乳汁是婴儿完美的营养物质，不仅能够很好地满足婴儿的生长需求，而且提供了大量的保护

性成分提高婴儿的免疫力。随着蛋白质组学技术的发展，乳汁中的上千种蛋白被鉴定。有关乳汁成

分的分泌机制已被粗略的进行描述，然而对于乳汁众多成分的来源及其分泌过程却知之甚少。本实

验尝试通过分析乳汁和血清中的常用临床生化指标的差异对乳腺的分泌功能进行评价。 

方法  同时收集正常哺乳期中期婴儿母亲的血清和乳汁，样本处理后使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常用

生化指标进行检测。使用 SPSS 软件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计算乳汁、血清的均值、变异系

数；乳汁和血清的各个项目的配对 T 检验或配对的非参数检验，比较乳汁和血清的差异；计算各成

分的乳汁和血清的比值并进行聚类分析。 

结果  1 乳汁成分的变异性（个体差异）高于血清；2 乳汁和血清各成分进行配对检验，部分存在显

著性差异；3 进行聚类分析，γ-谷氨酰转肽酶、脂肪酶和淀粉酶较其他成分区别明显。 

结论  乳腺的分泌功能个体之间存在差异；部分成分在乳汁和血清的含量存在明显差异，提示不同

成分在乳汁的分泌机制存在差异；聚类分析中 γ-谷氨酰转肽酶、脂肪酶和淀粉酶特性相同，可能与

乳汁的功能密切相关或可能存在相似的分泌途径，需进一步验证。 

 
 

PU-0601 

妊娠糖尿病患者血脂检验的临床分析 

 
王凤华 

漯河市中医院,462000 

 

目的  研究并总结妊娠糖尿病患者血脂血脂检验结果的临床价值。 

方法  抽取该院妇产科 2014 年 6 月-2017 年 12 月收治 的妊娠糖尿病患者 3000 例为研究组对象，

抽取相同时间段来院产检正常妊娠产妇 3000 例为对照组对象，比较两组患者血脂检查结果并分析

临床意义 

结果  研究组患者 TG、TC 以及 LDI-C 检测结果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P<0.05）;研究组患者

HDL-C 检测结果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P<0.05）;研究组患者随着年龄增加 TG、TC 以及 LDI-C 体

内含量逐渐升高，而 HDL-C 含量越来越低 

结论  妊娠糖尿病患者体内血脂检测结果与正常孕妇比较有显著差异，且妊娠糖尿病患者随着年龄

增加体内血脂异常情况更加明显 

 
 

PU-0602 

监测血清 HCY、BNP 及甲状腺激素水平 

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中的临床价值 

 
王伟,张宏华 

河南省胸科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CY）、B 型脑钠肽（BNP）及甲状腺激素水平在急性心肌梗死患

者中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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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观察 2016 年 8 月到 2017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135 例血清 HCY、BNP、甲

状腺激素水平，1 周后评估心功能，分析 HCY、BNP 及甲状腺激素水平之间的相关性，评估血清

甲状腺激素水平预测心梗后心衰发生预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同时设 60 例健康人群做对照组。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 HCY、BNP、血清 FT3、血清 T3 结果有明显差异，

P<0.01；在急性心梗患者组中，血清 HCY 与 BNP 成正相关（r=0.869）；血清 FT3、血清 T3 与

BNP 成负相关（r=-0.612、-0.503）；血清 FT3 水平对于预测其后心衰发生的 AUC 0.832,T3 的

AUC 为 0.768。 

结论  血清 HCY、BNP、甲状腺激素水平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诊断治疗中有很重要的临床价值，血

清 FT3，T3 对心梗后心衰的发生有预测价值。 

 
 

PU-0603 

床旁血糖仪用校正条校准前后的比对分析 

 
龙伟清,詹晓霞,陈渡波,徐朝艳,徐鸿绪 

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评价某品牌床旁血糖仪在使用校正条校准前后（校正试剂批号）检测指尖毛细血管全血血糖

（CBG）结果与同时送检的生化分析仪上检测静脉血浆血糖（VPG）结果的差异 

方法  按照 ISO 15197∶2013 标准、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最新发布的“医学实验室质量和

能力认可准则在临床化学检验领域的应用说明”（CNAS-CL02-A003）中“替代方案”的要求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卫生部发布的医疗机构 POCT 血糖检测仪管理和临床操作规范，对多台与单台血糖仪通

过用配套校正条校准前后的 CBG 与 VPG 结果进行精密度和正确度的比对分析。 

结果  多台血糖仪校准后通过率上升，VBG 与 VPG 结果更接近，校准前后通过率分别为 46.86%和

100%，CBG 对 VPG 的平均相对偏差分别为 15.85%和 3.72%；单台血糖仪校准前后的总不精密

度都达到 ISO 15197∶2013 标准的要求，差异性及相关性分析显示血糖仪校准前后 CBG 与 VPG

比对结果的 R 值分别为 0.931 和 0.967, CBG 与 VPG 的相对偏差有统计学差异（P<0.05），在医

学决定水平处的低、中、高值的相对偏倚（SE%）由>10%、>10% 和<10% 变为<10%、<5% 和 

<5%。 

结论  床旁血糖仪校准后通过率明显提高，CBG 与 VPG 的结果更接近；使用校正条定期校准对提

高 POCT 血糖仪检测的准确度具有重要意义。 

 
 

PU-0604 

超重、肥胖与胃癌相关性的研究 

 
潘华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体重指数（BMI）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诊断超重/肥胖的指标，目前 BMI 与胃癌关系方面的研

究很少，且结论也不一致。本研究旨在探讨超重和肥胖是否与胃癌患者的发病具有相关性。 

方法  采用以医院为基础的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对 546 胃癌和 632 对照样本的资料进行横断面的病

例-对照分析。胃癌患者与正常对照的一般资料用频数、均数和标准差进行描述；采用 t 检验和 χ2

检验比较病例组和对照组的 BMI 的差别，多元线性回归确定 BMI 高低与胃癌患者患病相关性。 

结果   胃癌患者的 BMI 高于对照人群 (P<0.05)，BMI 是独立于年龄和性别的患病相关因素

(P<0.05)。与体重正常者相比，超重和肥胖人群胃癌的发病风险增高，OR 值分别为 1.352，

4.109。贲门癌患者的 BMI 高于非贲门癌患者，高 BMI 是贲门癌发病相关因素(P<0.05)。与非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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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患者相比，男性贲门癌患者 BMI 高于女性(P<0.05)，60 岁以上贲门癌患者 BMI 高于 60 岁以下 

(P<0.05)。 

结论  超重、肥胖与胃癌的发生具有相关性。与非贲门癌患者相比，高 BMI 是贲门癌发病的危险因

素，60 岁以上的男性肥胖患者更易罹患贲门癌。 

 
 

PU-0605 

Increased Apolipoprotein M Induced by Lack of Scavenger 
Receptor BI Is Not Activated via HDL-mediated Cholesterol 

Uptake in Hepatocytes 

 
Yuehua Feng1,Zheng Lu1,Wei Jiang1,Yu Miaomei1,Zhang Jun1,Luo Guanghua1,Xu Ning2 

1.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Soochow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Lunds University 

 
Objective Scavenger receptor BI (SR-BI) is a classic HDL-receptor, which binds HDL to facilitate 
selective uptake of HDL cholesterol esters (HDL-C) in the liver. Apolipoprotein M (ApoM) is a 
component of the HDL particles. However, correlation between SR-BI and ApoM has not been 
reported.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deficiency of SR-BI influenced the 
expression of ApoM. 
Methods Blood samples and liver tissues were collected from SR-BI transgenic mice, the serum 
lipid parameters including total cholesterol (TC), triglyceride (TG), HDL-C and LDL-C, ApoM were 
measured, and the hepatic ApoM and ApoAI mRNA levels were determined. In addition, BLT-1, 
an inhibitor of SR-BI, was added into the HepG2 cells cultured with cholesterol and HDL, under 
serum or serum-free conditions. The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s of ApoM were 
detecteded by RT-PCR and western blot . 
Results We found that increased serum ApoM protein levels corresponded with high hepatic 
ApoM mRNA levels in both male and female SR-BI-/- mice, while serum TC and HDL-C were 
also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e speculated that low levels of cholesterol metabolism in the liver 
might have contributed to high expression of ApoM since synthetic bile acid derivatives could 
suppress ApoM. Consequently, we examined ApoM expression in HepG2 cells, with or without 
BLT-1. BLT-1 up-regulated ApoM expression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in serum-containing 
medium; however, when added instead of serum, HDL-C together with cholesterol had no effect 
on the expression of ApoM.  
Conclusions Results of the present study suggested that SR-BI deficiency promoted ApoM 
expression, but that increased ApoM was independent from HDL-mediated cholesterol uptake in 
hepatocytes.  
 
 

PU-0606 

Combination of miR-125b and miR-27a enhances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AFP-based diagno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Duo Zuo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Cancer Institute and Hospital 

 
Objective Non-invasive biomarkers of early-stag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could offer 
immense benefits. Currently available tumor markers for HCC are of not much clinical relevance.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potential for using a panel of serum microRNAs (miRNAs) as 
novel tumor markers in conjunction with serum alpha-fetoprotein (AFP) for diagnosis of H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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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Serum expression of four miRNAs (miR-125b, miR-223, miR-27a and miR-26a) was 
assessed in 150 subjects (90 cases of HCC and 60 cases without cancer) by quantitative real-
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potential use of miRNAs for detection of HCC.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s were 
used to evaluate diagnostic accuracy. 
Results The results of odds ratio and adjusted odds ratio for the levels of miRNAs and the risk of 
HCC showed serums miR-125b, miR-223, miR-27a and miR-26a as being independent protective 
factors of HCC. A panel of serum four miRNAs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AFP helped differentiate 
HCC patients from those in the non-cancer group after adjusting for age and gender, with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0.870(95 % confidence intervals: 0.811~0.928). The combination 
of four miRNAs plus AFP after adjusting for gender and age was associated with an AUC of 
0.843 for early-stage HCC (95 % confidence intervals: 0.771~0.915). The combination of four 
miRNAs could serve as valuable biomarkers with an AUC of 0.874 (95 % confidence intervals: 
0.792~0.956) in distinguishing HCC from non-cancer group in AFP-negative (−) subjects. As 
compared to the use of a single miRNA, use of combination of four miRNAs increased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with an associated AUC of 0.849 (95 % confidence intervals: 0.840~0.959) in 
differentiating early-stage HCC from the non-cancer group in AFP (−) subjects. Owing to the high 
cost and complexities of the miRNA test, lesser number of miRNAs may serve as potential tumor 
markers for diagnosis of HCC.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bserved with respect to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for diagnosis of early-stage HCC between the panel of miR-125b/miR-
27a/AFP and the four/five marker panels (miR-125b/miR-223/miR-27a/miR-26a or miR-
125b/miR-223/miR-27a/miR-26a/AFP) with or without adjustment (p > 0.05). Moreover,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AFP (−) early-stage HCC between 
the panel of miR-125b/miR-27a and the panel of four miRNAs (p > 0.05). In addition, the use of 
miR-125b/miR-27a panel differentiated early-stage HCC with a high sensitivity (80.0%) and 
specificity (87.2%) in AFP (−) subjects. Furthermore, The distributions of predicted risk scores 
were derived from the model of miR-125b/miR-27a/AFP panel for distinguishing all-stage HCC 
from healthy group (logit [p =HCC] = 2.2405 − 1.6172 × miR-125b-1.6260 × miR-27a + 0.0114× 
AFP), chronic hepatitis B group (logit [p = HCC] =0.8195-0.0121× miR-125b-0.8817× miR-27a + 
0.0002× AFP),and non-cancer groups (logit [p = HCC] =0.8256-0.5701× miR-125b-1.3678× miR-
27a + 0.0003× AFP). More subjects with high risk scores were HCC patients, and subjects 
expressing protective miR-125b and miR-27a had lower predicted risk scores. 
Conclusions Firstly, the association of serum levels of candidate miRNAs with the risk of HCC 
showed that serums miR-125b, miR-223, miR-27a and miR-26a are independent protective 
factors of HCC. Secondly, a combination of miRNAs and the conventional HCC markers such as 
AFP can potentially improve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hich appears to be a better strategy 
for diagnosing early HCC in clinical settings, as compared to using either miRNA or AFP alone. 
Further, the panel of miR-125b/miR-27a/AFP had a high capability for predicting a diagnosis of 
HCC. Finally, limiting the number of miRNAs in a panel could discriminate HCC from non-cancer 
group with a high associated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besides reducing the cost of serological 
tests. The panel of miR-125b/miR-27a/AFP had a higher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for diagnosis of 
early-stage HCC as compared to that of a single marker.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471 

 

PU-0607 

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测定抗 CCP 抗体试剂性能验证 

 
袁平宗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641000 

 

目的  评价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particle-enhanced turbimetric assay,PETIA )抗环瓜氨酸肽抗体(抗

CCP)试剂的检测性能及对类风湿关节炎（RA）患者的临床诊断应用。 

方法  根据测定条件对 PETIA 测定抗 CCP 抗体试剂盒精密度、准确度、线性、稳定性及特异性等

性能验证评价。同时选取 63 例血清类风湿因子（RF）阳性的类风湿关节炎（RA）患者为患者

组，61 例健康体检正常人为对照组，测定血清抗 CCP 抗体，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日内最大 CV=6.73%，日间最大 CV=7.36%；高低不同浓度准确性实验，最大偏差绝对值为

6.10%；浓度在 0～1020 U/L 间呈线性关系(y=0.9503x+1.1175,r2=0.9999）；开瓶第 27 天检测结

果绝对偏差<10.0%；TG 浓度 12.5mmol/L，BIL 浓度 420 umol/ L；Hb 浓度 49g/L 时无显著干扰。

RA 患者组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PETIA 法测定抗 CCP 抗体重复性好、线性宽、准确性高、抗干扰能力强，其检测结果可作

为诊断 RA 重要依据。 

 
 

PU-0608 

C 反应蛋白和血清前蛋白在临床治疗中的意义 

 
郭静 

漯河市中医院,462000 

 

目的  通过对比血清前蛋白（PA）和 C 反应蛋白（CRP）的检测结果，评价 PA 和 CRP 在临床多

范围应用的价值。 

方法  选取体检健康者 80 例（对照组）和该院住院患者 120 例（观察组），对两组的 PA 和 CRP

检测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观察组 PA 检测结果为（103.2±45.4）mg/L，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观察组 CRP 检测结果为（43.5±21.8）mg/L，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观

察组患者血清 PA 含量按照从下到大的顺序排列依次为肿瘤>肾病>肝病>外科手术>急性炎症。观察

组患者 CRP 含量按照从大到小顺序排列依次为急性炎症>外科手术>肝病>肾病>肿瘤。 

结论  PA 含量在肝病、肾病、急性感染及恶性肿瘤等疾病方面水平明显降低，而 CRP 的含量明显

升高，两者联合检测在评估病情程度方面较为敏感，临床价值较高。 

 
 

PU-0609 

NFKBIZ 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杨欢,朱志宸,温会燕,杜鸿,朱雪明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215000 

 

目的  检测 NFKBIZ 在乳腺癌患者癌组织以及癌旁组织中的表达水平，通过表达水平的对比和临床

资料的分析明确其诊断效能及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乳腺癌患者癌组织及癌旁组织，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和 western blot 技术对组织

内 NFKBIZ 的表达进行检测。通过制作 ROC 曲线来分析 NFKBIZ 诊断乳腺癌的效能。用统计学方

法分析 NFKBIZ 表达水平与肿瘤病理参数是否相关。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472 

 

结果  荧光定量 PCR 结果显示，癌旁组织相比，癌组织内 NFKBIZ 表达水平明显上调，差异具有显

著统计学意义。Western blot 检测也显示了相一致的结果。组织内 NFKBIZ 用于乳腺癌诊断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是 0.7025，cutoff 值为 1.416，敏感性为 65%，特异性为 100%。

NFKBIZ 表达水平与患者年龄、肿瘤大小、病理类型、淋巴结转移、TNM 分期和一些免疫组化指标

无显著相关性（P＞0.05）。 

结论  NFKBIZ 可能是促进乳腺癌发展的关键基因，并可能成为临床诊断的新指标。 

 
 

PU-0610 

基于衍生化方法建立 UPLC-MS/MS 检测血浆中的类固醇激素 

 
叶文利,饶维桥,廖云莉,王远,林梁,訾金 

深圳华大基因 

 

目的  类固醇激素是内分泌细胞分泌的高效能生物化学物质，能够维持生命、调节机体物质代谢。

类固醇激素中的雌激素—雌三醇（E3）、雌二醇（E2）和雌酮（E1），在促进性器官发育和维持

生育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由于雌激素在人体含量很低，化合物的极性较小，离子化效率低，因此

选用丹磺酰氯作为衍生化试剂提高离子化效率[1-4]。在此基础上建立 UPLC-MS/MS 人血浆中的雌酮

雌二醇和雌三醇的分析方法并对方法学进行了验证。 

方法  基于丹磺酰氯衍生化的基础上，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UPLC-MS/MS）快速定量

检测血浆中 3 种雌激素。3 种雌激素指标见表 1。 

结果  3 种雌激素的色谱图能很好地检测出来，质谱分辨率符合鉴别要求（如图 1），变异系数 CV

＜15%。 

结论  本实验的前处理过程只需经过萃取和衍生两个阶段，极大缩短前处理的时间；与传统检测方

法比较，我们使用 LC-MS/MS 具有能同时定量多种指标，分析速度快灵敏度高检测结果的稳定性

等优点，在临床实践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PU-0611 

不同抗凝剂对高敏感心肌肌钙蛋白测定结果的影响 

 
张海霞 

天津市胸科医院,300000 

 

目的   探讨临床常用的不同抗凝剂对高敏感心肌肌钙蛋白 T（high sensitivity cardiac troponin T,hs-

cTnT）测定结果的影响。 

方法  使用罗氏 Cobas e602 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分析仪测定门诊或者住院的 56 例患者经 EDTA-K2

抗凝剂处理后的分离血浆（EDTA 抗凝组）、3.2%柠檬酸钠抗凝剂处理后的分离血浆（柠檬酸钠抗

凝组）及分离血清（血清组）中的 hs-cTnT 水平，比较三组测定结果之间的差异。 

结果   EDTA 抗凝组、柠檬酸钠抗凝组、血清组的 hs-cTnT 测定结果以中位数（四分位数）表示分

别为 4.307（0.833～10.230）、3.746（0.739～9.474 ）、3.487（0.681～9.077）ng/ml。统计结

果显示：三组血液标本 hs-cTnT 结果之间比较有统计学差异（χ2=39.000，P<0.05）；与血清组相

比，EDTA 抗凝组和柠檬酸钠抗凝组的 hs-cTnT 测定结果偏高，有统计学意义（Z 值分别为-5.597

和-1.994，P<0.05）；Bland-Altman 偏倚图显示：EDTA 抗凝组、柠檬酸钠抗凝组与血清组 hs-

cTnT 测定结果比对，平均偏倚分别为 16.8%、3.9%；Passing-Bablok 回归方程分别为：

YEDTA=1.1673X 血清-0.0002，Y 柠檬酸钠=1.0851X 血清-0.0277，回归线性 Cusum 检验证实偏倚无统计学

意义(P>0.10)；经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发现，三组 hs-cTnT 结果之间呈良好的正相关关系（P 均

<0.05），EDTA 抗凝组、柠檬酸钠抗凝组与血清组的相关系数 r 分别为 0.992、0.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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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hs-cTnT 检测结果会受到抗凝剂类型的影响。在临床工作中，在进行 hs-cTnT 测定时除了可

以使用分离血清外，还可以使用 EDTA 抗凝血浆、柠檬酸钠抗凝血浆代替血清标本，但必须同时考

虑到标本类型的不同对检测结果的影响，以保证测定结果的准确性可靠性而不影响临床诊断结果。 

 
 

PU-0612 

Beckman AU 封闭试剂在非配套系统上血脂结果的准确度评价 

 
龙伟清,詹晓霞,梁靖宜,冯品宁,陈渡波,徐鸿绪 

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 Beckman AU 原装浓缩封闭试剂的血脂项目（ApoA1、ApoB、HDL-C、LDL-C、

CHOL、TG）在自建系统与配套系统上测定结果的一致性 

方法  以 Beckman Coulter AU 5800 自动生化分析仪及原装配套试剂、Beckman Coulter AU 系列

生化多项校准品和英国 Randox 质控品组成比对系统(X)； 日立 7180 自动生化分析仪及 Beckman 

Coulter AU 原装配套试剂、Beckman Coulter AU 系列生化多项校准品和英国 Randox 质控品组成

自建待评系统(Y)。用 Randox 质控品、国家标准物质（GBW09193）在上述两个系统上都进行测

定并对测定结果分别进行精密度以及正确度评价。根据 CLSI EP9-A3 文件，以 CLIA'88 要求作为

评估标准，参照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最新发布的“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在临床

化学检验领域的应用说明”（CNAS-CL02-A003）中“临床化学检验分析性能要求”，对此两套系统上

的患者血清血脂六项检测结果进行比对分析。 

结果  所有项目除 CHOL 外的日内及日间精密度均满足 CLIA'88 要求。日立 7180 分析仪上的血脂

六项均通过 t 检验证明无显著性系统误差（实质性偏移），检验结果准确可靠。应用 ESD 法确认

离群值，排除离群值并补充相近浓度标本后未发现离群值点。ApoB、HDL-C、LDL-C、CHOL 为

恒定 SD 变化，采用 OLR 回归分析; ApoA1,TG 具有恒定 CV 变化，采用 WLS 回归分析；将医学

决定水平分别代入回归方程，其偏移均小于可接受标准。 

结论  Beckman AU 试剂血脂项目（ApoA1、ApoB、HDL-C、LDL-C、CHOL、TG）在配套系统与

非配套系统上结果具有可比性，可以在日立 7180 分析仪上创新使用，正确度与精密度均基本符合

临床要求 

 
 

PU-0613 

临床实验室补体 C3、C4 测量不确定度评估的方法 

 
苏圣,孟繁伟,周海宁,刘爽,旋瑀 

沈阳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目的  探讨补体 C3(C3)、补体 C4(C4)分析中的测量不确定度评估的方法。 

方法  对 C3、C4 分析中的过程进行描述，分析测量不确定度的来源，对各个不确定度分量进行评

估，然后计算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和扩展不确定度。 

结果  取 k=2 时，C3 在 0.98 g/L 时扩展不确定度为 0.281 g/L (28.63%)，C3 在 1.954g/L 时扩展不

确定度为 0.552 g/L (28.85%)，C4 在 0.126g/L 时扩展不确定度为 0.037g/L (29.43%)，C4 在

0.25g/L 时扩展不确定度为 0.052g/L (29.36%)。 

结论  结果的测量不确定度是与检测结果数值相关的，它随结果的高低不同而发生变化，而且测定

不确定度比例在不同水平的结果也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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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14 

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甲状腺激素水平检测分析 

 
马淑青 

威海市立医院,264200 

 

目的  探讨临床对甲状腺激素水平的测定对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的临床意义。方 

方法   选取 2013 年 5 月至 2014 年 5 月我院收诊的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共 40 例，设为观察

组，并将同期 40 例健康体检者设为对照组，对两组受检者的甲状腺激素水平进行检验与分析。 

结果  观察组的血清 ft3 水平要显著性小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 ft4 和 tsH 水平

方面，两组水平相仿，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临床测定甲状腺激素水平，对于尽早诊断冠心病合并糖尿病，并制定有针对性的治疗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适合加强普及使用。 

 
 

PU-0615 

浅谈 LDL、LDL 颗粒和 sdLDL 

 
张晨,陆美娟,宋晓冬,李亚菊,刘苗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目的  低密度脂蛋白（LDL）作为心血管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监测指标在临床上广泛应用。近年来陆

续有研究提出低密度脂蛋白颗粒（LDL-P）、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sdLDL)较传统 LDL 能更好的反

映真实 LDL 水平和/或具有更强的致动脉粥样硬化作用。本文将对 LDL、LDL-P、sdLDL 的研究进

展进行综述。 

方法  目前实验室 LDL-C 的测定方法主要有超速离心法、电泳法、化学沉淀法、核磁共振光谱法、

公式计算法、免疫分离法、均相法等。LDL-P 的检测方法包括间接 ApoB 检测法和核磁共振光谱

法。sdLDL 作为 LDL 的亚型，其检测方法与 LDL 类同。经根据 sdLDL 特点优化、更改实验条件

后，LDL-C 的检测方法均可用于 sdLDL 的检测。 

结果  LDL-C 是 LDL 通过检测胆固醇的方法定量的 LDL 结果。LDL-P 是对 LDL 精确到分子级的定

义，LDL-P 与 LDL 是同一种物质，其结构、代谢、生理功能和致病机制与 LDL 相同。sdLDL 是一

种低胆固醇含量的 LDL，相较于 LDL 具有更强致动脉粥样硬化作用。在相同 LDL-C 浓度下 sdLDL

越多，LDL-P 浓度将越高，出现 LDL-P 大于 LDL-C 浓度的情况。LDL-P 反映了机体的真实 LDL 水

平。 

结论  LDL 是动脉粥样硬化的独立危险因素，与心血管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监测具有密不可分

的关系。LDL-C 是 LDL 通过检测胆固醇的方法定量的脂蛋白胆固醇浓度。目前现行指南在 ASCVD

的 10 年发生风险评估、心血管疾病的治疗 LDL 目标中使用的均是 LDL-C。但近年来有研究结果揭

示了 LDL-C 的局限性。LDL-P 才是真正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元凶，用 ApoB 估算 LDL-P 能反映真实

LDL 水平。在未来血脂检测中反映 LDL-P 水平的 ApoB 可能将取代 LDL-C，成为新版 ATP 监控指

标。sdLDL 相较于 LDL 具有更强的促动脉粥样硬化作用，指导临床在 ASCVD 的诊断、疗效监测

中正确使用 sdLDL 将是未来 sdLDL 检测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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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16 

微流控芯片 POCT 肾功能检测室内质控方案的研究 

 
葛丹红,唐立萍,欧元祝,刘文彬,虞啸炫,林斐然,龚敬凯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通过改变微流控芯片 POCT 肾功能检测在每天电子质控的前提下改变外部液体质控的周期和

频率，从而探索一种经济、有效的微流控芯片 POCT 室内质控方案。 

方法  使用雅培 i-STAT 手持式 POCT 仪检测尿素氮和肾功能项目。第一阶段每天内部和外部电子

质控通过后测定高、低 2 个水平外部液体质控，结果在控情况下检测 3 个不同浓度的病人混合血清

样本。第二阶段每天内部和外部电子质控通过后直接检测病人混合血清样本，外部液体质控改为每

周进行 1 次。统计比较前后 2 个阶段 POCT 仪器检测肾功能项目的分析性能。 

结果  第一阶段低、中、高 3 个浓度病人混合血清样本尿素氮总不精密度分别为 4.4%、2.2%、

1.3%，肌酐的总不精密度分别为 5.2%、3.0%、2.6%。第二阶段 3 个浓度病人样本尿素氮总不精

密度分别为 5.2%、1.5%、0.7%，肌酐的总不精密度分别为 6.5%、3.4%、2.7%。除低浓度样本

外，其余 2 个浓度样本在第一和第二阶段的总不精密度均<1/3TEa，TEa 依据 WS/T403-2012：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常规项目分析质量指标”。通过 F 检验分别比较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3 个浓度病

人混合血清样本尿素氮和肌酐的检测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 

结论  微流控芯片 POCT 在每天电子质控的前提下延长外部液体质控周期为一周，仪器的检测性能

未发生明显改变。适当合理的减少微流控芯片 POCT 外部液体质控频率可以在保证检测质量的前

提下有效降低检测成本。 

 
 

PU-0617 

上海地区儿童肾功能生化项目参考区间的调查 

 
叶志成,付盼,李巍,杨丹,徐锦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200000 

 

目的  分析上海地区 3～17 岁健康儿童肾功能项目[尿素、肌酐（Cr）、尿酸（UA）、总蛋白

（TP）、白蛋白（Alb）]，建立儿童肾功能项目的参考区间。 

方法   选取上海地区 3～17 岁健康儿童 1 038 名，其中男 543 名、女 495 名。按年龄分为 3 组：

3～6 岁组（345 名）、7～12 岁组（434 名），13～17 岁组（259 名）。采用日立 7180 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检测血清尿素、Cr、UA、TP、Alb，以 X 

±1.96s 方式建立参考区间。 

结果   除血清尿素水平外，不同年龄组血清 Cr、UA、TP、Alb 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呈明显上升趋势。在 7～12 岁组和 13～17 岁组男童与女童血清

UA、Cr 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年龄、性别因素合并分析后建立参考区间，

（1）尿素：3～17 岁为 3.36～5.41 mmol/L；（2）Cr：3～6 岁为 24.47～38.07 μmol/L，7-12 周

岁男童为 33.45-49.27umol/L，7-12 周岁女童为 33.09-46.05umol/L，13～17 岁男童为 46.00～

70.00 μmol/L、女童为 42.67～60.63 μmol/L；（3）UA：3～6 岁为 210.00～312.42 μmol/L，7～

12 岁男童为 216.70～364.58 μmol/L、女童为 217.27～336.53 μmol/L，13～17 岁男童为 287.93

～474.13 μmol/L、女童为 260.39～340.11 μmol/L；（4）TP：3～6 岁为 66.23～74.75 g/L，7～

12 岁为 69.12～77.64 g/L，13～17 岁为 70.08～78.24 g/L；（5）Alb：3～6 岁为 43.62～

48.14 g/L，7～12 岁为 4.62～48.86 g/L，13～17 岁为 45.28～50.28 g/L。 

结论  初步建立了上海地区 3～17 岁健康儿童肾功能项目的参考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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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18 

肝素锂抗凝血浆与血清两种样本类型脂蛋白(a) 

 检测结果比较分析 

 
黄其建 

什邡市人民医院,618000 

 

目的  评估肝素锂血浆与血清两种样本类型对脂蛋白(a)检测结果的影响，为临床样本采集提供实验

室依据评估肝素锂血浆与血清两种样本类型对脂蛋白(a)检测结果的影响，为临床样本采集提供实

验室依据评估肝素锂血浆与血清两种样本类型对脂蛋白(a)检测结果的影响，为临床样本采集提供

实验室依据 

方法  含促凝剂真空（桔黄色）采血管及含肝素锂抗凝剂（绿色）采血管分别采集门诊患者样本各

30 例 ，混匀后静置 30 分钟，3000r/min，离心 5min ，分离好上清进行脂蛋白(a)浓度检测，整个

过程在 2 小时内完成；样本检测完成后覆盖保鲜膜置室温保存，于 24 小时后再次进行脂蛋白(a)浓

度检测，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 脂 蛋 白 (a) 浓 度 血 清 组 [144.0±110.7 mg/L(M±QR ， 下 同 )] 与 肝 素 锂 血 浆 组

[140.0±110.5mg/L] 数据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71，>0.05）2. 室温保存 24 小时后血清组

结果（153.5±109.7 mg/L）与首次血清组检测结果[144.0±110.7 mg/L]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859，>0.05）；3. 室温保存 24 小时肝素锂血浆组结果（157.0±123.0 mg/L）与首次肝素锂

血浆组检测结果[140.0±110.5mg/L]数据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511，>0.05 ）；4.  24 小时

血清组（153.5±109.7 mg/L）与 24 小时肝素锂血浆组（157.0±123.0 mg/L）数据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0.751，>0.05 ） 

结论  肝素锂血浆对九强生物生产的脂蛋白(a)试剂检测结果无影响，血清与肝素锂血浆均可作为脂

蛋白(a)检测样本类型，脂蛋白(a)在室温 24 小时稳定性良好。 

 
 

PU-0619 

ProGRP 在小细胞肺癌和其他良恶性肺病鉴别诊断中的应用探讨 

 
郑卫东 

深圳大学总医院 

 

目的  探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 ProGRP 在临床辅助诊断小细胞肺癌（SCLC）中的应用。 

方法  应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 49 例小细胞肺癌 SCLC 初诊患者、219 例非小细胞肺癌(NSCLC) 初

诊患者、38 例肺良性疾病患者(BPD)、61 例其他恶性肿瘤(OMT) 患者及 39 例健康体检者血清

ProGRP 和 NSE 水平。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确定 ProGRP 和 NSE 诊断 SCLC 的界值

及曲线下面积(ROC-AUC)，评估 2 项指标诊断 SCLC 的敏感度和特异度。 

结果  SCLC 组血清 ProGRP 水平较之其余四组均明显增高（P<0.001），SCLC 组之外的其余四

组间血清 ProGRP 水平无显著性差异（P>0.05）。以 NSCLC 为对照，ProGRP 诊断 SCLC 的敏

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87.8%和 95.0%；以 NSCLC+BPD 为对照，ProGRP 诊断 SCLC 的敏感度和

特异度分别为 87.8%和 94.9%。ProGRP 和 NSE 联合检测的 ROC-AUC 及 ProGRP 的 ROC-AUC

均明显大于 NSE 相应的 ROC-AUC（P 均<0.05），ProGRP 和 NSE 联合检测的 ROC-AUC 与

ProGRP 的 ROC-AUC 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电化学发光法定量检测 ProGRP 对 SCLC 具有较好的诊断价值。基于本研究 ProGRP 和

NSE 诊断 SCLC 的敏感度和特异度评价，不支持 ProGRP 和 NSE 联合检测用于 SCLC 的临床辅

助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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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20 

苄索氯胺法——一种新的脑脊液蛋白质检测方法 

 
宋斌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430000 

 

目的  对苄索氯胺脑脊液蛋白质检测方法进行评价 

方法  用罗氏公司的苯索氯铵试剂,以比浊法进行脑脊液蛋白质测定,并对方法的精密度、灵敏度、检

测范围等作了观察。 

结果  方法的批内精密度为 1.5%、2.3%,日间精密度为 0.62%、0.72%；灵敏度为 0.08g/L;该方法

的检测范围达 1.9g/L;传统磺柳酸蛋白质测定法与之比较,回归方程为 Y=0.854X + 0.097,r =0.985 

结论  本法简便、快速、准确且样品用量少,适合临床实验室推广应用。 

 
 
 

PU-0621 

Ubiquitin specific peptidase 9x contributes to the 
degradation of SOX2 in Osteosarcoma 

 
陈香云,顾文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200000 

 

目的  The goal is to reveal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osteosarcoma and develop new and valid 

targeted therapy of osteosarcoma. 

方法  By performing a major DUB proteome-wide screen included 40 USPs, and then through a 

co-immunoprecipitation assay, we proved that USP9x could interact with SOX2. Next  we 
explored the effect of USP9x on osteosarcoma in vitro and in vivo. In the end, we screened out 
an effective inhibitor of USP9x by CETSA assay, neogambogic acid (NGA). 

结果  We have showed that USP9x played an essential role in osteosarcoma by interacting with 

and de-polyubiquitylating SOX2. Inhibition the USP9x activity by the application of NGA could be 
a strategy for the treatment of osteosarcoma, as we also demonstrated that NGA might 
accelerate the degradation of SOX2 by targeting USP9x in osteosarcoma. 

结论   Altogether, we have showed that USP9x could be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osteosarcoma, and NGA might be a promising chemotherapeutic drug for osteosarcoma, which 
could shed a light on the targeted therapy of osteosarcoma 
 
 

PU-0622 

MiR-145 detection in urinary extracellular vesicles increase 
diagnostic efficiency of prostate cancer based on 

hydrostatic filtration dialysis method 

 
Yong Xu,Lei Zheng 

Nanfang Hospital，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Extracellular vesicles (EVs) can be detected in body fluids and may serve as disease 
biomarkers. Increasing evidence suggests that circulating miRNAs in serum and urine may be 
potential non-invasive biomarkers for prostate cancer (PCa).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hydrostatic filtration dialysis (HFD) is suitable for urinary EVs (UEVs) isolation 
and whether such reported PCa-related miRNAs can be detected in UEVs as PCa bioma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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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o analyze EVs miRNAs, we searched for an easy and economic method to enrich EVs 
from urine samples. We compared the efficiency of HFD method and conventional 
ultracentrifugation (UC) in isolating UEVs. Subsequently, UEVs were isolated from patients with 
PCa, patients with benign prostate hyperplasia (BPH) and healthy individuals.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four PCa-related miRNAs (miR-572, miR-1290, miR-141, and miR-145) were 
measured in UEVs and paired serum EVs using SYBR Green-based quantitative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 
Results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HFD was similar to UC. In miRNA yield, both HFD and UC 
can meet the needs of further analysis. The level of miR-145 in UEVs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patients with PCa compared with the patients with BPH (P = 0.018). In addition, significant 
increase was observed in miR-145 levels when patients with Gleason score ≥8 tumors compared 
with Gleason score ≤7 (P = 0.020). Receiver-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revealed that 
miR-145 in UEVs combined with serum PSA could differentiate PCa from BPH better than PSA 
alone (AUC 0.863 and AUC 0.805, respectively). In serum EVs, four miRNA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PCa than with BPH. 
Conclusions HFDis appropriate for UEVs isolation andmiRNAanalysis when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UC. miR-145 in UEVs is upregulated from PCa patients compared BPH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Wesuggest the potential use of UEVs miR-145 as a biomarker of PCa. 
 
 

PU-0623 

ApoA1 和 ApoE 在自身免疫性肝病中疗效监测 

 
郑明慧 1,胡坤华 2,蒋金良 1,鲍蕴文 1,林向华 1,段朝晖 1 

1.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2.中山大学药理学教研室 

 

目的  探讨血清中载脂蛋白 A1(Apolipoprotein A1, ApoA1)，载脂蛋白 E(Apolipoprotein E, ApoE)检

测对自身免疫性肝病(Autoimmune liver diseases，AILDs)的疗效监测。 

方法   取自身免疫性肝炎 (Autoimmune hepatitis, AIH)、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 (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 PBC)治疗前后 54 例为研究对象，另外乙型肝炎、乙肝肝纤维化、乙肝肝硬化、丙型肝

炎、酒精性肝硬化共计 216 例为疾病对照组以及健康体检者 15 例为正常对照组。免疫比浊法测定

各组对象的血清 ApoA1、 ApoE 水平并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APOA1 在各组定量分析发现， AIH 与健康组相较 APOA1 无统计学意义，但与 AIH 治疗缓

解期(AIC relieve period,AIC-RP)存在极显著差异， P<0.01，可作为疗效监测；而在 PBC 无诊断

价值。自身免疫性肝硬化(Autoimmune cirrhosis, AIC)与病毒性肝炎组(HBV,HCV)及肝纤维化组存

在极显著差异， ROC 曲线下面积 AUC=0.900，具有很好的诊断与鉴别诊断价值，提示 ApoA1 可

能作为自身免疫性肝病肝硬化期疾病进展评估指标。 AIC、 AIH 急性期(AIH acute period, AIH-

A)、 PBC 与各对照组相较 APOE 浓度均存在显著差异，且在治疗缓解期有明显差异，而 AIC 与 

PBC 相较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1.ApoA1 对于 AIC 的诊断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及较佳的特异性，尤其是在 AILDs 的鉴别诊断

中，可明确区别于 PBC； 2.ApoA1 降低水平反映了 AIH 的肝损害严重程度，有助于 AIH 的疗效监

测； 3.由于方法学限制， ApoE 与 IgG 可能存在较严重交叉免疫反应导致其假性升高。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479 

 

PU-0624 

纤维蛋白原与超敏 C 反应蛋白水平测定对冠心病的诊断价值 

 
谢婷彦,黎剑英,丘世飏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通过检测纤维蛋白原（FIB）与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在冠心病患者中的水平变化 ，

探讨其在冠心病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冠心病患者 54 例，另选取健康体检者 25 例为对照组，运用凝固法和乳胶增强免疫比浊

法分别测定其血浆纤维蛋白原与血清超敏 C 反应蛋白的浓度。 

结果  冠心病组血清 hs-CRP 水平为 8.71±11.4mg/L 显著高于对照组 0.62±0.50mg/L，p<0.05。冠

心病组血浆 FIB 水平为 3.72±1.54g/L 与健康对照组 2.15±0.92g/L 相比显著增高， p<0.05。 

结论  外周血中 hs-CRP 与 FIB 水平的测定对冠心病的诊断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PU-0625 

可溶性生长刺激表达因子-2 在心肌梗死中的诊断价值 

 
潘练华,吕婉娴,朱嫦琳,李炜煊,麦爱芬,何玉怡,冯振华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528000 

 

目的  探讨可溶性生长刺激表达因子-2（sST2）在不同类型心肌梗死中的早期诊断价值。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 93 例早期心肌梗死患者及 64 例对照者血清中 sST2 浓度，比较不

同类型心肌梗死患者血清 sST2 水平差异，同时采用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ROC）分析血清 sST2

对心肌梗死的诊断性能。 

结果  病例组 sST2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t=11.96，清 sST2 对急性心肌梗死的诊断价值良好

（Z=17.80，P<0.01），曲线下面积（AUC）为 0.908（95%CI：0.852~0.949）。sST2 区分急性

心梗患者及非急性心梗患者的最佳临界值（Cut-off）为 146.02pg/mL，诊断灵敏度为 83.87%，特

异度为 85.94%，尤登指数（YI）为 0.6981。 

结论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 sST2 水平升高，STEMI 患者升高更明显；血清 sST2 对急性心肌梗

死早期诊断价值良好。 

 
 

PU-0626 

广东省 380370 名儿童血铅水平的回顾性分析 

 
赵蓓蓓 1,2,陈文彬 1,马扬杰 1,李维 1,2,佘旭辉 1,2,程雅婷 1,2 

1.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2.广州医科大学金域检验学院 

 

目的  分析广东省 380370 名儿童整体血铅水平及分布特征，并探讨其发展趋势，为进一步开展儿

童血铅防治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 380370 名体检儿童的

血铅水平，结果统一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检测所得，统计分析不同性别、年

龄和年份之间，儿童血铅水平的分布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  ①广东省 380370 名儿童的总体血铅水平为(32.8±30.2）mg/L(0.2-1165.0 mg/L），其中

8753 名儿童血铅水平≥100mg/L，铅超标率为 2.30%；②男童:女童为 1.47:1，男童血铅水平

（34.2±31.1）mg/L 高于女童血铅水平（30.6±28.8）mg/L；男童铅超标率（2.46%）高于女童铅

超标率（2.07%）；  ③血铅水平和铅超标率随年龄增加而升高，婴儿组（0~1 岁）、幼儿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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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学龄前组（3~7 岁）和学龄组（7~14 岁）的血铅水平分别为（28.4±31.7）mg/L 、

（31.6±27.3）mg/L 、（35.4±28.0）mg/L 和（37.4±35.6）mg/L ；铅超标率分别为 2.04%、

1.95%、2.35%和 3.33%；④2011-2015 年间，儿童血铅水平和铅超标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其

中 2015 年的血铅水平（28.9±25.7）mg/L 和铅超标率（1.61%）均低于其他年份。 

结论  ①广东省儿童血铅水平与铅超标率均处于较低水平；②儿童血铅水平随年龄增加呈逐渐上升

趋势，提示需定期开展儿童血铅水平监测；③不同年龄段，男童血铅水平和铅超标率均高于女童，

提示需加强男童卫生意识教育和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④2011-2015 年间，广东省儿童血铅水平和

铅超标率逐年下降，说明儿童铅暴露问题有所改善；⑤环境干预结合健康教育，培养儿童养成良好

的生活行为习惯是降低儿童血铅水平的重要手段。 

 
 

PU-0627 

两种 C 反应蛋白检测系统检测结果的一致性评价 

 
韩红霞,孙烨,陈庆瑜,郭海龙,刘勇,张玉刚,任建平 

山西省中医院 

 

目的  评价 Beckman COULTER AU5800 自建检测系统（A）与 mindray BC-5390 CRP 血细胞分

析仪（B）检测 C 反应蛋白（CRP）结果的一致性。 

方法  根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委员会（CLSI）EP15-A2 文件对两种检测系统进行精密度验证，参

照 CLSI EP9-A2 文件，选择 2017 年 11 月至 12 月山西省中医院门诊与住院患者检测后剩余的新

鲜 EDTA 抗凝标本 40 份和新鲜血清标本 40 份，分别用两种检测系统进行检测，将两种检测系统

的检测结果进行相关分析，并将 CRP 在医学决定水平处的预期偏倚与允许偏倚比较。 

结果   两种检测系统检测 CRP 的精密度均在允许范围内，不精密度均小于基于生物学变异的一般

质量规范要求。两种检测系统的检测结果相关性良好，r2 值均大于 0.95，两种检测系统检测 CRP

在各自的医学决定水平处的预期偏倚的 95%可信区间在允许偏倚范围内。 

结论  两种检测系统在 0.5-147.5mg/L 的范围内检测 CRP 的结果一致性良好. 

 
 

PU-0628 

叶酸、MTHFR 基因 C677T 多态性与宫颈癌的相关性研究 

 
薛雄燕,朱嫦琳,潘练华,黄燕婷,马婉珍,黄少珍,李炜煊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528000 

 

目的  探讨血清叶酸及 5,10-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MTHFR）基因 C677T 多态性与宫颈癌易感性

的相关作用。 

方法  收集 82 例宫颈癌患者和 82 例健康对照者，均为 HPV-16 阳性，应用 PCR-RFLP 方法检测

MTHFR 基因 C677T 多态性，同时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叶酸水平，对二者与宫颈癌易感性的

相关性进行分析。 

结果    病例组血清叶酸水平（8.63±5.63 μg/L）低于对照组（10.84±5.99μg/L）（ t=2.43，

P=0.016）；两组人群的 MTHFR 基因 C677T 均为杂合型（CT）频率最高，病例组人群纯合型

（TT）高于野生型（CC），与对照组不一致（χ2=7.529，P=0.023）；病例组 T 等位基因频率高

于 C 等位基因，与对照组不一致（χ2=5.903，P=0.015）。与野生型（CC）人群相比，纯合型

（TT）人群患宫颈癌的危险性显著增高（OR=3.485，95%CI：1.331~9.122），而杂合型（CT）

人群未发现显著影响（OR=1.752，95%CI：0.810~3.789）；在叶酸充足人群中，MTHFR 基因型

为纯合型（TT）的人群患宫颈癌的危险为 2.057（95%CI：0.455~9.304），而叶酸不充足且

MTHFR 基因型为纯合型（ TT ）的人群患宫颈癌的危险则上升为 4.354 （ 95%CI ：

1.195~1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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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MTHFR 基因 C677T 多态性是宫颈癌发生的易感因素，该基因的纯合型（TT）可增加宫颈

癌发生的危险，在低叶酸水平的纯合型（TT）人群中，发生宫颈癌风险最高。 

 
 

PU-0629 

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方法学评价及临床意义研究 

 
乔理华,娄加陶 

上海市胸科医院检验科 

 

目的  通过验证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sdLDL-C）的检测方法性能，并分析其变化与冠心病

（CHD）的发生严重程度及与传统风险因素的相关性 。 

方法  直接清除法检测 sdLDL-C 试剂盒的精密度、正确度、线性范围、临床可报告范围以及参考区

间。采用病例对照研究，分析 CHD 患者血清 sdLDL-C 水平变化及其与传统血脂指标的关系。 

结果  该检测方法的验证性能均通过要求。sdLDL-C 水平与 LDL-C、TG、TCH、Apo B、Apo E 呈

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748、0.436、0.677、0.795、0.404，P<0.01）；ACS 组 sdLDL-C 明

显高于慢性心肌缺血综合征及健康对照组（P<0.05），sdLDL-C、TG、Lp(a)、cTnI 的联合检测提

高了诊断 CHD 的效能（AUC=0.899）。 

结论  直接清除法检测 sdLDL-C 试剂盒的性能符合要求，sdLDL-C 与一些经典血脂指标具有相关

性，且在 CHD 检测方面有一定的意义，是一个有价值的危险因素和预测指标。 

 
 

PU-0630 

苏州地区 HIV-1 遗传变异特征研究 

 
宋艳辉,袁莹,李愿,彭群新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15000 

 

目的  明确近 5 年苏州地区 HIV-1 毒株基因变异特征与流行规律，从病毒基因进化角度探讨 HIV-1

毒株遗传变异特征与流行传播规律之间的关系，对 HIV 感染者采取有效的行为干预措施以及制定合

理的药物治疗方案，防止 HIV 进一步扩散和蔓延。 

方法  我们对苏州地区 276 份 HIV 抗体阳性样本进行病毒基因遗传变异特征分析，选择 gag 基因

p17/p24 段与 env 基因 gp120 的 C2V3 段作为目的片段，采用分子生物学与生物信息学结合的方

法，应用生物分析软件等对所得到的序列进行基因多样性的分析。 

结果  苏州地区流行的 HIV-1 主要亚型为 CRF01_AE,CRF07_BC,CRF08_BC,B/B’亚型以及 C 亚

型，占比最高的为 CRF01_AE（52.1%）重组毒株。与其他亚型相比，B 亚型的 HIV-1 毒株基因距

离较大 ,env，gag 和 pol 基因区的基因距离分别为 0.187±0.035（p<0.01），0.071±0.020

（p<0.05），0.049±0.018（p<0.05）。CRF01_AE 为 MSM 人群中流行的主要亚型，其他还有

CRF07_BC 和 B/B’亚型。MSM 人群 CRF01_AE 毒株的系统进化树中存在一个 8 人的汇聚。 

结论  苏州流行的 HIV-   1 亚型以 CRF01-AE 为主；各亚型基因距离的结果为 B 亚型毒株的基因距

离较大，变异程度较高； MSM 人群之间相互交往密切，存在交叉感染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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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31 

积水 D-二聚体试剂在 STA-R 型全自动血凝分析仪上的性能评价 

 
黄颖,石亚玲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510000 

 

目的  评价积水 D-二聚体检测试剂（免疫比浊法）在 STA-R 型全自动血凝分析仪上的性能。 

方法   参照 CLSI 相关文件，评估积水 D-二聚体试剂在 STA-R 型全自动血凝分析仪上的批内精密

度、日间精密度、准确度、检测低限和线性检测范围。 

结果  积水 D-二聚体检测试剂在 STA-R 型全自动血凝分析仪上的批内精密度<10%，日间精密度

<15%，室间质评准确度验证可接受，检测低限为 0.44μg/mL，线性检测范围为 0-61.66 μg/mL。 

结论  积水 D-二聚体检测试剂在 STA-R 型全自动血凝分析仪上的性能达到临床应用要求。 

 
 

PU-0632 

高敏肌钙蛋白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临床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唐晴琴,刘冬梅,钱忠萍,周毓菁,凌晨,范寅华,金晓华,许志荣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15000 

 

目的  分析高敏肌钙蛋白（hs- c Tn T）在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临床诊断中的应用价值，为临

床诊断提供参考。 

方法  8 年 1 月—2018 年 5 月我院收治的 AMI 患者的病例资料，根据纳入标准回顾性分析 201 选

取其中 125 例作为研究对象，另外选取同期来院体检者且年龄和性别相匹配的 125 例作为对照

组，两组均测定血清高敏肌钙蛋白水平，采用 Mann-Whitney 检验分析两组患者血清 hs- c Tn T 之

间的差异，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 

结果  AMI 患者血清 hs- c Tn T 水平中位数 M(P25, P75)为 809.8（140.9-2836.5），显著高于对照

组 4.64（3.39-7.0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13.0, P<0.01)。ROC 曲线分析表明，hs- c Tn T

诊断 AMI 的曲线下面积（AUC）为 0.977，以 Youden 指数最大时的切点作为诊断 AMI 的 cut-off

值，当患者血清 hs- c Tn T 为 15.12 时, 此时灵敏度为 91.2%， 特异度为 99.6%。 

结论  在 AMI 的诊断中，hs-c Tn T 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是辅助临床诊断 AMI 较好的指标。 

 
 

PU-0633 

急性冠脉综合征多生化标志物与冠状动脉病变的相关性研究 

 
申及, 侯雨晴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15000 

 

目的  探讨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患者生化标志物与疾病类型及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的相关性。 

方法  本研究采用病例—对照的研究方法，入选自 2016 年 7-11 月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 130

例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的患者；选择同期 58 例患者为对照，参照 ACS 诊断标准和排除标准

（排除心脑血管、肝肾、肿瘤等）分组。收集基线情况，将其分为 ACS 组和对照，根据 PCI 结果

和改良 Gensini 积分依照冠脉病变血管支数和严重程度分组分析。应用 logistic 回归研究临床资料

及生化指标与 ACS 不同病变支数和严重程度的关系。 

结果  与对照相比，不同 ACS 病变支数各组高血压、吸烟、血糖、HSCRP 水平均高于对照，总蛋

白（TP）、白蛋白（ALB）、前白蛋白（PAB）均低于对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

不同病变程度积分组，高血压、吸烟、LDL-C、HSCRP 均高于对照组，TP、ALB、PAB、HD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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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 Spearman 相关分析显示，TP、ALB、PAB、

HDL-C、LDL-C、HSCRP 均与病变支数及病变积分组相关（p<0.05）。将单因素回归阳性指标作

为因变量的多元回归表明，在不同病变支数组中，低 HDL-C、HSCRP、吸烟、高血压为危险因素

【OR 值和 95%CI 分别为 0.003（0.001-0.011），2.095（1.101-3.986），30.492（3.41-

272.419）， 16.212（ 2.041-36.859）， p<0.05】；在不同病变积分分组中，低 HDL-C、

HSCRP、LDL-C、吸烟、高血压为 ACS 病变程度的危险因素【OR 值和 95%CI 分别为 0.006

（0.001-0.008），1.741（1.049-2.888），0.002（0.001-0.587），14.455（1.919-108.886），

4.268（1.050-17.353），p<0.05】。 

结论  本研究表明高血压、吸烟、低 HDL-C、HSCRP 为反应 ACS 病变支数和变病严重程度的危险

因素，可能对冠状动脉的病变严重程度有重要的预测价值。 

 
 

PU-0634 

联合检测血清中 AFP、GGT、D-二聚体、ALP  

在原发性肝癌诊断中的临床应用 

 
高荣敬 

德州市人民医院,253000 

 

目的  探讨甲胎蛋白（AFP）、谷氨酰转肽酶（GGT）、D-二聚体、碱性磷酸酶（ALP）联合检测

在原发肝癌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我院 70 例原发肝癌患者（原发性肝癌组）和 70 例健康体检着（对照组），检测其血清

的 AFP、GGT、D-二聚体、ALP 的水平，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原发性肝癌组患者血清 AFP、GGT、D-二聚体、ALP 单项检测阳性率分别为 82.33%、

75.09%、76.33%、56.75%，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5.03%、7.33%、3.63%、1.67%，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四项血清标志物联合检测阳性率为 90.33%，显著高于单项检测，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 ,原发性肝癌组的联合检测的阳性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AFP、GGT、D-二聚体、ALP 是原发性肝癌诊断的有效指标，联合检测对辅助诊断原发性肝

癌及检测预后有重要的临床参考价值。 

 
 

PU-0635 

根据 CLSI EP09-A3 评价两种检测系统电解质 

 
尹晶平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15000 

 

目的  评价强生 VITRO5600 全自动生化免疫分析仪和日立 718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电解质检测结果

的可比性，进行一致性分析，为临床诊断提供准确一致的检验结果。 

方法  参照 CLSI EP09-A3 文件进行对比试验，选取性能优良的强生 VITRO5600（直接离子选择电

极法）为参比方法，以日立 7180（间接离子选择电极法）为实验方法，随机收集 40 份患者血清检

测电解质（K+、Na+、Cl-），分析两种电解质检测方法的相关性、一致性、偏移等性能指标，判断

不同检测系统检测结果的可比性。 

结果  日立 7180 和强生 VITRO5600 两种生化分析仪电解质检测系统的检测结果相关性良好，采用

OLR 模型对三种离子两种方法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下：各自拟合的方程分别是 K+:Y=0.996X-

0.1，R2 为 0.993，相关性良好；Na+:Y=0.963X+4.241，R2 为 0.988，相关性良好；Cl-：

Y=0.971X+2.998,R2 为 0.986，相关性良好。两个检测系统斜率的 95%CI 分别为 K+：0.968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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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Na+：0.929 到 0.997；Cl-：0.933 到 1.030。截距的 95% CI 分别为 K+：-0,214 到 0.015；

Na+：-0.656 到 9.139； Cl-：-0.940 到 6.935。医学决定性水平处偏移、斜率、截距等参数 95%CI

均小于行业可接受范围。 

结论  本研究中日立 7180 和强生 VITRO5600 两种电解质检测系统检测三种离子的结果具有可比

性，无显著性差异，在一定检测浓度范围内，可为临床诊疗提供一致性的检验数据。 

 
 

PU-0636 

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中循环肿瘤 DNA、原发肿瘤和转移瘤 

 
周鹏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15000 

 

目的  检测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中循环肿瘤 DNA、原发肿瘤和转移瘤配对标本的体细胞突变情况。 

方法    12 例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肝转移瘤切除术后，分别获取了每例患者的游离 DNA

（cfDNA），原发肿瘤，转移性肝组织，正常肿瘤邻近结肠或肝组织以及全血。研究了靶向 NGS

方法鉴定 ctDNA 中的体细胞突变的可行性。该靶向 NGS 方法还与 OnTarget 分析中所体现的同步

阻力改变技术以及数字 PCR（dPCR）选择突变的突变等位基因富集之前的 NGS 进行了比较。所

有组织和 cfDNA 样本都进行了 IonPGM（离子个人基因组机）测序，对 CRC 特异性的 21-基因组

进行了标准化分析和改进的调用管道分析。此外，用 OnTarget 法和 dPCR 法分析 cfDNA、全血和

正常组织 DNA 在相应原发和/或转移性肿瘤组织中的特异性突变。 

结果   10 例患者检测到了 APC、ATM、CREBBP、FBXW 7、KRAS、KMT2D、PIK3CA 和 TP 

53 基因突变，改进的调用管道 NGS 分析方法均优于标准化 NGS 分析方法。应用此方法，血浆中

变异等位基因频率的范围以 1％至 10％不等，导致 ctDNA 与原发肿瘤（39％）和转移灶（55％）

之间的一致性有限。通过 OnTarget 测定（80％）和数字 PCR（93％）评估 ctDNA 对 KRAS，

PIK3CA 和 TP53 突变的一致性，ctDNA 与组织之间的一致性显著改善。此外，利用这些技术，在

大多数患者的具有正常形态的肿瘤邻近组织中观察到突变，而在全血中未观察到这些突变。 

结论  循环肿瘤 DNA 是一种以微创方式评估实体瘤体细胞突变的方法。在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中，

对 cfDNA 的 NGS 是可行的，但对检测组织中存在的所有体细胞突变的敏感性有限。在 NGS 之前

使用数字 PCR 和突变等位基因富集对体细胞突变的检测更为敏感。 

 
 

PU-0637 

Vitamin D Status of Chinese Residents in 13 Provinces 

 
Yating Cheng1,2,Beibei Zhao1,2,Heng Dong1,2,Wei Li1,2,Yi Li1,Xuhui She1,2 

1.Guangzhou Kingmed Diagnostics Group Co.， Ltd. 

2.KingMed College of Laboratory Medical of GMU 

 
Objective As an essential dietary micronutrient, vitamin 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not only in 
bone health but also may prevent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mprove immunologic function and 
reduce the mortality. Despite there were numerous surveys on the vitamin D status of Chinese 
population yet, they were with limited number, district, age and other pitfalls. In China mainland, 
the survey on overall vitamin D status in healthy Chinese people has not yet reported. This study 
aims to determine the prevalence and significance of vitamin D deficiency and insufficiency 
among apparently healthy adults on a large population in China never presented before. 
Methods To assure the accuracy, we firstly set up a LC-MS/MS method and done fully method 
ver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for determining serum 25OHD level. The method was then used to 
detect a total of 276,995 subjects’ serum 25OHD concentrations all over the China mainland. 
After exclusion, 237,346 apparently healthy adults were involved in thi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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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 of serum 25OHD level distribution in gender, age, geological location and 
season wer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The vitamin D status of a subject was defined as 
deficiency if the total 25OHD <20ng/mL, insufficiency if ≥20 and <30ng/mL. 
Results The methodological performance of LC-MS/MS method set up in this study satisfied all 
the rigid requests for clinical utility. In the study, the mean 25OHD level was 22.60±10.37ng/mL. 
Of them, 76.9% had low serum 25OHD levels: 44.30% were deficient and 32.60% had insufficient 
levels of 25OHD. Low serum 25OHD level (<30ng/mL) were found in 76.18% of the females and 
84.44% of the males. From low latitude to high latitude, the serum 25OHD level was decreasing 
and the proportion of deficiency and insufficiency was increasing. Poor vitamin D status was most 
common in spring (deficiency: 68.60%, insufficiency: 23.79%) and least in autumn (deficiency: 
23.50%, insufficiency: 38.35%). Poor vitamin D status was most common in the elderly (age≥55, 
deficiency: 54.00%, insufficiency: 31.71%) and least in adults (18≤age<55, deficiency: 43.17%, 
insufficiency: 32.68%). 
Conclusions Several factors could influence the evaluation of vitamin D status, including the 
usage of cutoff values and the methodology. Poor vitamin D status would bring a series of public 
health risks,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greater awareness and more efficient and timely 
management, such as to educate the public about the vital role of vitamin D in body health and 
need lifestyle modification and regular monitoring of serum 25OHD level. 
 
 

PU-0638 

三甲基嘌呤通过 NF-kB 途径 

调控肝星形细胞自噬减轻四氯化碳诱导的肝纤维化 

 
王冰莹,曹伟,杜鸿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215000 

 

目的   阐明三甲基嘌呤（3-methylpurine，3-MA）通过 NF-kB 途径调控肝星形细胞（hepatic 

stellate cell，HSC）自噬的从而减轻四氯化碳（carbon tetrachloride，CCl4）诱导的肝纤维化的作

用机制。 

方法  将昆明白小鼠 30 只随机分成 3 组：对照组，正常饲养；损伤组，一周两次腹腔注射 20%的

四氯化碳（CCl4）0.6ml/kg；3-MA 干预组，一周两次腹腔注射 3-MA15mg/kg。全部小鼠 8 周后处

死，用胶原酶肝脏灌注获得 HSC。通过 HE、Masson 染色检测肝脏纤维化情况。建立体外 HSC

活化模型，将人肝星形细胞 LX-2 细胞株，分为三组:是对照组，正常培养；TGF-β 诱导组，以

TGF-β 诱导；3-MA 干预组，在 TGF-β 诱导的基础上同时加入 3-MA，72 小时收集各组细胞。加入

NF-kB 激动剂，免疫印迹法检测 HSC 细胞活化相关蛋白 α-SMA、自噬相关蛋白 LC3-Ⅱ、Becline

及 NF-kB/p-NF-kB 的表达；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 HSC 细胞 LC3-Ⅱ、Becline 等基因，观察 HSC

的自噬及活化情况。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损伤组肝脏纤维组织增多、纤维架桥形成，HSC 的 α-SMA、LC3-II 蛋白的含

量升高（ P<0.05 ）， LC3-Ⅱ、 Becline 基因的表达升高， p-NF-kB 与 NF-kB 比值升高

（P<0.05）。而 3-MA 干预组纤维组织减少，α-SMA、LC3-II 蛋白、p-NF-kB 与 NF-kB 比值及

LC3-Ⅱ、Becline 基因无显著升高（P<0.05）。体外 TGF-β 诱导 LX-2 细胞，与对照组相比，TGF-

β 诱导组 α-SMA、LC3-II 蛋白升高（P<0.05），LC3-Ⅱ、Becline 基因的表达升高，p-NF-kB 与

NF-kB 比值升高（P<0.05）。而 3MA 干预组 α-SMA、LC3-II 蛋白、p-NF-kB 与 NF-kB 比值及

LC3-Ⅱ、Becline 基因的表达无显著升高（P<0.05）。加入 NF-kB 激动剂后 3-MA 的上述作用减

弱。 

结论  3-MA 通过抑制 NF-kB 通路来抑制 HSC 的自噬，从而抑制 HSC 的活化，减轻 CCl4 诱导肝

纤维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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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39 

S1P 在高血压及其并发症中的预测和诊断价值 

 
韩清珍,周志英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15000 

 

目的  研究和探讨 1－磷酸鞘氨醇（S1P）在高血压及其并发症中的诊断价值。方法：使用酶联免

疫吸附试验（ELISA）方法检测高血压并发症患者，初次诊断高血压者和健康对照者血清中 S1P

的含量。 

方法  使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方法检测高血压并发症患者，初次诊断高血压者和健康对

照者血清中 S1P 的含量。 

结果  高血压并发症患者中 S1P 含量高于健康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初次诊

断高血压者中 S1P 含量与健康者相比无差异；在高血压并发症组中，高血压多发并发症患者血清

中 S1P 含量高于高血压单一并发症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高血压并发症者

中，S1P 含量与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中性粒细胞百分比、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

（NLR）和凝血酶原时间（PT）呈正相关性，r 分别为 0．7913，0.7182， 0.7935，0.8479；高

血压并发症患者中，S1P 含量与淋巴细胞百分比呈负相关性，r 为－0.7259。 

结论  血清 S1P 浓度变化与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和病情发展有关，可作为高血压及其并发症发生发

展的监测指标。 

 
 

PU-0640 

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症血清睾酮与氧化应激相关分析 

 
郑国华 

潍坊市妇幼保健院,261000 

 

目的  探讨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ian syndrome, PCOS）不孕症患者高雄激素血症与氧

化应激的关系。 

方法  检测 73 例 PCOS 不孕症患者血清睾酮（T）等性激素六项、氧化应激标志物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和 8-异前列腺素 F2a（8-iso-PGF2a），选择同期在我院进行孕前体检的健康妇女 70 例作

为对照组。 

结果  两组间比较，PCOS 组血清中黄体生成激素（LH）、泌乳素（PRL）、T 含量高于对照组

（P<0.05；P<0.01）；8-iso-PGF2a 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SOD 含量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多元逐步回归分析：LH、8-iso-PGF2α 和 SOD 是影响 PCOS 不孕症患者血清中 T

水平的影响因素(B= 0.214、0.615、-0.007 ； P=0.046、0.000、0.000)。 

结论  机体氧化应激水平与 PCOS 高雄激素血症关系密切，血清 T 与机体抗氧化能力下降有关，8-

iso-PGF2a 是影响 PCOS 发生高雄激素血症的重要因素。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487 

 

PU-0641 

CXCL5 promotes mitomycin C resistance in non-muscle 
invasive bladder cancer by activating  

EMT and NF-κB pathway 

 
Chanjuan Wang,Aiwei Li,Rui Qiao,Jie Zhang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Objective The emergence of chemoresistance greatly increases the recurrence risk for non-
muscle invasive bladder cancer (NMIBC) patients, which is still a big concern of clinicians.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s of drug resistan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eventing and 
reversing it. 
Methods A mitomycin-chemoresistant cell line named M-RT4 was established in this study. The 
expression of CXC motif chemokine ligand 5 (CXCL5) and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related molecules were examined and compared in RT4 cell and M-RT4 cell. By the 
overexpression or knockdown of CXCL5, the role of CXCL5 during the emergence of 
chemoresistance of NMIBC was determined. 
Results We showed here that CXCL5 was overexpressed in mitomycin C-resistant bladder 
cancer cell line M-RT4. Meanwhile, parental RT4 cell treated with recombinant human CXCL5 
(rhCXCL5) reduced its sensitivity to mitomycin C. Conversely, knockdown CXCL5 sensitized M-
RT4 cell. We further investigated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finding that EMT and NF-κB 
pathway were activated in M-RT4 cell, which could be attenuated by knockdown CXCL5. 
Conclusions  All these data indicated that CXCL5 may promote mitomycin resistance by 
activating EMT and NF-κB pathway. Thus, our study identifies CXCL5 as a novel 
chemoresistance-related marker in NMIBC, thereby providing new strategies to overcome 
chemoresistance for NMIBC patients. 
 
 

PU-0642 

血液病患者 Amy 与 hs-CRP、Alb 检测及意义 

 
黄惠芳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15000 

 

目的  检测血液病患者的淀粉酶（Amy）与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白蛋白（Alb），探索

Amy、hs-CRP、Alb 与血液病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300 例血液病住院病例，年龄 10～78 岁，平均 39 岁。其中 91 例初入院病例，年龄 12

～75 岁，平均 42 岁，设为实验组 B 组。209 例血液病病重病例，年龄 10～78 岁，平均 38 岁，

设为实验组 C 组。同时收集 80 例体检健康者的血清，年龄 11～78 岁，平均 41 岁，设为对照组 A

组。对各组进行 Amy、hs-CRP、Alb 的测定,并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Amy 在病重组与对照组之间、病重组与初入院组之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在初入

院组与对照组之间没有差异。初入院组与对照组之间、病重组与对照组之间、初入院组与病重组之

间的 hs-CRP、Alb 结果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A、B、C 三组血清 Amy 的升高率分别为

0%、0%、23%；hs-CRP 的升高率分别为 0%、38.46%、67.98%；Alb 的降低率分别为 0%、

29.67%、60.67%；300 例血液病患者 Amy 与 hs-CRP 之间的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Amy 与 Alb

之间的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hs-CRP 与 Alb 之间在统计学上显著相关。 

结论   血液病患者中病重组 Amy 明显升高，初入院组 Amy 无明显升高。CRP 在血液病中明显升

高，且随着病情加重升高明显。Alb 在血液病中明显降低，且随病情加重而降低明显。本实验显

示，血 Amy、hs-CRP、Alb 可能与血液病的病情程度有关。对于血液病患者，可常规进行血清

Amy、hs-CRP、Alb 的检查，可能对于病情的检测及预后的评估提供有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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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43 

习惯性流产致不孕患者氧化应激标志物检测 

 
郑国华 

潍坊市妇幼保健院,261000 

 

目的  探讨氧化应激在习惯性流产致不孕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检测 2013 年 1 月-2014 年 6 月在我院生殖中心就诊的 46 例习惯性流产致不孕患者红细胞膜

上氧化应激标志物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 SOD）活性、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lutathione peroxidase，GSH-Px）活性、丙二醛（alondialdehyde，MDA）水平、红细胞膜

Na+-K+-ATP 酶活力以及红细胞溶血度。取健康已育非妊娠女性 40 例作为对照组。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病例组红细胞膜 SOD 、 GSH-Px 、 Na+-K+-ATP 酶水平 [ （ 11.62±3.21 ）  U/ml 、

（33.56±5.15） U/ml、（0.45±0.07）U/ mg·prot]较对照组[（23.70±4.09）U/ml、（57.84±6.18）

U/ml、（0.63±0.08）U/ mg·prot]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病例组 MDA、红细胞

溶血度 [ （ 2.28±0.44 ） nmol/ml 、（ 47.63±7.99 ） %] 较对照组 [ （ 0.68±0.14 ） nmol/ml 、

（40.60±4.89）%]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  体内氧化应激增强，抗氧化能力减弱，机体及生殖系统有受到氧化应激损伤的可能性，可能

是习惯性流产造成不孕的原因之一。 

 
 

PU-0644 

肝素结合蛋白、降钙素原在细菌性颅内感染中的临床诊断价值 

 
刘美,赵鸿梅 

辽宁省人民医院,110000 

 

目的   探讨脑脊液(CSF)肝素结合蛋白(HBP)、降钙素原(PCT)在颅内感染性疾病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2015 年 9 月至 2018 年 2 月在辽宁省人民医院住院的颅内感染患者 87 例，分为细菌性

颅内感染组(73 例)、病毒性颅内感染组(8 例),神经梅毒性脑炎组（6 例），同时收集同期非颅内感

染性疾病患者 80 例作为对照组。测定并统计分析患者脑脊液中白细胞（WBC）、葡萄糖

（Glu）、总蛋白（TP）、HBP 和 PCT 水平。 

结果   细菌性颅内感染组脑脊液 HBP（334.01±330.13ng/ml）均高于病毒性颅内感染组

（5.88±10.78ng/ml）、神经梅毒性脑炎组（1.5±1.64ng/ml）和对照组（6.31±14.11ng/ml）

（P<0.05），PCT（0.416±0.897ng/ml）均高于病毒性颅内感染组（0.122±0.104ng/ml）、梅毒

性神经脑炎组（0.089±0.028ng/ml）和对照组(0.103±0.080ng/ml)（P<0.05）。脑脊液 HBP、

PCT、WBC、TP 水平诊断细菌性颅内感染的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46、0.736、0.849、

0.821;当 cut-off 值分别为 13.5ng/ml、0.110ng/ml、86×106/l、0.710g/l 时，敏感性分别为

95.9%、72.6%、90.4%、74.1%，特异性分别为 93.7%、65%、67.5%、68.8%。 

结论  脑脊液 HBP 是一种有价值的诊断细菌性颅内感染的的新型感染标志物，在鉴别细菌性颅内感

染与病毒性颅内感染时价值更高；脑脊液 PCT 诊断细菌性颅内感染的价值与脑脊液 WBC 等传统

指标相比优势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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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45 

新型 HOCl 荧光探针发光检测 

及其对 A549 细胞生长影响的初步研究 

 
赵志敏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针对次氯酸新合成了一系列新型荧光次氯酸探针，并从化学遗传学的角度出发，找到能够明

显抑制 A549 细胞生长的小分子，初步研究其抑制 A549 细胞生长的机制，可以为抗癌药物的研发

提供新思路，为药物靶点寻找提供新线索。 

方法   

1. LDH 法检测细胞坏死； 

2. Hoechst 33258 染色检测细胞凋亡； 

3. AO 染色法检测细胞核断裂； 

4. 免疫印迹实验分析 PARP 切割水平； 

5. TUNEL 染色法检测细胞凋亡； 

6. 体视显微镜分析，7-二乙氨基-3-（2,3-二氢-1H-perimidin-2-基）-苯并吡喃-2-酮）对鸡胚尿

囊膜中肿瘤细胞成瘤性和血管生成的影响； 

7. 萤火虫萤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试剂盒检测 Nrf2 酶活性； 

8. MPO 试剂盒检测细胞内 HOCl 水平变化。 

结果   

1. CAN 等新型 HOCl 荧光探针在细胞内具有良好的发光特性和光稳定性； 

2. CAN 能够检测 RAW264.7 细胞中 HOCl 水平； 

3. CAN 不与线粒体或溶酶体共定位； 

4. CAN 不影响人脐静脉血管内皮细胞增殖； 

5. CAN 体外诱导 A549 细胞凋亡； 

6. CAN 通过诱导细胞凋亡抑制肿瘤细胞生长； 

7. CAN 促进 Nrf2 酶活性增加； 

8. CAN 降低 A549 细胞内 HOCl 水平。 

结论  利用 RAW264.7 细胞，我们验证了 CAN 等一系列新型 HOCl 荧光探针在细胞中具有良好的

发光效果和光稳定性，除 CAN 可以诱导 RAW264.7 细胞死亡不适宜在细胞中检测 HOCl，其他探

针都可以用于检测 RAW264.7 细胞中内源性的 HOCl 水平。此外，CAN 能够显著抑制 A549 细胞

生长并诱导细胞凋亡，但是对血管内皮细胞存活率没有影响，进一步我们以鸡胚尿囊膜为模型，利

用 TUNEL 染色证明，在体内 CAN 可以通过细胞凋亡抑制肿瘤细胞生长，但是对正常的 CAM 血管

生成没有作用。CAN 能够降低细胞内 HOCl 水平，这说明 CAN 可以通过直接螯合 HOCl 降低

A549 细胞内 HOCl 水平，或者影响 MPO 酶活性以降低细胞内 HOCl 生成水平，诱导 A549 细胞凋

亡；此外 CAN 也可能通过降低 HOCl，影响 Nrf2 酶活性，进一步打破 ROS 平衡或影响 HOCl 理化

修饰功能，最终诱导 A549 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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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46 

体液样本基质效应评估 

 
石伍和,张德太,刘凤 

武汉协和医院,430000 

 

目的  通过回收试验评估临床常见体液样本多项生化检测项目的基质效应。 

方法  收集多种临床常见新鲜体液样本，包括胸水、腹水、引流液和脑脊液，使用 Beckman 

AU5831 检测系统测定乳酸脱氢酶（LDH），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淀粉酶（AMY），总

胆固醇（CHOL），总蛋白（TP），白蛋白（ALB），葡萄糖（GLU）和脑脊液蛋白（CSF-

PRO）等项目。通过回收试验（添加高浓度血清）计算回收率评估各种体液生化检测项目的基质偏

差大小。 

结果  胸水、腹水和脑脊液生化检测项目（LDH，CHOL，TP，ALB，AMY，AST，GLU 和 CSF-

PRO）回收率均在（100%±10%）范围内，且多数项目的回收率偏差小于 5%，在临床可接受范围

之内；引流液 AMY 有 2 个样本的回收率偏差大于 10%，分别为 114.2%和 119.7%，其余样本均

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结论  在 Beckman AU5831 系统上，体液样本多项生化检测的基质效应在可接受偏差之内，体液的

生化检测结果准确可靠，满足临床体液检测的需求。 

 
 

PU-0647 

基于量子点免疫层析的 Galectin-3 定量 

检测技术在心力衰竭中的临床应用 

 
王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B 型钠尿肽和 N 末端-B 型钠尿肽前体是目前临床上用于心衰诊断、治疗的主要生物标志物。

但由于 BNP 和 NT-proBNP 易受年龄、肾功、缺氧、感染等诸多因素影响，特异性不高。最近有研

究表明，半乳糖凝集素-3（Galectin-3）在心衰病理生理方面有一定的作用，有望成为新的心衰标

志物。本研究建立 Galectin-3 的量子点免疫荧光方法，并在临床上的初步应用进行了评价。 

方法  抗 Galectin-3 多克隆抗体和抗 Galectin-3 单克隆抗体由 R＆D Systems，Inc.提供。Galectin-

3 ELISA 检测试剂盒由 Affymetrix,Inc 提供。心衰患者的异常高值血浆 1 份 Galectin-3 浓度为

163.97 ng/mL,由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提供。用 EDC 和 NHS 共价偶联法制备免疫量子点纳米颗粒，

建立荧光免疫层析法试剂。配备 30.00、15.00、7.50、3.75、1.88、0.94、0.47ng/mL 的一系列不

同浓度的待检溶液和空白溶液，取 60μL，加入到试纸卡上的加样孔内，立即插入荧光定量分析

仪，反应 3-15min，具体时间根据 C 线上的读数达到设定的预置即可读取结果，每个浓度测两遍取

平均；通过对每个荧光信号对应浓度做标准曲线（见图 5），建立荧光信号-被测物浓度之间的数学

模型，再将待检未知样品进行同样处理，从而得出 Galactin-3 的定量结果。对该方法法进行性能验

证。 

结果  该方法与 ELISA 方法具有很好的一致性，r=0.998，P<0.01；0.47ng/mL 日内不精密度为

9.74%，日间不精密度为 8.92%。批内不精密度，浓度 3.75ng/mL 日内不精密度为 5.08%，日间

不精密度为 6.60%。30.00ng/mL 日内不精密度为 3.18%，日间不精密度为 4.66%。表观正常人群

95%置信区间的上限为 19.18 ng/mL。 

结论  该方法的优点是不需配备专业仪器，成本低，检测速度快，节省人力，适合床旁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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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48 

83570 例新生儿串联质谱遗传代谢病筛查的探讨 

 
夏飞燕,韦洪伟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串联质谱技术在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和诊断中的作用和意义，统计并了解本地区遗传

代谢病发病率。 

方法  收集 2014 年 7 月-2017 年 9 月临沂市出生的新生儿足跟血干血滤纸片，通过串联质谱技术检

测样本中氨基酸及酰基肉碱等指标，以筛查氨基酸、有机酸和脂肪酸代谢病共 48 种遗传代谢病，

可疑阳性者进一步确诊。 

结果  共筛查 83570  例新生儿，可疑阳性 2002 例 ，确诊 16 例，包括氨基酸代谢病 1 例（高甲硫

氨酸血症），有机酸代谢病 6 例（甲基丙二酸血症 5 例，戊二酸血症Ⅰ型 1 例），脂肪酸代谢病 9

例（原发性肉碱缺乏症 7 例、短链酰基辅酶 A 脱氢酶缺乏症 2 例）。 

结论  应用串联质谱技术在全市范围内筛查并确诊 16 例病例，实现了新生儿遗传代谢病早发现早治

疗的目的，有效保障儿童健康，降低出生缺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PU-0649 

血清 HbAl、Cysc、Hcy、hs-CRP 

与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管病变关系的研究 

 
刘体峰,李恭鹏 

汶上县人民医院,272000 

 

目的  探讨血清糖化血红蛋白（HbAlc）、胱抑素 c（Cysc）、同型半胱氨酸（Hcy）、超敏 C-反

应蛋白（hs-CRP）与 2 型糖尿病患者肾脏血管病变关系的研究。 

方法  186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按照有无血管病变分为病变组（n=95）和未病变组（n=91），并同时

选取 100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分别检测血清 Cysc、Hcy、HbAlc 、hs-CRP。 

结果  病变组、未病变组的 FPG、2hPG、hs-CRP、TG、Hcy、TC、LDL-C、Cysc 及 HbAlc 水平

高于对照组，HDL-C 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hs-CRP、Hcy、Cysc 是 2

型糖尿病患者肾脏血管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HDL-C 是其保护因素。 

结论  hs-CRP、Hcy、Cysc 是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管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联合检测对于早期预测

血管病变的发生有重要产考价值。 

 
 

PU-0650 

AU5811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剩余不同批号试剂回收利用 

 
刘体峰,李恭鹏 

汶上县人民医院,272000 

 

目的  在保证检验质量的前提下也节省了资金支出 

方法  将每天剩余的不同批号的各种试剂，在其有效期内用试剂瓶收集起来，然后用校准品分别定

标，再进行室内质量控制，达到质量控制标准后，即可用于临床检验，其回收量能达到工作试剂用

量的 5%左右，标准品和质控品的消耗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每年可以节省资金 5%左右 

结果  经过我们多次研究和实验，将每天剩余的不同批号的各种试剂，在其有效期内用试剂瓶收集

起来，然后用校准品分别定标，再进行室内质量控制，达到质量控制标准后，可用于临床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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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剩余试剂回收量能达到工作试剂用量的 5%左右，标准品和质控品的消耗基本上可以忽略不

计，也就是说每年可以节省资金 5%左右。在保证检验质量的前提下也节省了资金支出，且经济效

益可观，检测结果准确、稳定 、值得大力推广应用到基层医院。 

 
 

PU-0651 

绝经后女性、50 岁以上男性骨质疏松症 

检出率及其与骨标志物的相关性分析 

 
王冀邯 1,吕静 1,闫玉珠 1,李青梅 1,王阳阳 2,曾玉红 1,赵和平 1 

1.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红会医院 

2.电信科学技术第十研究所 

 

目的  统计绝经后女性、50 岁以上男性骨质疏松检出率及骨密度与骨标志物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随机筛查咸阳市某地区常住居民，经双能 x 线骨密度仪检测腰椎正位（L1-4）、髋部（股骨

颈、大转子、转子间、Ward 三角）的骨密度，诊断标准：T 值≥-1.0 为正常、-2.5<T 值<-1.0 为低

骨量、T 值≤-2.5 为骨质疏松；采集空腹血检测血清骨标志物 25-羟基维生素 D、β-胶原降解产物、

总Ⅰ型胶原氨基端前肽水平。 

结果  随机筛查出 272 例人群，其中女性 139 例，绝经后女性 74 例，未绝经女性 65 例；男性 133

例，50 岁及以上男性 87 例，50 岁以内男性 46 例。在 65 例未绝经女性中，未查出低骨量者；在

46 例 50 岁以内男性中，查出 1 例低骨量者（2.2%）。在 74 例绝经后女性中，查出骨质疏松者 26

例（35.1%），低骨量者 35 例（47.3%）；在 87 例≥50 岁男性中，查出骨质疏松者 8 例

（9.2%），低骨量者 46 例（52.9%）。在绝经后女性中，25-羟基维生素 D、β-胶原降解产物、总

Ⅰ型胶原氨基端前肽水平分别与骨密度呈正相关（r=0.12）、负相关（r=-0.13）、负相关（r=-

0.10），但相关性无显著性意义（p>0.05）；在 50 岁以上男性中，25-羟基维生素 D、β-胶原降解

产物、总Ⅰ型胶原氨基端前肽水平分别与骨密度呈正相关（r=0.07）、负相关（r=-0.36）、负相关

（r=-0.38），其中后两者与骨密度的相关性有显著意义（p<0.05）。 

结论  绝经后女性、50 岁以上男性骨质疏松、低骨量现象普遍存在，应引起大家的重视。骨密度与

三种骨标志物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且在男性群体中更加显著。 

 
 

PU-0652 

胃癌组织中脂肪酶 LIPF 与 LPL 表达水平的降低 

与患者肿瘤恶性程度和预后相关 

 
孔毅,魏文婷,耿芝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272000 

 

目的  胃癌是世界范围广泛发生的高致死率胃肠道疾病，其临床特征旺旺不典型，容易误导诊断，

因此，寻找新的生物标记物对疾病的诊疗具有重要的意义。 

方法  通过对目前 NCBI 中公开的胃癌及其对应癌旁基因表达谱数据库进行数据分析整理，寻找在

不同的数据集合中表现类似表达模式的基因。通过基因功能注释发现在肿瘤组织与正常组织中表达

量存在差异的基因，对基因进行基因功能富集，及基因本体学分析，寻找潜在的信号调控网络。并

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手段对预测结果验证，分析差异表达基因与患者疾肿瘤恶性程度及预后的关系。 

结果  本研究分析了 NCBI-GEO 数据库中的 RNA 测序数据集（GEO：SRP049809），通过对高

加索人胃癌及其癌旁正常组织转录本的分析，以及综合四个独立的表达谱芯片数据库（GEO：

GSE13911， GSE19826， GSE29272， GSE33335）的结果，筛选出 373 个差异表达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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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 DEG）,其中下调的 DEG 主要与脂类代谢功能相关，通过基因功

能富集发现 LIPF 和 LPL 基因在所有基因表达谱数据集中均出现了相同的下降趋势，具有统计学意

义（|LogFC|>2,p<0.05）。通过免疫组织化学结果分析，LIPF 和 LPL 的表达与肿瘤本地侵染及

TNM 分期相关。 

结论  胃癌组织中脂肪酶的表达水平变化与肿瘤的本地侵染程度与恶性程度相关，对患者脂肪酶表

达水平的检测可以为胃癌的诊断治疗提供新的参考依据 

 
 

PU-0653 

MicroRNA-493 suppresses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by targeting ZFX in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ei Ding1,2,Hongbo Tan2,Xuemei Li2,Fang Fang1,Xinghua Pan1 

1.College of Medicine， Yunnan Economic Management College 

2. Kunming General Hospital，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bjective MicroRNAs (miRNAs) are some RNA molecules that negatively regulate gene 
expression by binding to the 
3’-untranslated region (3’-UTR) of target mRNA molecules. The aim of the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role and functional effects of microRNA-493 (miR-493) in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Methods Expression of miR-493 in 58 cases of HCC tissues and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was 
determined by using quan- 
titative real-time PCR (qRT-PCR) analyses. In vitro,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capacity was 
evaluated by CCK8 assay and trans-well invasion assay.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western blot 
and qRT-PCR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iR-493 expression and zinc finger 
protein X-linked (ZFX) in HCC. 
Results Expression of miR-493 was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in HCC tissues compared to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Lower 
miR-493 expression associated with tumor size, vascular invasion and poor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disease free survival (DFS)time of HCC patients. In vitro, transfection of miR-493 mimic in 
HCC cells inhibited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abilities.However, transfection of miR-493 
inhibitor in HCC cells had promoting effects.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qRT-PCR and western 
blot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miR-493 targeting 3’-untranslated region (3’-UTR) of ZFX and 
overexpression of miR-493 inhibited its expression. Moreover, enforced ZFX expression rescued 
the effects of miR-493 mimic on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Conclusions MiR-493 functioned as tumor suppressor in HCC cells by regulating ZFX 
expression. Thus, miR-493 may provide 
potential value for HCC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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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54 

CD147 功能性 SNP 与原发性肝癌易感性的相关性分析 

及其生物学效应的研究 

 
郭粉粉 

青岛大学医学院,266000 

 

目的  选择 CD147 作为 HCC 研究的一个候选基因，分析肝癌组织中 CD147 的剪切形式及 mRNA

水平的表达量；选取 CD147 基因与其功能密切相关的 SNPs 位点，分析其与肝癌易感性的相关

性，并对其生物学效应进行研究，旨在为肝癌的精准诊断及靶向治疗提供新方法和新思路 

方法  收集来自广西地区肝癌患者新鲜切除肝癌及癌旁组织各 20 份，采用 RT-PCR 的方法检测原

发性肝癌患者肝癌组织中 CD147 的剪切形式，并用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的的方法检测肝癌

及癌旁组织中 CD147 mRNA 水平的表达量。检索基因多态性的公共数据库，利用生物信息学方

法，选择 2-3 个多态性位点，运用病例-对照的方法对 CD147 基因多态性和肝癌的患病风险进行相

关性分析。利用 TargetScan、MirBase 和 MirSNP 在线软件预测 CD147 3'UTR 区可能存在的多个

miRNAs 潜在结合位点，选择 1-2 个 miRNAs，通过构建包含多态位点 rs6757 不同等位基因片段

的荧光素酶报告基因载体对 rs6757 是否影响候选 miRNAs 与 CD147 基因的结合进行验证 

结果  原发性肝癌肿瘤组织中 CD147 以 BSG-2、BSG-3、BSG-4 的剪切形式存在。CD147 基因多

态性位点 rs8259 与肝癌患病风险无关，CD147 基因多态性位点 rs6757 与肝癌患病风险有关，其

C 等位基因的突变可以增加肝癌的患病风险。hsa-miR-3976 能与 CD147 基因 3'-UTR 区特异性结

合 并发生相互作用，hsa-miR-3976 通过与 CD147 功能性 SNP rs6757 不同等位基因的结合，导

致其对 CD147 负性调控能力的改变 

结论  原发性肝癌肿瘤组织中 CD147 以 BSG-2、BSG-3、BSG-4 的剪切形式存在；CD147 基因是

肝癌的易感基因之一，该基因 3'-UTR 区 SNP 位点 rs6757 与肝癌患病风险有关，其 C 等位基因的

突变可以增加肝癌的患病风险； rs6757 不同等位基因通过影响 hsa-miR-3976 与 CD147 基因的结

合导致其对 CD147 负性调控能力的改变 

 
 

PU-0655 

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减低筛查及临床应用研究 

 
郑国华 

潍坊市妇幼保健院,261000 

 

目的  筛查潍坊地区孕妇甲状腺功能减低的患病率，制定本地区适用的妊娠期甲状腺功能检测指标

参考值，探讨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减低与妊娠结局和新生儿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的关系。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14 年 2 月至 2016 年 10 月在潍坊市妇幼保健院和潍坊市人民医院建档体检的

孕妇 6728 名，均为潍坊地区常住人口。根据孕周分为早孕、中孕和晚孕三组，采集血 、尿样本，

测定血清游离 甲状腺素(FT34) ，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 ，总甲状腺素( TT4) ，总三碘甲状

腺原氨酸(TT 3) ，促 甲状腺素(TSH )，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 b )和尿碘，对照组为同期来

院健康体检育龄期未孕妇女 237 例。随访被筛查者妊娠结局，探讨其甲状腺功能减低的相关性。 

结果   妊娠妇女血清 TT3 和 TT4 浓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P<00 1），随着孕周的增加，

有时显增高趋势。FT4 、FT3 与对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P>0.05 ) ；血清 TSH 中位数分别为

1.39mlU/L、2.39mlU/L、2.67mlU/L，其中早孕组明显低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P>0.05）。

6728 例孕妇甲状腺功能异常 805(11.96％)， 其中临床甲减和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低共 368 例

（5.47%）, 亚临床甲减发生率为最高，低 T4 血症 266（3.95%），单纯 TPOAb 阳性 171 例

（2.54%）。各组妊娠妇女甲状腺功能异常发生率较对照组偏高，但无显著性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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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早期妇女亚临床甲减检出率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P<0.05）,妊娠中期妇女低 T4 血症检出率较

对照有显著差异（P<0.05），妊娠晚期妇女临床甲减检出率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减低与妊娠结局密切相关，亚临床甲减为潍坊地区孕妇主要的甲状腺功能

异常，建议在本地区广泛开展妊娠期甲状腺功能。 

 
 

PU-0656 

血浆外泌体源 circRNA 作为 

胃癌新型分子标志物的临床应用价值 

 
郑培明,张福明,秦望森 

河南省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究血浆外泌体源 cirRNA 作为胃癌新型分子标志物的临床应用价值，以期为胃癌的临床诊

疗及预后评估提供新的检测指标。 

方法  分别收集胃癌患者及健康对照组人群外周血标本，分离、提取并鉴定其中外泌体，通过

circRNA 高通量芯片技术对两组标本外泌体中 circRNA 表达谱进行检测，筛选差异显著的 circRNA

分子；通过 RT-PCR 技术检测并验证芯片结果，同时扩大样本量进行临床验证，建立 ROC 诊断曲

线，结合临床资料评估血浆外泌体源 circRNA 在胃癌早期诊断、临床疗效监测以及患者预后评估中

的临床应用价值。 

结果  外周血来源外泌体中存在大量 circRNA 分子，其性质稳定，是一种很好的疾病检测新指标；

circRNA 芯片结果显示胃癌患者外周血外泌体来源 cirRNA 表达与健康对照组人群存在明显差异，

其中 hsa_circ_0064912、hsa_circ_0064722、hsa_circ_0015287 等分子表达差异显著，并且得到

PCR 实验证实；通过对不同胃癌患者外周血外泌体源 circRNA 进行监测，发现血浆外泌体源

hsa_circ_0064722 可以区分胃癌患者及对照组人群，并且其表达水平与胃癌患者疗效及预后存在

相关性。 

结论  血浆外泌体源 hsa_circ_0064722 可以作为胃癌新型检测分子标志物，其在胃癌患者的早期

诊断及预后评估中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转化潜能。 

 
 

PU-0657 

IL-17RB is a novel marker and target  
for gastric cancer stem cells 

 
Qingli Bie1,Bin Zhang1,Haixin Dong1,Jianwei Zhou1,Chengqiang Jin1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ning Medical University， Jining， Shandong， P. 

R. China 

2.Institute of Forensic Medicine and Laboratory Medicine， Jining Medical University， Jining， Shandong， P. R. 

China 

 
Objective Inflammation is a critical component involved in tumor progression. Interleukin-17 (IL-
17) belongs to a relatively new family of cytokines that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the progression 
of cancers. However, the role of IL-17B/IL-17RB (IL-17 receptor B) signaling to stemness of 
gastric cancer remains unknown. 
Methods The protein and mRNA expression levels were analyzed by western blot and 
quantitative PCR. Analysis of survival prognosis by gastric cancer tissue 
microarray.Immunofluorescence detects subcellular localization and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s.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IL-17RB in gastric cancer tissues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at 
overexpression was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of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and that 
overexpress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me stemness markers. Interestingl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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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of IL-17B was upregulated in patient serum rather than gastric tumor tissues. 
Furthermore, exogenous rIL-17B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stemness of gastric cancer cells 
depending on IL-17RB and induced the expression of IL-17RB. Simultaneously, the expression of 
phosphorylated AKT, GSK-3β, and β-catenin as well as the nuclear translocation of β-catenin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MGC-803 cell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when treated with 
rIL-17B. The AKT inhibitor, LY294002, and the knockdown of AKT expression reversed the rIL-
17B-induced upregulation of β-catenin and some stemness markers.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L-17B/IL-17RB signal can promote the growth and 
migration of tumor cells, and upregulate cell stemness through activating the AKT/β-catenin 
pathway in gastric cancer, suggesting that IL-17RB may be a novel target in human gastric 
cancer therapy. 
 
 

PU-0658 

Investigation of Cell Free BIRC5 mRNA as a Serum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Biomarker for Colorectal Cancer 

 
xin zhang 

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BIRC5 (Survivin), a key member of inhibitor of apoptosis family, has been shown in 
colorectal cancer (CRC) tumorigenesis and progres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cell free BIRC5 mRNA in serum of CRC and assess its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potential. 
Methods Levels of cell free BIRC5 mRNA were detected by reverse transcription quantitative real

‐time PCR in serum of 92 CRC patients and 60 healthy volunteers. 

Results Cell free BIRC5 mRNA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serum of CRC (P < 0.001), 
and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umor differentiation (P ¼ 0.035), regional lymph node metastasis 

(P < 0.001) and TNM stage (P < 0.001). ROC curve demonstrated an optimal cut‐off value of 

0.128, providing a sensitivity of 84.8% and a specificity of 80.0% for discriminating CRC from 
controls.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for BIRC5 mRNA was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at for 
CEA (0.855 vs. 0.691, P < 0.001). Furthermore, a significantly higher diagnosis capability was 
showed when combined BIRC5 mRNA and CEA. High serum BIRC5 mRNA expression has a 
lower OS, compared with low group (36.4% vs. 73.3%, P ¼ 0.022), and w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for CRC. 

Conclusions Serum cell free BIRC5 mRNA is a promising non‐invasive biomarker for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CRC. 
 
 

PU-0659 

全自动血凝仪和生化分析仪定量检测 D-D 和 FDP 的结果比对 

 
李德中 

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职工总医院,617000 

 

目的  探讨实验室内法国 STA-R-EVOLUTION 血凝仪（STA-R）和日立 7600-20 生化分析仪（日

立 7600）定量检测 D-二聚体（D-D）和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FDP）的结果有无可比性。 

方法  STA-R 和 7600-20 分别检测新鲜混合血浆和高（HIGH）、低质控品（LOW）的 D-D 和

FDP，连续测定 20 天，进行精密度分析；测定另一批号标准品的两个浓度，进行准确度验证；参

照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 )EP9-A2 文件，STA-R 检测系统为比较系统, 7600-20 检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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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作为待评系统，两系统每天检测 8 份病人新鲜血浆 D-D 和 FDP，连续测定 5 天，测定结果进行

比对分析，计算比较系统和待评系统之间的相关系数、直线回归方程和不同医学决定水平处的预期

偏倚和预期偏倚的 95%可信区间，判断偏倚是否可以接受。 

结果  两检测系统测定 D-D 和 FDP 的批内 CV 和日间 CV 低于厂商声明的精密度要求 , 比对数据可

靠；准确度验证，D-D 和 FDP 相对偏倚均小于厂商声明要求（15%）；两检测系统测定 D-D 和

FDP 结果回归方程相关良好，D-D 和 FDP 在低中高三个医学决定水平的允许偏倚落在预期偏倚

95%可信区间范围内，预期偏倚均可以接受。 

结论  两检测系统测定 D-D 和 FDP 结果具有可比性 , 可根据实验室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法。 

 
 

PU-0660 

Direct quantitative detection for cell free miR-155 in urine 
and its potential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value for non-

muscle invasive bladder cancer 

 
xin zhang 

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high recurrence rate of non-muscle invasive bladder cancer (NMIBC) requires 
lifelong detection and monitor. This study developed a novel RT-qPCR approach directly applied 
in urine supernatants (RT-qPCR-D) to quantify cell free miR-155, and assess its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potential in NMIBC. 
Methods The feasibility of RT-qPCR-D method in detecting cell free miR-155 was first analyzed 
in 60 urine samples. Then, using RT-qPCR-D method, miR-155 was validated in an independent 
cohort of urine supernatants with 162 NIMBC patients, 76 cystitis patients and 86 healthy donors. 
Results MiR-155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elevated in urine supernatants of NIMBC patients 
detected by RT-qPCR or RT-qPCR-D, and correlated with their expression in matched tissues. In 
validation phase, increased miR-155 expression was successfully validated, and correlated with 
multifocality, stage and grade. Urinary miR-155 distinguished NMIBC patients from others with 
80.2% sensitivity and 84.6% specificity, which superior to urine cytology. Their combination 
detection improved sensitivity from 32.7% to 85.8%. Cell free miR-155 was an independent factor 
for predicting recurrence and progression to muscle invasion of NMIBC. 
Conclusions Detection of cell free miR-155 in urine supernatants by RT-qPCR-D is a simple and 
noninvasive approach, and may be used for NMIBC diagnosis or predicting recurrence and 
progression. 
 
 

PU-0661 

Prognostic value of preoperative LMR、PLR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patients 

 
Haixi Yan,Shuaishuai Chen,Linling Cai 

Taizhou Hospital of Zhejiang Province， Taizhou Enze Medical Center(Group) 

 
Objective We investigated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the preoperative lymphocyte-to-mononuclear 
ratio (LMR) and platelet-to-lymphocyte ratio (PLR) in a large cohort of patients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 

Methods Clinic pathological data from 507 NSCLC patients，between 2010 and 2016 at Taizhou 

Hospital of Zhejiang Province，were evaluated retrospectively.X tile was applied to asses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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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al cutoff levels for LMR and PLR.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models was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prognostic factors. 
Results The median follow-up duration after surgical resection was 34.5 months. Patients were 
stratified into 2 groups by LMR (2.6 and >2.6) and PLR (179.6 and >179.6).. Our results revealed 
that lower LMR(HR=3.163(1.821-5.493), P = 0.000) , Age (HR=2.252(1.412-3.592), P = 0.001) , T 

stage(HR =3.749(2.275-6.179),P=0.000), N stage (HR=3.106（1.967-4.902）,P=0.000）, Cut 

edge (HR=3.830(1.077-13.618),P=0.038) were considered to be independent indictors for OS of 
RCC patients.For DFS , age, sex, T stage, N stage, LMR and Cut edge were verified to be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NSCLC. 
Conclusions  In the cohort studied, reduced LMR were robust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patients 
with NSCLC who underwent surgical resection. 
 
 

PU-0662 

Prognostic value of preoperative prealbumin-to-fibrinogen 
ratio in Primary hepatic carcinoma patients 

 
Haixi Yan,Yiming Shen,Jun Li 

Taizhou Hospital of Zhejiang Province， Taizhou Enze Medical Center(Group)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preoperative prealbumin-to-fibrinogen ratio (PFR) 
in the clinical diagnosis and prognostic value of primary hepatic carcinoma (PHC).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clinical data, laboratory data, and return data of 269 
patients with primary hepatic carcinoma undergoing surgical treatment from January 2012 to 
January 2017 in Taizhou Hospital, and calculated the corresponding ratios. X-tile software was 
use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high and low ratio group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operative PFR and prognosis. The COX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FR and other clinicopathologic factors and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in both groups. 
Results In univariate analysis, the patient's preoperative PFR, BCLC stage, ascites fluid, 
intraoperative pleural effusion, nerve invasion, vascular invasion, T stage, M stage, distant 
metastasis, tumor length, tumor volume, and stage all had an impact on overall survival (P<0.05).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PFR, pleural effusion, vascular invasion, M stage, 
and tumor length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affecting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Conclusions Preoperative low PFR (≤ 0.8) has a certain predictive value for the prognosis of 
primary hepatic carcinoma patients. 
 
 

PU-0663 

Cloning and fusion expression of the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LprG gene and its purification  

by using affinity chromatography 

 
xin zhang 

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obtain LprG gene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MTB), express it in E.coli 
BL21(DE3) and purify the protein for providing a basis of further studying on the value in MTB 
diagnosis. 
Methods The LprG gene was amplified by PCR from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H37Rv 
genomic DNA and then cloned to pEASY T1 vector. After sequencing, it was subcloned to 
expression vector PET28a(+), and then transfected in E.coli BL21(DE3).The LprG protein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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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ced with IPTG, then analyzed by Western-blot, and finally purified via Ni-nitrilotriacetic acid

（Ni-NTA) column.  

Results The PCR product was identical with what the GenBank reported. The identification of 
recombinant expression vector PET28a(+)-LprG by enzyme digestion is correct. It was found that 
LprG gene protein was expressed after induction with IPTG, which was 38% in total protein and 
mainly existed in solubility. Western-blot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molecular mass of purpose 
protein is about 27kDa. The purified protein was obtained via Ni-NTA column. 
Conclusions The purified protein has been obtained and this provides the basis of further 
studying. 
 
 

PU-0664 

3375 例 0-12 岁儿童维生素 D 检测结果水平分析 

 
陈娜娜 1,李华 2 

1.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2.东莞东华医院 

 

目的  分析探讨东莞东城地区儿童的维生素 D 检测结果水平，为临床适当增补维生素 D 提供重要依

据。 

方法  选取 2017 年来东莞东华医院门诊就诊的儿童 3375 例，将其按年龄分为婴儿组（<1 岁，共

68 例），幼儿组（>1-3 岁，共 1392 例），学龄前组（>3-6 岁，共 825 例），学龄组（>6-12

岁，共 1090 例），其中男性 2075 例，女性 1300 例回顾性分析选取的 3375 例儿童的维生素 D 检

测结果。 

结果  选取的 3375 例儿童血清 25-（OH）D 平均浓度为（26.7 士 8.5）ng/mL，低于充足水平，其

中维生素 D 水平正常 918 例，占 27.2%，维生素 D 水平不足 1802 例，占 53.4%，维生素 D 水平

缺乏组 655 例，占 19.4%。男孩 25-（OH）D 平均浓度为（26.8 士 8.1）ng/mL，女生 25-（OH）

D 平均浓度为（26.5 士 9.2）ng/m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婴儿组，幼儿组，学龄前

组，学龄组平均浓度分别为（ 29.2 士 9.8）ng/mL，（30.9 士 9.7）ng/mL,(24.0 士 6.0 

ng/mL),(23.2 士 5.6) ng/mL,婴儿组和幼儿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各组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缺乏率分别为 13.2%,9.6%,24.2%,28.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婴

儿组和幼儿组不同性别之间 25-羟基维生素 D 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学龄前组和学龄

组不同性别之间 25-羟基维生素 D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本研究证明本地区 0-12 岁儿童维生素 D 水平低于充足水平，儿童发育的各个时期都应得到

及时补充。 

 
 

PU-0665 

An eleven-miRNA classifier as a novel biomarker for the 
prediction of recurrence in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Yongmei Yang,Yi Zhang 

Qilu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current study aimed to develop a miRNA-recurrence classifier (MRC) that can 
improve upon the current Tumor Node Metastasis (TNM) staging and identify high-risk gastric 
cancer (GC) patients. 
Methods Using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a miRNA signature was 
developed in the training set from TCGA (GC, N=372), which was validated in an indepe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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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 cohort (N=88) of FFPE tissues. A nomogram incorporating both the miRNA signature and 
clinical-related factors was constructed to predict GC prognosis. 
Results An eleven-miRNA signature was developed, which could significantly predict recurrence-
free survival RFS in the training set (P<0.0001). An independent clinical cohort validated that 
MRC-derived high-risk patients succumb to significantly poor RFS in GC (P<0.0001). The AUC of 
this signature was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at of TNM stage in the TCGA (0.733 versus 0.589 at 
3 years, P=0.004; 0.802 versus 0.635 at 5 years, P=0.005) and validation cohort (0.835 versus 
0.689 at 3 years, P=0.003). The nomogram integrating both MRC and clinical-related variables (T, 
N, M) did well in the calibration plot and was possessed of favorable discrimination performance 
(AUC=0.754). 
Conclusions The novel eleven-miRNA classifier is superior to currently used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in identifying high-risk GC patients, which can be readily translated into clinical practice 
with FFPE specimens for specific decision-making applications. 
 
 

PU-0666 

基于紫外分光光度的外泌体定量测定方法研究 

 
李智洋,沈孟娇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外泌体普遍存在于体液中，参与了多种细胞活动，是液体活检的研究热点。对一定体积溶液

中外泌体量的测定，对下游的各种实验非常重要，但是目前可用的方法并不多，常规的包括利用纳

米粒子跟踪分析 ( Nanoparticle tracking analysis，NTA)仪  、动态光散射 ( Dynamic light 

scattering，DLS) 分析仪、可识别小粒径分子的流式细胞仪，还包括一些通过蛋白浓度换算的试剂

盒，如 BCA 法试剂盒和 SBI 的 EXO-CITE 试剂盒等，上述技术要么会用到昂贵的仪器，要么试剂

盒昂贵，对样品的消耗量大、检测耗时。如果能发展一种简单实用的外泌体定量方法，将有助于提

高外泌体的研究效率。紫外分光光度法是可检测不同分子键上或轨道上电子跃迁吸收不同紫外波长

谱光子，但凡有生色集团或双键的分子均可产生其特异的紫外吸收峰，由于外泌体中含有核酸、蛋

白、糖类等可产生紫外吸收的分子，因此有望实现外泌体的紫外分光光度检测。 

方法  用粒径选择法提取 DA-MB-231 乳腺癌细胞上清中的外泌体。利用扫描电镜技术、NTA、及

Western blot 对外泌体的形态，浓度，膜蛋白水平进行定量、定性分析，确定外泌体的浓度和纯

度。将已定量的外泌体溶液进行倍比稀释，先通过全光谱波长扫描确定可能吸收峰，选定 230n、

260nm 及 280nm 下的吸光度值作为参考，建立回归曲线，同时用 BCA 法和 EXO-CITE 试剂盒法

与本法检测 NTA 定量过的外泌体样本，并对三种方法进行了比较。 

结果  230n、260nm 及 280nm 下，外泌体浓度与吸光值均有非常好的相关性，其中 260nm 时 R²

达 0.9941；根据 280nm 时 R²为 0.9956;线性范围在 2.97E+12/mL 到 2.75E+10/mL，与两种试剂

盒方法比较来看，该方法样品用量为微升级，且检测速度极快。 

结论  本论文成功建立了利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法初步定量外泌体的方法，确定了该方法的线性范

围。相比 BCA 蛋白定量法和 EXO-CITE 法，具有成本低，操作简便，快速，样本用量少的优点，

且无需标本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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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67 

CCR4 Expression and its modulation in gastric cancer 

 
Yongmei Yang,Yi Zhang 

Qilu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dectect CCR4 expression in dysplastic gastric mucosas, gastric adenocarcinomas 
with adjacent normal gastric tissues and paired metastatic lymph nodes from GC tissues, 
respectively, as well as GC cell lines. And to analysis the expression profiles of CCR4 in GC and 
the reason for its modulation. 
Methods 1. IHC was performed on parrafined sections of 56 dysplastic gastric mucosas, 63 
gastric adenocarcinomas with 63 adjacent normal gastric tissues and 42 paired metastatic lymph 
nodes from GC tissues,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distribution of CCR4. Immunohistochemical 
analysis of tumor tissues was performed to evaluate expression of CCR4 in relation to 
histopathologic features and its related molecule, 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α. 
2. Flow cytometry (FCM) and real time RT-PCR were carried out to analyze CCR4 expression in 
human gastric cancer cell lines MKN-28 (well differentiated), AGS (moderately differentiated), 
SGC-7901 (moderately differentiated) and MKN-45 (low differentiated) 
3. Stimulation of gastric cell lines with various cytokines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modulatory 
factors affcting CCR4 expression in GC cell lines. And we also explored the signal pathway 
regulates the expression of CCR4 in GC cancer cells by using a specific inhibitor of NF-κB. 
Results 1. There was an extremely significant up-modulation of CCR4 in gastric tumor tissues 

(27/63; 42.9%) in comparison with adjacent normal gastric tissues （0/63; 0）and premaligant 

gastric tissues （2/56; 3.6%）(both P < 0.001). And CCR4 positive expression（15/42; 35.7%） 

of primary gastric carcinoma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metastatic lymph nodes（35/42; 

83.3%）（P<0.01）.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ression of CCR4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P<0.01) in GC tissue has been found. 
2. Detectable levels of CCR4 mRNA expression were examined in four human gastric cancer cell 
lines by real-time RT-PCR, while there were no signifcant differences in the mRNA expression 
levels of CCR4 among them (all P>0.05). 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showed low levels of CCR4 
protein expression, also without signif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ll P>0.05). 
3. Stimulation of gastric cell lines with various cytokines showed that TNF-α uniquely 
upmodulated CCR4 expression through activation of nuclear factor-κB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Conclusions 1. We showed that CCR4 was negative staining in nonneoplastic cells, slowly-
intensifying in premaligant tissues, broadly expressed in gastric cancer cells and even more 
broadly expressed in lymph nodes metastasis cancer. CCR4 expression tended to increase 
gradually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the tumor. 
2. GC cells cannot constitutively express high levels of CCR4, which was not related to the 
degree of differentiation of tumor, while might be upregulated by NF-κB-activating stimuli such as 
TNF-α in tumor microenvironment. 
3. Although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CCR4 was expressed in gastric cancer, it is unclear about 
the modulation reasons. In the current study, we analyzed the expression distribution of CCR4 in 
several types of gastric tissues and used cytokine stimulation assays for further clarifying the 
prolfiles of CCR4 expression in gastric cancer, as well as exploring its modulation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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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68 

同型半胱氨酸与缺血性脑卒中的相关性研究 

 
姜明一 1,肖东 2 

1.潍坊市人民医院,261000 

2.潍坊市脑科医院,261000 

 

目的  本课题通过研究 180 例急性脑梗死(ACI)患者血同型半胱氨酸与缺血性脑卒中形成的相关性，

验证同型半胱氨酸是否是缺血性脑卒中的危险因素，为以后预防及治疗缺血性脑卒中提供理论依

据。 

方法  选取潍坊市脑科医院神经内科及神经外科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4 月收治急性脑梗死(ACI)

患者 180 例，住院 48 小时，其中病例组 90 例，对照组 90 例。根据颅脑 CT 和颈动脉造影结果，

将患者分为 3 组。脑梗死 A 组(斑块稳定)、脑梗死 B 组(不稳定斑块)、脑梗死 C 组(无血栓)、脑梗

死组 B 组为血栓组、脑梗死 C 组为无血栓组。对照组与病例组、血栓组与非血栓组在年龄、性别

上无显着性差异。(P>0.05)。记录病例组病人是否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疾病以及是否有吸

烟史。 

结果  （1）病例组血同型半胱氨酸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血栓组血

同型半胱氨酸显著高于无血栓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脑梗死 B 组血同型半胱氨酸

明显高于脑梗死 A 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同型半胱氨酸是脑梗死的影响因素(OR=1.17,95%CI 1.11~1.25,P<0.05)。（5）有高血压、高血

糖、脂代谢紊乱病史的患者以及有吸烟嗜酒史的患者，血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增高(P<0.05)，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结论  除传统危险因素以外，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也是引起缺血性脑卒中的危险因素。同型半胱氨

酸增高可促进颈动脉斑块形成，从而导致颈动脉狭窄以及脑供血不足，血同型半胱氨酸越高，形成

的颈动脉斑块越大，越容易脱落形成梗死。Hcy 指标水平出现升高，对该疾病的诊断也提供了一定

的理论依据，被越来越多的应用到脑出血疾病的辅助诊断中来，诊断价值倍受关注。Hcy 氧化产生

的自由基可以减少血管舒张因子，进而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同时还可以激活凝血因子，促进血栓的

形成，还可能会影响脂质的代谢，从而使脂质沉积在血管壁， 进一步加速了心脑血管疾病的进程 

 
 

PU-0669 

Aberrant expression of CCR4 in gastric cancer 
 and its role in tumor immunity 

 
Yongmei Yang,Yi Zhang 

Qilu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Here we aimed to determine the difference of CCR4 expression between ly-rich GC 
and conventional GC, establish co-culture systems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regulatory role of 
highly expressed CCR4 in tumor immunity. 
Methods 1. The difference of CCR4 expression between ly-rich GC and conventional GC was 
further explored by IHC. 
2. Generation of SGC-7901 cells transiently overexpressing the full length CCR4 was 
accomplished using the plasmid CCR4-EGFP with Lipofectamine. The CCR4 expression was 

determined by a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real-time RT-PCR and FCM, respectively. We 

established co-culture systems of SGC-7901 cells overexpressing CCR4 and human PBMC 
isolated from heparinized whole blood by use of Ficoll density gradient centrifugation. 
3. Then, we detected the co-culture supernatant by using Bio-Plex cytokine assays and the 
production of GrzA, GrzB, and perforin in human PBMC by F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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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1. More frequently moderate to strong positive staining for CCR4 in lymphocyte-rich 
carcinomas than those in conventional carcinomas (P<0.05) was accompani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lymphoid aggregates with germinal centers that was related to Th2 responses.2. 

The transfection efficiency was confirmed by a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RT-PCR and FCM at 

24 or 48 hours after transfection, respectively. Coculture experiments showed the levels of IFN-γ 
in the PBMC + CCR4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PBMC + MOCK groups (P 
< 0.01) and the PBMC + CCR4 + compound 39 groups (P < 0.05). While the IL-10 levels in the 
CCR4 groups were much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other two groups (both P < 0.01). Significantly, 
the CD56+NK cells in PBMC + CCR4 groups displayed decreased GrzA production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PBMC + MOCK groups (P < 0.05) and the PBMC + CCR4 + compound 39 
groups (P < 0.05),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GrzB and perforin among 
each group. 
Conclusions 1. The highly and aberrantly expressed CCR4 in GC cells might negatively regulate 
anti-tumor immunity, which caused a shift towards a Th2 cytokine pattern and inhibited secretion 
of cytolytic effector molecules. 
2. The current study confirmed that CCR4 itself has a regulatory effect on tumor immunity, which 
wa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studies reported that CCR4 was indirectly involved in 
immunosuppression through its chemiotaxis. Our data provided important evidence that 
downmodulation of CCR4 expression could be a promising immunotherapy for human GC. 
 
 

PU-0670 

常规化学项目在不同检测系统结果的比较 

 
李公奇 

临沂市中医医院,276000 

 

目的  探讨不同生化检测系统中生化项目检测结果的可比性，以确保不同生化分析系统检测结果的

准确性和一致性。 

方法  按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NCCLS）EP9-A 文件的要求，以贝克曼库尔特 AU58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为比较仪器，罗氏 Cobas C702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为试验仪器，用患者样品对常

规生化项目进行检测，对两分析系统之间的预期偏倚进行评估。 

结果  在所测定的 20 个常规化学项目中，相关性分析及预期偏倚在方法线性范围内均可以接受。 

结论  根据 NCCLS 有关文件 EP9-A 对贝克曼库尔特 AU5800 和罗氏 Cobas C702 分析系统进行方

法比对及偏倚评估，测定表明两者具有良好的相关性。两个生化检测系统测定常规生化项目的结果

具有可比性。当同一实验室同一检验项目存在两个以上的检测系统时，应进行方法比对和偏差评

估，以保证检验结果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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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71 

A PDX model constructed from percutaneous abdominal 
puncture HCC specimens to predict the clinical benefit of 

sorafenib treating HCC 

 
Fan Feng,Hui Xie,Bo Li,Han Wang,Qiyu Jiang,Huiwei Sun,Xiaojuan Li,Yantao Chai,Bo-an Li 

The 302nd Hospital of Chinese PLA 

 
Objective To obtain percutaneous abdominal puncture HCC specimens form patients and 
prepare a PDX model. Examining the sensitivity of HCC cells from specimens to sorafenib 
treatment, and predicting the clinical benefit of sorafenib treating HCC patients. Identify whether 
the genetic stability of tissues during amplifying in SCID mice or nude mice is consisting by 
secondary generation DNA sequencing. 
Methods Clinical specimens were obtained from CT guiding percutaneous abdominal puncture. 
Tumor tissues were seeded into SCID mice’s abdomen to amplify the tissues. Amplified tissues 
was seeded to nude mice to prepared PDX models via: (1) subcutaneous injection; (2) 
intrahepatic seeding or (3) Hepatic portal vein injection. Then, mice were received Oral 
administration or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of 2mg/kg sorafenib per two days. The antitumor 
effect of sorafenib was identified by PET/CT screening or measuring tumor size. The genetic 
stability of tissues during amplifying was identified by secondary generation DNA sequencing. 
Results Subcutaneous growth, intrahepatic growth or intrahepatic metastasis PDX model was 
successfully prepared in SCID mice or nude mice. HCC tissues of single cells separated from 
HCC tissues could form subcutaneous tumors or intrahepatic nodules to mimic advanced HCC in 
SCID or nude mice model. Antitumor effect of sorafenib was examined in three kinds of PDX 
model. The sensitivity of intrahepatic seeding of single HCC cell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intrahepatic seeding of HCC tissue. A panel of drug resistance related genes were prepared to 
determined the mutations of genes. By sequencing analysis, the genetic stability of tissues was 
consisted during three or four times’ amplification in SCID mice or nude mice. 
Conclusions This work prepared a PDX model constructed from percutaneous abdominal 
puncture HCC specimens. Application of these models would be useful in predicting the clinical 
benefit of sorafenib treating HCC. 
 
 

PU-0672 

血清 miR-486 在乳腺癌中的诊断价值 

 
孙朝晖 

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 miR-486 在血清中的表达水平及其在乳腺癌早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 月于解放军广州总医院收治住院的 30 例病理确诊为乳腺癌患

者的临床资料及其手术前血清标本，同时收集 30 例健康人的标本作为对照。提取血清标本中总

RNA，经 Nanodrop 检测 RNA 纯度并测定其浓度，通过逆转录，以 miR-39 为内参基因，用实时

荧光定量 PCR（RT-PCR）检测各标本中的 miR-486 的相对表达量。比较乳腺癌患者和健康人血

清中 miR-486 的表达差异，用受试者工作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及

其曲线下面积（AUC）评估 miR-486 对乳腺癌的诊断价值。 

结果  乳腺癌患者和健康人血清中 miR-486 表达量分别是 0.27（0.08-0.5），0.97（0.4-1.25），

miR-486 在乳腺癌组中低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ROC 曲线下面积 AUC 为 0.840

（95%CI：0.716~0.964），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80%和 75%。 

结论  血清 miR-486 可能作为辅助诊断乳腺癌的肿瘤标志物，并对乳腺癌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为

预后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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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73 

不稳定糖化血红蛋白测定在评估血糖波动意义中的初步研究 

 
田小平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222000 

 

目的  通过对 2 型糖尿病患者（T2DM）不稳定糖化血红蛋白（LA1C）与 7 时点平均血糖波动幅度

的相关研究，分析 LA1C 作为血糖波动评价指标的价值。 

方法  分析 373 例住院 T2DM 患者的 LA1C 与 7 时点血糖平均血糖波动幅度（MAGE）、平均血糖

标准差（MSD）的相关性；比较 LA1C 正常与超标者 MAGE、比较空腹血糖（FBG）和糖化血红

蛋白（HbA1C）控制良好和超标者 LA1C 和 MAGE 的变化；初步建立 LA1C 的正常参考范围。 

结果 T2DM 患者 LA1C 与 MAGE、MSD 间呈显著正相关（r=0.308,p＜0.05 ;r=0.322,p＜0.05），

LA1C 可以与 MAGE、MSD 间形成回归方程（MAGE=0.878LA1C，R2=0.770，F=1237.533，p＜

0.05，t=35.179，p＜0.05；MSD=0.907LA1C，R2=0.823，F=1715.703，p＜0.05，t=41.421，p

＜0.05 ），MAGE 进入回归方程，偏回归系数为 b=0.010（t=2.611,p＜0.05）。LA1C 正常参考范

围的 P2.5 和 P97.5 分别为 1.15%和 1.68%，LA1C≥1.68%组的 MAGE 显著高于 LA1C＜1.68%组

（Z=2.024，p＜0.05），FBG＜6.5mmol/l 组的 LA1C 和 MAGE 显著低于 FBG (6.5-11.0)mmol/l

组和 FBG＞11.0mmol/l 组（Z=11.16～11.88，p＜0.05; Z=2.52～4.98，p＜0.05），HbA1C＜

6.5%组 LA1C 和 MAGE 显著低于 HbA1C6.5%～9.0%组、HbA1C9.0%～11.0%组和 HbA1C＞11.0%

组(Z=2.87～4.55，p＜0.05; Z=3.11～5.40，p＜0.05)． 

结论  Ｔ2DM 患者 LA1C 水平与患者 7 时点平均血糖波动幅度密切相关，可以作为评价血糖波动的

简易指标。 

 
 

PU-0674 

Clinical impact of high ratio of circulating miR-210 to miR-
92b levels in bladder cancer patients 

 
Yongmei Yang,Zhang Yi 

Qilu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Recent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circulating microRNAs (miRNAs) are low-
invasive useful biomarkers for cancers. MiR-210 is the master hypoxamir that generally exhibits 
oncogenic properties in most human solid tumors including bladder cancer (BC). However, it 
remains unknown about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circulating miR-210 levels in BC. Herein, we 
aimed to test miR-210 and miR-92b, which are reported to be highly and poorly expressed in BC 
tissues, as candidates for serum biomarkers in BC. 
Methods This study wa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1) Evaluation of serum miR-210, miR-92b and 
ratios of miR-210/miR-92b using RT–PCR by comparing results from 84 BC patients and 62 
healthy controls. (2) Analysi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miR-210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factors. (3) Evaluation of whether serum miR-210 expression level could be used to reflect 
tumour dynamics in patients with BC. 
Results (1) The serum level of miR-210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BC patients (P<0.0001), while 
that of miR-92b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P=0.0009) and the miR-210/miR-92b ratio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001) in BC patients than in controls. Moreover, the miR-210/miR-92b 
ratio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advanced clinical stage. The receiver-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rea under ROC (AUC) was highest for the 
miR-210/miR-92b ratio assay. (2) MiR-210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Grade 
(P=0.040) and T stage (P=0.003) in BC patients. (3) Serum miR-210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paired post-operative samples (P=0.005), and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0.0001) 
in relapsed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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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e increased ratio of serum miR-210 to miR-92b levels contributes to tumor 
detection, stage prediction and dynamic surveillance in patients with BC. 
 
 

PU-0675 

血清游离脂肪酸等脂类指标联合检测 

与糖尿病、脑梗死等疾病的关系探讨 

 
宋兆泉 

山东省临沂罗庄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游离脂肪酸(NEFA)浓度水平与糖尿病、脑梗死、冠心病、高血压、肿瘤等疾病间的关

系。 

方法  以糖尿病患者 39 例、脑梗死患者 200 例，冠心病患者 83 例、高血压患者 101 例、肿瘤患者

27 例，正常对照 226 例研究对象，测定血清中的游离脂肪酸(NEFA)、血糖（GLU）、甘油三酯

（TG）、总胆固醇（CHOL）、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

C）。 

结果  糖尿病、 脑梗死、冠心病、高血压、肿瘤患者组的 NEFA 均显著增高，与对照组比较，分别

为 P<0.01，P<0.001，P<0.001，P<0.001，P<0.01。 

结论  糖尿病、脑梗死、冠心病、高血压、肿瘤患者 NEFA 均显著升高，比其他检测指标与疾病的

关系更密切。 

 
 

PU-0676 

血液透析患者钙磷代谢和甲状旁腺激素分泌紊乱的研究探讨 

 
张学慧 

天津市肿瘤医院 

 

目的  调查血液透析患者磷代谢和甲状旁腺激素分泌紊乱情况，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期间在医院血液透析的 30 例 CKD 病人磷代谢和甲

状旁腺激素分泌紊乱情况，根据血糖及心脑血管并发症分为 4 组，对四组病人磷代谢和甲状旁腺激

素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与非糖尿病患者相比，糖尿病血液透析患者血磷，iPTH 水平较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非关心病患者相比，冠心病血液透析患者血磷，iPTH 水平较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血钙磷，iPTH 分泌水平是血液透析患者治疗效果的重要指标。可提升临床医生判别患者矿

物质及骨异常，尤其是可以根据患者钙磷及甲状旁腺激素水平来预见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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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77 

6531 例晚期妊娠孕妇血清胱抑素Ｃ分析及早期肾损害临床应用 

 
李丽 

云南省昆明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通过对 6531 例晚期妊娠孕妇血清胱抑素Ｃ分析探讨血清胱抑素 C 检测在妊娠期早期肾损害

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本院住院的妊娠≥37 周孕妇 6531 人作为观察组 ；同时选择到本院体检的健康非妊娠妇

女 667 例作为正常对照组检测血清胱抑素 C 水平。 

结果  观察组血清胱抑素 C 水平高于正常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观察组中年龄≥36 岁高

龄孕妇与年龄≤35 岁适龄孕妇血清胱抑素 C 水平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结论  血清胱抑素 C 检测对晚期妊娠期肾功能早期损害，具有重要临床检测意义；血清胱抑素 C 与

孕妇年龄无相关性，高龄孕妇早期肾功能损害发生与≤35 岁孕妇并无差异性。  

 
 

PU-0678 

血清降钙素原（PCT）检测在重症感染肺炎早期诊断的应用探讨 

 
翟福英 

荣成市人民医院,264200 

 

目的  探讨血清降钙素原（PCT）检测在重症感染肺炎早期诊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2 月在荣成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收治的痰培养阳性的肺炎患者共

104 例，其中重症细菌性肺炎患者 50 例作为重症感染组，同期住院的 54 例轻症细菌性肺炎患者作

为轻症感染组，两组患者均在使用抗生素前测定血清 PCT 浓度。将两组血清 PCT 水平分为 0.02～

0.5、 0.5～2.0、 2.0～10.0、≥10.0ng/ml 四个分段进行分析比较。找出 PCT 作为判断重症感染和

轻症感染的截断值，求出该截断值对重症感染肺炎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

值。 

结果   两组患者血清 PCT 在四个分段中的情况统计学差异显著。重症感染组中患者血清 PCT 以

2.0～10.0 ng/ml 最多，约占 62%；轻症感染组中患者血清 PCT 以 0.02～0.5ng/ml 最多，约占

57%。以 PCT=2.0 ng/ml 为截断值，其对诊断重症感染肺炎的敏感性是 82%，特异性 87%，阳性

预测值 85.4%，阴性预测值 83.9%。 

结论   PCT 在重症感染肺炎和轻症感染肺炎时的检测值存在明显差异，以 PCT=2.0 ng/ml 作为截

断值对重症感染肺炎早期诊断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PU-0679 

脑脊液 NSE、S-100B、MBP 

在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中的相关性研究 

 
马红萍 1,牛莉莉 2 

1.新建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2.新疆昌吉州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检测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脑脊液 S100B 蛋白、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

和碱性髓鞘蛋白（MBP）的表达，探讨脑脊液 S100B、NSE 及 MBP 与脑损伤程度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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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新疆军区总医院经 DSA 诊断证实的 48 例动脉瘤性蛛

网膜下腔出血（aSAH）患者的脑脊液，并收集同期住院的经诊断排除颅内损伤疾病且脑脊液生化

指标（TP、GLU、CL）正常者脑脊液 23 例为对照组。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留取出血后

48 h 内的脑脊液，采用 ELISA 检测脑脊液标本中 S100B、MBP 含量，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脑脊液

NSE 含量；并结合相关资料进行临床应用分析。 

结果  1. aSAH 患者和对照组组间年龄、性别及 BMI 等的分布无统计学差异（P>0.05）。2. 通过对

aSAH 和对照组脑脊液中脑损伤相关生化指标的检测，确定 S100B、NSE 及 MBP 在两组间存在显

著相关(r 分别为 0.593、0.520、0.437，P<0.001)。3.aSAH 组与对照组的 S100B 蛋白、NSE、

MBP 含量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4.脑脊液 S100B 蛋白、NSE 含量与 Hunt-Hess 分级存在

明显正相关性（P<0.05）。5. 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显示，Hunt-Hess 低分级组与高分级

组脑脊液 S100B 蛋白和 NSE 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两两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

S100B 蛋白和 NSE 联合检查可以提高 aSAH 疾病的监测敏感度及特异性，分别达到 82%，79%。 

结论  1.在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中，脑脊液 S100B 蛋白、NSE、MBP 的含量较对照组有显著

的升高，提示这三种蛋白可能作为 aSAH 术后的辅助实验室检查指标。2.脑脊液 S100B 蛋白、

NSE 含量与 Hunt-Hess 分级存在明显正相关性，提示脑脊液 S100B 蛋白、NSE 含量可能反映动

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脑损伤程度。3.脑脊液中 S100 蛋白和 NSE 可能作为观察病情的指标，

早期联合检测脑脊液中 S100 蛋白、NSE 能提高 aSAH 术后病情监测能力，可能为病情进展提供实

验依据。 

 
 

PU-0680 

白蛋白与纤维蛋白原比值在非小细胞癌中的预后价值研究 

 
李书琪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探究白蛋白与纤维蛋白原比值（AFR),纤维蛋白原（Fib)和白蛋白（Alb)在肺癌中的预后预测

价值并结合 AFR 建立一个预后列线图 

方法  纳入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在 2005 年 2 月至 2014 年 12 月诊断并接受治疗的肺癌患者 420

例，患者治疗前外周血中的 AFR, Fib, Alb, 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与淋巴细

胞比值（PLR）和单核细胞与淋巴结比值（MLR）通过 X-tile 软件，Kaplan-Meier 曲线分析，Cox 

回归模型分析和时间依赖地 ROC 分析等进行预后分析。 

结果  AFR，Fib,Alb,NLR,PLR 和 MLR 的最优截止点分别为 7.8, 3.3 mg/dl, 39.0 mg/dl, 2.7, 144.0 

和 0.2。此外证实 AFR 和 Fib 与肿瘤大小密切相关。低水平 AFR，ALb，高水平 Fib，NLR 和 PLR

于与肺癌患者的预后较差相关（P<0.05)，而 MLR 与肺癌患者的预后无关（P>0.05)。随后对亚组

进行分层分析，结果显示低 AFR，Alb 和高 Fib 与非小细胞肺癌患(NSCLC)者的预后较差相关

（P<0.05),而与小细胞肺癌（SCLC)无关（P>0.05)。此外，NLR 和 PLR 与 I-II 期非小细胞肺癌的

预后无关（P<0.05）。最后，将以上 6 个炎症指标用时间依赖地 ROC 分析结果显示 AFR 与

NSCLC 患者的 3 年生存预后最相关。用 AFR 构建的预后列线图的的 c-indexes 值为 0.731 高于不

含 AFR（c-indexes=0.719）。 

结论  综上，治疗前的 AFR 可能作为一个有效和经济的 NSCLC 患者的预后指标，并且明显的提高

预后列线图的预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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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81 

血清 miRNA-223 在非小细胞肺癌化疗疗效监测中应用初探 

 
苏光建,肖振州,陈燕 

福建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 microRNA-223（miRNA-223,miR-223）作为非小细胞肺癌（NSCLC）晚期（Ⅲ-Ⅳ

期）患者化疗疗效评价指标的可行性。 

方法  收集 14 例非小细胞肺癌晚期患者化疗前及化疗第一周期后血清，提取总 RNA 后采用实时荧

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血清 miRNA-223 水平变化，计算各个患者化疗第一周期后相对化疗前的变

化量，并依据临床对患者疗效进行的化疗疗效评估（RECIST），将 14 例样本分为疾病进展（PD, 

progressive disease）组、疾病稳定(SD, stable disease) 组、部分缓解(PR, partial response)组，

比较三组患者化疗第一周期后血清 miR-223 变化量，探讨不同组别血清 miR-223 作为 NSCLC 患

者化疗疗效评估指标的可行性。 

结果  数据统计显示，miRNA-223 在 PR 组中化疗后表达水平低于化疗前的水平，其相对表达含量

为 0.70±0.32，在 SD 组中化疗后相对表达含量为 1.18±0.34，在 PD 组中化疗前后相对表达含量最

高，为 2.84±0.87。化疗后 miR-223 相对化疗前的表达水平与患者年龄(u=23.00,P=0.848)、性别

(u=10.00,P=0.157)、TNM 分期（u=20.00,P=1.00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R、SD、PD 组间 miR-

223 化疗后水平呈趋势性变化，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8.9,P=0.012）。 

结论  血清 miR-223 在化疗一个周期后的变化水平能较好预示 NSCLC 患者的化疗疗效，提示血清

miR-223 可作为 NSCLC 患者化疗疗效评价指标之一，对于实现肺癌个性化治疗有着重要的临床意

义。 

 
 

PU-0682 

仙灵骨葆胶囊联合渐进性抗阻训练 

对骨质疏松症患者细胞因子及骨代谢、骨转换指标的影响 

 
李斓 1,邓开兴 1,何玉 1,谭义川 1,张华 1,李奇 2,褚晓蕾 2 

1.贵州省人民医院,550000 

2.天津医院 

 

目的  观察仙灵骨葆胶囊联合渐进性抗阻训练对骨质疏松症（OP）患者细胞因子及骨代谢、骨转换

指标的影响，并同时观察对患者疼痛的缓解作用。 

方法  将 80 例 OP 患者按简单抽签双盲法随机分为 2 组：治疗组（n=40）例及对照组（n=40）。

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药物治疗，即碳酸钙 D3＋阿伦膦酸钠。而实验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同时接

收仙灵骨葆胶囊+渐进性抗阻训练。3 个月后比较两组患者骨密度；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胰

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白细胞介素-6（IL-6）；血清-25 羟基维生素 D（25-OH-D）、血清

骨钙素（BGP）；I 型原胶原分子 N-端前肽（PINP）和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TRACP）和 VAS

评分的变化情况。 

结果  治疗 6 个月后，治疗组患者的腰椎及左股骨颈骨密度较对照组升高（P＜0.05）；治疗组治

疗后 3 个月 TNF-α、IL-6 低于同期对照组，IGF-1、25-OH-D 和 BGP 高于同期对照组（P＜0.05，

P＜0.01）；治疗 6 个月后，治疗组 PINP 和 TRACP 较对照组下降（P＜0.05）；此外，两组患者

的 VAS 评分均显著下降，但治疗组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 

结论  仙灵骨葆胶囊联合渐进性抗阻训练可有效增加 OP 患者骨密度，抑制细胞因子的表达，调节

骨代谢及骨转换状态，抑制 OP 患者的骨吸收过程，同时能有效缓解患者的疼痛症状，以期为临床

对 OP 提供新的治疗方向。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510 

 

PU-0683 

均相酶免疫法测 17-羟和 17-酮的线性评价 

 
龙培艳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410000 

 

目的  本研究参考 CLSI EP6-A 文件评价均相酶免疫法测定尿 17-羟皮质类固醇和尿 17-酮类固醇的

线性范围，以验证其厂家声明的检测系统性能是否满足临床要求。 

方法  根据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发布的 EP6-A 文件，选择浓度大于厂家声称线性

高值的 20%～30%的标本作为高值标本，低值标本为用标准品稀释成浓度为定量限的标本。用高

值标本和低值标本按比例配制成浓度为等间距排列的试验样本，每个样本重复测定 2 次，用 SPSS 

22.0 软件对数据进行多项式回归分析，评价该检测项目的线性关系。 

结果  经计算尿 17-羟皮质类固醇和尿 17 酮类固醇的非线性系数 b2 和 b3 的检验统计量 t＜

t0.05(df)，则 P＞0.05，可以认为数据组呈线性关系，不需要再进行非线性度判断。将 CV 值与精

密度的设定目标 CV=1/2TEa=12.5%进行比较，按公式计算的尿 17-羟皮质类固醇比例误差

CV=6.88%，尿 17 酮类固醇的比例误差 CV=4%，均未超过设定目标 12.5%。 

 

结论   尿 17-羟皮质类固醇的线性范围为（3.48-54.48）mg/l，尿 17-酮类固醇的线性范围为

（3.925-100.585）mg/l，且随机误差对实验结果无影响，分析方法可重复。 

 
 

PU-0684 

绵阳市城区部分人群尿酸、葡萄糖、总胆固醇、 

甘油三脂水平的调查分析 

 
闫信宇 

绵阳市四〇四医院 

 

目的  调查分析绵阳城区部分人群尿酸（UA），葡萄糖（GLU），总胆固醇（TC），甘油三脂

（TG）的代谢水平 

方法  选择 2017 年 1 月~2017 年 6 月在绵阳市四〇四医院进行健康体检人群共 4725 例（其中男性

2715 例，女性 2010 例），采集空腹静脉血检测血清 UA、GLU、TC、TG 水平，并对其结果进行

统计 

结果  （1）4725 例体检人群中，高 UA 血症、高 GLU、高 TG 血症的检出率男性显著高于女性，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40~59 岁人群血清 UA、TC、TG 水平的异常率最高，血清 GLU 的水平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高。 

结论  为提高市民的身体素质，应加强健康教育，预防疾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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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85 

Changes of remnant cholesterol in the patients with 
hypertriglyceridemia 

 
Hui Jiang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of remnant cholesterol (RC) in the patients 
with hypertriglyceridemia (HTG). 
Methods Levels of triglyceride (TG), total cholestrol (TC),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rol 
(HDL-C),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rol (LDL-C) were measured with enzymatic analysis in 78 
normal controls and 115 hypertriglyceridemia patients. Plasma apolipoprotein A (apoA), 
apolipoprotein B (apoB), lipoprotein (a) [Lp(a)] and high sensitive CRP (hs-CRP) were determined 
by immunologic assay. RC was given by subtracting LDL-C and HDL-C from TC, non-HDL-C was 

given by subtracting HDL-C from TC, and VLDL-C was given by subtracting HDL-C and LDL-C．
The correlations of RC with TG, TC, HDL-C, LDL-C, VLDL-C, apoA, apoB, LP(a) and hs-CRP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RC level in hypertriglyceridemia (0.77±0.48 mmol/L)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s 
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s (0.39±0.29 mmol/L) (P <0.01). Correlations of RC with TG, VLDL-

C and hs-CRP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hypertriglyceridemia (P <0.01)． 

Conclusions The RC level in hypertriglyceridemia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U-0686 

Targeting BCL-2 in Multiple Myeloma 

 
Bo Liu 

The First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Resistance to apoptosis is one of the hallmarks of cancer and members of the B-cell 
lymphoma 2 (BCL-2) family of proteins are central regulators of apoptosis. The failure of 
apoptosis underpins the development of tumors and often renders them resistant to cytotoxic 
therapies. Many cancers become resistant to chemotherapy and apoptosis by up-regulating BCL-
2 and other family members, making these proteins attractive targets for cancer therapy. 
Methods In hematologic malignancies, this impairment of apoptosis is often caused by 
overexpression of the pro-survival protein BCL-2. Because abnormally high levels of BCL2 
sustain these tumors, there has been much interest in targeting BCL2 as a novel approach to 
treating various hematologic malignancies. 
Results Over the past 30 years, research on the BCL-2 regulated apoptotic pathway has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BH3 mimetic compounds, small molecules that mimic the action of the BH3-
only proteins, natural antagonists of BCL-2 and its pro-survival relatives. These compounds bind 
to pro-survival BCL-2 proteins to directly activate apoptosis of malignant cells and act by restoring 
the ability of a cell to undergo apoptotic cell death. 
Conclusions In this review, we discuss the rationale behind targeting BCL-2, highlight the recent 
findings and the next step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interesting and promising class of targeted 
agents, particularly in multiple myeloma.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512 

 

PU-0687 

RASSF1A 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状态在食管鳞癌诊断中的研究 

 
王淑玉, 时黎明 

菏泽市立医院,274000 

 

目的  检测 RASSF1A 基因在肿瘤组织的甲基化频率差异，并且评价其对食管鳞癌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食管鳞癌组织、癌旁组织各 43 例，记录病人的病理资料。应用甲基化特异性 PCR 法结

合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RASSF1A 基因在组织中的甲基化情况，比较甲基化基因检测与肿瘤标志物

两种检测标志物在食管癌诊断中的价值。将实验结果录入统计软件，计数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统计分析。 

结果  RASSF1A 基因在肿瘤组织中的甲基化频率为 34.88%，显著高于癌旁组织 6.98%，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01）；RASSF1A 基因启动子区异常甲基化状态与患者年龄、性别、肿瘤大小、

分化程度、肿瘤深度、是否淋巴结转移及临床分期无明显关系（p>0.05），RASSF1A 基因甲基化

检测阳性检测率为 34.88%，明显高于肿瘤标志物的阳性检测率 11.6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1）；。 

结论  RASSF1A 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的检测在食管鳞癌的诊断中具有较高的价值。 

 
 

PU-0688 

残余胆固醇在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中的变化分析 

 
王前明,逯晓辉,张加勤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 RC 与胰岛素抵抗的关系，分析其在 PCOS 患者中的变化规律 

方法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 PCOS 患者 367 例，检测 CHO、TG、HDL、LDL，并计算

RC、non-HDL，对各指标进行分析 

结果  以 HOMA-IR 指数将患者分为胰岛素抵抗组(HOMA-IR≥2.69)和非胰岛素抵抗组(HOMA-IR﹤

2.69)，各组年龄无统计学意义；非胰岛素抵抗组和胰岛素抵抗组 CHO、TG、HDL、LDL、RC 和

non-HDL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胰岛素抵抗组 TG、HDL、LDL、RC 和

non-HDL 与非胰岛素抵抗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 CHO 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以 RC 与 CHO、TG、HDL、LDL、non-HDL 和 HOMA-IR 作直线相关性分

析，结果显示 RC 与 CHO、TG、non-CHO、HOMA-IR 指数呈正相关（r 值分别为 0.489、

0.597、0.567、0.152，P＜0.01），与 HDL 呈负相关（r 值-0.178，P＜0.01），与 LDL 无相关关

系（r 值 0.007，P＞0.05）；多元回归结果显示，CHO、TG、HDL、LDL 对 RC 水平有显著影响

（P＜0.01）,年龄和 BMI 则对 RC 无明显影响。 

结论  PCOS 患者 RC 明显升高，且与胰岛素抵抗程度相关， TG、CHO、LDL、HDL 等代谢异常

是导致 RC 升高的主要因素，RC 升高可能是 PCOS 远期并发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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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89 

MIP-1α 和 INF-γ 在脑脊液中的表达对结核性脑膜炎的临床意义 

 
王淑华 

菏泽市立医院,274000 

 

目的  探讨巨噬细胞炎症蛋白 1α（MIP-1α）和 γ 干扰素(INF-γ)在结核性脑膜炎患者脑脊液中的表

达及临床意义，为结核性脑膜炎的早期诊断寻找简单快速可靠的方法。 

方法  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 法）测定 63 例早期结核性脑膜炎患者脑脊液、60 例中晚期结

核性脑膜炎患者脑脊液、75 例非结核性脑膜炎（恶性脑瘤）患者脑脊液及 30 例健康人脑脊液中

MIP-1α 和 INF-γ 的浓度，评价 MIP-1α 和 INF-γ 联合检测在结核性脑膜炎中的临床价值。 

结果   MIP-1α 、 INF-γ 在早期结核性脑膜炎患者脑脊液中水平为 (10.63±2.47)pmol/L 、

(7.85±2.08)μg/L ， 在 中 晚 期 脑 膜 炎 患 者 脑 脊 液 中 的 水 平 为 (18.19±4.62) pmol/L 、

(12.86±3.02)μg/L，在脑瘤患者脑脊液中的水平为(3.01±1.17) pmol/L、(2.73±0.96)μg/L，在健康人

脑脊液中的水平为(1.09±0.67) pmol/L、(0.82±0.77)μg/L，四组检测结果相互比较差异显著，有统

计学意义。MIP-1α 和 INF-γ 在结核性脑膜炎患者脑脊液中的表达水平与结核性脑膜炎正呈相关。 

结论  MIP-1α 和 INF-γ 在结核性脑膜炎脑脊液中表达的水平明显高于脑瘤患者及健康人脑脊液中的

表达水平，联合检测脑脊液中 MIP-1α 和 INF-γ 水平，再结合临床表现，对结核性脑膜炎的早期诊

断有较高价值。 

 
 

PU-0690 

石墨烯量子点调控肿瘤放射增敏作用研究 

 
王英,阮静,葛盛芳,陈福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200000 

 

目的  本研究采用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和丰富含氧基团的纳米材料石墨烯量子点（GQDs），探讨

其对结直肠癌细胞的放射增敏作用，并对辐射增敏的机制进行初探，为纳米材料作为放射增敏剂在

临床应用中奠定研究基础。 

方法  制备 GQDs 并通过 CCK8 法筛选出 GQDs 的安全浓度；应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 GQDs

在肿瘤细胞内的分布；采用 CCK8 和克隆形成实验检测 GQDs 与辐射共同处理后细胞活性和克隆

的形成；采用流式细胞技术检测各处理组细胞凋亡率；利用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细胞损伤情况以及

GQDs 亚细胞定位情况；采用流式细胞技术检测各处理组细胞周期阻滞；利用 DCFH-DA、

MITOSOX Red 探针分别检测辐照后细胞内 ROS 和线粒体 ROS 的产生；采用蛋白免疫印迹技术

检测照射后反映 DNA 损伤程度的 γH2AX 的表达。 

结果  CCK8 实验筛选出 GQDs 的使用浓度为 50µg/mL；透射电镜和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结果显示

GQDs 分布在细胞质内；GQDs 可以协同辐照抑制 SW620 和 HCT116 细胞的增殖，并促进细胞凋

亡发生，增加细胞的损伤；研究发现 GQDs 可协同射线产生活性氧, 引起 DNA 双链断裂，导致细

胞发生 G2/M 期细胞周期阻滞。 

结论  本研究在细胞水平证明了 GQDs 具有放射增敏作用，可以协同射线杀伤肿瘤细胞，最终达到

抑制肿瘤生长的目的。提示 GQDs 可作为一种新型放射增敏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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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91 

Upregulation of N-myc downstream regulated gene 1 
predicts poor outcome in bladder cancer patients 

 
Aiwei Li,Chanjuan Wang,Shuo Yang,Rui Qiao,Jie Zhang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Objective N-myc downstream regulated gene 1 (NDRG1) is an intracellular protein involved in 
stress responses, cell growth and differentiation. Recently it has been foun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cancers, such as prostate and kidney cancer. However, its 
potential functions are still controversial due to the cell-type affected, and its possible role in 
bladder cancer remains unclear. 
Methods 100 bladder cancer patients were enrolled to detect NDRG1 expression in tumour 
tissues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After 5-year follow-up,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NDRG1 
expression and clinical factors were analyzed.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NDRG1 were also 
investigated with bladder cancer cell lines in vitro. 
Results NDRG1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bladder cancer tissues compared to 
the paired tumour-free tissues. Statistical analysis revealed a notable correlation of its expression 
with tumour stage (p=0.025)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p=0.034). Compared with NDRG1-low 
expression group, NDRG1-high expression group had poorer overall survival (p=0.016) over 5 
years’ follow-up. NDRG1 expression was considered to be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for 
overall survival (p=0.012). In non-muscle invasive bladder cancer (NMIBC), it also correlated to a 
significantly higher risk of progression to muscle invasive bladder cancer (MIBC) (p=0.026). After 
NDRG1 overexpression,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the ability of invasion were significantly 
promoted but cell apoptosis was not apparently changed in 5637 cell. Knockdown of NDRG1 in 
5637 and T24 cells led to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Cytokeratin 7 and Claudin-1 and decreased 
expression of N-cad, vimentin, β-catenin and snail/slug. TGF-β and NF-κB pathways molecules 
including SMAD4, SMAD2/3, RelA and RelB were also found to be inhibited after NDRG1 
knockdown.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NDRG1 could serve as a novel and effective biomarker for 
more accurate risk stratification, and thus patients, especially for the ones with NMIBC would be 
able to receive a more precise clinical management. In addition, NDRG1 might promote tumor 
development by modulating EMT through TGF-β and NF-κB pathways in bladder cancer. 
 
 

PU-0692 

SUMO fusion system facilitates soluble expression  
and high production of bioactive human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23 (FGF23) 

 
刘孝菊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130000 

 

目

的   To prepare soluble and bioactive recombinant human FGF23 to meet the increasing demand 

in its pharmacological application 

方 法 SUMO-FGF23 fusion gene and FGF23 non-

fusion gene were amplified by standard PCR methods and cloned into vector pET-22b and pET-
3c , then transformed into Escherichia coli Rosetta (DE3) and BL21 (DE3). The best combination 
of plasmid and host strain was scre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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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Only Rosetta (DE3)/ pET-SUMO-

FGF23 was screened for rhFGF23 protein expressed. After it was purified by DEAE sepharose F
F and Ni-
NTA affinity chromatography. The purity of rFGF23 was shown by HPLC . In vitro data showed th
at the purified rFGF23 can induce the phosphorylation of mitogen-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s (MAPK) in the glioma U251 cell.  

结 论
The results of in vivo animal experiments also showed that rFGF23 could decrease the concentra
tion in the plasma of normal rats fed with a fixed formula diet.  
 
 

PU-0693 

冠心病病人血清 VE-cadherin 与 hs-CRP 变化及临床意义 

 
郭庆波 

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261000 

 

目的  探讨冠心病（CHD）病人血清血管内皮细胞钙黏蛋白（VE-cadherin）和超敏 C 反应蛋白

（hs-CRP）的变化及其意义。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了 20 例急性心肌梗死（AMI）病人、20 例不稳定型心绞痛

（UAP）病人、20 例稳定型心绞痛（SAP）病人血清 VE-cadherin、hs-CRP 水平的变化，并与

20 例对照组进行比较。 

结果  CHD 病人血清 VE-cadherin、hs-CRP 浓度明显升高，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t＝

6.02，6.27，P＜0.01）。SAP 组、UAP 组和 AMI 组 VE-cadherin 和 hs-CRP 水平依次升高，且

SAP、UAP 及 AMI 病人 VE-cadherin 和 hs-CRP 水平比较，差异有显著性（F＝35.66，36.12，q

＝4.56～9.83，P＜0.01）。CHD 病人血清 VE-cadherin 与 hs-CRP 水平呈正相关（r＝0.507，P

＜0.01）。 

结论  血清 VE-cadherin 和 hs-CRP 浓度的升高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密切相关，对 CHD 病变程度有

较高的诊断价值。 

 
 

PU-0694 

脑梗死患者血清胱抑素 C 医学检验价值分析 

 
李彩华, 陈维忠 

山东莒县中医医院 

 

目的  探讨脑梗死患者血清胱抑素 C（CysC）医学检验价值。 

方法  选用 2015 年 8 月至 2017 年 7 月期间在医院进行救治的 236 例脑梗死患者作为观察组，选取

同期的健康体检者 36 例为对照组，给予两组体检者进行血清胱抑素 C 检查，对比分析两组不同时

间段 CysC 水平变化情况。 

结果  观察组的第 1d、第 3d、第 5d 检测 CysC 水平分为（1.12±0.24）m/L、（1.33±0.44）m/L、

（1.51±0.46）m/L 相比于对照组的（0.82±0.11）m/L、（0.78±0.39）m/L、（0.79±0.42）m/L，

观察组的 CysC 水平变化明显更高，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血清胱抑素 C 在脑梗死患者的临床检验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能很好的反映出脑梗死患者的病

情变化，为临床治疗提供重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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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95 

探讨溶血对临床生化检验结果的影响分析 

 
李彩华,陈维忠 

莒县中医院,276800 

 

目的  探讨溶血对临床生化检验结果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于本院进行体检的正常人群 65 例，对全部研究样本的

GLR、BUN、UA、Cr、AST、ALT、rGT、DSIL、TBIL 等方面的指标进行检测，对检测结果进行

观察与统计。 

结果  参与本次实验研究的所有患者溶血前后在尿酸、谷丙转氨酶以及胆红素等方面的指标中体现

出了比较大的差异，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溶血对于生化检验的结果有着比较明显的影响，操作人员在为患者提供检验的过程中需要做

好对于化验样本的保存工作，最大程度上提高化验结果的科学性与可靠性。 

 
 

PU-0696 

昆明地区健康女性血清 25 羟基维生素 D2/D3 

及总 25 羟基维生素 D 水平分析 

 
蒲丹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基于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LC-MS/MS)分析测定昆明地区健康女性血清 25 羟基维生素 D2

（25(OH)D2）和 25 羟基维生素 D3（25(OH)D3）水平，并计算血清总 25 羟基维生素 D

（25(OH)D）浓度水平，分析 25 羟基维生素 D2/D3 及总 25 羟基维生素 D 水平，以及 25 羟基维

生素 D2 检测对总 25 羟基维生素 D 水平的影响。 

方法  于 201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5 月，在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体检中心收集表观健康且血清钙

(Ca)、磷(P)及甲状旁腺素(PTH)水平正常女性人群的血清样本 410 份，采用分层方法按年龄分为 5

组，分别为：20~29 岁组、30~39 岁组、40~49 岁组、50~59 岁组和≥60 岁组，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法(LC-MS/MS)检测血清 25(OH)D2、血清 25(OH)D3，并计算血清总 25(OH)D 浓度水平。 

结果  410 名受试者年龄范围为 20~76 岁，平均年龄(47.6±12.7)岁。血清总 25(OH)D 水平为

(18.44±5.27) ng/ml。20~29 岁组、30~39 岁组、40~49 岁组、50~59 岁组和≥60 岁组年龄段的血

清总 25(OH)D 水平分别为：(16.51±4.50) ng/ml、(18.57±5.10) ng/ml、(17.93±5.28) ng/ml、

(20.12±5.41) ng/ml、(18.39±4.98) ng/ml。410 名女性受试者血清总 25(OH)D 缺乏率和不足率分别

为 9.27%和 52.93%。受试者中血清 25(OH)D2 占血清总 25(OH)D 的比例大于 20%有 28 例

(6.83%)，使健康女性人群维生素 D 缺乏率减少 47.21%。 

结论  昆明地区健康女性人群血清总 25(OH)D 水平普遍偏低，血清总 25(OH)D 水平存在明显的年

龄差异。健康女性人群中血清总 25(OH)D 主要为 25(OH)D3。血清 25(OH)D2 显著提高了血清总

25(OH)D 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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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97 

冠心病病人血清 HMGB1 与 hs-CRP 变化及临床意义 

 
郭庆波 

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261000 

 

目的  探讨冠心病(CHD)病人血清高迁移率族蛋白 B1(HMGB1)和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的变化

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 ELISA 法和散射速率比浊法,测定 60 例不同类型 CHD 病人血清 HMGB1 和 hs-CRP 浓

度变化,并与 20 例健康体检者(对照组)进行比较。 

结果  CHD 病人血清 HMGB1 和 hs-CRP 水平明显增高,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t′=8.02、

8.43,P<0.01)。急性心肌梗死(AMI)病人血清 HMGB1 和 hs-CRP 水平均显著高于不稳定型心绞痛

(UAP)病人、稳定型心绞痛(SAP)病人和对照组(F=31.48、24.60,q=4.32~12.84,P<0.01);UAP 病人

血清 HMGB1 和 hs-CRP 水平显著高于 SAP 病人和对照组(q=3.98~8.51,P<0.01);SAP 病人血清

HMGB1 和 hs-CRP 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亦有显著性(q=3.63、2.90,P<0.05)。 

结论  血清 HMGB1 和 hs-CRP 浓度的变化对 AMI 和 UAP 具有明显的诊断价值和较高的诊断准确

度,可以作为评价 CHD 危险程度的指标之一。 

 
 

PU-0698 

高血压患者测定尿 β2-微球蛋白的临床意义 

 
韦庆民 

汶上县人民医院,272000 

 

目的  探讨高血压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cy）及尿液中的 β2-微球蛋白含量，对诊断其早期肾功

能损害的价值。 

方法  测定 90 例高血压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cy）、尿 β2-微球蛋白，并与 62 例正常人(对照

组)进行比较。 

结果  高血压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cy）及尿液中的 β2-微球蛋白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1)。 

结论  正常人 β2-微球蛋白的合成速度和细胞膜释放的量是非常恒定的，从而使 β2-微球蛋白含量保

持稳定水平。目前我国高血压患病率已达 18%，并有上升趋势。高血压肾损害最初是近曲小管功

能受损，研究显示尿 β2-微球蛋白是反映高血压早期肾损害最敏感的指标。原发性高血压肾损害的

发生相当常见，并且可能在确诊原发性高血压时已经出现。高血压患者早期肾损害无临床症状，本

研究 90 例高血压及 62 例对照组比较，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cy）及尿液中的 β2-微球蛋白含量明

显增高(P<0．01)。故高血压患者检测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cy）及尿液中的 β2-微球蛋白含量，对

早期发现肾损害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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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99 

联合检测胱抑素 C、视黄醇结合蛋白、β2-微球蛋白 

和补体 C1q 对早期肾损伤的临床价值 

 
孔飞飞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272000 

 

目的  探讨胱抑素 C（Cys C）、视黄醇结合蛋白（RBP）、β2-微球蛋白和补体 C1q 联合检测对早

期肾脏功能损伤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取于 2017 年 3 月至 6 月到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就诊的肾功能损伤高危患者 130 例作为实

验组，其中高血压患者 67 例、2 型糖尿病患者 63 例，同时选取同期健康体检者 61 例作为对照

组。使用罗氏 Cobas80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实验组和对照组血清中胱抑素 C、视黄醇结合蛋

白、补体 C1q、β2 微球蛋白、尿素、尿酸和肌酐含量的测定，比较其单独检测与联合检测的阳性

率。 

结果  实验组视黄醇结合蛋白、胱抑素 C 和 β2 微球蛋白的浓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补

体 C1q 浓度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P＞0.05），实验组尿酸、尿素和肌酐水平与对照组也无明显差

异（P＞0.05）。 

结论  视黄醇结合蛋白、胱抑素 C 和 β2 微球蛋白均可作为检测早期肾损伤的灵敏指标，三者联合

检测的临床应用价值更大。 

 
 

PU-0700 

两种检测系统对血清降钙素原(PCT)检测结果的可比性评估 

 
陈明凯,王娜 

济医附院 

 

目的  分析研讨不同化学发光检测系统间降血清钙素原（PCT）检测结果的可比性评估。 

方法  随机选用我院 50 例患者,采取罗氏 E602 电化学发光和新产业 MAGLUMI4000 化学发光系统

对患者血清降钙素原指标进行检测,以 cut off 值 0.5ng/ml 来判断两个系统之间的阴阳性符合率并对

结果进行线性分析。 

结果  罗氏 E602 和新产业 MAGLUMI4000 两种检测系统的血清降钙素原检测结果的阳性符合率，

阴性符合率和总体符合率均为 100%；两种检测系统的检测结果相关性良好（R2=0.997）。 

结论  罗氏 E602 电化学发光和新产业 MAGLUMI 4000 化学发光系统两种系统检测的 PCT 结果对

临床具有相同的应用价值。 

 
 

PU-0701 

可溶性转铁蛋白受体在缺铁性贫血诊断中的价值研 

 
周春雷 1,陈如萍 2,高强 1,穆红 1 

1.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300000 

2.天津医科大学,300000 

 

目的   探讨血清可溶性转铁蛋白受体 (soluble transferrin receptor, sTfR)对缺铁性贫血 (iron 

deficiency anemia, IDA)的诊断价值，比较 sTfR、血清铁(serum iron, SI)、总铁结合力(total iron 

binding capacity, TIBC)在 IDA 与非 IDA 人群的水平，观察 sTfR 与 SI、TIBC 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sTfR 以及 sTfR/SI 的诊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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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4 月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缺铁性贫血患者 79 例，其他类型贫血

患者 42 例，并选取同期健康体检者 60 例作为对照组。留取血清标本，同等条件下对各组 sTfR、

SI 及 TIBC 进行定量检测，采用免疫比浊法测定 sTfR，采用比色法测定 SI 和 TIBC。应用

SPSS16.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在健康人群中，男性和女性的 sTfR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89)。IDA 组 sTfR 水平明显

高于其他贫血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IDA 组 TIBC 水平高于其他贫血组和对照

组，SI 水平低于其他贫血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sTfR 与 SI 呈显著的曲线负

相关(r=-0.796, P<0.001)；sTfR 与 TIBC 有较高相关性(r=0.668, P<0.001)，呈线性正相关。在诊

断 IDA 时，sTfR、TIBC 的 AUC 分别为 0.985 和 0.970 。sTfR 的最佳临界值为 77.42nmol/L，敏

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93.67%、96.08%。IDA 组 sTfR/SI 水平明显高于其他贫血组和对照组，差异

具有显著性(P<0.001)。其他贫血组和对照组比较，sTfR/SI 水平无显著性差异(P=0.711)。诊断

IDA 时，sTfR/SI 的 AUC 为 0.998 ，最佳临界值为 11.84，此时敏感度为 93.70%，特异度为

100%。 

结论  ①sTfR 在 IDA 的诊断及鉴别诊断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②sTfR 与传统的铁代谢指标 SI 及

TIBC 具有较为显著的相关性；③sTfR/SI 可以作为 IDA 的诊断指标，且诊断效能优于 sTfR。 

 
 

PU-0702 

沈阳及周边地区儿童微量元素钙的检测结果分析 

 
李璐瑶,万楠,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了解沈阳市及周边县市区儿童微量元素钙水平的变化趋势，为防治儿童钙的缺乏和指导儿童

合理膳食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2865 例于沈阳军区总医院儿科门诊和住院的儿童作为分析对象。将儿童分为 4 个年龄

组进行分析，婴儿组(1~＜12 个月)，幼儿组(1~＜3 岁)，大童组(3~＜7 岁)，学龄前组(7~＜12

岁)。分析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组儿童钙的水平及变化趋势。 

结果  钙的缺乏是在不同年龄段均存在的现象，钙水平的异常率为 16.42%。男女相别间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各组之间的差异存在比较平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2016 年至

2018 年钙的平均水平在不同组儿童中均有上升。 

结论  辽宁省沈阳市及周边县市区儿童的钙水平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乏，应定期检查钙水平调整膳

食，以保证儿童正常生长，大量缺乏的儿童应及时补钙采取治疗措施。 

 
 

PU-0703 

类风湿因子、抗环瓜氨酸肽抗体和 C 反应蛋白联合检测 

对类风湿关节炎诊断的临床意义 

 
李萌,万楠,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探讨类风湿因子(RF)、抗环瓜氨酸肽抗体(抗 CCP 抗体)、c 反应蛋白（CRP）联合检测对类

风湿性关节炎(RA)诊断的临床意义。 

方法  测 89 例患者血清的 RF、抗 CCP 抗体、CRP。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在贝克曼库尔特 DXI800

仪器上检测 RF 和 CRP，采用酶联免疫分析法测定抗 CCP 抗体，其中 RA 30 例，非 RA 38 例，

正常对照组 21 例。应用 SPSS.22 软件分析 RF、抗 CCP 抗体和 CRP 与 RA 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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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RA 患者 RF、抗 CCP 抗体和 CRP 的阳性率均明显高于非 RA 患者和正常健康者，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0.01)，而这 3 种抗体单独检测对 RA 诊断的灵敏度依次为 76.7%、63.3%和 36.7%，

特异性依次为抗 71.1%、91.5%和 61.1%，联合检测对 RA 诊断的敏感性下降，最低可至 30.0%，

特异性却升高甚至达到 80% 以上。 

结论  RF、抗 CCP 抗体和 CRP 可作为诊断 RA 比较特异的血清学指标，三项指标同时检测可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 RF 的诊断不足，可显著提高 RA 早期阳性检出率，从而有利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早

期干预治疗，延缓此病患者的病情进展，减少其骨关节破坏，改善其预后。 

 
 

PU-0704 

血清Ｃ-反应蛋白和降钙素原联合检测 

在肝硬化自发性腹膜炎早期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邹天翔,万楠,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spontaneous bacterial peritonitis ，SBP）是肝硬化失代偿期常见的并

发症。本研究为了探讨血清降钙素原（PCT）及Ｃ-反应蛋白（CRP）联合检测在肝硬化并发自发

性细菌性腹膜炎患者早期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沈阳军区总医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收治的 75 例肝硬化患者的临床资

料。收集临床诊断为肝硬化伴有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患者（SBP 组）15 例、腹水肝硬化患者（非

SBP 组）15 例及 25 例体检的健康人作为对照组的血液检测结果，采用 Roche Cobas e602 使用电

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 PCT 水平，同时采用 BECKMAN COULTER IMMGAE800 免疫分析仪使用免

疫比浊法测定血清 CRP 的水平。比较 PCT、CRP 及 PCT 与 CRP 联合检测在诊断肝硬化合并自

发性细菌性腹膜炎中的特异性与敏感性，并分析其水平的临床价值。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及非 SBP 组比较，SBP 组患者血清 PCT 与 CRP 水平均显著升高，两组比较

有显著性差异（P<0.05）。在诊断肝硬化伴有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感染中，PCT、CRP 、PCT 与

CRP 联合检测的敏感性为 0.87、0.89 和 0.90，特异性为 0.90、0.75 和 0.95。 

结论  联合检测血清 PCT 和 CRP 能够提高诊断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对肝硬化伴发 SBP 患者早期诊

断更具有临床价值。 

 
 

PU-0705 

BRMS1L suppresses ovarian cancer metastasis via 
inhibition of β-catenin-wnt pathway 

 
Penglong Cao 

The First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low level of breast cancer metastasis suppressor 1-like (BRMS1L) implicates 
tumor metastasis in breast cancer and others. It remains unclear whether BRMS1L is involved in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 (EOC) metastasi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role of 
BRMS1L in EOC and explore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BRMS1L in suppressing EOC 
metastasis. 
Methods We examined the protein and mRNA level of BRMS1L by screening EOC patients. 
Relative BRMS1L mRNA and protein level were separately detected via qRT-PCR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IHC). Cellular migration and invasion potential of HeyA8 and 

EFO27 cells were assessed using matrigel invasion assay. EMT markers（Ecadherin and 

Vimentin）were detected by qRT-PCR and Western blot assays. TCF/LEF luciferase repo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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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ay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BRMS1L and β-catenin mediated 
activation of Wnt pathway. 
Results Our results show that BRMS1L expression is downregulated in EOC patients compared 
to normal people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pathological stages of EOC. We further explored 
examining epithelial to 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in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BRMS1L in 
cell metastasis. Overexpression of BRMS1L inhibits EOC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correlated 
to inactivation of EMT and Wnt/β-catenin signaling in vitro. Knockdown of BRMS1L by shRNA 
promotes EOC metastasis, enhances EMT process and activated Wnt/β-catenin signaling.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BRMS1L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suppression of ovarian 
cancer metastasis, BRMS1L can be considered as a prognostic biomarker as well as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the EOC patients. 
 
 

PU-0706 

血清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 C 和 C-反应蛋白水平 

在肾移植术后急性排斥反应中的变化及意义 

 
郑伟,赵雅,张英辉,王玉红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探讨血清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 C(Cys C)和 C-反应蛋白（CRP）在肾移植术后急性排斥反

应过程中的变化及意义。 

方法  收集本院接受肾移植手术的患者 86 例，男 60 例，女 26 例，平均年龄(39±5)岁。供受者

ABO 血型相容, 淋巴细胞毒性试验均小于 10%。肾移植患者常规使用环孢素 A/他克莫司+麦考酚酸

酯/硫唑嘌呤+泼尼松三联用药；发生急性排斥反应时, 用甲泼尼龙或即复宁冲击治疗。6 例肾移植患

者分为 2 组，平均年龄(39±5)岁：(1)肾移植术后急性排斥组 18 例，根据组织学检查结果或综合临

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的结果诊断为急性排斥反应，诊断符合吴阶平主编的《泌尿外科

学》中肾移植急性排斥的标准[5]。(2)肾移植术后肾功能稳定组 68 例，术后患者病情稳定，1 个月

内无排斥反应、药物中毒、感染等表现。正常对照组 80 例, 为健康献血者，男 60 名，女 20 名，

平均年龄(38±5)岁。3 组待测者的年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采用免疫速率散射比浊法分别检

测 80 名健康人、86 例肾移植患者术前、急性排斥反应组及肾功能稳定组，血清 Cys C 和 CRP 的

浓度。 

结果  急性排斥反应组和肾功能稳定组血清 Cys C 和 CRP 水平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尽管，与

术前相比二者血清 Cys C 和 CRP 水平均明显降低，但急性排斥反应组血清 Cys C 和 CRP 水平均

明显高于肾功能稳定组。 

结论  监测血清 Cys C 和 CRP 可做为辅助诊断急性排斥反应的免疫生物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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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07 

心肌纤维化主要标志物 

在心律失常不同类型中的鉴别作用临床价值探讨 

 
向丽 1,黄山 2,田野 3 

1.贵州医科大学 

2.贵州省人民医院临床检验中心 

3.贵州省人民医院心内科 

 

目的  检测心律失常不同疾病类型患者心肌纤维化标志物（Fibrotic markers）血清水平，探讨其在

心律失常不同疾病类型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检测正常对照组和室性早搏、心房扑动、心房颤动、室性心动过速等不同心律失常疾病类型

中转化生长因子 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 , TGF-β1）、透明质酸（Hyaluronic acid，

HA）、层粘连蛋白（Laminin，LN）、Ⅳ型胶原（ Collagen Type Ⅳ，Ⅳ-C）、Ⅲ型前胶原 N 端

肽 （Collagen Type Ⅲ N-terminal Peptide，PⅢNP）等心肌纤维化标志物的血清 水平，分析各指

标在疾病组和对照组，以及在不同疾病疾病类型间的差异。 

结果   病例组与对照组在透明质酸、层黏连蛋白、Ⅲ型前胶原 N 端肽水平上有统计学差异

（P<0.05），疾病组血清水平高于正常组；在 IV 型胶原水平上无统计学差异（P>0.05）。在四类

心律失常疾病患者中，TGF-β1、HA、LN、PⅢNP 水平在不同的疾病类型中有着不同的分布差

异，对疾病分类和鉴别诊断有一定的临床意义，其中室速患者的 TGF-β1、HA 和 LN，房扑患者的

Ⅳ-C，以及室早患者的 PⅢNP 血清水平在四类疾病中是最高的。 

结论  心律失常患者心肌纤维化标志物的血清学水平在不同的疾病类型中有着不同的分布差异，对

疾病分类和鉴别，以及是否需进行抗纤维化治疗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PU-0708 

全程 C 反应蛋白与血清同型半胱氨酸联检 

对心血管类疾病早期诊治及危险度评估的价值 

 
华星,荆成宝 

陕西省安康市中心医院 

 

目的  研究探讨血清同型半胱氨酸与全程 C 反应蛋白（即同时包含 C 反应蛋白与超敏 C 反应蛋白二

者的全量程测量）联合检测在心血管类疾病中的早期诊治及危险度评估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 2015 年 3 月~2018 年 3 月在安康市中心医院接受诊治的心血管类疾病患者 126 例实施

研究,根据疾病种类进行分组,其中冠心病组 44 例,心肌梗死组 42 例,心绞痛组 40 例,另选同期在我院

的 40 例 H 型高血压患者作为 H 型高血压组,以及进行健康体检的 40 例志愿者作为对照组,对比各

组患者的血清同型半胱氨酸及全程 CRP 水平及异常检出率情况,分析血清同型半胱氨酸及全程

CRP 对心血管类疾病的诊断价值｡ 

结果  冠心病组和心肌梗死组,以及心绞痛组患者的血清同型半胱氨酸及全程 CRP 水平均分别显著

高于对照组及 H 型高血压组(均 P<0.05)｡但冠心病组､心肌梗死组以及心绞痛组患者组间比较血清

同型半胱氨酸及全程 CRP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冠心病组和心肌梗死组,以及心绞痛组

患者的血清同型半胱氨酸及全程 CRP 异常检出率均分别显著高于对照组及 H 型高血压组(P<0.05)｡

但冠心病组和心肌梗死组,以及心绞痛组患者组间比较血清同型半胱氨酸及全程 CRP 异常检出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血清同型半胱氨酸及全程 CRP 对冠心病､心肌梗死以及心绞痛疾病

的诊断准确率最高,分别达到 97.73%､94.62%及 97.50%｡联合血清同型半胱氨酸及全程 CRP 检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A4%E6%80%A7%E6%97%A9%E6%90%8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F%83%E6%88%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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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心血管类疾病并发症及预后的预测时间显著少于单用血清同型半胱氨酸及全程 CRP,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联合检测血清同型半胱氨酸以及全程 CRP,对心血管类疾病患者具有较好的预测价值,效果明

显,值得在临床上广泛应用｡ 
 
 

PU-0709 

尿液防腐剂甲苯对 24 小时尿葡萄糖检测的影响 

 
张慧婵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甲苯防腐剂的加入是否影响 24 小时尿液葡萄糖（尿糖）的定量检测结果，为 24 小时尿

液（用于葡萄糖定量检测）中不使用防腐剂保存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收取住院晨尿标本共 40 例,按干化学试带法葡萄糖定性结果进行分组，包括尿糖“-”10 例、

“+”10 例、“++”10 例、“+++”10 例。将每个标本分成 2 组，置于 4℃冰箱中保存，其中一组加入甲

苯防腐剂，分别检测放置 0 小时和 12 小时、24 小时后的尿糖浓度。同时将每一个标本接种血平板

培养基，在恒温培养箱中培养 24 小时后计数菌落数目。 

结果  加入防腐剂和不加入防腐剂的储存条件下，不同尿糖浓度且不同细菌数的尿液，其葡萄糖浓

度可稳定 24h，24h 内葡萄糖定量测定值没有明显改变，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用于 24h 尿液葡萄糖定量检测的标本可以不加入防腐剂。 

 
 

PU-0710 

早期帕金森病患者血清胆红素、尿酸及同型半胱氨酸水平的变化 

 
于成勇 

威海市文登中心医院,264200 

 

目的  观察帕金森病（PD）及合并轻度认知功能障碍（PD-MCI）患者血清间接胆红素（IBIL）、

尿酸（UA）、同型半胱氨酸（Hcy）及尿酸/同型半胱氨酸比值（UA/Hcy）的变化，探讨其与 MCI

的关系。观察帕金森病（PD）及合并轻度认知功能障碍（PD-MCI）患者血清间接胆红素

（IBIL）、尿酸（UA）、同型半胱氨酸（Hcy）及尿酸/同型半胱氨酸比值（UA/Hcy）的变化，探

讨其与 MCI 的关系。 

方法  收集 158 例早期未经药物治疗的 PD 患者的人口学及临床资料；应用 Hoehn & Yahr 分级评

估 PD 严重程度，MDS-UPDRS III 评估运动障碍，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中文版评估全

面认知功能状况。102 例年龄匹配的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检测并记录血清 IBIL、UA、Hcy，计

算 UA/Hcy 比值。 

结果  158 例早期 PD 患者中 71 例（44.9%）存在 PD-MCI，87 例（55.1%）无认知功能障碍

（PD-NCI）；两组患者 MoCA 评分有统计学差异（P=0.003）。PD 组血清 IBIL 水平

（8.28±2.59μmol/L）显著低于对照组（9.23±2.33μmol/L）（P＜0.01）；PD-MCI 组 IBIL 含量低

于对照组（P<0.01），PD-NCI 组与对照组相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PD 组、PD-MCI 组、

PD-NCI 组 UA 含量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PD-NCI 组 UA 含量显著高于 PD-MCI 组

（P<0.01）。PD-MCI 组 Hcy 含量高于对照组（P<0.05）及 PD-NCI 组（P<0.05）。PD 组、PD-

NCI 组 Hcy 含量与对照组相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IBIL、UA、UA/Hcy 对预测 PD-MCI 均具

有较好价值，且 UA/Hcy 较 IBIL、UA 预测价值更高。 

结论  早期 PD 患者血清 IBIL 和 UA 水平显著降低，PD-MCI 患者血 IBIL 和 UA 水平降低更显著，

且伴有 Hcy 升高。IBIL、UA、UA/Hcy 对预测 PD-MCI 均具有较好的价值，且 UA/Hcy 较 IBIL、

UA 预测价值更高，UA/Hcy 极有可能成为新的生物标记物用于早期 PD-MCI 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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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11 

A Meta-analysis about Association between MTHFR C677T 
Polymorphism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Based  

on 5,835 Cases and 4,251 Controls 

 
向丽 1,黄山 2 

1.贵州医科大学 

2.贵州省人民医院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To evalu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 common polymorphism (677C＞T) of the 5,10-

methylenetetrahydrofolate reductase (MTHFR) gene and the risk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 

方法   The electronic databases were searched without language restrictions: PubMed 、

EMbase、Medline、The Cochrane Library、CNKI、VIP、WanFang Data. Meta-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using RevMan. Odds ratios (ORs) with their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95%CIs) 
were calculated. The publication bias was explored by using Begg’s test. 

结果  A total of 23 articles met all the inclusion criteria of and were included in this meta-analysis. 

The meta-analysis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MTHFR 677C＞T polymorphism might increase the 

risk of CVD . Further subgroup analysis for variety of disease and age range suggested that the 

MTHFR 677C＞T polymorphism was associated with an elevated risk for CVD among coronary 

heart disease,myocardial infarction,age range less than 50 years. 

结论  The MTHFR 677C＞T polymorphism might associated with an elevated risk for CVD. 

 
 

PU-0712 

Analysis of False Positive Reasons of Cystatin C Detected 
By Immunoturbidimetry Assay and Explore Solutions to 

Reduce false positives 

 
Guangcheng Luo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false-positive causes of plasma cystatin C (CysC) detection by 
transmitted immunoturbidimetry assay and explore solutions to reduce it. 
Methods 115 plasma samples with increased CysC (determined by transmitted 
immunoturbidimetry assay), normal urea and creatinine levels were enrolled as suspected false 
positive group (SFP). 20 healthy subjects were recruited as normal control group. ELISA assay is 
used as a confirmatory test for CysC. Collect patient clinical data and Analyze the potential 
causes of false positives.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ge, gender, serum urea, serum creatinine, and 
serum uric acid between the SFP group and the normal control (P>0.05). The level of plasma 
CysC measured by immunoturbidimetr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SFP group than that in the 
normal control (P<0.05); however, the plasma CysC level measured by ELISA was no statistic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ELISA confirmed that 99 (86.1%) samples were 
false positives and 16 samples were True positive. The false-positive samples were mainly from 
middle-aged (75.8%) women (71.7%) with autoimmune disease (77.7%), and the factor that led 
to false positives might be RF. Sample dilution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false positive rate. 
Conclusions The factors that lead to false positives may be RF, and sample dilution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false positiv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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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13 

Alere Afinion AS100 ACR POCT 检测系统 

检测尿白蛋白肌酐比的性能评价 

 
龚敬凯 

上海市临检中心 

 

目的  对 POCT 仪器 Alere Afinion AS100 ACR 检测系统检测尿白蛋白肌酐比（ACR）的检测性能

进行评价。 

方法  依据 CLSI 颁布的 EP5-A2、EP6、EP9-A2、EP15-A2 和《医学实验室方法确认基础》等文

件对仪器检测 ACR 的精密度、线性范围、干扰实验等进行评价。收集尿液样本与日立 7180 生化

仪（罗氏、科华试剂）进行样本比对。 

结果  1.批内精密度尿白蛋白高低值 CV 为 7.15%、9.50%；尿肌酐 CV 为 3.22%、3.48%；批间精

密度尿白蛋白 CV 为 8.51%、8.19%；尿肌酐 CV 为 3.29%、3.65%。2.尿白蛋白线性范围为（9.8-

196.7）mg/L；尿肌酐线性范围为（3.8-28.5）mmol/L。3.在干扰实验中，溶血血红蛋白对尿白蛋

白低值的检测有负干扰，乳糜对尿肌酐高值的检测有正干扰。4.在临床样本对比中，只有尿肌酐项

目与罗氏试剂结果具有良好可比性。医学决定水平的分析中，除尿白蛋白的高值两个评价标准均不

符合外，其余项目结果均符合。 

结论  1.Alere Afinion AS100 ACR POCT 检测系统检测 ACR 操作简便，可用于肾脏等疾病的筛选

普查。2.仪器精密度不符合评价标准，与全自动生化仪检测系统比对存在差距，目前并不适用于临

床 ACR 的检测与监测。 

 
 

PU-0714 

307 例吸毒人员尿蛋白检测结果分析 

 
王蕾 1,关晶 2,周芳芳 1,李永烶 1 

1.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徐汇分院 

2.山西省运城市中心医院 

 

目的  通过检测部分吸毒人员尿液总蛋白（TPU）、微量白蛋白（U-MA）、α1 微球蛋白（α1-

MU）的结果，评估吸毒人员肾功能的状况。 

方法  检测 307 例吸毒人员和 201 名体检健康者（正常对照组）尿液总蛋白（TPU）、微量白蛋白

（U-MA）、α1 微球蛋白（α1-MU）水平。根据吸毒人员吸食毒品的种类不同分为冰毒组（213

例）、吗啡组（30 例）、混吸组（36 例）和其它组（28 例），比较各分组的检测结果。 

结果  各组 TPU 检测结果为：吗啡组>混吸组>吸毒组>冰毒组>其它组>正常对照组；各组 U-MA 检

测结果为：混吸组>冰毒组>吸毒组>吗啡组>其它组>正常对照组；各组 α1-MU 检测结果为：吗啡

组>混吸组>吸毒组>冰毒组>其它组>正常对照组。男性吸毒人员 TPU、α1-MU 水平均明显高于女

性吸毒人员（P <0.01）。 

结论  冰毒对肾小球的损伤更为严重，吗啡对肾小管的损伤更为严重。应高度重视并加强对吸毒人

员的健康干预，有效地控制毒品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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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15 

抗穆勒氏管激素与睾酮联合检测 

对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临床预测价值研究 

 
逯晓辉 1,高海杰 2,洪国粦 1,王前明 1,张加勤 1,黄宇 1 

1.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厦门市妇幼保健院,361000 

 

目的   探讨抗穆勒氏管激素( AMH)、睾酮（T）及 AMH 与 T 联合检测对多囊卵巢综合征( PCOS) 

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2015 年 7 月—2017 年 9 月在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生殖医学科就诊的 PCOS 患者

210 例作为 PCOS 组；选取同期因男方因素不孕而就诊于本院生殖医学科的健康女性 288 例作为

对照组。比较 2 组年龄、身高、体重、体质指数（BMI）、FSH、LH、P、PRL、T、AMH、甘油

三酯（TG）、胆固醇（CHO）、高密度脂蛋白（HDL）、低密度脂蛋白（LDL）、GLU 和胰岛

素，分析 PCOS 组 AMH 与各生化激素指标的相关性，用 SPSS 绘制 ROC 曲线及统计分析。 

结果  （1） PCOS 组体重、BMI、LH、FSH、T、AMH、TG、CHO、LDL、GLU 和胰岛素均明显

高于对照组；HDL 低于对照组，且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2 组年龄、身高、E2、

P、PRL 组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 ＞ 0.05)。（2）AMH 水平与 LH、T、CHO、LDL、GLU 和胰

岛素水平呈正相关(P ＜ 0.01)；AMH 水平与 TG 水平呈正相关(P ＜ 0.05)；AMH 水平与 FSH 水平

呈负相关(P ＜ 0.01)；AMH 水平与 P、PRL、E2和 HDL 水平无相关性(P ＞ 0.05)。（2）AMH 预

测多囊卵巢综 合 征 的敏感度为 79.05% ，特异度为 69.44 % ；T 预测多囊卵巢综合 的敏感度为

66.67 % ,特异度为 67.36 % ；AMH 联合 T 预测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敏感度为 82.86% ，特异度为

67.71%。 

结论  AMH 与 T 的联合检测敏感度高于 AMH 单项检测，对临床 PCOS 的预测有很重要的指导意

义。 

 
 

PU-0716 

慢病毒介导稳定过表达 Foxp3 基因可抑制乳腺癌细胞 

在体内的增殖和转移 

 
李佳林,王会中 

解放军 305 医院 

 

目的  探讨 Foxp3 基因对乳腺癌细胞中 MMP2 表达的影响，阐明 Foxp3 抑制 MMP2 表达的分子机

制 

方法  首先通过 Transwell 实验观测 Foxp3 对乳腺癌细胞侵袭能力的影响；采用 Real-time PCR 和

western-blot 检测过表达 Foxp3 对乳腺癌细胞中 MMP2 表达水平的影响；明胶酶谱实验检测

Foxp3 对 MMP2 活性的影响；最后通过报告基因实验阐明 Foxp3 调控 MMP2 表达的机制。 

结果  过表达 Foxp3 能够显著抑制乳腺癌细胞的转移；RT-PCR、western-blot 和明胶酶谱实验结

果显示 Foxp3 可以抑制乳腺癌细胞中 MMP2 的表达及活性；报告基因实验结果证实 Foxp3 通过抑

制 MMP2 启动子的转录活性抑制其表达。 

结论  Foxp3 能够通过下调 MMP2 的表达抑制乳腺癌细胞的转移，为深入研究 Foxp3 在体内的抑瘤

作用及乳腺癌的基因治疗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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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17 

性发育异常的遗传学研究进展 

 
史博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272000 

 

目的  性发育异常（DSD）是先天性疾病，在个体的染色体，性腺和表型性别之间存在差异。这种

病症历来难以诊断并对患者及其家属造成巨大心理压力。通过对人类样本遗传学分析可明确参与性

腺发育成睾丸或卵巢的功能性基因和途径。然而，许多 DSD 患者仍然没有接受基因诊断。新的遗

传基因组技术正在扩展我们对 DSD 的基础机制的了解，并开辟了临床诊断的新途径。我们回顾遗

传学技术已确定的人类性别决定基因，讨论最近的基因组技术的研究结果，并提出新的临床诊断

DSDs 标准。 

方法  下一代测序（NGS）CMA 

结果  这是从睾丸决定因子 SRY 的缓慢发现到新的基因组技术带来的快节奏的进步的漫长的旅程。

已经确定了涉及性别决定的许多新基因，并且对于患有 DSD 的患者的诊断的路径已经相当容易。

性发展的领域作为一个整体已经逐渐完善。DSD 曾经被认为是罕见的事件，有争议和特殊性的医

学知识。目前的了解到更多有关 DSD 诊断的表型，包括生殖道或性染色体非整倍体的发育变异。

治疗 DSD 的临床实践正在越来越多的依据（努力标准化诊断和表型），应组建多学科网络，建立

标准化数据与 DSD 相关，包括遗传、表型和心理社会发现。该项目将产生一个可搜索的数据库，

作为分析和报告平台，用于生成 DSD 管理的最佳临床实践。基因组分析的进展，已经允许 DSD 患

者的明确分类。 

结论  DSD 的遗传诊断已经成为其家族创造未来的第一步，并解决他们的许多焦虑的问题。我们仍

然面临挑战，从一个不完美的诊断能力开始，即使使用最复杂的全基因组技术。环境因素对性发育

的影响已经开始明确[56]，很可能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了解病人致病基因和表观遗传信息是改善

DSD 患者的健康和福利的未来路径。 

 
 

PU-0718 

MTHFR C677T 基因多态性的三种 

检测方法比对及其与冠心病的相关性分析 

 
廖倩筠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对 PCR-芯片杂交法、PCR-荧光探针法和 PCR-金磁微粒层析法检测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

（methylene tetrahydrofolate reductase，MTHFR）C677T 基因多态性进行方法学比对，分析该

位点的基因型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18 例 EDTA-K2抗凝外周血，提取 DNA，同时采用 PCR-芯片杂交法、PCR-荧光探针法

和 PCR-金磁微粒层析法检测 MTHFR C677T 基因型。收集 120 例非冠心病患者和 115 例冠心病

患者 EDTA-K2抗凝外周血，用 PCR-芯片杂交法对 MTHFRC677T 进行基因分型。 

结果  三种方法中，PCR-金磁微粒层析法需要的仪器最简单，但 PCR-荧光探针法所需时间最少，

操作最简便。三种方法均可将 MTHFR C677T 分为 3 型，即 CC 型、CT 型和 TT 型，三种方法的

检测范围一致，三种方法的结果完全具有一致性（Kappa=1.000）。MTHFR C677T 位点的 CC

型、CT 型和 TT 型的分布在 115 例冠心病组患者和 120 例非冠心病组患者中有差异，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等位基因 C 和 T 的基因频率在两组中的分布差异也没有统计学意义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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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PCR-芯片杂交法、PCR-荧光探针法和 PCR-金磁微粒层析法均可用于 MTHFR C677T 基因

分型检测，可根据各自条件进行选择相应的方法学；MTHFR C677T 基因型与冠心病无明显相关

性。 

 
 

PU-0719 

白蛋白/纤维蛋白原比值对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 

迟发性脑缺血的预测价值研究 

 
陈素云,赵志新,罗笑会,陈世勇 

浙江省台州医院,318000 

 

目的  探讨白蛋白/纤维蛋白原比值（AFR）检测对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患者迟发性

脑缺血（DCI）的预测价值。 

方法  选取 2012-2017 年台州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aSAH 患者 170 例，根据是否发生 DCI，将患者

分为 DCI 组(52 例)与无 DCI 组(118 例)，分析比较两组的临床信息以及实验室数据，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aSAH 患者 DCI 的影响因素，比较不同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Hunt-Hess

分级患者 AFR 水平，并绘制 AFR 预测 aSAH 后 DCI 的 ROC 曲线。 

结果   两组在吸烟、饮酒、高血压、糖尿病发生率，性别、动脉瘤位置、是否多瘤、动脉瘤位置、

手术方式、红细胞分布宽度（RDW）、淋巴细胞水平、血小板计数、甘油三酯水平、活化的凝血

酶原时间（APTT）、凝血酶时间（TT）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DCI 组的年

龄、Hunt-Hess 分级 III-IV 级所占比率，白细胞计数、NLR、血糖、凝血酶原时间（PT）、纤维蛋

白原水平（FIB）均高于非 DCI 组（p<0.05），而 GCS 评分、总蛋白、白蛋白水平、胆固醇水

平、AFR 均低于非 DCI 组（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p=0.010）、低 GCS

评分（p=0.012）、低 AFR（p=0.000）是 aSAH 患者 DCI 的独立危险因素。Hunt-Hess 分级 III-IV

组的 AFR 水平低于 I-II 级组（p<0.05），GCS（3-8）组的 AFR 水平低于 GCS（13-14）组

（p<0.05）。ROC 曲线显示 AFR 预测 aSAH 后 DCI 的曲线下面积（AUC）为 0.71 [95%CI 

（0.62,0.79），p<0.05]。 

结论  外周血的 AFR 是 aSAH 患者 DCI 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且对 aSAH 后 DCI 有一定预测价

值，应当引起重视。 

 
 

PU-0720 

放射免疫分析法诊断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患儿的应用

价值及血清铁蛋白水平的变化对病情的预测价值 

 
何强,董莎,师磊 

济医附院兖州院区 

 

目的  探讨放射免疫分析法诊断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HLH）患儿的应用价值及血清铁

蛋白（SF）水平的变化对病情的预测价值。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 2015 年 1 月~2018 年 3 月收治的 58 例 HLH 患儿临床资料，患儿均使用放射

免疫分析法定期检测 SF 水平，并选取同时期于我院门诊行体检的 33 例正常儿童为对照组，参照

HLH-04 诊疗方案治疗效果将 HLH 患儿分为显效组、有效组和无效组，对比各组治疗前后 SF 水平

变化情况。 

结果  58 例 HLH 患儿经过治疗后总有效率为 91.38%；HLH 组治疗前 SF 水平均＞500μg/L-1，且

HLH 组治疗前 SF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经过早期治疗后 HLH 患儿中显效组和有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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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 SF 水平较治疗前明显降低（P＜0.05），无效组治疗前后 SF 水平对比（P＞0.05）；显效

组和有效组一共复发 10 例（18.87%），复发后患儿 SF 水平较复发前有明显增高（P＜0.05）。 

结论  SF 水平升高可以增加临床诊断 HLH 的准确性，而 SF 水平变化和患儿病情活动有很大的关

系，临床可以通过检测 SF 值水平变化对临床疗效进行相应的判定。 

 
 

PU-0721 

广东地区超敏 CRP 参考区间的建立 

 
谢传珍,张鹏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建立适用于广东地区的超敏 CRP 参考区间。 

方法  选择健康体检者 244 例，利用本实验室 BNII 全自动特种蛋白分析仪建立超敏 CRP 的参考区

间。 

结果   健康者血清超敏 CRP 参考区间与年龄及性别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实验室超

敏 CRP 成年人参考区间为（0.15-1.89mg/L）。   

结论  广东地区健康者超敏 CRP 水平不受年龄、性别的影响，为 0.15-1.89mg/L。自建参考区间范

围相对厂商提供的参考区间范围更窄，更适用于本地区人群。 

 
 

PU-0722 

Effect of Vitamin C on Serum Uric Acid: A Meta-analysis 

 
Jiulong Li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vitamin C supplementation on serum uric acid (SUA) by pooling 
the findings from publishe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ails (RCT) using meta-analysis method.  
Methods After searching in PubMed, EMBASE, Ovid, and the Cochrane Library, CBM, CNKI, 
VIP and CBM, from 1965 January up to 2016 February, RCTs concerning intervention of SUA by 
VC were collected and retrieved. Eligible RCTs were evaluated qualitatively by using Cochrane 
risk of bias assessment tool and utilizated RevMan 5.3, Stata 12.0 software for Meta-analysis. 
Results Twelve RCTs were identified, including 631 cases were eligible for the meta-analysis. 
Meta-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VC reduced the levels of SUA more effectively than control 
group, WMD=-0.35 95% CI [-0.44, -0.26].Subgroup analyses for the dose and duration of VC 
supplementation showed the difference were significant between two groups (P < 0.05). 
Conclusions  In aggregate, VC supplementation significantly lowered SUA’s level. Future, more 
high quality, large sample, randomized, double-blind clinical controlled trials were needed to 
determine whether VC supplementation could reduce hyperuricemia or decrease the ratio of 
gout’s incidence and re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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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23 

血清同型半胱胺酸、脂蛋白(α)检测 

在动脉粥样硬化症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王鹏,杨丽,彭忠忠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同型半胱胺酸(HCY)、脂蛋白(α)[Lp(a)]在动脉粥样硬化症患者血清中的水平变化的

临床意义及两者联合检测对动脉粥样硬化症的诊断价值。 

方法  采用循环酶法和免疫透射比浊法分别测定 232 例动脉粥样硬化症患者和 220 例健康对照者的

血清 HCY 和 Lp(a)浓度,然后将动脉粥样硬化症组和对照组结果以及 HCY 和 Lp(a)联合检测和单项

检测的阳性率分别进行比较。 

结果  血 HCY 和 Lp(a)的浓度与动脉粥样硬化症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689 和 0.627,动脉粥样

硬化症组 HCY 和 Lp(a)的浓度[(25.6±10.9)μmol/L,(463.5±147.2)mg/L]及阳性率(65.7%,59.7%)与对

照组 [(11.6±3.4)μmol/L,(97.6±9.4)mg/L,0.0%,0.0%]比较结果有显著性增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且 HCY 和 Lp(a)联合检测阳性率(81.7%)显著高于单项检测阳性率(65.7%,59.7%),联合检

测和单项检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HCY 和 Lp(a)均与动脉粥样硬化症患病危险性呈正相关,临床监测并控制血 HCY 和 Lp(a)的水

平对动脉粥样硬化症的诊疗和预后有重要意义,两者联合检测可提高动脉粥样硬化症的诊断率。 

 
 

PU-0724 

血清甘胆酸在酒精性及乙型肝炎性肝硬化 患者中的临床意义 

 
陈体,俞松良,伍勇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410000 

 

目的  分析酒精性肝硬化、乙型肝炎性肝硬化患者及健康人群血清中甘胆酸含量的差异性，比较分

析血清甘胆酸相对于传统肝硬化血清学标志物的优越性。 

方法  通过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采用均相酶免疫法测定 49 例酒精性肝硬化患者、45 例乙型肝炎性肝

硬化患者与 30 例健康人群血清样本中甘胆酸（CG）的水平，同时测定样本血清中总胆红素

（TBIL）、谷氨酸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总胆汁酸(TBA)、γ 谷

酰转肽酶（GGT）常规肝功能指标。 

结果  酒精性肝硬化与乙型肝炎性肝硬化患者血清 CG 水平相对于健康人群均明显升高，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但酒精性肝硬化患者与乙型肝炎性肝硬化患者血清 CG 含量差异无统计学

差异（P>0.05）；同时重度肝硬化患者的 CG 水平显著高于轻度肝硬化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酒精性肝硬化患者 AST/ALT 比值较乙型肝炎性肝硬化患者 AST/ALT 比值高，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甘胆酸阳性率高达 88%，较传统肝功能相关血清学标志物（TBA、

TBIL、ALT、GGT、AST）阳性率更高。 

结论  检测肝硬化患者血清甘胆酸（CG）水平对于疾病的及时诊断、病情的评估和预后有重要的临

床价值，能帮助临床医生更加准确的判断患者疾病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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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25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Adropin Level and the 
Severity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Yan Lei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Adropin level and the severity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CAD). 
Methods 255 patient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2017-07 to 2018-03 were studie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coronary angiography(CAG),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2 groups: CAD group, 
n=153 and Non-CAD group, n=102. In CAD group, 51 patients with single vessel disease, 60 
patients with double vessel disease and 42 patients with triple vessel disease; Taking Gensini 
score 34 as the border, there were 72 patients with low Gensini score and 81 patients with high 
Gensini score. Serum  level of Adsorption was analyzed with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 ， and the levels of hs-CRP and hs-cTnI were detected ；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Adropin level and Gensini score ,the levels of hs-CRP and hs-cTnI were analyzed 
using Pearson test 
Results  Compared with Non-CAD group, CAD group had lower serum levels of 
Adropin (P<0.05) and higher serum levels of hs-CRP and hs-cTnI (P<0.05). In CAD group, the 
patients with more coronary branch lesions and the higher Gensini scores had the lower serum 
levels of Adropin .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dropin was negatively related to 
Gensini score,hs-CRP and hs-cTnI in CAD patients(P<0.05).  
Conclusions Serum bilirubin level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degree of the cornary 
stenosis,which could be as a factor to evaluate the severity of CAD.The change of serum Adropin 
is related to the severity of CAD, and the clinical severity of patients with CAD can be assessed. 
 
 

PU-0726 

Evaluation of biochemical laboratory quality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sigma in management 

 
Meihua Liu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Explore the reasons for poor performance of clinical biochemical tests and select the 
best quality control rules for each item using Sigma and quality objective index (QGI) to guide the 
improvement of inspection quality. 
Methods Choose 34 conventional biochemical tests which participated in the national external 
quality assessment of routine chemistry held by the Ministry of health inspection center in 2017, 
and use software provided by medical information network to compute sigma measure values 
and draw sigma performance verification diagram.  
Results The analytical performance of 13 projects are>6 σ, accounting for 38.2% (13/34). 3 
projects are 5 ≤ σ< 6, accounting for 8.82% (3/34). 7 projects are 4 ≤ σ < 5, accounting for 
20.58% (7/34). 9 projects are 3 ≤ σ < 4, accounting for 26.47% (9 /34). 2 projects are < 3 σ, 
accounting for 5.88% (2/34). For 2 inspection items that did not achieve 6 σ, we used the 
calculation quality target index to find out the cause of their poor performance. The 13 items with 
sigma measure values more than 6 need not to be improved according to GQI. For the 21 
projects that did not meet the 6 σ, 8 items need to improve precision preferentially, 6 items need 
to improve accuracy preferentially, and 4 items need to improve both precision and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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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We use Westgard sigma rules combined with the quality objective index to evaluate 
the reasons for poor performance, to design the quality control plan suitable for our laboratory, 
and to guid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biochemical project.  
 
 

PU-0727 

血清 C 反应蛋白与糖尿病性脑梗塞的关系 

 
毛磊,王炜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100000 

 

目的  对糖尿病性脑梗塞患者的 CRP 水平进行研究，以期了解血清 CRP 水平与糖尿病性脑梗塞的

关系。 

方法  对 122 例糖尿病性脑梗塞患者于发病后第 1、7、14 天分别抽血检测 CRP。 

结果  急性脑梗塞患者血清 C 反应蛋白不同时期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并以第 7 天为最高，以后下

降。急性脑梗塞患者血清 C 反应蛋白水平与神经缺损程度的关系呈正相关。 

结论  血清 C 反应蛋白浓度变化可作为急性糖尿病性脑梗塞病情和预后判断的指标。 

 
 

PU-0728 

吡喃糖氧化酶法检测 1,5-脱水-D-山梨醇的分析性能评价 

 
陈颖 

中山市人民医院 

 

目的  评价吡喃糖氧化酶法检测 1,5-脱水-D-山梨醇（1,5－Anhydroglucitol，1,5-AG）的分析性

能。 

方法  方法学评价研究。参考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发布的方法学系列文件，对

ADVIA2400 生化分析仪吡喃糖氧化酶法测定 1,5-AG 的精密度、正确度、抗干扰性、分析测量范围

（AMR)、临床可报告范围（CRR）、生物参考区间进行评价，并与厂家声明的性能和有关的质量

标准进行比较。 

结果  吡喃糖氧化酶法检测 1，5-AG 批内、批间和总的精密度＜5%，均小于厂家声明的标准；正

确度验证显示与配套校准品标示值的偏倚为 1.42%和 1.27%，均小于 10%的质量目标；抗干扰评

估显示，当 TG≤500 mg/dL，Bil≤50mg/dL，Hb≤20mg/dL，VitC≤50mg/dL 时对吡喃糖氧化酶法检

测 1，5-AG 无显著干扰；AMR 验证判断最佳拟合为二次多项式，1,5-AG 浓度在 0.16∼49.82ug/ml

范围内存在线性关系；CRR 最大稀释倍数是 32 倍，范围为 0.35∼1594.24µg/ml。20 名健康个体

1，5-AG 浓度除了一个检测值（12.68µg/ml）低于厂家提供的参考区间外，其余均在厂家提供的参

考区间内。 

结论  ADVIA2400 生化分析仪吡喃糖氧化酶法检测 1，5-AG 的主要分析性能指标基本满足实验室

的要求，可为临床提供可靠的 1，5-AG 结果；厂家声明的生物参考区间适用于本实验室，建立的

最大稀释倍数和 CRR 可为临床提供更好的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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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29 

α1-抗胰蛋白酶（免疫比浊法）试剂盒分析性能验证 

 
纪婷婷,张鹏,裘宇容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对应用于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 α1-抗胰蛋白酶（免疫比浊法）试剂盒进行分析性能验证 

方法  实验性能验证采用上海费玛生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主校准品、质控品及我院门诊患者

血清标本，参考 ISO15189、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 WS/T 492-2016《临床检验定量测定项

目精密度与正确度性能验证》、《检测系统分析性能验证程序》、《精密度验证程序》、《分析测

量范围验证程序》、《临床可报告范围验证程序》及 EP15-A2、EP6-A 等行业相关文件方案，于

生化分析仪对 α1-抗胰蛋白酶（免疫比浊法）试剂盒的正确度、精密度、分析测量范围、临床可报

告范围进行验证。 

结果  正确度验证显示测定值与标准值偏倚分别为-2.50%、-0.44%；试剂盒批内不精密度：CV= 

1.500/0.923 %；总不精密度 CV=  2.158/1.500 %，通过验证；分析测量范围： 0~385.15mg/dl；

临床可报告范围为 0~1925.75mg/dl 。 

结论  α1-抗胰蛋白酶（免疫比浊法）试剂盒检测结果可靠,适合在生化分析仪上进行检测，可满足

临床测试要求。  

 
 

PU-0730 

POCT 便携式血糖仪与大型生化分析仪血糖检测比对分析 

 
宋辉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272000 

 

目的  探讨 POCT 便携式血糖仪与大型生化仪检测比对结果，从而规范便携式血糖仪的临床使用。 

方法  本次对全院的便携式血糖仪 110 台与大生化仪 7600 进行了对比试验，其中强生血糖仪 77

台，为强生稳豪倍优型，罗氏血糖仪 33 台，为罗氏卓越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为日立 7600-110。

每台血糖仪测试的末梢血糖结果或由制造商提供的换算公式得到的静脉血浆结果与参考分析仪测试

的静脉血浆结果之间的差异即为偏差。 

结果   强生稳豪倍优型与生化分析仪比对血糖＜4.2mmol/L 的标本 10 例检测误差范围﹣

0.32mmol/L～0.41mmol/L，血糖≥4.2mmol/L 的标本共 40 例，检测误差范围﹣ 18.11%～

14.61%，可接受斜率范围 0.95～1.03，本实验结果是 R²=0.9981，结果符合要求；罗氏卓越型与

生化分析仪比对血糖＜4.2mmol/L 的标本 10 例检测误差范围﹣0.1mmol/L～0.1mmol/L，血糖

≥4.2mmol/L 的标本共 40 例，检测误差范围﹣5.49%～3.17%，可接受斜率范围 0.95～1.03，本实

验结果是 R²=0.9991，结果符合要求 

结论  两种便携式血糖仪与大型生化仪结果较为一致，且误差在允许范围内，血糖检测结果符合国

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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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31 

多项尿肾功能检测指标评估糖尿病早期肾脏损害 

 
高娇,董瑾,乔凤娟,黄艳杰,陈兴明,敬华 

解放军第 306 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尿液中转铁蛋白(uTrf)、总蛋白浓度（uPro）、α１微球蛋白(α1-m)、N-乙酰-β-D 氨基葡

萄糖苷酶（NAG）和白蛋白/肌酐（Alb/Cr）在糖尿病早期肾损害检测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根据 mAlb，将糖尿病患者分为无肾脏损伤组(A 组)和肾脏损伤组 (B 组)。分别采用免疫比浊

法检测尿液中微量白蛋白（mAlb），散射比浊法检测 α1-m 和 uTrf，比色法检测 NAG，终点法检

测 uPro，Benedict-Behre 法检测 Cr。 

结果  和无肾脏损伤组相比，糖尿病肾脏损伤组 uTrf、uPro、α1-m、NAG 和 Alb/Cr 比值均明显升

高（p﹤0.01）。在肾脏损伤组，mAlb 与 Alb/Cr 呈正相关（r=0.615，p﹤0.01），与 α1-m 呈正相

关（r=0.532，p﹤0.05）； uTrf 与 uPro 呈正相关（r=0.651，p﹤0.01），与 NAG 呈正相关

（r=0.576，p﹤0.05）。 

结论  uTrf、uPro、α1-m、NAG 和 Alb/Cr 是糖尿病肾功能早期损害的标志物，提示除了肾小球损

伤外，还存在肾小管损伤，联合检测具有重要意义。 

 
 

PU-0732 

分子诊断技术在心房颤动临床诊疗中的应用 

 
张维贞 1,向丽 1,黄山 2 

1.贵州医科大学 

2.贵州省人民医院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心房颤动是临床上较为复杂而又常见的快速性心律失常之一，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健康。

分子诊断技术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有效的诊疗方式是提高房颤患者生存的关键，但

目前临床上的检测方法，在房颤诊疗中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就近年来关于分子诊断技术在心房颤

动中临床应用的研究进展做一简要综述。 

方法  应用单核苷酸多态性（SNP）检测、DNA 甲基化检测、miRNA 检测及蛋白质组学分析等技

术进行检测。 

结果  分子诊断技术在心房颤动的诊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结论  分子诊断技术可应用于心房颤动的临床诊疗，具有相当广阔的研究和应用前景。 

 
 

PU-0733 

血脂水平与慢性肾功能不全进展相关性研究 

 
冯斯斯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血脂水平在慢性肾功能不全不同分期中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随机选取健康体检者(对照组)32 例和慢性肾脏病不同分期患者(观察组)共 97 例，采用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检测其血清肌酐（CRE）、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

（HDL）、低密度脂蛋白（LDL）水平，用 t 检验的方法比较对照组与观察组之间血脂水平的差异

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各期之间采用单因素分析研究血脂水平在慢性肾功能不全各期之间是

否具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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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TG、TC、HDL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KD1 至 CKD5 期

TC、TG 水平逐渐升高，CKD2~5 期 TC、LDL 均较 CKD1 期明显升高（P<0.05）。 

结论  慢性肾脏病患者 TC、TG 的血清水平明显高于健康人群，且随 CKD1 至 CKD5 期逐渐升高，

与慢性肾脏病进展相关，血脂紊乱是慢性肾脏病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危险因素。 

 
 

PU-0734 

胸苷激酶 1（TK-1）在癌症诊断、监测、及预后判断的临床意义 

 
邓凡,李翠萍,王光翠,赵海龙,孙大学,孙永梅 

青岛市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市北院区 

 

目的  总结胸苷激酶 1（TK-1）近年来在癌症癌症诊断、监测、及预后判断的应用 

方法  对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归纳整理 

结果  TK-1 对癌症的早期诊断、监测和术后检测及预后判断有重大临床意义 

结论  TK-1 在细胞监测方面有更高的灵敏度，可以作为健康普查可靠的肿瘤标志物 

TK-1 和其他肿瘤标志物联合监测可以提高肿瘤早期诊断的阳性率 

TK-1 在肿瘤筛查、评估 

 
 

PU-0735 

血清 Cys-C、RBP4 水平与动脉粥样硬化的相关性研究 

 
吉永,闵雪梅,孔凡斌 

昆明市延安医院,650000 

 

目的    探讨血清胱抑素 C(Cys-C)、血清视黄醇结合蛋白-4(RPB4)与颈动脉粥样硬化（AS）的相关

性。 

方法  研究对象（168 例）行颈动脉超声测量其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IMT), 根据 IMT<1.0mm 与

≥1.0mm 分为 IMT 正常组和  IMT 增厚组,测定血清胱抑素 C（Cys-C）、视黄醇结合蛋白-4

（RPB4）、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 HDL-C)和同型半胱氨酸（HCY）水平。 并对测定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IMT 增厚组与 IMT 正常组的 Cys-C、RBP4、TC、TG、LDL-C、HDL-C、HCY 的分布不

同，即患病组与正常组各测定项目的含量总体分布不同(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相关分析

显示：血清 Cys-C 与 TC、TG、LDL-C、HCY、RBP4 呈正相关，血清 RBP4 与 TC、LDL-C、

HCY、CYS-C 呈正相关。 

结论   血清 Cys-C、RBP4 水平与颈动脉粥样硬化密切相关。 

 
 

PU-0736 

探究甲型流感病毒逆转录环介导等温扩增快速检测方法 

 
张娟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甲型流感病毒为单股负链 RNA 病毒具有传播速度快、病毒变异快而且人体缺乏对变异株的免

疫力等特点。目前常用检测甲型流感病毒的荧光 PCR 检测方法不仅需要依赖昂贵的检测仪器，耗

时长。本研究利用环介导恒温扩增技术(RT-LAMP)检测甲型流感病毒,建立一种快速便捷,适用于社

区医院的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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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使用 primer explorer  V4 软件针对血凝素（HA）基因区段设计甲型流感特异性引物，使用基

于 PH 指示剂颜色判定的 WarmStart Colorimetric LAMP 2X Master Mix 反应试剂建立甲型流感病

毒 RT-LAMP 检测体系。甲型流感病毒 RT-LAMP 体系检测呼吸道常见病原体，包括甲型流感病

毒，乙型流感病毒、丙型流感病毒、腺病毒、副流感病毒、流感嗜血杆菌、肺炎支原体和阴性对照

验证其特异性，检测倍比稀释的标准品（上海之江甲型流感病毒检测试剂盒）验证其灵敏度。随

后，RT-LAMP 技术检测 20 例甲型流感病毒临床标本，并将其结果与实时荧光 PCR 法检测结果对

比分析。 

结果  甲型流感病毒 RT-LAMP 技术检测甲型流感病毒为阳性，而其他呼吸道常见病原体和阴性对

照为阴性。甲型流感病毒最低检出限为 1.0×10²拷贝数/ml，而其灵敏度是实时荧光 PCR（1.0×10³

拷贝数/ml）的 10 倍。该方法与实时荧光 PCR 对临床标本的检测符合率 100%。 

结论  以上研究证实 RT-LAMP 技术具有高特异性和灵敏度的特点。其能够实现快速、简便地检测

甲型流感病毒，是一项能够运用于社区医院快速筛查甲型流感的技术。 

 
 

PU-0737 

C-反应蛋白（CRP）检测在上呼吸道感染中的应用价值 

 
陈吉兴 

牙克石市人民医院,021000 

 

目的  上呼吸道感染为常见病、多发病。C 反应蛋白（CRP）几乎不受年龄、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C 反应蛋白（CRP）水平在各类感染性疾病中均程不同程度变化。研究探讨 C 反应蛋白（CRP）

测定，在上呼吸道感染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病例研究，选择 2018 年 3 月至 2018 年 4 月在本院诊治的 92 例上呼吸道感染患者，对他们

的 C 反应蛋白（CRP）测定数据进行分析；仪器与试剂由深圳迈瑞公司提供，仪器型号为：

BS20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试剂选用原厂配套试剂。跟踪随访并结合血常规等其他检查进行分

析。 

结果  92 例上呼吸道感染患者中，C 反应蛋白（CRP）检测值大于参考值上限 6.0mg/ml 的人员 71

例，平均检测值为：12.7mg/ml，占检测比例 77.2%，通过结合血常规等其他检查，诊断为病毒感

染的患者 42 例（占患者人群的 45.65%,，C 反应蛋白（CRP）检测值均小于 10.0mg/ml）；细菌

感染患者 28 例（占患者人群的 30.43%，C 反应蛋白（CRP）检测值在 30.0mg/ml—300mg/ml 之

间），肺炎支原体感染者 22 例（占患者人群的 23.92%，C 反应蛋白（CRP）检测值在

0.0mg/ml—40mg/ml 之间）。 

结论  在上呼吸道感染中，C 反应蛋白（CRP）是比血常规灵敏的感染性标志物；C 反应蛋白

（CRP）检测结果正常排出细菌感染，不考虑应用抗生素；C 反应蛋白（CRP）检测结果大于

50mg/ml 应考虑为细菌感染；C 反应蛋白（CRP）检测与血常规检测相结合能够为细菌感染和非细

菌感染的鉴别诊断提供正确的方向；在上呼吸道感染患者中常规检测 C 反应蛋白（CRP）具有重

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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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38 

MA、UACR、NT-proBNP、AT-Ⅲ联合检测 

在早期肾损伤诊断中的临床效能 

 
魏晓巍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10000 

 

目的  探讨联合检测尿微量白蛋白（MA）、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UACR）、氨基末端-脑钠肽

前体（NT-proBNP）和抗凝血酶-Ⅲ（AT-Ⅲ）在原发性高血压(EH)及糖尿病(DM)患者早期肾损伤

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我院 2018 年 1 月~2018 年 5 月 96 例确诊原发性高血压及糖尿病早期肾损伤的患者，其

中男 49 例，女 47 例，根据 MA 的水平分为正常蛋白尿组 (MA<30 mg/L，27 例)、微量白蛋白尿组 

(MA 30~300 mg/L，32 例)和临床蛋白尿组 (MA>300 mg/L，37 例)；健康对照组为我院 40 例健康

体检者，其中男 20 例，女 20 例，各项功能指标均正常。测定所有准入受检者晨尿 MA、UACR，

空腹 NT-proBNP 及 AT-Ⅲ。采用 SPSS19.0 软件处理数据，临床蛋白尿组及微量蛋白尿组分别与

正常蛋白尿组及健康对照组进行组间各项指标差异比较的 t 检验，采用 MedCalc 软件绘制 ROC 曲

线，计算分析 AUC 面积进行各指标诊断价值的评价。 

结果   临床蛋白尿组及微量蛋白尿组分别与正常蛋白尿组及健康对照组 MA、UACR、NT-

proBNP、AT-Ⅲ四项指标与正常蛋白尿组及健康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临床蛋白尿组各项指标检测结果与微量蛋白尿组相比差异亦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MA、

UACR、NT-proBNP、AT-Ⅲ联合诊断结果表明，并联检测诊断早期肾损伤的灵敏度（92.8%）高

于单项检测灵敏度，串联检测的特异性（90.7%）亦高于各指标单独诊断，联合诊断 ROC 曲线

AUC 面积大于单项诊断效能。 

结论  MA、UACR、NT-proBNP 和 AT-Ⅲ的联合检测可提高原发性高血压及糖尿病患者早期肾损伤

的临床诊断效能。 

 
 

PU-0739 

高血压合并冠心病患者吸烟 

与血脂、同型半胱氨酸及白细胞水平之间的关系 

 
柳欣琦,张伟,黄敏 

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目的  分析吸烟对高血压(HTN)合并冠心病(CAD)患者血脂、血同型半胱氨酸（Hcy）及白细胞

（WBC）水平的影响，从而为 CAD 患者治疗及生活方式改善提供参考。 

方法  选择明确诊断为 CAD 且合并 HTN 患者 198 例（CAD+HTN 组），HTN 患者 206 例（HTN

组），测定血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HDL-C）、血 Hcy 及 WBC。分析 CAD+HTN 组与 HTN 组间不同吸烟状况对血 TC、

TG、LDL-C、HDL-C、Hcy 及 WBC 的影响。 

结果  在各项检查指标中，TC、TG、LDL-C 和 Hcy 在两组之间有显著性差异（P<0.05）,而 WBC

和 HDL-C 在两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吸烟使 HTN 患者的血 Hcy、WBC、血脂水平升高，而且随着 HTN 合并 CAD 的进展血

Hcy、WBC、TG 水平更高，提示吸烟可导致单纯高血压患者血 Hcy、WBC、TG 水平上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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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吸烟促进 CAD 患者 CAD 发生发展的早期及关键机制，可作为 CAD 患者 CAD 发展程度的判定

指标，为早期诊断、预防和控制 HTN 合并 CAD 的发生发展提供参考。 

 
 

PU-0740 

晚期结直肠癌患者血液中氟尿嘧啶浓度的检测 

与疗效及预后的关系 

 
崔洁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750000 

 

目的  晚期结直肠癌患者使用氟尿嘧啶（5-FU）化疗后，检测其血液中 5-FU 的浓度，探讨晚期结

直肠癌患者采用 5-FU 化疗后血药浓度的不同与化疗疗效、肿瘤反应、毒副作用和生存情况的关

系。 

方法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接受治疗的 174 例晚期结直肠癌的患

者，静脉滴注 5-FU 后 18-24 小时抽取患者静脉血，采用纳米增强免疫比浊法检测患者血液中 5-FU

浓度，5-FU 的靶向浓度范围为 20-30 mg·h/L，根据 5-FU 血药浓度的不同将患者分为高于靶向范

围组，低于靶向范围组及靶向范围组，同时记录患者临床特征、化疗疗效及毒副反应、生存情况；

采用 Logistic 观察患者不同浓度范围组别与其临床特征之间的关系，采用卡方检验对于三组疗效及

毒副作用进行统计学比较，采用 Kaplan-Meier 法绘制生存曲线，及采用对数秩和检验进行生存曲

线比较。 

结果  患者输注氟尿嘧啶后在相同时间段抽血检测氟尿嘧啶浓度，其血药浓度差异很大，为 2.267-

31.06 mg.h/L，中位血药浓度是 15.368 mg.h/L，最高血药浓度（31.06 mg.h/L）是最低血药浓度

（2.267 mg.h/L）的 13.7 倍，发现氟尿嘧啶与患者临床指标的关系如下 （1）：临床特征：患者输

注 5-FU 后其血药浓度不同，与患者术前癌胚抗原（CEA）情况、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

淋巴结（LN）转移状况、转移器官数目有关。（2）化疗效果：不同浓度范围组别之间化疗效果有

统计学差异，靶向范围组患者化疗效果较低于靶向范围组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毒副反

应：高于靶向范围组患者毒副反应较低于靶向范围组及靶向范围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

生存期：靶向范围组患者生存期较低于靶向范围组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晚期结直肠癌患者检测 5-FU 血药浓度，对结直肠癌患者的疗效、毒副反应及预后有一定的

预测价值。 

 
 

PU-0741 

多项目冰冻混合人血清标准物质研制中的均匀性检验分析 

 
王建兵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依据标准物质制备指南，评价自制多项目冰冻混合血清标准物质的均匀性。为同行在制备大

批量多项目标准物质在均匀性检验中提供借鉴。 

方法  参照文件 CNAS-GL29《标准物质/标准样品定值的一般原则和统计方法》要求，评价自制多

项目冰冻混合人血清标准物质的均匀性。用 Roche 生化免疫分析仪流水线测量该自制冰冻混合人

血清标准物质的 12 个项目。各项目抽取至少 10 支样本进行均匀性检验，并在一天一个批次内完

成，每支样本重复测量 3 次，同时按照一定的顺序对抽样样本进行这 3 次的测量。计算测量结果均

值( )、标准差(s)和变异系数(CV%)。并用单因素方差分析（F 检验法）和 SS≤0.3σ 准则分析评价

其瓶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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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方差分析（F 检验法）中，LDH 的高值、低值均 P＜0.05；且 ALT、AST、TBIL、TP（离

心前或离心后）的高值 P＜0.05，表示有统计学差异；其他测量结果 F 均＜其临界值，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而在 SS≤0.3σ 的均匀性检验分析中，结果显示只有高值的 LDH 均 SS＞0.3σ，

表明经离心处理前后的自制高值 LDH 标准物质都存在瓶间不均匀情况，该项目标准物质不符合标

准物质制备要求，则需重新制备；其他项目测量结果 SS 均≤0.3σ，其他项目无瓶间差异。同时

SS≤0.3σ 准则与方差分析（F 检验法）结果进行对比，原来 ALT、AST、TBIL、TP（离心前或离心

后）的高值 P＜0.05，而在 SS≤0.3σ 分析结果显示是均匀的。对此，均匀性判断最终以 SS≤0.3σ 分

析检验结果为准。 

结论  经过均匀性检验结果分析显示：本批次的多项目冰冻混合人血清标准物质仅 LDH 高值项目存

在瓶间差异，不满足制备要求需重新制备；而其他项目标准物质均匀性满足制备要求。 

 
 

PU-0742 

Development of candidate reference method for adenosine 
deaminase in human serum  

and preliminary clinical application 

 
Liqiao Han 

Guangdong Province Hospital OF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Adenosine deaminase (ADA) is a key enzyme in the metabolism of adenosine,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agnosis or auxiliary diagnosis of many clinical diseases, such as 
tuberculosis, typhoid, liver disease and so on. There are several analytical methods are used for 
its detection in China, include spectrophotometry method, selected ammonia electrode method, 
isotope-labeling method, chemiluminescence method, enzymatic coupling method, and so forth. 
But different methods or even the same method in different systems often yielded  different 
results among laboratories and can’t be commutability to each other due to lack of identical 
traceable standard. As a result, reference method was needed to calibrate the routine methods 
and make them standardization and commutability. 
Methods of ADA coupled with purine nucleoside phosphorylase (PNP), xanthine oxidase (XOD) 
and peroxidase (POD) was selected as the optimized basement after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kinds of methods. The range of detect factors was validated using one-way-variant method, the 
concentration, combination and pH of the reagent were optimized using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RSM).  The catalytic concentration of ADA in serum was detected by U-3310 
ultraviolet spectrophotometer and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rate of absorbance. Performance of 
this candidate reference method was validated according to CLSI documents EP5-A2, EP6-A, 
and EP7-A. Reference interval based on this candidate reference method for adults was also 
developed according to document CLSI C28-A3. In addition, 40 samples of serum pools were 
measured by clinical method before and after calibration by this candidate reference method 
according to document EP9. 
Results Intra-assay precision of the candidate reference method was both 0.44% at 
31.2 U/L and 80.9 U/L. Inter-assay precision was 1.81% at 31.2 U/L and 0.76% at 80.9 U/L. The 
linearity of the method response from 0.33 to 286.51 U/L (R2=0.9998, P<0.05). Reference 
material of BCR-647(IRMM) (153.0±5.4 U/L) was measured for accuracy, mean value±SD was 
194.1±0.5 U/L.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interference (< 5%) and carry over. The uncertainty of the 
method was 0.6 U/L at 31 U/L. Reference interval of ADA for adults (18-79 years) in Southern 
China is 0-31U/L (n=640, female=354, male=296, α=0.05). Before calibration, the mean deviation 
of the clinical method was -45.7% compared to the candidate reference method, and -44.3%, -
37.9% at medical decision points of 30 U/L, 200U/L, respectively. After calibration, the mean 
deviation was down to -3.7%, and -2.6%, 2.0% at medical decision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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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Candidate reference method for ADA has been developed, this method is specific, 
stable and has the optimized conditions and the definitive uncertainty. It can be used for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linical routine methods.  
 
 

PU-0743 

Trueness verification of results for measurement of  
γ-glutamyltransferase from 23 clinical laboratories 

 
Jianbing Wang 

Guang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of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The most possible alternative solution currently recommended for trueness 
assessment 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erence measurement system and commutable materials. 
Methods Five fresh frozen samples in conjunction with five lyophilized materials were distributed 
to 23 participating laboratories for determination of GGT which present in the samples. In addition, 
one of other three fresh frozen serums was used to calibrate 23 measurement systems and the 
other two samples were also measured by those laboratories. Target values for the samples were 
obtained with consensus mean and reference methods. The results from each laboratory were 
compared to consensus mean by 23 clinical laboratories and target values by reference 
laboratories. The acceptable bias range was evaluated by the 1/4 allowable total error for GGT as 
described in CLIA’88 (5%) and based on biologic desirable bias criteria (11.2%). The 
commutability of lyophilized materials was evaluated according to CLSI guidelines EP14-A2. 
Results The relative bias of results taken from 23 routine systems compared with the reference 
target values were -24.24%-8.94% for FFS1-5 and -24.04%-22.44% for Lyo1-5. All lyophilized 
samples that lie outside the prediction interval were observed non-commutability between 
Beckman analyzer Unicel DxC800 synchron and reference measurement laboratory. Before 
calibration, relative bias of consensus mean from reference method is -5.76% for FFS6 and -
5.31% for FFS7, after calibration, the bias dropped to -1.19% and -0.89%. 
Conclusions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fresh frozen serum combine with primary reference 
measurement procedure can be a valuable tool to evaluate trueness of measurement results in 
proficiency testing. 
 
 

PU-0744 

Isotope-Dilution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Candidate Reference Method for 

Unconjugated Estriol in Human Serum 

 
Qiaoxuan Zhang 

Guangdong Province Hospital OF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Measurement of unconjugated estriol (uE3) is a useful tool for assessment the risk of 
Down syndrome in clinical laboratories. Several immunoassays for uE3 exist but differ in low 
accuracy. Even uE3 measurement has been reported by LC-MS/MS which was derivatized before 
measurement to enhance the sensitivity, the experimental process is complicated and leads to 
low precision, and it was not conducive to the popularity in the laboratory. We developed and 
evaluated a candidate reference measurement procedure (RMP) to standardize uE3 
measurement. It was directly measurement by LC-MS/MS method after liquid/liquid extraction 
without derivatization. This method provides highly accurate and precise value, and ensures 
accurate and comparable results across testing systems and labora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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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uE3 was quantified by isotope-dilution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with electrospray ionization in the negative ion mode monitoring 287→145 (uE3) 
and 290→148 ([2-3-4-13C3] E3) after liquid/liquid extraction of serum by use of a combination of 
ethyl acetate and n-hexane (50:50, v/v). The intraassay and interassay imprecision, sensitivity, 
measurement uncertainty, specificity, potential interferences, matrix effects, ion suppression, 
carryover and sample stability were evaluated.We used calibrator bracketing to give higher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to serum value assignments. The accuracy of the candidate RMP was 
evaluated by use of a recovery study for the added uE3 and validated by split-sample comparison 
to established RMPs. The serum samples from patients in the second trimester of pregnancy 
were used to measure uE3 concentrations by this LC-MS/MS method and two immunoassay 
methods, i.e., IMMULITE 1000 and AutoDELFIA1235. 
Results The candidate RMP gave maximum intraassay, interassay, and total percent CVs of 
1.36%, 2.04% and 2.86% across the concentrations of uE3 at 0.4, 5.0 and 20.0 ng/mL. The LOD 
and LOQ of this candidate RMP are showing 0.04 and 0.10 ng/mL, respectively. We tested 
structural analogs of uE3 and investigated the interference of three major endogenous 
compounds: hemoglobin, bilirubin and lipids, and found no interferences with the measurement. 
Conclusions We have developed a highly accurate and precise candidate isotope-dilution LC-
MS/MS RMP, which sample preparation requires no derivatization. Use of this candidate RMP 
can provide an accuracy base to which routine methods for uE3 can be compared. 
 
 

PU-0745 

Exploration of the standardization of 13 conventional 
biochemical project measurement results 

 
Jianbing Wang 

Guang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of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Using the reference measurement system and fresh frozen serum to evaluation the 
accuracy of the 13 conventional biochemical project of 21 clinical laboratories in GuangZhou,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e traceability of the measurement result can meet the clinical need. Values 
are assigned to the fresh frozen serum with reference method, which used to calibration the 
routine systems, after calibration, whether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consistency of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Methods  Three reference laboratory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standard reference method forALT, 
AST,TP andALP andGGT, BUN, UA, CR, LDH, AMY, CK, TBIL andGLU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FCC recommendation , reference target values assigned with the mean of three laboratory 
measurement results. 2. five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fresh frozen serum and 5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lyophilized samples were distributed to 21 participating laboratories, and the 
mean values of all the laboratory measurements as the mean target values. Using the above two 
kinds of target value to evaluate the accuracy of conventional detection system of 21 participating 
laboratories, for the same project, whether can realize the determination results among different 
detection system accurate and comparable.  
Results  Three reference laboratory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standard reference method for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total protein (TP) and 
alkaline phosphatase (ALP) and gamma pancreatic acyl transferase (GGT), BUN (BUN), uric acid 
(UA), creatinine (CR),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amylase (AMY), creatine kinase (CK), total 
bilirubin (TBIL) and glucose (GLU)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FCC recommendation , reference 
target values assigned with the mean of three laboratory measurement results. 2. five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fresh frozen serum and 5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lyophilized samples were 
distributed to 21 participating laboratories, and the mean values of all the laboratory 
measurements as the mean target values. Using the above two kinds of target value to evaluate 
the accuracy of conventional detection system of 21 participating laboratories, for the same 
project, whether can realize the determination results among different detection system accu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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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mparable. 3. Five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fresh frozen serum 13 projects were validated 
the homogeneity and stability. 4. For GGT project of fresh frozen serum shows that the bias is 

greater than lyophilized samples, therefore，we select one of the obvious lab for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 of matrix. 5. Fourteen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fresh frozen serum samples and 9 fresh 
frozen serum calibrator were received from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Clinical Laboratories, to 
explore the accuracy of the measurement result of 13 biochemical projects before and after the 
calibration. Target value of these fresh frozen serum samples from five reference laboratories.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of 21 laboratorie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reference target value, 
respectively, and calculate the bias. 
Conclusions Overall, the trueness of the results is not satisfactory in this study, the accurate and 
comparable of the test results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attention for China's clinical 
laboratory. Manufacturers should guarantee the accuracy of the product can be traced to the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system. The laboratory shoul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al condition of 
their lab to choose the correct judgment standard. Using fresh frozen serum and reference target 
value can be better than using the mean of laboratory and lyophilized samples to evaluate the 

accuracy of the results。The homogene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fresh frozen serum samples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the result of the measurement. In addition, the use of fresh frozen serum 
as a calibrator, to some extent, can improve the diversified situation of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for the same analyte among different examination system. 
 
 

PU-0746 

血清免疫球蛋白 IGG、IGA、IGM 

在儿童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中的应用 

 
方宗信,黄瑞茹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学院,230000 

 

目的  检测儿科病人血清免疫球蛋白 IgG、血清免疫球蛋白 IgA、血清免疫球蛋白 IgM 水平，评价

其儿童呼吸道感染性疾病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 

方法  选择在我院收治婴儿以及幼儿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病人共计 30 例作为研究组；另选 30 例呼吸

道感染性疾病治疗好转病人。同时选择 30 例无吸道感染性疾病的其他疾病婴儿以及幼儿作为对照

组，检测所有受试者血清的 IgG、IgA、IgM 含量，并作相关性分析。 

结果  吸道感染性疾病组患者血清 IgG、IgA、IgM 含量和吸道感染性疾病治疗好转组相比(P＜

0.05)；吸道感染性疾病组、吸道感染性疾病治疗好转血清 IgG、IgA、IgM 含量和对照组血清

IgG、IgA、IgM 含量均(P＜0.01)。 

结论  IgG、IgA、IgM 含量在儿童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中的应用诊断和治疗效果中判断中具有重要意

义。 

 
 

PU-0747 

生化检验项目在诊断肝硬化疾病中的临床作用分析 

 
黎阳 

湛江中心人民医院,524000 

 

目的  分析生化检验项目在诊断肝硬化疾病中的临床作用。 

方法  将我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2 月收治的 50 例肝硬化患者作为实验组；并选择同期 50 例健

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全部研究对象就给予生化检验，对检验结果进行观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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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实验组患者的 DBIL、TBIL、γ-GT、ALP、AST、ALT 等指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A/G、TP、ALB 等指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患者的纤维化指标 IV-C、

LN、PC-III、HA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通过生化检验项目，能对肝硬化疾病患者的病情进行准确和及时地判断，进而为临床治疗方

案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改善患者预后，让其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具有临床应用和推广价值。 

 
 

PU-0748 

Effect of garlic supplement in the management of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Juan Wang,Weijia Wang 

Zhongshan People&#39;s Hospital，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was designed to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garlic supplement in the management of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 
Methods PubMed, EMBASE, the Cochrane Library, and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ternet 
(CNKI) were searched for relevant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 by using the terms garlic 
and T2DM up to April 2017. The quality of included RCTs was assessed by the Cochrane tool of 
risk of bias, and data of outcomes were pooled by REVMAN 5.3. Clinical factors were handled by 
meta-regression and subgroup analysis, and risk of publication bias was explored by inverted 
funnel plots. Nine RCTs involving 768 T2DM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meta-analysis, and the 
dose of daily garlic (allicin) supplement ranged from 0.05g to 1.5g. 
Results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the level of fasting blood glucose in 1-2 weeks [SMD = -1.61, 
95%CI (-2.89, -0.32)], 3–4 weeks [SMD = -2.87, 95%CI (-4.74, -1.00)], 12 weeks [SMD = -9.57, 
95%CI (-12.39, -6.75)], and 24 weeks [SMD = -21.02, 95% CI (-32.47, -9.57)] was achieved in 
favour of the garlic group rat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fructosamine and 
glycated hemoglobin (both in 12 and 24 weeks) were also found in garlic group. Meanwhil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blood liquids of total cholesterol [SMD = -1.93, 95%CI (-2.98, -0.87), 3–4 
weeks],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SMD = -0.41, 95%CI(-0.83, -0.00), 3–4 weeks] and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SMD = -3.47, 95%CI (-5.76, -1.18),12 weeks] were confirmed after garlic 
administration. 
Conclusion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omplications. Current data confirms that 
garlic supplement plays positive and sustained roles in blood glucose, total cholesterol, and 
high/low density lipoprotein regula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T2DM. 
 
 

PU-0749 

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水解脂蛋白（a）连接的氧化磷脂 

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的作用机制 

 
刘航齐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 11 号 

 

目的  脂蛋白(a)［Lp(a)］是动脉粥样硬化（AS）形成与进展的高危因素，血浆中高浓度的 Lp(a)已

成为公认的冠心病预测因子。 

方法  研究表明，与 Lp(a)相连的氧化磷脂(OxPL)成分可能是其致 AS 的关键因素，而与 Lp(a)相连

的另一个组分——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Lp-PLA2)可水解 OxPL，其水解产物溶血磷脂酰胆碱

（Lyso-PC）和游离氧化脂肪酸（oxFFA）是促进 AS 发生发展的重要炎症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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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研究表明，与 Lp(a)相连的氧化磷脂(OxPL)成分可能是其致 AS 的关键因素，而与 Lp(a)相连

的另一个组分——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Lp-PLA2)可水解 OxPL，其水解产物溶血磷脂酰胆碱

（Lyso-PC）和游离氧化脂肪酸（oxFFA）是促进 AS 发生发展的重要炎症因子。 

结论  本文主要介绍了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水解脂蛋白（a）连接的氧化磷脂，产生炎性因子促进

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并提出 OxPL 和 Lp-PLA2 可作为心血管疾病(CVD)新靶标，具有潜在预

测指标的临床应用价值。 

 
 

PU-0750 

电化学发光免疫法检测高敏肌钙蛋白 T 的分析性能 

及临床应用价值评价 

 
李润青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目的  评价电化学发光免疫法检测 hs-cTnT 的分析性能及其在 AMI 早期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分析性能评价：参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文件和文献，对 Roche cobas 

e602 电化学发光免疫检测系统检测 hs-cTnT 的精密度（Precision）、正确度（Accuracy）、定量

检出限（LoQ）、分析测量范围（AMR）、临床可报告范围（CRR）、参考区间（Reference 

interval）进行评价，验证其是否满足厂商声明的性能指标和准则要求。临床应用价值评价：对 210

例 ACS 患者入院即刻采集静脉血测定的心肌损伤标志物（hs-cTnT、CK-MB mass、MYO、CK）

结果用 ROC 分析，评价 hs-cTnT 对 AMI 早期的诊断价值。 

结果  Roche cobas e602 电化学发光免疫系统检测 hs-cTnT 的批内 CV 和总 CV 分别为 0.59%-

4.35％和 0.94％-8.70％，与卫计委临检中心室间质评样品同方法组均值的偏差分别为 2.79％-8.75

％，验证了 LoQ 为 0.013 ng/ml，AMR 为 0.013-10 ng/ml，最大允许稀释度为 1:10，CRR 为

0.013-100 ng/ml。20 名健康参考个体 hs-cTnT 浓度均在厂商提供的参考区间内。入院即刻采集标

本的 hs-cTnT、CK-MB mass、MYO、CK 结果诊断 AMI 的 ROC 下面积（AUC）分别为 0.96、

0.89、0.78、0.78。 

结论   Roche cobas e602 电化学发光免疫系统检测 hs-cTnT 的主要分析性能达到了厂商声明的性

能指标和导则要求。hs-cTnT 可为 AMI 的早期诊断提供可靠依据。 

 
 

PU-0751 

GDM 患者血清羟自由基 

及谷胱甘肽过氧化酶(GSH-PX)的变化研究 

 
徐敏 

昆明市延安医院,650000 

 

目的  通过检测正常妊娠妇女和妊娠糖尿病妇女血清中羟自由基(·OH)、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

PX)的含量，探究其与氧化应激的关系及在妊娠糖尿病发病中作用。 

方法  选取 2016 年 8 月~2017 年 2 月来我院诊治的 GDM 患者 20 例作为实验组，正常孕妇 20 例

作为对照组，分别应用分光光度法测定每组抑制羟自由基(·OH)能力和 GSH-PX 的活力。 

结果  实验组抑制羟自由基能力较对照组显著升高(P^0.05)、GSH-PX 活力较对照组显著下降

(P^0.05)。 

结论   · OH 含量升高，GSH-PX 含量的下降影响着机体的氧化应激状况，在妊娠糖尿病的发病机

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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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52 

游离脂肪酸在胰岛素抵抗疾病中的应用研究 

 
林雨亭,马云花 

烟台市北海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游离脂肪酸与胰岛素抵抗疾病的关系，揭示血清游离脂肪酸变化在胰岛素抵抗发生

发展中的分子机制，起到尽早预防及时对相关疾病进行治疗的目的。 

方法  通过查阅文献，对胰岛素抵抗人群的血清游离脂肪酸水平进行特征性描述，揭示游离脂肪酸

对胰岛素抵抗疾病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游离脂肪酸参与的病理生理过程，探讨其诱发胰岛素抵抗

疾病的分子机制，为胰岛素抵抗状态及相关疾病的早期预防及治疗提供依据。 

结果  游离脂肪酸水平的变化与胰岛素抵抗密切相关，但目前国内外对游离脂肪酸引发胰岛素抵抗

的分析尚不明确。 

结论  游离脂肪酸升高在胰岛素抵抗中起重要作用，并且游离脂肪酸是包括糖尿病、肥胖等多种疾

病发生的重要因素。游离脂肪酸和胰岛素间的关系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游离脂肪酸参与胰岛素

抵抗发生的机制十分复杂，推测为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游离脂肪酸与胰岛素抵抗密切相关，降低游

离脂肪酸水平有望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因此，进一步研究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控制胰岛素抵抗

和脂质代谢紊乱，对于糖尿病及相关疾病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PU-0753 

CCM 绿色通道能有效缩短门诊患者肿瘤标志物 TAT 

 
李德涛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目前门诊患者肿瘤标志物的检测从抽血到拿到报告平均时间接近 3 小时，为改善患者就医体

验，缩短门诊患者拿到报告的时间，特提出缩短生化组门诊患者肿瘤标志物检测时间的工作计划。 

方法  1）优先处理（优先离心并送至生化组）门诊肿瘤标志物标本，优先顺序依次为门诊→住院→

体检标本。2）前处理进样轨道将门诊标本优先抓取进入轨道以待上机检测；3）合理调整分配流水

线（Cobas connection module，CCM）上及线下的标本；4）分析实验室数据，优化流水线上免

疫模块标本池分配方案。以 AFP 代表肿瘤标志物统计罗氏公司 IT3000 数据和医院 LIS 系统中的数

据。 

结果  CCM 流程优化后，门诊标本由前处理系统进入 Cobas e602 电化学分析仪周转时间（TAT）

平均数明显缩短 37.8%（82 min→51 min），TAT 中位数缩短 37.3%（78.6 min→49.3 min）；门

诊标本由进入 Cobas e602 电化学分析仪到出结果 TAT 平均数明显缩短 22.2%（56.8 min→44.2 

min），TAT 中位数缩短 36.4%（58.2 min→37 min）。经 LIS 统计：优化后门诊病人 AFP 从采集

标本到审核报告 TAT 中位数缩短 38.64%（176min →108min），TAT 平均数缩短 43.33%

（150min →85min）。 

结论  实行门诊 CCM 绿色通道以后，能够明显缩短门诊患者拿到肿瘤标志物检测报告的等待时

间，有利于更好的为患者服务，有利于提升检验科服务质量和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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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54 

细胞角蛋白-18 片段预测胃癌的治疗效果和总体存活率 

 
杨照微 

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中日联谊医院）,130000 

 

目的    胃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预后差。 在诊断时，大多数患者已经出现转移性疾病，阻碍了治

愈性治疗。 发现非侵入性的生物标志物，在疾病早期可用于判断疾病阶段或评估预后是十分必要

的。 本研究探讨了细胞角蛋白 18（KRT18）片段 M30 和全长细胞角蛋白 18 M65 在预测晚期胃癌

治疗效果和生存期中的作用。 

方法    参加研究的患者实验组为接受舒尼替尼治疗，对照组为接受亚叶酸钙（氟伐尼亚），5-氟尿

嘧啶和伊立替康标准治疗的辅助治疗。 在 12 个月的随访期间评估有效治疗率、无进展生存期和总

生存期。 在治疗和治疗的第 14 天对 52 名患者中的细胞角蛋白-18 片段进行分析。 

结果  M30 的水平与转移和淋巴结受累的存在相关，并在化疗期间显着降低。 重要的是，在治疗无

效的患者中，M30 的平均水平显著增高。 另外，治疗无效的患者在第 14 天时出现 M30 水平升

高。 通过逐步回归分析，第 14 天的 M30 被认为是反应治疗效果的独立预测因子。 同样，全长细

胞角蛋白-18 M65 的平均水平也与治疗无效和无进展生存相关。舒尼替尼的加入对 M30 或 M65 的

血清水平没有任何影响。 

结论    治疗第 14 天时细胞角蛋白-18 片段 M30 水平可用于评估晚期胃癌的二线或三线治疗的效

果。 这种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可作为判断胃癌治疗的评估指标。 

 
 

PU-0755 

Long non-coding RNA 91H regulates IGF2 expression by 
interacting with IGF2BP2 and promotes tumorigenesis in 

colorectal cancer 

 
Tianyi Gao,Xiangxiang Liu,Zhenlin Nie,Kang Lin,Bangshun He,Yuqin Pan,Shukui Wang 

Nanjing First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91H, a novel long noncoding antisense transcripts located on the position of the 
H19/IGF2 locus had been suggested to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tumor development. However, little 
study had proved the mechanism. So we performed this study to deeply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lncRNA 91H in CRC progression. 
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lncRNA 91H was detected in. Then RNA Pull down and RIP were 
used to detect how lncRNA 91H affect CRC IGF2 expression. At last, MDCs, scratch wound,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ssays were conducted to evaluated the biological functions of lncRNA 
91H in CRC. 
Results lncRNA 91H expression was higher in vitro and vivo than normal cells or tissues and 
CRC patients with high lncRNA 91H expression usually had a high risk in tumor 
metastasis(P<0.05). After that, by RNA pull down and RIP,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was found 
between lncRNA 91H and IGF2BP2 which was then proved to play a important role in CRC IGF2 
expression. Finally, we observed that reduced lncRNA 91H would greatly affect tumor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invasion and autophagy. 
Conclusions All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lncRNA 91H was highly expressed in CRC. 
Patients with high lncRNA 91H expression usually had a high risk in tumor metastasis which 
might be due to its effect on tumor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invasion and autophagy. Moreover, 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lncRNA 91H promote IGF2 expression by interacting with IGF2BP2 would 
provide a new strategy in finding potential CRC diagnostic biomarkers and therapeutic 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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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56 

MTHFR 基因 rs1801131、rs1801133 位点及表达产物 

与小儿先心病的临床诊断价值及相关性研究 

 
宋晓钰 

贵州省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探讨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Methylene Tetrahydrofolate Reductase，MTHFR）基因

rs1801131、rs1801133 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e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位点与小儿

先心病发病风险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正常对照组 53 例和小儿先心病 49 例，收集研究对象的一般临床资料并

检测血清 Hcy 水平；运用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对 MTHFR 基因的

rs1801131、rs1801133 多态性位点进行序列扩增，一代测序技术检测各位点的基因型分布；采用

卡方检验对两个多态性位点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进行关联分析，和两个位点的基因型组合分析，采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rs1801131、rs1801133 位点各基因型与血清 Hcy 水平的相关性。 

结果  rs1801131 位点，携带突变等位基因 C 个体的患病风险是携带野生型等位基因 A 个体的 3.81

倍（95%CI 1.79~8.13，P=0.000）。与野生型纯合子（AA）比较，杂合子（AC）个体患病的风

险较高（OR=4.57，95%CI 1.81~11.54，P=0.001）。突变纯合子（CC）个体患病风险是野生型

的 7.48 倍（95%CI 0.79~70.88，P=0.045）。rs1801133 位点，突变型等位基因 T 和野生型等位

基因 C 在两组中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31）。与野生型纯合子（CC）比较，杂合子

（CT）个体患病的风险增高（OR=2.48，95%CI 1.08~5.69，P=0.031）。 

结论   MTHFR 基因 rs1801131、 rs1801133 位点突变是先心病的风险因素。 rs1801133 与

rs1801131 位点对心血管疾病患病风险存在联合作用。 rs1801131 位点 AC、CC 基因型及

rs1801133 位点 CT、TT 基因型与高 Hcy 血清水平相关，Hcy 可作为有效辅助因子协助临床诊断心

血管疾病。 

 
 

PU-0757 

TG/HDL-C 对 40 岁以上医务人员血脂变化的相关研究 

 
郑荣,高艳红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通过对本院 40 岁以上医务人员体检血脂数据分析，探索其血脂异常变化趋势及有效监控指

标。 

方法   收集 2030 名 40 岁以上医务人员血清甘油三酯 (Triglyceride,TG)、总胆固醇 (Total 

cholesterol,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density cholesterol, 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ow-density cholesterol LDL-C)、TC/HDL-C、LDL-C/HDL-C、TG/HDL-C 等 7 项血脂数据，分别

按年龄、性别、高脂血症类别及甘油三酯分层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按年龄组比较：①7 项血脂指标在 B、C、D、E 组均与 A 组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 ②4 项

异常血脂比率具有统计学差异(Χ2 =55.140,P=0.000)；按性别比较：①除 TC 外，其余 6 项血脂指

标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②异常血脂比率具有统计学差异(Χ2 =331.917,P=0.000)，③四种类型

的高脂血症比率具有统计学差异(Χ2 =91.703,P<0.05)；TG 分层比较，5 组间 7 项血脂指标具有统

计学差异(P<0.05)，TC、TC/HDL-C、LDL-C/HDL-C、TG/HDL-C 四项血脂指标表现为随 TG 升高

而上升，HDL-C 表现为随 TG 升高而下降趋势；TG 和 TG/HDL-C 呈直线回归关系，

(r2=0.924,y=0.824+0.96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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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45 岁以上医务人员各血脂指标出现攀升变化；高甘油三酯血症比率较高，且男性比例高出女

性两倍以上；40 岁以上高甘油三酯血症医务人员应关注其 TG/HDL-C 比值的并行变化。 

 
 

PU-0758 

血清 CK18-M30 含量反映了大鼠 NAFLD 模型疾病 

进展过程中的肝脏病理严重程度 

 
耿燕,薛丽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检验科 

 

目的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患者 CK18-M30 水平增

加。然而，CK18-M30 与 NAFLD 进展的关系尚无报道。本研究旨在分析 NAFLD 进展中 CK18-

M30 和其它代谢指标的变化特征，同时探究 CK18-M30 与 NAFLD 进展过程中肝脏炎性病理的相关

性。 

方法  应用高脂高糖饮食构建大鼠 NAFLD 模型，应用 HE 染色方法检测各组大鼠肝脏病理化，并依

据相应标准评判肝脏脂肪变程度及炎症活动度分值；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模型大鼠血清肝脏酶学

指标、血清脂类指标和血清糖类指标 FPG；ELISA 法测定血清 CK18-M30 含量。 

结果  随着高脂高糖饮食喂养时间的延长，大鼠肝脏脂肪变和炎症程度逐渐加重。相比其它代谢指

标，血清 CK18-M30 与肝脏炎症病理的相关性更大。 

结论  血清 CK18-M30 在 NAFLD 进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血清 CK18-M30 的检测可为 NAFLD

的早期诊断和预后评估提供重要依据。 

 
 

PU-0759 

肿瘤患者血清 CK-MB 活性假性升高的原因分析及处理 

 
王友祥,吴清秀,梁小亮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肿瘤患者血清中 CKMB 假性升高原因及解决对策。 

方法  用免疫抑制法和电化学发光法对 65 例肿瘤组病人和 60 例健康体检人群的血清分别作 CK-

MB 测定，了解两法差异的程度和肿瘤患者中 CK-MB 假性升高的原因。 

结果  两组之间的 CK-MB mass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03<0.05）；两组之间的 CK-MB 活性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10>0.05 ）；两组之间的 CK-MB/ 总 CK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0.05）;两组之间 cTNT-HS 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7>0.05）；两组 CK-MB 活

性的阳性率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7<0.05）. A 组中 CK-MB mass 与 CK-MB 两者之间

无直线相关关系 (rs=0.133，P =0.292>0.05) ，CK-MB mass 与总 CK 之间有直线相关关系

（ rs=0.626，P =0.00<0.05 ），CK-MB 活性与总 CK 之间无直线相关关系（ rs=0.172 ，

P =0.170>0.05）。B 组中 CK-MB mass 与 CK-MB 活性之间有直线相关关系（ rs=0.287，

P =0.026<0.05），CK-MB mass 与总 CK 之间有直线相关关系（rs=0.649，P =0.00<0.05），CK-

MB 活性与总 CK 之间有直线相关关系（rs=0.305，P =0.018<0.05）。 

结论  免疫抑制法检测 CK-MB 的诊断价值有一定的局限性，建议当 CK-MB 活性或 CK-MB/总 CK

偏大时同时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 CK-MB。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549 

 

PU-0760 

无症状高尿酸血症患者肾功能损害的实验评价 

 
杨渝伟,俸家富 

四川省绵阳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青年无症状高尿酸血症(HUA)患者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血清水平

与其肾功能减退和蛋白尿的关系。 

方法  连续性纳入 2017 年 3 月至 12 月青年无症状 HUA 患者 261 例(病例组)，同期随机选取青年

健康对照 86 例(对照组)，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血清 NGAL 水平与相关生化指标(即血清 UA、

Urea、Cr、CysC、eGFR 和尿液 ACR)水平的关系程度，多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 NGAL 异常率与肾

功能分期(G1、G2 和 G3a 期)和蛋白尿分组(Ⅰ、Ⅱ和Ⅲ组)的关系。 

结果    病例组血清 NGAL 水平(M=151.0μg/L)高于对照组(M=100.8μ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9.476，P<0.05)；病例组肾功能减退和蛋白尿发生率(6.1%和 7.7%)，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2=4.221 和 5.653，均 P<0.05)。6 个相关生化指标中，仅 ACR、UA 和 eGFR 与 NGAL

关系密切(rp=0.214、0.179 和-0.110，均 P<0.05)，但关系密切程度的差异，相互之间均无统计学

意义(z=0.478 ~ 1.402，均 P>0.05)。经多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NGAL 异常是患者肾功能减退的危

险因素(OR=3.618 和 4.319，校正 OR=2.657 和 5.814)。 

结论  无症状 HUA 患者存在一定程度的肾损伤，且与 UA 水平关系密切。血清 NGAL 水平异常，

可以作为患者肾功能减退和蛋白尿的预测因子，控制 NGAL 升高有利于防止疾病向 CKD 进展。 

 
 

PU-0761 

Platinum-based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NAC) versus 
standard NAC to treat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TNBC):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controlled trials 

 
Jiafu Feng,Bei Xu 

Mianyang Central Hospital 

 
Objective This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is to compare the treatments of platinum-
based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NAC) and standard NAC for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s 
(TNBC). 
Methods The databases of MEDLINE (Ovid), Embase (Ovid), the Cochrane Library, the 
Cochrane Central Reg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s (CENTRAL), and ClinicalTrials.gov were searched 
to identify the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 directly comparing the treatments of platinum-based NAC 
versus NAC in patients with TNBC. Moreover, the toxicity of platinum-based regimens was also 
evaluated. 
Results The searching yielded 9 clinical trials that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with a total of 2098 
patients. Platinum agents in the testing regimen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pCR) rate in the NAC of TNBC patients, compared with the standard NAC regimen. 
Moreover, significant pCR improvement was also observed after adding platinum-based agents to 
the standard NAC regimen, compared with the standard NAC regimen. In addition,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ncidence of grade 3/4thrombocytopeniaand hemoglobin, indicating 
that the platinum-based agents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higher hematologic toxicities. 
Conclusions Platinum-based NAC regimens could achieve significant pCR improvement, with 
well-tolerated toxicity, in the TNBC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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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62 

补体 C1q 检测对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的实验室评价 

 
樊玲英,俸家富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探讨血清补体组份 1q（C1q）、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胱抑素 C

（CysC）、肌酐（SCr）和尿素（SUr）检测对糖尿病肾病（DKD）的早期诊断价值。 

方法  2017 年 3 月～2017 年 11 月间，共收集来绵阳市中心医院就诊或体检的受试者 546 例，其

中 245 例糖尿病（DM 组）患者被分为单纯糖尿病组（n =136）和糖尿病肾病组（n =109），另有

301 例作为健康对照组(HC 组)。测定受试者血清 SUr、SCr、胱抑素 C、补体 C1q 和 NGAL 水

平，评价这些指标单独检测和联合检测对 DKD 的早期诊断性能。 

结果  糖尿病肾病组血清 SUr、SCr、C1q、CysC 和 NGAL 水平明显高于单纯糖尿病组和健康对照

组间（均 P<0.01）。ROC 曲线分析显示，单独检测时，  CysC（AUC=0.813）、C1q

（AUC=0.789）或 NGAL（AUC=0.770）对 DKD 的早期诊断性能高于 SCr（AUC=0.681）或 SUr

（AUC=0.650）（均 p＜0.05）；联合检测时，C1q+CysC 诊断性能即可达到最高，此时

AUC=0.896 ， Se=77.98%, Sp=89.4%, YI=0.6746 。 增 加 检 测 指 标 至 三 联 检

C1q+CysC+NGAL(AUC=0.909 ， Se=88.99%, Sp=80.32%, YI=0.6931) 或 四 联 检

C1q+CysC+NGAL+SCr(AUC=0.912，Se=87.16%, Sp=83.98%, YI=0.7114)，并不能改善 DKD 的

早期诊断性能（均 p＞0.05）。 

结论  C1q、CysC 和 NGAL 对 DKD 早期诊断优于 SCr，具有同等效能。C1q 和 CysC 联合检测可

提高对 DKD 的早期诊断的性能。 

 
 

PU-0763 

糖化白蛋白、糖化血红蛋白在 2 型糖尿病及并发症的临床意义 

 
殷明刚,徐雪梅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643000 

 

目的  探讨糖化白蛋白(GA)、糖化血红蛋白(HbA1c) 在 2 型糖尿病及并发症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本院 2016 年 03 月 1 日至 2017 年 3 月 15 日内分泌科收治的 2 型糖尿病患者（T2DM）

302 例和体检正常人群 50 例，检测上述人群 GA、HbA1c，将检测结果按 2 型糖尿病及伴不同并

发症分组进行统计学分析,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 GA、HbA1c 的诊断效能。 

结果  ①单纯 2 型糖尿病、2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2 型糖尿病高血压、2 型糖尿病周围血管病

变、2 型糖尿病肾病组 GA 和 HbA1c 水平皆明显高于正常组（P<0.05）。②通过 Pearson 相关分

析显示，各组 GA 与 HbA1c 均呈正相关（P<0.01）。③2 型糖尿病肾病组的 GA 水平为

（28.3±10.4）%明显高于单纯 2 型糖尿病组（22.3±10.4）%（P<0.05）。④通过绘制 ROC 曲

线，结果显示，GA、HbA1c 诊断糖尿病最佳切点为 15.4%和 6.0%，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989、0.918。 

结论   GA 在 2 型糖尿病及并发症患者中明显升高，与 HbA1c 有很好相关性，两者对 2 型糖尿病均

有较高的预测价值。且 GA 较 HbA1c 对 2 型糖尿病肾病的发生更具有相关性，适于临床推广。 an 

lang=EN-US>P<0.05）。④通过绘制 ROC 曲线，结果显示，GA、HbA1c 诊断糖尿病最佳切点为

15.4%和 6.0%，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989、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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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64 

健康人群和慢性肾病病人基于血清 CysC 水平估算肾小球滤过率 

 
刘运双,张彬,张亚梅,罗立梅,吴泳桦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评价基于血清胱抑素 C（CysC）的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公式在健康人群和慢性肾病

（CKD）病人中的适用性。 

方法  选取 2495 例健康人和 805 例 CKD 病人作为研究对象，测定其血清 CysC 和肌酐（Cr），使

用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KDIDO）慢性肾脏病评估与管理临床实践指南推荐的公式（2012 

CKD-EPIcr-cysc，2012CKD-EPIcysc）和作者实验室建立的基于 CysC 的公式（eGFRcysc）分别

计算研究对象的 eGFR。以 KDIGO 推荐的公式为参考，用偏倚、偏倚的四分位数间距（IQR）和

P30 评价 eGFRcysc 的性能。 

结果  健康人群的 CysC 和 Cr 的 M（P25, P75）分别为 0.76 (0.67, 0.86) mg/L 和 64.1 (53.8, 75.6) 

μmol/L。CKD 病人的 CysC 和 Cr 的 M（P25, P75）分别为 4.18 (1.99, 5.93) mg/L 和 385.4 (152.1, 

704.5) μmol/L。在健康人群和 CKD 的 1～4 期病人中，eGFRcysc 与 2012 CKD-EPIcr-cysc 的偏

倚均小于与 2012CKD-EPIcysc 的偏倚。在所有研究对象中，IQR 是较低的（最低 2.0，最高

13.3）。在健康人群和 CKD 的 1～2 期病人中，P30 均达到 90%以上。Bland-Altman 分析结果显

示，在所有研究对象中，偏倚的一致限在-30～30 范围内，一致限内的比例均大于 90%。在 CKD

分期方面， eGFRcysc 与 2012 CKD-EPIcr-cysc 具有中等的一致性（κ=0.487）。 

结论  在评价健康人群、1 期 CKD 病人和 2 期 CKD 病人的 GFR 时，eGFRcysc 与 2012 CKD-

EPIcr-cysc 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在评价 3～5 期 CKD 病人的 GFR 时，与 2012 CKD-EPIcr-cysc 比

较，eGFRcysc 会高估 GFR。在 1-3 期 CKD 病人中，eGFRcysc 与 2012 CKD-EPIcr-cysc 具有较

好的分期一致性，在 4-5 期 CKD 病人中，分期一致性较差。 

 
 

PU-0765 

玉溪地区妇女人乳头瘤病毒基因型民族分布及感染状况调查 

 
徐文波 

玉溪市人民医院玉溪市红塔区聂耳路 21 号 

 

目的  我国是宫颈癌的高发国家，近年来宫颈癌患者年轻化有明显上升趋势[1]。越来越多的研究表

明，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高危型具有潜在的致癌性，与宫颈癌的发生发展

密切的联系，且 HPV 高危型的感染还存在地域和民族间的差异[2,3]。玉溪地区为汉族、彝族、哈尼

族和傣族聚居地，本研究研究本地区不同民族妇女 HPV 感染高危型的基因类型和频率分布特点；

探讨本地区不同民族之间 HPV 的差异性，为 HPV 感染的临床诊断、治疗及预后评估及 HPV 预苗

预防接种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4 年 8 月~2017 年 8 月，本地区常驻汉族女性 8445 例，均为我院门诊患者、健康体

检者以及受检者，平均年龄 38.6±14.7 岁，其中年龄≤ 20 岁 42 例，21~30 岁 2207 例，31~40 岁

2412 例，41~50 岁 2778 例，>51 岁 1006 例；少数民族妇女 1155 例，其中彝族 958 例（平均年

龄 31.3±13.5 岁），哈尼族 145 例（平均年龄 30.8±14.2 岁），傣族 52 例（平均年龄 29.8±15.3

岁），直系三代均为居住本地的少数民族。 

结果  本地区不同民族妇女 HPV 检出率及其基因型频率分布特点 

结论  本研究共检出 HPV 阳性病例 832 例，感染率 72.0%与报道相似[6]。汉族妇女 HPV 基因型与

彝族、哈尼族和傣族不相同；且本地区汉族妇女 HPV 基因型与三个少数民族基因型不同各基因频

率不一样，彝族、哈尼族和傣族妇女以 52、56、58 和 68 型最为多见，傣族妇女检出 HPV16 型，

彝族和哈尼族妇女则未检出。与国内报道的 HPV 各亚型的分布存在地区性存在差异[7,8]。HPV 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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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的差异可能与少数民族的居住环境、生活方式、地区经济发展、风俗习惯、及婚恋习俗及性生

活特征等因素有关[9]，傣族以坝区为居住地，风俗习惯与汉族更为相似。 

 
 

PU-0766 

载脂蛋白 E 启动子区基因多态性与冠心病的关联性 

 
向秀华 

玉溪市人民医院,653100 

 

目的  研究云南汉族、傣族、哈尼族和彝族人群载脂蛋白 E(APOE)基因启动子区 rs405509 与

rs7259620 位点多态性在的分布频率，比较其在不同种族间分布差异。 

方法  选取 CHD 患者 245 例，正常对照组即各民族人群共计 704 例，对患者血清 TG、HDL-C、

LDL-C、LPA 含量进行测定；酚-氯仿抽提 DNA 并纯化浓缩 DNA，同时用 SNaPshot 技术对

APOE rs405509 与 rs7259620 位点基因型进行检测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CHD 患者血清 TG 和 LDL-C 显著升高，TG 为（4.08±2.53）mmol/L，是对

照组的 2 倍（p<0.01）;且两组之间 APOE rs405509 位点多态性分布具有显著差异（p<0.05）；多

元回归线性分析表明，年龄、TG、LDL-C 都是 CHD 的独立危险因素；但 APOE 基因 rs405509 位

点与 rs7259620 位点多态性分布在汉、傣、哈尼和彝族正常人群中没有差异。 

结论  APOE 基因启动区 rs405509 位点多态性分布以及年龄、性别、TG、LDL-C 都是 CHD 的危

险因素，但 APOE 基因 rs405509 位点与 rs7259620 位点在四个民族中分布没有差异，其与四个

民族 CHD 患者的相关性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PU-0767 

中性粒细胞相关载脂蛋白检测在急性肾损伤中的临床应用 

 
何益洋 1,葛斌 2,俸家富 1 

1.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2.成都市郫都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中性粒细胞相关载脂蛋白(NGAL)检测在肝胆疾病患者继发急性肾功能损伤(AKI)中的诊

断性能。 

方法  回顾性收集 476 例肝胆疾病患者与 225 例健康受试者作为实验组，根据其血清 NGAL、

sCr、Urea、CysC、eGFR 水平和尿量，再分为 AKI 组和高风险组(HR)、低风险组(LR)及对照组

(HC)，进而建立上述血清指标在 AKI 诊断性能最大时的判断界值；其后，选取 145 例肝胆疾病患

者作为验证组，以评估各观察指标对肝胆疾病继发 AKI 的诊断性能。 

结果  实验组中各亚组间所观察指标之血清水平均有统计学差异(均 P<0.05)。NGAL 诊断性能最大

时的判断界值为 205.2μg/L。验证组患者各指标阳性检出率，在 LR 亚组中 NGAL 均高于其它指标

(均 P<0.05)，但在 HR 亚组中 NGAL 仅高于 sCr (P<0.05)，而与 CysC 和 eGFR 无统计学差异(均

P>0.05)；再经分层风险分析各指标预测 HR 亚组患者 AKI 发生的能力，NGAL 的优势比

[OR=21.0(2.3, 192.8)]，是 CysC 或 eGFR[OR(95%CI)=3.3(0.7, 15.3)]的 6.4 倍。 

结论  肝胆疾病患者诊断 AKI 时应考虑 NGAL 肝脏合成代谢的影响。因此，实验室应建立适宜的

NGAL 诊断阈值，以利于临床准确判断和早期发现 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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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68 

COPD 患者血清 PCT、NT-proBNP 

及 hs-CRP 水平变化对疾病的诊疗价值 

 
苏建蓉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研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血清中降钙素原（PCT）、N 末端 B 型脑钠肽前体

（NT-proBNP）及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的浓度变化，探讨血清 PCT、NT-proBNP 及 hs-

CRP 联合检测对 COPD 的诊疗价值。 

方法  选择 120 例 COPD 患者入院时及治疗后的血清 PCT、NT-proBNP、hs-CRP 浓度变化情

况，以及对照组血清 PCT、NT-proBNP、hs-CRP 的浓度。 

结果  COPD 组和 COPD 缓解组各组患者与对照组之间血清 PCT、NT-proBNP、hs-CRP 浓度比

较，除 PCT 比较无显著差异外，其他组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COPD 组与

COPD 缓解组之间比较，除 PCT 比较无显著差异外，其他组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COPD 患者血清 PCT 与 NT-proBNP 水平和 hs-CRP 水平成正相关，血清 NT-

proBNP 与 hs-CRP 水平不相关；血清 PCT、NT-proBNP、hs-CRP 与 COPD 病情成正相关。 

结论  血清 PCT、NT-proBNP、hs-CRP 检测是判断 COPD 患者感染和严重程度较好的实验室指

标，对 COPD 患者的治疗和预后评估提供了临床指导。 

 
 

PU-0769 

胆囊结石患者患脂肪肝的影响因素研究 

 
吴延,周孟君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了解体检人群中胆囊结石患者合并脂肪肝临床特点并探索脂肪肝的影响因素。 

方法  对在我院体检者抽空腹静脉血进行相关血清学检测，同时做腹部 B 超、心电图及胸片检查。

将 B 超诊断为胆囊结石患者进一步分为脂肪肝和非脂肪肝组，通过 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胆囊结石

患者患脂肪肝的独立因素。 

结果  胆囊结石患者是否脂肪肝两组之间在性别(Gen)、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g-谷氨酰转肽

酶(g-G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尿酸(UA)、空腹血糖(GLU)、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HDL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血红蛋白浓度(Hb)、血小板(PLT)、

隐血(OB)、尿素氮(Urea)、碱性磷酸酶(ALP)、尿蛋白(UPRO)的比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

通过 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预测脂肪肝的独立因素，最终有 9 个指标进入方程。 

结论  Gener、ALT、UA、GLU、TG、Hb、PLT 是胆囊结石患者发生脂肪肝的独立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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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70 

血清骨钙素、25 羟维生素 D 

与肝功，肾功，血脂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邓蔷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探讨血清骨钙素(OC)，25 羟维生素 D（25-(OH)-D）与肝功，肾功，血脂指标之间的相关

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7 月至 2017 年 12 月于绵阳市中心医院，除开患有重大肝肾及心血管疾

病的患者 941 例。对他们的血清其进行 OC,25-（OH）-D,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门冬氨基

转移酶（AST），尿素（Urea），肌酐（Creat），葡萄糖（Glu），甘油三酯（TG），胆固醇

（TC）检验。用 SPSS 统计软件计算性别间，和年龄段间的差异性，及 OC,25-（OH）-D 与其他

各项指标相关性。 

结果  女性受试者的 OC 高于男性受试者；女性受试者的 25-(OH)-D 低于男性受试者（P＜

0.05）。青年组的 OC 水平明显高于中年组和老年组(P＜0.05)。 

结论  OC 结果与 Creat、Urea、GLU、TG 和 TC 呈负相关（P＜0.05）；25-(OH)-D 与 GLU、

TG、TC 呈负相关（P＜0.05）。OC 与 25-(OH)-D 水平与 ALT,AST 水平无相关性。 

 
 

PU-0771 

绵阳地区 8 岁以下儿童血清 25-羟基维生素 D3、维生素 A 

及维生素 E 水平调查 

 
石 睿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掌握和分析绵阳地区 8 岁以下儿童血清 25-羟基维生素 D3 (25(OH)D3)、维生素 A (Vit A)及维

生素 E (Vit E)水平，为预防相关疾病发生，并进行适当的维生素补充提供参考。 

方法  将 1457 名 8 岁以下参加体检的健康儿童按年龄分为 1~<6 月龄组(336 名)，6 月~<1 岁组

(304 名)，1~<2 岁组(248 名)，2~<3 岁组(148 名)，3~<5 岁组(151 名)，5~<8 岁组(170 名)，抽取

静脉血后，采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检测血清 25(OH)D3、Vit A 及 Vit E 水平。 

结果  1457 名 8 岁以下儿童血清 25(OH)D3、Vit A 及 Vit E 总体水平均不服从正态分布，中位数[四

分位数]表示分别为 18.60 ng/ml [13.17，24.88]，373.80 µg/ml [226.60，563.70]及 8.27 ng/ml 

[5.00，13.38]，且不同年龄段的 Vit A 及 Vit E 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三种维生素总

的不足及以下发生率分别为 82.9%，39.5%及 40.5%。此外，绵阳地区不同季节，儿童血清中三种

维生素水平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结论  绵阳地区 8 岁以下儿童维生素 D(Vit D)缺乏及不足情况较严重，需要进行普遍性的营养补充

并加强户外运动；Vit A 及 Vit E 情况也不容乐观，特别应加强新生儿 Vit A 及学龄儿童 Vit E 的监测

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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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72 

罗氏 Cobas 8000 全自动生化仪使用体会 

 
张木芬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医院 

 

目的  介绍罗氏 Cobas 8000 全自动生化仪使用过程中常见仪器故障处理经验。 

方法  将日常工作中发现的常见仪器报警故障原因及处理过程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及时对出现问题进行分析咨询总结，及时解决出现问题使仪器正常运转。 

结论  在今后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及时排除仪器故障及出现问题，使仪器能够正确有效使用，确

保检验结果的及时准确。 

 
 

PU-0773 

GDM 患者孕早期糖脂代谢指标分析 

 
陈辰,陈亚军,曾玉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210000 

 

目的  对妊娠期糖尿病（GDM）孕妇孕早期糖脂代谢指标进行分析，寻找 GDM 早期预警指标。 

方法  随机选择 GDM 患者 140 例，正常孕妇 155 例，记录孕妇相关基本等信息。测定孕妇中期血

清中空腹血糖（FPG）、甘油三酯（TG）、胆固醇酯(TC)、高低密度脂蛋白(HDL)、低密度脂蛋白

(LDL)等生化指标水平。分析所有受试孕妇孕早期以上各指标水平 

结果  1.两组孕妇年龄、孕前 BMI 有显著性差异（p<0.05）。2.不同年龄的 GDM 患者，除 TG 以

外（t=11.32,P=0.01），其余各项生化指标无统计学差异（p>0.05）。3.对两组孕妇孕早期糖脂代

谢指标进行分析，其中 TG、TC、HDL 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4.孕早期各指标分别和 OGTT 试

验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其中 TG、TC 水平和 OGTT 试验结果呈正相关（P<0.05）。而 HDL 水平

和 OGTT 试验结果呈负相关（P<0.05）。FPG、LDL 水平和 OGTT 试验结果无直接相关性

（P>0.05）。5. 孕早期 TG 最佳切割值在 1.875 时,约登指数（Youden index）最大，为 0.841，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56（95%置信区间：0.927-0.986），此切点下的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

0.911、0.922。6.FPG、TG、TC 异常率在 GDM 患者和正常孕妇之间有差异（P<0.05），HDL 和

LDL 异常率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年龄及孕前 BMI 是 GDM 发病的重要因素，两组孕妇对年龄、BMI 进行校正后发现，空腹血

糖和 LDL 结果和 OGTT 试验结果无直接相关性，TG 和 TC 两种脂质物质水平和 OGTT 试验结果

呈一定程度正相关。HDL 水平呈负相关，说明孕早期脂类代谢指标值对 GDM 的发生发展有一定的

促进作用，且 HDL 水平是 GDM 发生的保护性因素。同时也说明，孕早期血糖水平不能预测孕中

期血糖水平。GDM 患者孕早期糖脂代谢状态仍处于正常范围，糖代谢指标未见差异,脂代谢指标却

已经明显高于正常孕妇。提示，GDM 患者脂代谢出现异常早于糖代谢异常。孕早期 TG、TC 等脂

代谢指标可作为 GDM 预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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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74 

中国人群应用尿素评估急性胰腺炎相关死亡可行性分析 

 
刘超男,陈思,凌莉琴,陈豪,周静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急性胰腺炎是临床上常见的急腹症，其相关死亡和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率较高。因此早期预测

急性胰腺炎患者的预后可以更好地指导临床治疗，并能帮助改善患者的预后。本文旨在分析探讨急

性胰腺炎患者尿素水平及其动态变化对急性胰腺炎相关死亡的预测的可行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就诊的 1297 例急性

胰腺炎住院病人的尿素水平与急性胰腺炎相关死亡的关系，并评估使用尿素预测急性胰腺炎相关死

亡的可行性。 

结果  发生了急性胰腺炎相关死亡的病人发病 48 小时内的尿素水平和最大值均明显高于存活组

（p=0.000）；ROC 曲线分析发现使用发病 48h 内的尿素可较好的预测急性胰腺炎相关死亡

（AUC 0.83，95%CI 0.75-0.91），最佳界值为 7.78 mmol/L（敏感度 71.8%，特异度 86.7%，阳

性预测值 14.4%，阴性预测值 99.0%），而如果使用病程中的尿素最大值则可以进一步提高预测能

力（AUC 0.91，95%CI 0.85-0.97），其最佳界值为 10.19 mmol/L （敏感度 79.5%，特异度

91.5%，阳性预测值 22.5%，阴性预测值 99.3%）。进一步比较两种试剂下尿素预测的 AUC 发现

动态观测可以提高预测价值 (p=0.033)。 

结论  在中国人群中使用发病 48 小时内的尿素值可较好的预测急性胰腺炎相关的死亡，如果动态观

测尿素的水平变化则可以进一步提高预测价值，提示在中国人群应用尿素评估急性胰腺炎相关死亡

可行性较高，借助该项简单易得的实验室指标即可以辅助临床医生更好的管理病人以改善患者的临

床病程。 

 
 

PU-0775 

孕妇血浆中 SRY 基因检测在产前分娩中的应用 

 
司秀文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256600 

 

目的  探讨孕中期、孕晚期、临产期孕妇外周血中 SRY 基因的浓度变化及其与临产之间的关系。 

方法  应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扩增技术，对 60 例 14-40 周正常孕妇和 30 例临产孕妇血浆中胎儿

DNA 进行 SRY 基因的检测并进行比较，初步探 讨游离胎儿 DNA 在不同妊娠状态下的浓度变化。 

结果  中孕组、晚孕组、临产组孕妇血浆中 SRY 基因的含量分别为（165.36±41.45）拷贝数/ml、

（250.36±62.46）拷贝数/ml、（560.61±71.46）拷贝数/ml。随着孕周的增加，孕妇外周血中 SRY

基因的浓度也逐渐增加。各组间孕妇外周血中 SRY 基因含量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最后经出生胎儿证实均为男性胎儿，符合率 100%。 

结论   临产期孕妇外周血中 SRY 基因含量升高更为显著，胎儿 DNA 含量的升高可能是分娩的诱因

之一,可作为临床产前分娩的一个辅助判断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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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76 

Hb Tianjin, a novel hemoglobin variant that interferes with 
HbA1c testing 

 
Wei Luo1,Ying Bian2,Qian Wang3,Zuoliang Dong1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2.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Second Hospital of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3.Department of Pathology， Tianjin Haihe Hospital， Key Research Laboratory for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for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China 

 
Objective While many factors may interfere with HbA1c measurement, hemoglobin variants are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 this study, we report a novel hemoglobin (Hb) variant, Hb Tianjin, 
which was found in an analysis of HbA1c with a zero result during a routine health check at the 
Health Management Center in the General Hospital of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Methods We tested this sample with different methods, including HPLC and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and then further with PCR and sequencing.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β gene contained a novel transversion mutations with one 
heterozygous and one homozygous variant (HBB:c.8A > C, 9T > C).These gene mutations 
resulted in an amino acid change (His to Pro) and a decrease of HbA1c value. 
Conclusions Such variant species have not been seen in previous reports. When there i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clinical signs, glycemic status, and glycated hemoglobin of the patient, the 
chromatogram of HbA1c should be carefully checked to detect possible variants that cause 
interference in the measurement. 
 
 

PU-0777 

乙肝肝硬化患者血脂水平的研究 

 
濮翔科,陈春华,刘小琴,郑国军,樊燕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213000 

 

目的  我国是一个肝病高发的大国，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是肝病高发的重要原因。感染乙肝

病毒后，可出现不同程度的炎症，导致慢性肝炎，随着时间推移，部分患者可进展成为肝硬化，甚

至肝癌（HCC）。本文目的在于研究乙肝肝硬化患者的血脂水平的变化与乙肝肝硬化进展的关系及

其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乙型肝炎后肝硬化患者的病例资料 110 例，搜集病例时排除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以

及神经系统疾病等其他可能影响血脂水平的疾病，同时选取来我院进行体检的健康人 50 例作为对

照组。病例组和对照组所有患者均于清晨空腹采集肘部静脉血，检测其血清生化血脂水平，同时检

测患者体内乙型肝炎病毒核糖核酸（HBV DNA）复制水平。 

结果  Child-Pugh 分级标准是临床上常用的一种对肝硬化患者肝脏储备功能进行量化评估的标准，

文中乙型肝炎后肝硬化患者根据 Child-Pugh 分级后发现，随着患者 Child-Pugh 分级的增加，乙肝

肝硬化患者血清血脂水平大部分指标与 Child-Pugh 分级是呈负相关的（P<0.05），其中血清总甘

油三脂（TG）、总胆固醇（TChol）、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酯（HDL-C）、低密度胆固醇酯

（LDL-C）的水平都是随着患者 Child-Pugh 分级的增加而递减的。将这 110 例患者根据病情分为

代偿期肝硬化和失代偿期肝硬化两种类型，其中代偿期肝硬化患者 71 例，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 39

例。研究发现，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血脂水平明显低于代偿期肝硬化患者（P<0.05），而两组患

者的血清病毒复制水平并未发现明显差异（P>0.05）。 

结论  乙型肝炎后肝硬化是慢性乙型肝炎病情进一步发展后的结果，对患者血脂水平的分析对临床

诊治有重要价值，失代偿期患者的血脂水平异常更要引起临床高度重视。因此在临床工作中应该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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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脂相关指标作为肝硬化病情监测的常规指标加以重视，以便及时准确地判断乙肝肝硬化患者的病

情变化。 

 
 

PU-0778 

TFCP2/YAP 转录复合体调控蛋白 CPE 对肝癌诊断价值研究 

 
张骁 1,潘秋辉 2,王佳谊 1,孙奋勇 1 

1.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200000 

2.上海市儿童医学中心 

 

目的  肝癌是全世界发病率及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因缺乏高特异性以及高灵敏度的早期诊

断标志物，导致肝癌患者通常无法得到及时治疗。本研究旨在探讨 TFCP2/YAP 转录复合体调控蛋

白 CPE 在肝癌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所有细胞均购买自中科院细胞库，患者标本及健康对照样本于 2015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

上海市瑞金医院收集，运用的统计学方法包括 t 检验，Bonferroni 多重比较分析，进行 Spearman 

等级相关检验以计算等级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使用 ROC 曲线下面积（AUC-ROC）评估诊断价

值。P<0.05 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我们发现 CPE 的 mRNA 以及蛋白表达均受 TFCP2 和 YAP 调控，而且 CPE 启动子区域存在

TFCP2 结合基序，突变该基序后，TFCP2 和 YAP 丧失对 CPE 启动子调控作用。在肝癌患者的血

清中，CPE 表达水平为 813.084 ± 199.118 pg/ml，明显高于正常人群(41.55± 9.074 pg/ml，

n=100)，乙型肝炎(32.493 ± 7.019 pg/ml, n=42)和胃癌患者 (53.147±13.155 pg/ml, n=29)。CPE

的最佳诊断阈值为 75pg／ml，此时敏感度为 90.7%，特异性为 97.5%。 

结论  本研究中我们又发现了新型 YAP 调控膜表面蛋白 CPE 有称为新型肝癌诊断标志物潜力，证

明了 YAP 相关转录通路的强促肝癌作用。 

 
 

PU-0779 

YAP 及 O-GlcNAc 正反馈调控环路 

在糖尿病促肝癌过程中机制研究 

 
张骁 1,潘秋辉 2,王佳谊 1,孙奋勇 1 

1.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200000 

2.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目的  O-糖基化（O-GlcNAcylation）由 O-糖基化转移酶 OGT 催化，将 N-乙酰葡萄糖胺转移到目

标蛋白的丝氨酸或苏氨酸残基上。本研究的目的是清楚解释 YAP 的 O-糖基化在肝癌发生发展中的

机制，从而帮助我们寻找 YAP 信号通路相关的肝癌早期诊断标志物。 

方法  我们利用体外分子实验在细胞水平检测 O-糖基化对 YAP 表达，稳定性，以及功能的影响。

此外，质谱实验被用来寻找 YAP 发生 O-糖基化的位点。通过对各种糖代谢物成分的浓度检测以及

构建糖尿病小鼠证明 YAP 的 O-糖基化对细胞代谢的影响以及对肝癌发生发展的作用。 

结果  我们发现，O-糖基化修饰可以增强癌蛋白 YAP 表达，稳定性，以及致癌功能。高血糖以及

YAP 发生 O-糖基化可以促进肝癌细胞的 HBP 通路，从而改变肝癌细胞的代谢方式，促使肝癌不断

发展恶化。YAP 发生 O-糖基化的位点是 Thr-241，这个位点的突变会导致 YAP 稳定性以及致癌能

力的下降，而上调了 YAP 的磷酸化修饰水平。此外，体内外研究均表明高葡萄糖水平促进肝癌依

赖于 YAP 发生 O-糖基化。我们也发现了 YAP 反过来可促进 O-糖基化水平上升。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559 

 

结论  YAP 发生 O-糖基化修饰可能是糖尿病诱发肝癌的重要机制，针对该机制可为临床治疗肝癌尤

其是糖尿病所诱发的肝癌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针对 YAP 发生 O-糖基化可能发现新的肝癌早期诊

断标志物。 

 
 

PU-0780 

Iron chelation inhibits cancer cell growth and modulates 
global histone methylation status in colorectal cancer 

 
Linlin Cao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Colorectal cancer (CRC)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malignancies worldwide, and new 
treatment strategies for CRC are required because of the existing chemotherapy resistance. Iron 
chelators, which have been used widely for the treatment of iron-overload disease, were reported 
to exert anti-proliferative effects in cancer. In addition, it has been demonstrated that histone 
methylation is critical for CRC tumor initiation and development, indicating that it may be a good 
therapeutic target for CRC treatment. 
Methods HCT116 and LoVo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deferoxamine (DFO), an iron chelator, and 
then subjected to cell proliferation assay. Gene expression microarray was used to detect the 
genes regulated by DFO, and western blotting was performed to explore the role of DFO in 
regulating histone methylation. 
Results In this study, we found that the iron chelator DFO inhibited CRC cell growth significantly. 
In addition, the gene expression profile was greatly changed by DFO treatment, and many cell 
growth-related genes were dysregulated. Further study showed that DFO induc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global histone methylation in CRC cells. However, the levels of histone 
methyltransferases and histone demethylases did not change in response to DFO treatment, 
implying that the enzymatic activity of these histone modifying enzymes might be responsible for 
global histone methylation changes. 
Conclusions This study reveals a novel role for DFO in CRC cell growth, and is the first to 
demonstrate that global histone methylation is modulated by iron chelation. 
 
 

PU-0781 

重组酶聚合酶核酸扩增技术的体系最佳建立方法 

 
孙魁,张乐研 

解放军 107 医院 

 

目的  研究重组酶聚合酶核酸扩增技术（Recombinase polymerase amplification，RPA）引物设计

方法，探讨 RPA 检测体系的最佳建立方法。 

方法  通过查阅文献初步总结引物设计原则，并根据所得初步原则，应用 Primer 3 软件针对乙型脑

炎病毒及 B、E 型腺病毒壳蛋白保守序列设计数对引物，并应用琼脂糖凝胶电泳法对引物扩增效果

进行评价，判断最佳引物，并应用 Oligo7 软件对最佳引物进行分析，进一步总结、完善 RPA 引物

设计原则，用以指导建立不同的 RPA 检测体系。 

结果   通过比较发现扩增效果好的引物共同的特点有以下几点：第一，各引物自身发夹结构的 Tm

值低，温度最好不要超过 30℃；第二，各引物形成引物二聚体的 ΔG 绝对值不要超过 10；第三，

通用引物能够部分容纳部分不匹配序列，但是不匹配位置要靠近 3’端，匹配度要超过 80%；第

四，在距 5’端最短 30 bp，距 3’端最远 15 bp 处碱基由四氢呋喃（THF）替代；5’端标记 FAM 荧光

基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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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通过对不同扩增效率的引物进行分析后发现了 RPA 引物设计的三个原则，前两个方面对于发

夹结构与引物二聚体 Tm 的要求，应该是源于 RPA 反应温度所限，RPA 的反应原理在引物与重组

酶结合形成酶-引物聚合体，在重组酶的作用下使引物结合于互补序列，反应全程温度低，因此如

果引物会形成发夹结构及二聚体，且温度在 RPA 反应温度下无法打开或打开不全，则必然会影响

扩增。通用引物的不匹配序列原则与 PCR 技术有相似性。 

 
 

PU-0782 

Diagnostic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tic Significance of 
Laboratory Markers in Crayfish-Associated 

Rhabdomyolysis 

 
Caidong Liu 

Nanjing First Hospital 

 
Objective The white blood  cell count (WBC), plasma creatine kinase (CK), creatine kinase 
isoenzyme (CK-MB), CK-MB/CK, troponin 
T (cTnT) and creatinine (Cr) were analyzed as diagnostic markers for crayfish (Procambarus 
clarkii)- associated rhabdomyolysis (Haff diseas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laboratory markers 
in differentiating myocardial injury disease and Haff disease was explored. 
Methods 138 patients with symptoms of acute onset (such as chest pain, muscle pain) and high 
myocardial enzymes were assigned as the Haff disease group and myocardial injury group, 
respectively. In parallel, 80 healthy individuals were selected as healthy 
control. Plasma Cr, CK, and CK-MB levels were detected by the Johnson & Johnson DT60II dry 
biochemistry analyzer; cTnT level was detected by Roche Elecsys 2010; WBC was detected by 
Sysmex 5300. 
Results The WBC levels in the Haff disease group and myocardial injury diseases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P<0.05); The plasma CK, CK-MB levels in Haff disease 
group were the highest, following by the myocardial injury disease group, and the lowest were in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als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s between each two groups 
(P<0.05); the CK-MB/CK and cTnT's levels of the myocardial injury disease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Haff disease group and healthy control group (P<0.05); The plasma Cr level in 
the Haff disease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myocardial injury disease group and normal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WBC, plasma CK, and CK-MB increase significantly, 
whereas Cr decreases significantly in Haff disease. These laboratory markers may be used for 
the diagnosis of crayfish-associated rhabdomyolysis. CK may be used as a biomarker 
to evaluate the severity of Haff disease, while cTnT and CK-MB/CK may be used to 
differentiate myocardial injury disease and Haff disease. 
 
 

PU-0783 

肿瘤内在的干扰素：影响免疫反应和免疫疗法 

 
王宇竞 

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021000 

 

目的  免疫治疗已经彻底改变了癌症的治疗方法，并在许多恶性肿瘤中报道有关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的持续反应作用。目前这种治疗方法主要依赖非靶向治疗在侵袭性或晚期癌症中进行试验（如三阴

乳腺癌）。但是，迄今为止的作用并不理想，而且很难预测结果，导致无法准确衡量其实施的效益

与风险比率。肿瘤免疫微环境与免疫治疗反应密切相关，在 T 细胞引起或“热”肿瘤患者中观察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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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反应。细胞因子-I 型干扰素，是肿瘤免疫侵润和激活的主要因子。肿瘤细胞内在的干扰素信号

显著影响免疫微环境和免疫检查点蛋白的表达，因此该途径的调节物和靶标是免疫治疗应答的候选

生物标志物。为支持干扰素（IFN）信号传导与免疫治疗反应之间的关联性，最近已证明 I 型干扰

素诱导物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疗法的联合对侵袭性乳腺癌模型中的持续肿瘤应答至关重要。在这

里，将列证表明，热肿瘤免疫微环境中 I 型干扰素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反应可降低肿瘤转移风险，

支持其作为肿瘤生物学标志物和疗法的实用性。 

方法  免疫治疗 

结果  本文探讨干扰素信对肿瘤微环境的影响,以及作为病人常规和免疫治疗预后的候选生物标志

物。 

结论  证明 I 型干扰素诱导物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疗法的联合对侵袭性乳腺癌模型中的持续肿瘤应

答至关重要 

 
 

PU-0784 

白介素 31 

 
魏枫 

哈尔滨医第一医院科大学附属 

 

目的  白介素 31 主要来源于活化的 CD4+T 细胞，是 gp130/白介素 6 家族的新成员。它参与各种基

本的生理过程,如神经生长,骨代谢,心脏发展,免疫调节。IL-31 作用于广泛的免疫和非免疫细胞,因此

具有潜在的多效性的生理功能,包括调节造血和免疫反应,引起炎性肠道疾病,气道过敏和皮炎。本综

述总结了近年发现的有白介素 31 参与的相关疾病。 

 
 

PU-0785 

糖化血红蛋白与尿微量白蛋白联合检测 

在 II 型糖尿病肾病诊断价值中的研究 

 
林洺伊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探讨血清中的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尿中的尿微量白蛋白(U-mAlb)水平与 II 型糖尿病

肾病(diabetic nephropathy, DN)的关系，以便更好的对 II 型 DN 进行诊断、预防及治疗。 

方法  选取绵阳市中心医院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0 月在本院住院确诊为 II 型 DN 共 90 例为病例

组，本院体检健康者 30 名为正常对照组，分别检测实验对象血清中的 HbA1c 水平和尿中的 U-

mAlb 水平。 

结果  DN 组 HbA1c 和 U-mAlb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p<0.05)。DN 组中

U-mAlb 低值组与中值组、中值组与高值组、低值组与高值组之间的差异均具有显著性意义

(p<0.05)。线性回归分析显示两者相关性良好，且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显示二者呈正相关关系

(r=0.829，p<0.05),U-mAlb 水平随着 HbA1c 的升高也呈增高趋势。 

结论  HbA1c、U-mAlb 水平 DN 患者中明显升高，联合检测 HbA1c 和 U-mAlb 是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 DM)患者早期肾脏损害的重要指标，提示检测 HbA1c 和 U-mAlb 的表达水平对 DN 患者预

防与治疗提供实验依据，临床可以推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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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86 

ICP-MS 同时测定全血 8 种微量元素的方法学建立与性能评价 

 
张亚梅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建立使用 ICP-MS（NexION 300Q 系列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直接测定全血中钙、镁、

铜、锌、铁、铅、硒和锰的分析方法，并验证和评价其方法学性能。 

方法  采用 0.5% TritonX-100 和 0.5% HN03 对血样稀释 50 倍离心后直接用等离子体质谱仪进行分

析。参照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的相关文件，对钙、镁、铜、锌、铁、铅、硒和锰

的检测低限、精密度和正确度进行验证，其结果与卫生部临检中心公认的质量目标进行比较。 

结果  该方法各元素的标准曲线的相关系数均>0.999，各元素的检测低限均<6.897%，重复精密度

均<3.09%,期间精密度均<6.68%,钙、镁、铜、锌、铁和铅的正确度在 5.7%以内。 

结论  用 ICP-MS 同时测定稀释后全血中钙、镁、铜、锌、铁、铅、硒和锰的方法学性能满意，结

果可靠，可以满足临床要求。 

 
 

PU-0787 

血清部分无机元素与甲状腺肿瘤 

 
田小军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通过测定甲状腺癌患者血清中微量元素 Gu、Zn、Mn、Se、Mg、Fe 水平，探讨甲状腺癌与

微量元素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 35 例健康组（A 组），82 例甲状腺癌患者组（B 组），患者

血清中微量元素的含量。 

结果  分析数据显示，6 种微量元素在两个观察组中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甲状腺癌组中

Zn、Se 和 Mg 显著降低，其他 3 种微量元素显著增高。不同分型的甲状腺癌患者血清微量元素无

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微量元素与甲状腺癌的发生具有一定相关性，可早期提示患甲状腺癌的风险，但对肿瘤恶性

程度没有显著意义。 

 
 

PU-0788 

MicroRNA-98 blocks cisplatin-induced 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 by targeting PGRMC1  

in ovarian cancer cells 

 
Xiaofei Zhu,Mingde Ji,Wanjian Gu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Platinum based chemotherapy is the first-line drug for treatment of ovarian cancer 
clinically. High dosage of cisplatin always leads to apoptosis, but sometimes to chemoresistance. 
However,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involved is still unknown. Recently, progesterone receptor 
membrane component (pgrmc) 1 functioned in drug metabolism and efflux was found to be 
elevated in cisplatin-resistant ovarian cancer cell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aimed to illustrate the 
role of miR-98 in modulating pgrmc1-snail/slug signaling in cisplatin-mediated chemo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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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qPCR were carried out to determine the expression of miRNA-98 in cisplatin-treated 
SKOV-3 cells.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was used to validate the binding of miRNA-98 to the 
3’UTR of pgrmc1. The protein level of pgrmc1, slug, snail and E-cadherin were evaluated by 
immunoblotting and immunofluence, respectively.  
Results Pgrmc1, which was elevated by cisplatin treatment, enhanced snail/slug and inhibited E-
cadherin expression to promote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of ovarian cancer cells. Trace 
its root, miRNA-98 expression was inhibited by cisplatin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Notably,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indicated a direct binding of miRNA-98 to the 3’UTR of pgrmc1. 
Concordantly, ectopic miRNA-98 mimics significant inhibited pgrmc1 expression and subsequent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as well as cancer cell invasion. 
Conclusions Cisplatin downregulats miRNA-98 expression to enhance pgrmc1 level, which in 
turn activate slug and snail to induce EMT of ovarian cancer calls. Thus, synergizing with cisplatin 
based chemotherapy, miRNA-98 may have a potential in ovarian cancer treatment.  
 
 

PU-0789 

血清 NGAL 检测提高对糖尿病肾脏疾病的筛查效能 

 
杨渝伟,陈小红,俸家富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评价血清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检测在筛查糖尿病肾脏疾病(DKD)中的

应用价值。 

方法  连续性纳入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4 月绵阳市中心医院单纯 2 型糖尿病(DM-Ⅱ)患者 877 例

和 DKD 患者 492 例，并按疾病分层随机抽样，将其分为实验组 914 例(DM-Ⅱ患者 573 例，DKD

患者 341 例)和验证组 455 例(DM-Ⅱ患者 304 例，DKD 患者 151 例)。实验组用以分析血清尿素

(Urea)、肌酐(Cr)、胱抑素 C(CysC)、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NGAL 和尿白蛋白/肌酐比值

(ACR)与 DKD 的关联程度，并用关联程度密切的指标建立多种联合检测模式；验证组用以比较分

析单独/联合检测模式对 DKD 的筛查性能，以及各种模式分别与临床诊断的一致性。 

结果  DKD 患者血清 Urea、Cr、CysC、NGAL 和尿液 ACR 水平均显著高于(z=-13.842~-26.761，

均 P<0.001)，而 eGFR 显著低于 DM-Ⅱ患者(z=26.723，P<0.001)。其中，仅 eGFR、ACR 和

NGAL 与 DKD 关联密切(OR=1.077、1.031 和 1.007，均 P<0.001)，并由此建立 4 种联合检测模

式(ACR/eGFR/NGAL、ACR/eGFR、ACR/NGAL 和 eGFR/NGAL)。上述 7 种单独或联合检测模式

中 ， ACR/eGFR/NGAL(χ2=2.025 ， P=0.154) 、 eGFR/NGAL(χ2=1.639 ， P=0.200) 和

NGAL(χ2=0.298 ， P=0.586) 的 检 测 阳 性 率 与 DKD 发 生 率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其 中

ACR/eGFR/NGAL 联合检测的 AUC=0.960，与临床诊断的一致性 Kappa=0.805，均显著高于其它

筛查模式(AUC：z=2.019~6.566，均 P<0.05；Kappa：z=2.031~6.791，均 P<0.05)。 

结论  血清 NGAL 检测可能是 DKD 筛查的有效补充，可进一步提高 DKD 的早期诊断。 

 
 

PU-0790 

胰岛素检测结果异常一例分析 

 
柯星,沈立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233000 

 

目的  分析一例胰岛素检测结果与患者临床表现及其他检验结果不相符的病例，提出胰岛素检测结

果的影响和解决措施。 

方法  收集患者临床病例资料，日立 7600 生化仪检测患者血清电解质、葡萄糖、糖化血清白蛋

白、血脂、尿糖和尿酮体水平；贝克曼 ACCESS2 免疫分析仪检测血清肌钙蛋白 I 和 NT-proB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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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罗氏 E601 和贝克曼 DXI800 免疫分析仪检测空腹和餐后 2 小时 C-肽和胰岛素水平，抗谷氨

酸脱羧酶抗体、抗胰岛细胞抗体和抗胰岛素 IgG 水平。并建立不同溶血程度和保存温度体系，检测

不同体系对胰岛素检测结果影响。 

结果   患者糖化血清白蛋白（ 24.68 % ）、糖基化血红蛋白（ 8.50 % ）、空腹血糖

（10.22 mmol/L）、餐后 2 小时血糖（19.21 mmol/L）明显高于医学决定水平；72 小时血糖监测

血糖平均值为 9.42mmol/l，高血糖时间比（>7.8）88.13％，（>11.1）8.75％。空腹 C-肽 0.60 

nmol/L，餐后 2 小时 C-肽 1.22 nmol/L；结合患者主要临床表现诊断为 2 型糖尿病。但空腹胰岛素

（9.29 pmol/L)，餐后两小时胰岛素（27.46 pmol/L）结果偏低，与患者临床表现及其他检验结果

不相符。试验发现轻度溶血标本在 8℃环境下可使胰岛素浓度保持 90%，而 25℃环境下则仅保持

49%；中度溶血在 8℃使胰岛素保持 54%，而 25℃则保持 33%；重度溶血在 8℃使胰岛素保持

44%，而 25℃则保持 23%。考虑标本本身的影响因素，重抽后空腹胰岛素 43.29 pmol/L，餐后两

小时 207.46  pmol/L，结果可以接受。 

结论  红细胞裂解后释放的胰岛素水解酶，能够水解血清中的胰岛素，这是导致标本胰岛素显著下

降的主要原因。8℃较 25℃环境更利于保存胰岛素。 临床采血过程应严格按照 SOP 执行，并应尽

可能采取冷链运输，减少一些可预知的分析前影响因素。 

 
 

PU-0791 

新型急性肾损伤标志物 Sema3A 的研究进展 

 
李博慧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50000 

 

目的  Sema3A 在调节输尿管发育、血管形成，足细胞分化，和维持肾小球滤过屏障的完整性中起

关键作用，并且可以作为急慢性肾损伤的新型早期标志物。其对肾脏的作用机制及病理生理过程为

当今研究热点。本文将 Sema3A 在急性肾损伤中的机制及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方法  应用 Pubmed、CNKI、中国知网等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关键词为‘acute kidney injury、

Semaphorin3A、inflammation’和‘急性肾损伤、信号素 3A’。 

结果  共查阅 38 篇文献，排除重复性研究，纳入 8 篇文献。 

结论  Sema3A 在肾脏的发生发展、肾小球滤过屏障、足细胞凋亡和内皮细胞迁移中有重要作用。

其在小鼠和人类急性肾损伤后高表达，可以作为急慢性肾损伤的早期标志物。Sema3A 的过表达，

可以使内皮细胞凋亡，对肾小球造成损失，形成蛋白尿。作为新型肾损伤的标志物，其参与的信号

转导通路下游的信号素受体以及在肾脏病中的作用机制，为今后靶向治疗提供了新思路。在急性肾

损伤中的机制及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PU-0792 

血清 microRNA-26、122 对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的诊断价值 

 
杨彩娥 

解放军 309 医院 

 

目的  1. 探讨血清 miRNA-26、122 水平对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BC)患者的诊断价值；2. 探讨血

清 miRNA-26、122 水平与肝脏病理分级的关系。 

方法  选取 PBC 确诊患者 39 例，另选取同期性别和年龄匹配的慢性乙肝患者(CHB)21 例作为疾病

对照组，以及同期体检中心的健康体检者（HC）19 例作为正常对照组。采用 Life 试剂盒提取血清

总 RNA，采用茎-环特异引物进行逆转录和荧光实时定量 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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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1. PBC 患 者 血 清 miR-26 和 miR-122 的 表 达 水 平 均 显 著 低 于 健 康 对 照 组

（P<0.001, P<0.001）和慢性乙肝组（P<0.001, P<0.001）；2. 血清 miR-26 和 miR-122 对 PBC

均具有良好的诊断效能（PBC vs. HC, AUC=0.916，AUC=0.895）和鉴别诊断效能（PBC vs. 

CHB, AUC=0.817，AUC=0.831）；3. PBC 患者病理分级重度组的 miR-26 和 miR-122 水平均低

于轻度组（P=0.042，P=0.048）。 

结论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的血清 miR-26 和 miR-122 的表达降低，可用于该疾病的早期诊断

和鉴别诊断及病情评估。 

 
 

PU-0793 

尿液 5-羟吲哚乙酸对消化道病变筛查的意义 

 
刘红春 1,耿杰 1,李雨晴 2,任珍珍 1,熊超 2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2.河南中医药大学 

 

目的  本文采用生化方法对比检测消化道病变患者和健康体检者尿液 5-羟吲哚乙酸（5-HIAA）的含

量，研究尿液 5-HIAA 在消化道良、恶性病变筛查中的应用 

方法  随机抽取健康体检者 515 人和组织学已证实的消化道良、恶性病变住院患者 321 人新鲜清洁

晨尿，用尿液 5-HIAA 试剂检测新鲜尿液样本，颜色沉积物是试剂中汞盐与尿液中不同含量 5-HIAA

发生特征显色反应的产物，产物颜色比对标准比色卡 

结果  健康体检者阳性率 10.1%，消化道良性病变（炎症、息肉）者阳性率 40.2%，消化道恶性病

变者阳性率 50.0%。在消化道恶性病变中，胃癌阳性率 60.8%，食管癌阳性率 47.9%，肠癌阳性

率 41.1%。消化道病变者尿液 5-HIAA 排泄量比健康体检者显著升高（P<0.05），且恶性病变高于

良性病变（p<0.05） 

结论  消化道病变患者尿液 5-HIAA 阳性率明显高于健康个体，恶性病变患者更高。尿液 5-HIAA 可

与其它肿瘤标志物结合作为消化道病变筛查项目，有一定诊断价值。 

 
 

PU-0794 

血浆 BNP 水平应用在慢性心力衰竭的诊断、病情 

及预后评估中的效果分析 

 
谢万红 

四川省旺苍县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血浆 BNP 水平应用在慢性心力衰竭的诊断、病情及预后评估中的效果。 

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首日按照美国 NYHA 分级标准进行心功能分级，并于当日或次日空腹抽取静脉

血，行 BNP 检查，采用罗氏 602 型化学发光仪进行血浆 BNP 测定，入院 7d 后对患者进行超声心

电图检查，测定同一心动周期内的 LVEDD、LVEF。观察并记录患者上述指标情况。将患者依据

BNP 水平分为 A（BNP＞400pg/ml，30 例）、B（BNP≤400pg/ml，65 例）两组，2 组患者均进行

常规的标准化治疗，统计分析两组患者的预后情况。 

结果  按照美国 NYHA 分级标准，本组患者中 II 级 42 例、III 级 31 例、IV 级 22 例，BNP 与 NYHA

正相关，BNP 上升，LVEDD 上升、LVEF 降低（P＜0.05），如表 1 所示。A 组 30 例患者治疗后

死亡 1 例，心肌梗死 6 例，所占比率为 23.3%（7/30）,B 组患者治疗后未见死亡，心肌梗死 1

例，所占比率为 1.5%（1/65），2 组患者心肌梗死和死亡患者所占比率上升对比，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χ2=10.02，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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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浆 BNP 水平应用在慢性心力衰竭的诊断、病情及预后评估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价值。 

 
 

PU-0795 

分级检验方法学在血脂生化检验中的应用价值 

 
张潇潇,彭欢 

四川省旺苍县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分析分级检验方法学在血脂生化检验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于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本院临床标本 330 例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对

其标本完成分级检验方法以及传统的拉网式检验，所具体的检验项目包括了 TC（总胆固醇）、TG

（三酰甘油）、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ApoAI（载脂

蛋白 AI）、ApoB（载脂蛋白 B）。 

结果  在 330 例所有病例中共计有 328 例检验结果相符于传统拉网式检验法，且 LDL-C、ApoAI 以

及 ApoB 的检验阳性率，相较传统拉网式检验法检验结果明显提升了 1.48、6.68、1.88 倍

（p<0.05）。 

结论  通过完成血脂生化检验过程中，采用分级检验方法学，能够取得显著的临床检验结果，并且

此种结果能够与传统的拉网式检验结果有较高的相关性，很大程度的节约了医疗费用，提高检验准

确性，可以在临床检验中推广使用。 

 
 

PU-0796 

维生素 C 对三酰甘油和胆固醇测定的影响及结果分析 

 
王秋慧,薛克俭,云发超,张和平,王志中 

解放军第四七四医院,830000 

 

目的  探讨维生素 C 对血液中胆固醇（CHOL）和三酰甘油（TG）检测结果的影响及解决办法。 

方法  采集 1 位在治疗中需要静滴维生素 C 并长期监测 CHOL、TG 患者的血清样本，以滴注维生

素 C 前的样本作为对照组，滴注维生素 C 后 1 小时的样本作为实验组，使用单试剂与双试剂法同

时检测；分析 TG、CHOL 检测结果在对照组与实验组的差异性。 

结果  两种方法检测时，对照组中 CHOL、TG 在两种方法间检测无差异（TG:p = 0.797 > 0.05，

CHOL: p =0.797 > 0.05），而实验组存在显著差异（TG: p = 0.000 < 0.05，CHOL: p = 0.000 < 

0.05）；单试剂法检测时，两组间有差异（TG: p = 0.000 < 0.05，CHOL: p = 0.000 < 0.05），而

双试剂法检测没有差异（TG: p = 0.964 > 0.05，CHOL: p = 0.122 > 0.05）。 

结论  维生素 C 对单试剂检测 TG、CHOL 的结果有负干扰，而用含有抗坏血酸氧化酶（AOD）的

双试剂盒检测可以消除这种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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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97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检测血清短链肉毒碱类代谢物方法的建立 

 
王默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100000 

 

目的   建立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liquid chromatography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LC-

MS/MS ）测 定血 清肉毒 碱 （ carnitine ， C0 ） 和 C2 、 C8 、 C10 、 C10:1 酯 酰 肉毒 碱

（acylcarnitines，AcyCNs）的方法。 

方法  用标准溶液建立各代谢物液相色谱分离和质谱测定的条件。用含 0.1%甲酸的异丙醇提取血清

各目标代谢物，氮气下吹干，用流动相重组后进行 LC-MS/MS 分析，用同位素内标法定量，评价

方法的线性。 

结果  液相色谱分离采用 HILIC 色谱柱，流动相为 75%乙腈（0.5%甲酸，7.5mM 甲酸铵，

PH=3.0），柱温 20℃，流速 0.25ml/min，进样 4μl。在 API 5500 质谱，电喷雾离子源

（electrospray ionization，ESI）多反应监测（multiple reaction monitor，MRM）模式下，所有代

谢物在 5 分钟内有效分离。方法的相对回收率在 96.28%-103.45%。平均批内不精密度在 5%以

内，总不精密度大多在 10%以内。 

结论  本研究建立了 LC-MS/MS 测定血清短链肉毒碱的方法，所建方法简便、快捷、可靠，可作为

研究多临床疾病的有效工具。 

 
 

PU-0798 

高表达 lncRNA STCAT3 促进胃癌细胞的恶性表型 

 
丁伟峰,张健锋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肿瘤诊断和治疗方法的进展使早期胃癌的远期生存率明显提高，然癌细胞侵袭和转移机制的

不明确性使进展期胃癌预后不佳，因此深入研究胃癌细胞的侵袭和转移机制尤为亟需。长链非编码

RNA（lncRNA）为一类转录本长度超过 200 nt 的功能性 RNA 分子，其可在肿瘤组织中异常表

达，且可通过影响肿瘤的表观遗传、转录及转录后水平调控肿瘤的浸润和转移。因此本研究检测

lncRNA STCAT3 在胃癌组织与对应癌旁组织、人胃癌细胞系与正常胃黏膜上皮细胞系中的差异表

达，分析其表达水平与胃癌临床病理学特征和恶性表型的关系，探讨 STCAT3 对胃癌细胞恶性表

型的调控作用及作为分子诊断标志物的可行性。 

方法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 STCAT3 分子在 49 例胃癌组织与对应癌旁组织表达水平，分

析胃癌组织中 STCAT3 表达水平与临床病理学特征的关系；并在 STCAT3 低表达和高表达的胃癌

细胞系中分别转染过表达质粒和干扰质粒进行功能获得及功能缺失实验，检测 STCAT3 对胃癌细

胞增殖、迁移、侵袭能力；最后通过裸鼠移植瘤实验检测 STCAT3 对成瘤能力的影响。 

结果  胃癌组织中 lncRNA STCAT3 表达水平显著高于癌旁组织，癌组织 STCTA3 表达量中位值比

对应癌旁组织高 6.0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相关性分析发现：STCAT3 在胃癌组织中

的表达水平与患者年龄、性别无相关性（P >0.05），但与胃癌 TNM 分期相关（P<0.05）。体外

实验发现：本身高表达 STCAT3 的胃癌细胞系 BGC-803 中进行 STCAT3 表达敲低后，BGC-803

细胞增殖、克隆形成、迁移、侵袭能力均明显抑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反，本

身低表达 STCAT3 的胃癌细胞系 AGS 中上调 STCAT3 表达后，AGS 细胞增殖、克隆形成、迁

移、侵袭能力均明显增强，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体内实验亦证实，过表达 STCAT3

使裸鼠瘤体显著增大。 

结论  lncRNA STCAT3 可促进胃癌细胞的生长、侵袭与转移，STCAT3 的异常表达可能参与了胃

癌的发生发展，提示 STCAT3 可作为胃癌进展的分子诊断标志物及治疗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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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99 

血清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 C、尿微量蛋白联合检测 

在高血压肾损害早期诊断中的意义 

 
邱清芳 

莱州市人民医院,264000 

 

目的  研究血清胱抑素 C 和尿微量蛋白联合检测对高血压肾损害早期诊断的价值 

方法  采用速率散射比浊法对 96 例高血压患者和 50 例正常人血清胱抑素 C 和尿液中的 α1-MG、

ALB、TRF 和 IgG 进行检测 

结果  正常人和高血压患者比较有极显著性差异。 

结论  血清胱抑素 C 与 4 种尿微量蛋白联合检测可以作为高血压患者肾功能损伤的早期诊断的灵敏

指标，对肾小球或肾小管损伤及病情的判断、预后均有重要的意义。 

 
 

PU-0800 

临床生化检验结果的自动审核建立与评价 

 
叶俏霞 1,李奕文 2 

1.佛山市中医院,528000 

2.广东医科大学医学检验学院 

 

目的  探索应用自动审核软件系统对临床生化检验结果的自动审核，从而提高工作效率，缩短检验

报告时间。 

方法  根据 CAP、ISO15189 对临床检验行业的要求和本科室的需求建立自动审核规则，并修改检

验信息系统，实现生化结果判断，LIS 系统执行自动审核时将判断通过的结果样本发出报告。对检

验中心门诊组从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的门诊流水线的所有生化检验标本进行验

证，统计样本和检验项目的自动审核通过率，自动审核的标本周转时间中位数。 

结果  从建立自动审核软件系统后，近半年的生化检验项目的通过率在 69%-74%，样本的通过率维

持在 87.40%左右，自动审核的标本周转时间（TAT）中位数从 50.15min 降至 44.70min，审核人

员从两人减少为一人。 

结论   建立自动审核软件系统可以用于临床生化检验结果的自动审核，可以明显缩短 TAT，提高实

验室工作效率。 

 
 

PU-0801 

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与冠心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研究 

 
黄立纲,贾玫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人血浆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Lp-PLA2）活性与冠心病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选择北京华信医院冠脉造影检查结果阳性（根据冠脉造影结果，至少有

一支冠状动脉管腔狭窄程度≥50%，即判断为阳性）患者 231 例，根据是否服用他汀类降脂药，分

成两组（未服药组：147 例；服药组：84 例）,健康对照者 99 例。未服药组中，所有男性病人，根

据心脏冠状动脉病变支数、Gensini 积分等标准分别进行分组。采集临床资料，检测血清 Lp-

PLA2、总胆固醇（CHOL）、低密度脂蛋白（LDL）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血清标志物含量。患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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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PCI）确认累及冠状动脉的病变血管数量，病变位置、狭窄程度。统计学

分析采用 t 检验、mann-whitney U 检验及 Spearman 相关分析。 

结果  未服药组、服药组和对照组 Lp-PLA2 的水平分别为（561.9±158.5）U/L,（373.2±124.7）

U/L ， （ 467.4±130.4 ） U/L, 未服药组明显高于对照组，三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48.1,P<0.001)。多支病变组 Lp-PLA2 的水平为（603.4±154.8）U/L ，明显高于单支病变组

（521.3±192.1）U/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31，P=0.023）。Gensini 积分高分位组 Lp-PLA2

的水平为（618.7±165.4）U/L ，明显高于低分位组（517.3±191.7）U/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2.156，P=0.035） 

结论  Lp-PLA2 活性可以反映冠心病的严重程度。 

 
 

PU-0802 

血清 HE4 和 CA125 水平联合 ROMA 

预测和诊断卵巢癌的临床价值 

 
杨红梅 

烟台市烟台山医院,264000 

 

目的  分析探究血清人附睾分泌蛋白 4(HE4)，CAl25 和 ROMA 指数预测和诊断卵巢癌的临床价

值。 

方法  在我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4 月收治的手术前卵巢肿瘤患者中选取卵巢癌 84 例为患癌

组，卵巢良性肿瘤 56 例为对照组，在我院健康体检志愿者者 68 例为志愿组,对三组血清中 HE4 和

CAl25 进行化学发光法检测，得到卵巢癌风险预测模型 ROMA 值，联合绝经状态对患卵巢癌风险

予以预测。 

结果  患癌组 HE4、CAl25、ROMA 值的中位水平分别得出 219.8pmol/L、149.6 U/ml、74.56％，

三项指标值远高于对照组和志愿组，对比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检测 HE4、CAl25

以及 ROMA 指数对卵巢癌预测和诊断的灵敏度是 73.5％、88.4％以及 88.7％，特异度是 97.8％、

56.7％和 91.6％，准确度是 88.4％、82.7％和 91.2％；HE4，CAl25 与 R0MA 指数联合检测灵敏

度和特异度是 96.7％、93.4％。 

结论  对患者和志愿者血清 HE4 和 CAl25 进行联合检测，得出 ROMA 指数，可以有效分辨出卵巢

肿瘤的良性或恶性，灵敏预测出腹盆腔肿块患者患卵巢癌风险，尤其对早期诊断卵巢癌的效果显

著，临床价值较高。 

 
 

PU-0803 

骨代谢标志物实验室检测在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治疗中的意义 

 
杨红梅 

烟台市烟台山医院,264000 

 

目的  分析探究骨代谢标志物实验室检测在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治疗中的意义。 

方法  在我院自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3 月收治的绝经后 OP 患者中选取 49 例绝经后骨质疏松症

患者，采用阿伦膦酸钠药物治疗，口服，一周一次，一次 70mg，半年 1 个疗程。检测患者治疗前

后甲状旁腺素、I 型胶原 C 端肽、骨钙素、骨性碱性磷酸酶和 25 羟维生素 D3 等骨代谢标志物,观

察分析骨转换标志物的前后变化。 

结果  骨性碱性磷酸酶、甲状旁腺素、血清钙、以及 25 羟维生素 D3、血清磷在治疗前后无对比，

无统计学意义，P>0.05；I 型胶原 C 端肽和骨钙素前后对比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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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骨转换标志物骨钙素和 I 型胶原 C 端肽能够作为绝经后骨质疏松症实验室检测指标，判断该

症的治疗改状况。 

 
 

PU-0804 

GLP-1 类似物对比胰岛素、安慰剂治疗 2 型糖尿病的系统评价 

 
赵帆,林昕,何訸,张玫,黄亨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评价胰高血糖素样肽-1（glucagon like peptide-1，GLP-1）类似物与胰岛素及安慰剂治疗 2

型糖尿病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用“GLP-1 类似物、胰高血糖素样肽-1、艾塞那肽、利拉鲁肽、肠促胰素、2 型糖尿病、胰岛

素、随机对照试验 ”在 CNKI、万方、维普中文数据库检索，用 “glucagon like peptide-1、

liraglutide、exenatide、 type 2 diabetes、 insulin glargin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检索

Embass、pubmed 英文数据库。筛选出对比 GLP-1 和胰岛素或对于 GLP-1 与安慰剂的随机对照试

验。应用 meta 分析方法以加权均数差（WMD）或比值比（OR）进行综合效应分析。结局指标包

括糖化血红蛋白、低血糖发生率、体重减轻、空腹血糖控制水平等。  

结果  共纳入 13 项 RCT， GLP-1 和胰岛素的对比有 7 篇， GLP-1 和安慰的对比有 8 篇，共包含

5014 名受试者，来自欧洲、北美洲、亚洲等各个地区的不同人种。在控制 HbA1c 方面，GLP-1 与

胰岛素的效果无统计学差异（WMD=-0.08,95%CI[-0.23，0.08]，P=0.35），与安慰剂比较，GLP-

1 能更好的控制患者 HbA1c（WMD=-0.88,95%CI[-1.30，-0.88]，P<0.000001）。控制 FPG 方

面，疗程小于 52 周时，GLP-1 类似物与胰岛素降低空腹血糖的疗效相当，但随着疗程延长，胰岛

素能够更好的帮助患者控制空腹血糖。在体重变化和低血糖风险方面，结果再次证明了比起胰岛素

或安慰剂，GLP-1 确实能够控制体重，并且拥有更低的低血糖风险。 

结论  GLP-1 类似物是一种理想的 2 型糖尿病长期治疗药物，在降血糖方面与胰岛素疗效相当，并

且给药方式更加人性化，患者依从性更高，生活质量更高。但在安全性方面需要更多前瞻性临床试

验及统计学证据证明其优势。 

 
 

PU-0805 

进行性近端型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基因诊断和产前诊断 

 
王雪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脊肌萎缩症的基因诊断方法。并对一例脊肌萎缩症家系进行基因诊断和产前诊断。 

方法  应用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聚合酶链反应（PCR-RFLP）法、等位基因特异性扩增法（AS-

PCR）、荧光定量 PCR 和测序的方法检测运动神经元生存基因的拷贝数和点突变，对一例脊肌萎

缩症家系进行基因诊断和产前诊断。 

结果  PCR-RFLP 法、等位基因特异性扩增法均显示先证者 SMN1 第 7 和第 8 外显子纯合缺失，先

证者妻子 SMN2 第 7 和第 8 外显子纯合缺失，先证者父母及胎儿 SMN1 与 SMN2 第 7、8 外显子

无纯合性缺失。荧光定量 PCR 显示先证者 SMN1 基因有 0 个拷贝，先证者妻子 SMN1 基因有 2个

拷贝，先证者父母及胎儿 SMN1 基因均只有 1 个拷贝。羊水细胞 SMN 基因外显子未发现点突变。 

结论  PCR-RFLP 法、等位基因特异性扩增、荧光定量 PCR 是可靠的运动神经元生存基因拷贝数

检测方法，而测序是点突变检测的准确方法，两者的适当联合提高了脊肌萎缩症基因诊断的准确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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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06 

HOXB9 promotes endometrial cancer 
 progression by targeting E2F3 

 
Junhu Wa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HOXB9, as a HOX family transcription factor, 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embryonic 
development and cancer 
progression. However, the function of HOXB9 and its precise mechanism in regulating 
endometrial cancer progression 
remains unknown.  
Methods Here, we demonstrat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HOXB9 was increased in endometrial 
cancer, and associated with histological grade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In addition, elevated 
HOXB9 predicts a poor prognosis in endometrial cancer patients. Interestingly,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of TCGA cancer database showed that HOXB9 expression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2F3 expression. Moreover, HOXB9 promoted E2F3 expression by directly targeting to its 
promoter. Furthermore, we found that knocking down E2F3 abolished the ability of HOXB9 in 
enhancing cell migration.  
Results Taken together, for thefirst, we demonstrated the function and mechanism of HOXB9 in 
regulating endometrial cancer progression, and indicated HOXB9 may be a novel prognostic 
marker of endometrial cancer.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for thefirst, we demonstrated the function and mechanism of 
HOXB9 in regulating endometrial cancer progression, and indicated HOXB9 may be a novel 
prognostic marker of endometrial cancer. 
 
 

PU-0807 

联合检测 LDH 和 5 种血清肿瘤标志物探索 

在肺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安云飞 1,2,陈凤娇 2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华西临床医学院 

 

目的  探讨肿瘤标志物神经元特异烯醇化酶 NSE、可溶性片段 CYfra21-1、糖类癌抗原 CA125、癌

胚抗原 CEA、糖类抗原 CA199 和乳酸脱氢酶 LDH 在肺癌早期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通过电化学发光法和酶法检测 292 例肺癌患者、201 例肺部良性病患者及 215 例健康体检者

的 NSE、CA125、CYfra21-1、CA199、CEA 和 LDH 水平，通过统计比较分析各检测指标在肺癌

中的变化情况 

结果  肺癌患者血清肿瘤指标水平均明显高于肺部良性病组和健康体检组（P<0.05）；在肺癌某些

病理及分期中男女之间的 CYfra21-1、CEA 及 199 具有显著差异（P<0.05）；非小细胞肺癌和腺

癌的 NSE 和 LDH 结果明显低于小细胞肺癌，腺癌的 CA199、CEA 及鳞癌 CYfra211 结果显著差

异于小细胞肺癌（P<0.05），鳞癌的 CEA 低于腺癌而 LDH 又显著高于腺癌（P<0.05）；除

CA199 外，肺癌患者临床 I/II 期和 T4 期所有血清结果相比其它期具有显著差异。IV 期 CA199 结

果显著高于 I/II 和 III 期同时 CEA 含量高于 III 期（P<0.05）；腺癌的 CYfra211 阳性率低于鳞癌同

时 NSE 和 LDH 阳性率亦显著低于小细胞肺癌（P<0.05）；联合检测结果的阳性率、敏感度及准

确性显著增高优于单项检测（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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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清标志物 NSE、CYfra211、125、199、CEA 和 LDH 在肺癌患者中呈异常高水平表达，且

与肺癌的不同病理类型及分期具有显著相关性，同时联合检测能显著提高肺癌早期诊断的灵敏度和

准确性为优化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PU-0808 

甘氨胆酸及谷草转氨酶同工酶在肝功能损伤中的临床应用 

 
易向民,杨连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甘氨胆酸（CG）与谷草转氨酶同工酶（mAST）对肝功能损伤的诊断价值与临床应用。 

方法  利用 7600-02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正常体检者与肝功能损伤患者血清中甘氨胆酸与谷草

转氨酶同工酶水平，把肝功能损伤患者分为黄疸组、肝炎组、肝硬化组、肝癌组、其他肝功能损伤

组，比较各组甘氨胆酸与谷草转氨酶同工酶差异从而分析其临床应用。 

结果   各组间甘氨胆酸的浓度分别为（μg/ml）：23.45±13.50、21.87±12.88、20.18±19.83、

22.20±11.38、11.38±11.05，正常对照组为 0.70±0.35μg/ml；各组间谷草转氨酶同工酶的浓度为

（U/L）：17.28±16.08、23.68±22.45、17.32±16.45、29.60±27.82、22.93±21.52，正常对照组

为 6.89±2.16 U/L。各组中甘氨胆酸与谷草转氨酶同工酶有不同程度的升高，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均

具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甘氨胆酸对于了解肝细胞的损害以及对胆道疾病的诊断，评价肝功能具有实际的临床意义；

谷草转氨酶同工酶是反映肝实质性损伤、肝功能损伤严重程度的良好指标。 

 
 

PU-0809 

昆明地区 166 例地中海贫血基因型与红细胞参数的相关性研究 

 
徐秋月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血常规分析中 6 项红细胞参数（RBC、Hb、MCH、MCV、MCHC、RDW-CV）与地贫

基因型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荧光 PCR-熔解曲线法检测 27 个常见地贫基因突变位点，使用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进行

血细胞分析，比较不同地贫基因突变类型间血常规参数的差异。 

结果  α-地贫组、β-地贫组及 αβ 复合组三组的 6 项红细胞参数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

（P<0.05），β-地贫组 MCV、MCH 及 MCHC 及 αβ 复合组 MCV 下降幅度超过 α-地贫组

（P<0.05）；基因型 CD41-42(-TCTT)、CD17A>T、IVS2-654 C>T 及 αα/-SEA 的 6 项红细胞参

数与对照组相比均有显著差异（P<0.01），其中前三种基因型 MCV、MCH 及 RDW-CV 变化的幅

度较其他基因型明显（P<0.05）。 

结论  MCV、MCH 及 RDW-CV 结果与基因表型有一定的相关性，对于临床医师在进行地贫遗传咨

询时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对于地贫防控也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573 

 

PU-0810 

Evaluation of Loop-
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Assay for the Detection 

of Pneumocystis jirovecii in AIDS Patients. 
 

Qiuyue Xu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the Fri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Pneumocystis pneumonia (PCP) can occur in patients with many causes of the 
immunocompromised state other than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The lack of a rapid 
and specific diagnostic test necessitates a more reliable laboratory diagnostic test for PCP. In the 
present study,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LAMP) is becoming an established 
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 method offering rapid, accurate, and cost-effective diagnosi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Methods 58 clinical respiratory samples, including both BALF and IS, were subjected to GMS 
staining, nested PCR, real-time PCR and LAMP assay.To verify primers specificity, 6 
bacterials(Haemophilus influenzae,Staphylococcus 
aureus,Pseudomonas aeruginosa,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ia,Klebsiella pneumoniae,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were common 
cause of  respiratory infection were examined. 
Results Of 58 respiratory samples, 8/58 (13.8%),12/58 (20.7%), 14/58 (24.1%),and 15/58 (25.9%) 
samples were positive by GMS staining, nested PCR, real-time PCR and LAMP assay, 
respectively. The detection limit of the LAMP method applied to BALF samples was 
50 copies/tube. 
Conclusions Thus, the LAMP assay may serve as a better diagnostic tool for the detection of P. 
jirovecii with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less turn-around time, operational simplicity, single-
step amplification, and immediate visual detection. 
 
 

PU-0811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combination of gamma-glutamyl 
transpeptidase-to- lymphocyte ratio and alpha-fetoprotein 

in hepatitis virus B 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south China 

 
Yufang Du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gamma-glutamyl transpeptidase-to- lymphocyte 
ratio (GLR) and the combination of alpha-fetoprotein (AFP) and GLR for hepatitis virus B (HBV) 
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Methods Peripheral blood lymphocyte count as well as serum levels of gamma-glutamyl 
transpeptidase (GGT) and AFP were detected and compared in 91 patients with clinical 
confirmed HBV-related HCC and 101 healthy individuals. We conducted a novel index GLR and 
assay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GLR for HCC. Diagnostic efficiencies and cut-off values of 
lymphocyte, GGT, GLR, AFP and the combination of AFP and GLR were calculated by using 
receiver operator curve (ROC) analysis. 
Results The mean level of lymphocyte, GGT, GLR, AFP among patients with HCC were 
1.67±0.58, 156.55±190.06, 117.68±157.41, 22333.93±59522.84, respectively,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control group (P < 0.001). ROC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rea under ROC 
curve (AUC) of lymphocyte, GGT, GLR and AFP were 0.71 (95%CI, 0.64–0.77), 0.80 (95%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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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0.85), 0.83 (95%CI, 0.77-0.88) 0.92(95%CI, 0.87-0.95), respectively. The optimal cut-off 
value of GLR was 23.65 with sensitivity of 75.82% and specificity of 80.20%. The cut-off value of 
AFP was 7.28 (ng/ml) with sensitivity of 74.73% and specificity of 98.02%. When AFP and GLR 
were combined to obtain a new marker for HCC diagnosis, AFP+GLR further increased 
diagnostic efficiency with AUC of 0.94 (95%CI, 0.90-0.97), and higher sensitivity of 83.52% than 
that of AFP  or GLR  alone, while lower specificity of 93.07%  than that of AFP alone. 
Conclusions GLR can be used as an accurate marker for diagnosing HCC; jet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GLR is not superior when compared with AFP.     GLR combined with AFP might 
improv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for HCC.  
 
 

PU-0812 

2017 年应用 UniCel®DxI800 

检测甲胎蛋白发现高剂量钩状效应两例 

 
安云飞,张蕾,李立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作为一种非放射性标记免疫分析方法，由于其测量时间短，无放射性污

染，目前广泛用于临床实验室分析。因为其基于抗原抗体反应的免疫测定方法，存在发生钩状效应

的风险。尽管制造商已经对商业试剂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和评估，并在试剂说明书中向用户告知风

险。事实上，这些事件仍然不能仅仅基于实验结果或仪器状态来找出或避免。本研究回顾并分析了

2017 年 1 月至 12 月期间 704 例定量甲胎蛋白病例，探讨临床实践中是否存在高剂量钩状效应。 

方法  所有入组病例均为肝细胞癌确诊后治疗监测患者。 甲胎蛋白浓度在 Beckman Coulter UniCel 

DxI 800 免疫测定系统中使用 AFP 和 d-AFP 进行检测。 这两个项目具有不同的分析测量范围。所

有大于 303,000ng/ml 的病例将由 Wash Buffer II（REF：A16793，BECKMAN COULTER，

USA）手动稀释 10 倍并通过 d-AFP 项目进行测量。  

结果  704 例病例中，浓度范围为 0.97ng/ml 至 1734592ng/ml，所有病例数据按升序排列。小于

3000ng/ml 的病例数为 87 个，3000ng/ml 至 303,000ng/ml 的病例数为 575 个，在 303,000ng / ml

以下不存在钩状效应。在 303,000 至 1,000,000ng/ml 范围内有 39 例并且没有钩状效应。超过

1,000,000ng/ml 的三个病例中存在钩状效应两例。病例 1 AFP 项目为 2672.77ng/ml 且 d-AFP 大

于 303,000ng/ml。 10 倍手动稀释后，d-AFP 分析数据为 15,16050ng/ml。病例 2 AFP 项目为

1295.757ng/ml 且 d-AFP 大于 303,000ng/ml 。手动稀释 10 倍后， d-AFP 分析数据为

1734592ng/ml。 

结论  对于诊断为肝细胞癌的患者，特别是那些结果超过 500,000ng/ml 的患者。 推荐 AFP 和 d-

AFP 两项同时检测以避免由于高剂量钩效应而导致的错误结果，这将最终误导患者对诊疗的临床评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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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13 

GRP78 蛋白在人体纤维肉瘤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王元,孙轶华 

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  检测 GRP78 蛋白及 Wnt 通路相关蛋白 β-catenin 在人纤维肉瘤组织和癌旁、正常组织中的表

达情况，并探讨其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具有完整临床资料及随访的纤维肉瘤患者临床大体标本 20 例，术前均未经放化疗；利用

western  blot 方法测定 GRP78 蛋白及 β-catenin 的蛋白表达；采用 SPSS17.0 进行统计学分析，

GRP78、β-catenin 在肿瘤以及正常组织中及蛋白水平的表达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 

结 果    GRP78 的蛋白表达明显高于配对癌旁、正常组织，分别为 1.409±0.899 、

0.58±0.12,0.21±.72,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1)。β-catenin 蛋白表达高于配对癌旁、正常组

织，分别为 0.955±0.247、0.873±0.199, 0.364±0.108 (p<0.05)。 

结论  GRP78 蛋白及 Wnt 通路相关下游蛋白 β-catenin 是鉴别纤维肉瘤组织的生物学标志物。

GRP78 可能通过 Wnt 通路进一步促进肿瘤的发生发展，为软组织肿瘤的靶向治疗提供新的方向。

0.873±0.199, 0.364±0.108 (p<0.05)。 

 
 

PU-0814 

CaSR 调控大鼠中性粒细胞分泌的外泌体中 LncRNA 

ENSRNOT00000039868 的表达 

 
邹磊,孙轶华 

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  探究钙敏感受体（CaSR,calcium-sensing receptor）对大鼠中性粒细胞（PMN）分泌的外泌

体中 LncRNA ENSRNOT00000039868 的影响。 

方法  提取大鼠外周血中性粒细胞，应用瑞氏染色于镜下检测鉴定中性粒细胞及其纯度。用 LPS

（脂多糖）模拟体内炎症刺激，以未预处理为空白，再给予 CaSR 激动剂（Cinacalcet）和 CaSR

抑制剂（NPS-2143）干预，分别提取外泌体，得到 PMN-exo，PMN-LPS-exo，PMN-LPS-CIN-

exo 和 PMN-LPS-NPS-exo，分析其浓度及粒径分布等特征、并鉴定表面标记蛋白 CD9、ALix 和

CD63 的表达。采用生物信息学技术预测 CaSR 可能调控的 LncRNA。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

术(Real-time PCR)验证预测的 CaSR 调控的相关 LncRNA ENSRNOT00000039868 的含量变化。 

结果  大鼠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提取纯度大于 96%。CaSR 调控 LncRNAENSRNOT00000039868 的

分泌。 LPS 刺激前后外泌体粒径分析无明显变化，但 LPS 刺激后分泌量和 LncRNA 

ENSRNOT00000039868 含 量 增 加 （ P<0.05 ） 。 PMN-LPS-CIN-exo 组 ， LncRNA 

ENSRNOT00000039868 含 量 增 加 （ P<0.01 ） 。 PMN-LPS-NPS-exo 组 ， LncRNA 

ENSRNOT00000039868 含量减低（P<0.01）。 

结论  CaSR 可以调控大鼠外周血中性粒细胞分泌的外泌体中 LncRNA ENSRNOT00000039868 含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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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15 

胃癌细胞钙敏感受体通过调节外泌体影响自身侵袭能力的研究 

 
崔宝红,孙轶华 

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  研究人胃癌细胞 SGC-7901 钙敏感受体（calcium  sensing receptor,CaSR）通过调节外泌体

的分泌影响该细胞增殖和侵袭、迁移的能力。 

方法  利用慢病毒沉默和过表达人胃癌 SGC-7901 细胞 CaSR，采用 RT-PCR 和 Western-blot 技术

验证转染结果。采用超速离心提取转染细胞的外泌体与人胃癌细胞 SGC-7901 共培养。应用 CCK-

8 法、平板克隆实验、细胞 Transwell 小室等实验检测外泌体对胃癌细胞 SGC-7901 细胞增殖和迁

移的作用。 

结果  CaSR 过表达组胃癌细胞分泌的外泌体与 SGC-7901 共培养后，SGC-7901 的侵袭和迁移能

力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aSR 沉默组胃癌细胞分泌的外泌体与 SGC-7901 共培

养后，SGC-7901 的侵袭和迁移能力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相比，各组

细胞增殖改变不明显。 

结论   CaSR 通过调节外泌体的分泌对胃癌细胞的侵袭和迁移产生影响，对胃癌细胞的增殖能力影

响不明显。 

 
 

PU-0816 

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 

 
黄思榕, 戴婉如,周欢,郑佳应,伍严安 

福建省立医院,350000 

 

目的  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sdLDL-C）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颗粒较小密度较

大的亚组份。本文探讨 sdLDL-C 与冠心病的相关性；sdLDL-C 与胆固醇（TC）、甘油三酯

（TG）、高密度脂蛋白（HDL）、低密度脂蛋白（LDL）、载脂蛋白 A（Apo A）、载脂蛋白 B

（Apo B）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5 年 2 月至 2018 年 3 月入院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的冠心病患者 251

例，健康体检者 74 例，分别检测血清 sdLDL-C 水平并用 t 检验比较两者间的差异；同时，检测冠

心病患者血清中的 TC、TG、HDL、LDL、Apo A、Apo B 的水平，分析 sdLDL-C 与上述六个指标

的相关性。 

结果  冠心病组的 sdLDL-C 平均浓度为 0.929±0.4106 mmol/L，正常对照组的 sdLDL-C 平均浓度

为 0.3711±0.2378 mmol/L；冠心病组的 sdLDL-C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两组间比较有统计学

差异（ t=11.103，P＜0.01）。在冠心病组的相关性研究中发现 sdLDL-C 与 TG 呈正相关

（r=0.406，P＜0.01）；与 LDL 呈正相关（r=0.136，P＜0.01）；与 Apo B 呈正相关（r=0.819，

P＜0.01）。 

结论  血清 sdLDL-C 水平在冠心病时显著升高；sdLDL-C 水平与 TG、LDL、Apo B 水平显著相

关。sdLDL-C 可能成为冠心病的风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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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17 

检验前质量控制对空腹血糖检测的影响 

 
管雪 

江油市人民医院,621000 

 

目的  探讨血液标本存放方式、存放时间、存放温度、不同抗凝剂对空腹血糖检测的影响，以及通

过实验结果，查阅相应文献，并对各种状况提出相应的处理策略。 

方法  随机选取我院接诊进行空腹血糖检测的健康体检人员 60 例，血液标本分别按不同处理方式、

放置在不同温度下 1h、2h、3h、4h、5h、6h 时分别检测，并记录检测结果。 

结果  血糖检测结果随存放时间的延长而逐渐降低。血液标本放置在不同温度下的检测结果有显著

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检测前离心分离血清与即时离心分离血清两种方式存放血液

标本，对血糖值检测的结果影响同样有显著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同条件下不同

抗凝剂对血糖测定结果有显著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影响血糖检测结果的因素较多，如血液标本存放方式、存放时间、存放温度、不同抗凝剂对

空腹血糖检测等对空腹血糖的测量结果均有影响，因此，医院如果能够在检验前有效的质量控制，

可以有效的避免此类因素的影响，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PU-0818 

聚合物基因载体辅助 miR-21 对心肌 I-R 损伤治疗的体外评价 

 
赵新东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300000 

 

目的  通过实验观测嵌段顺序的不同对聚合物基因载体凝聚态和转染结果等的影响。 

方法  琼脂糖凝胶电泳、原子力显微镜（AFM）及动力学光散射（DLS）等表征方法和 293T 细胞

的转染和细胞毒性实验。成果：通过对两种嵌段共聚物/pDNA 复合物的实验，得到两种复合物的优

缺点。结论：嵌段共聚物的嵌段顺序不同是很微小的差别，但对转染效率和细胞毒性的影响却比较

大。所以在设计基因载体的时候嵌段顺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结果  基因治疗是随着 DNA 重组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新型治疗手段和策略，通常是将正常基因或者是

有治疗效用的 DNA 或 RNA 导入到靶细胞以代替或纠正个体自身存在功能表达和结构缺陷的基因，

并且抑制表达异常的基因，进而干预相关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进程。基因治疗面临的技术难点之一

就是设计一个优秀的基因载体，这是想要获得良好治疗效果的关键因素。对基因治疗载体系统大致

分类可以分类为与病毒相关或者非病毒这两种系统。与病毒有关的载体优点就是比非病毒载体有更

高的表达效率和转染导入效率，但病毒类载体也是有很多缺点的，例如它还是存在着很多隐藏的安

全风险，在基因治疗的发展史中因为病毒载体不安全导致的医疗事故有很多。与之相比非病毒的转

移载体有很多优点：同样可以转移治疗所用的基因，它还可以转移治疗所用的药物、miRNA、

siRNA、寡聚核昔酸、相关抗体等；载体结构是比较灵活可控的、非病毒载体细胞毒性低、免疫原

性也低、合成方法简便并且耗费费用较低。它正成为基因治疗备受瞩目的新的发展领域 

结论  嵌段共聚物的嵌段顺序不相同只是很小的差异，但是嵌段顺序却对聚合物基因载体的性质造

成很大影响。通过以上实验和讨论，我得出的观点就是：在合成设计基因载体的同时不光要考虑氮

含量、分子量等常规因素，也要注意把嵌段顺序当做设计基因载体的重要参考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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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19 

重庆地区缺血修饰白蛋白参考区间的建立 

 
廖君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建立重庆地区缺血修饰白蛋白（IMA）的参考区间。 

方法  选取 272 例来自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金山医院的健康体检者，所有体检者的肝功、肾

功、血脂、血糖及血尿常规均为正常，并且心电图、脑电图、B 超、X 线检查均为阴性，无高血

压、糖尿病等遗传病史。采用 TBA-2000FR 进行检测 IMA，计算并剔除离群值后统计检测结果，

计算参考区间。 

结果   男女性 IMA 参考区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同年龄组间血清 IMA 水平均无显著差异，因此

合并计算得出重庆地区 IMA 参考区间为>65.0 U／ml。 

结论  建立了重庆地区的缺血修饰白蛋白参考区间，使 IMA 在临床得到更合理的应用。 

 
 

PU-0820 

检验前不同处理办法对血糖检测结果的影响 

 
张磊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探讨检验前过程(不同放置时间及不同处理方式)对血糖检测结果的影响。 

方法  随机抽取本院体检志愿者 60 例，每例采用 3 种不同的真空采血管( 即含 NaF 抗凝管、含促凝

剂血清管、酸化氟化钠管中) 采集血液 2 ml 备用，分析离心前放置不同时间对检测血糖值的影响及

离心后放置不同时间对检测血糖值的影响。 

结果  含 NaF 抗凝管和促凝剂血清管采集标本离心前放置 0.5 h、1 h、2 h、3 h 测定结果分别与含

NaF 抗凝管 0h 离心测定结果进行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01) ; 含酸化氟化钠管采集标本

离心前放置 0.5 h、1 h、2 h、3 h 测定结果分别与含 NaF 抗凝管 0 h 离心测定结果进行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促凝管离心血清放置 4 h 后测定结果与离心放置 0.5 h 比较，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P<0.01) ; 含 NaF 抗凝管和含酸化氟化钠管离心 24 h 后测定结果与离心放置 0.5 h 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氟化钠抗凝管和含促凝剂血清管如不及时离心，血糖浓度在 2h 内下降约 5.5%，而酸化氟化

钠管能稳定 4 h。NaF 抗凝管和含酸化氟化钠管离心 24 h 内血糖较稳定，但促凝管离心血清放置 4 

h 后血糖下降具有统计学差异。因此，为了立即抑制糖酵解，血液需要酸化。 

 
 

PU-0821 

Reagent loading manner optimization for Roche cobas 701 

 
Mingyang W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Reagent loading manner optimization for Roche cobas 701 
Methods The regents loading pattern on at least three reagent disks for one testing program Due 
to the total analytical requests of the in- and out-patients and the Tuesday effect, we 
incessantly introduced 5 automatic biochemical analytical lines or systems from 2007-2012. For 
every automatic analytical systems, our lab always employ at least three reagent loading mode, 
which ensured that at least three reagent kits of one test could be used at the same tim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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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remains effective in our lab，which ensure every Cobas8000 achieves the shorten aTAT 

and the relative uniform species distribution. Nevertheless, this reagents loading mode remains 
some defects, which includes labor costing of the everyday reagent loading and performance 
verifications, quality control and power costs of the at least three reagent bins for most tests. So, 
we intend to optimize our reagent loading project aiming to shorten the rTAT and expense. Before 
implementing the reagent loading project, we conducted a theoretical simulation about parallel 
loading design based on the practical at least 3 reagent loading mode data. The simulation 
principles were reducing the reagents bins, the costs of performance verifications and labor 
extremely. All of these optimization designs were conducted as a prerequisite of maintaining the 
present available efficiency. 
Results The regents loading pattern on at least three reagent disks for one testing program Due 
to the total analytical requests of the in- and out-patients and the Tuesday effect, we 
incessantly introduced 5 automatic biochemical analytical lines or systems from 2007-2012. For 
every automatic analytical systems, our lab always employ at least three reagent loading mode, 
which ensured that at least three reagent kits of one test could be used at the same time. This 

mode remains effective in our lab，which ensure every Cobas8000 achieves the shorten aTAT 

and the relative uniform species distribution. Nevertheless, this reagents loading mode remains 
some defects, which includes labor costing of the everyday reagent loading and performance 
verifications, quality control and power costs of the at least three reagent bins for most tests. 
So,we intend to optimize our reagent loading project aiming to shorten the rTAT and expense. 
Before implementing the reagent loading project, we conducted a theoretical simulation about 
parallel loading design based on the practical at least 3 reagent loading mode data. The 
simulation principles were reducing the reagents bins, the costs of performance verifications and 
laborextremely. All of these optimization designs were conducted as a prerequisite of maintaining 
th present available efficiency. 
Conclusions The regents loading pattern on at least three reagent disks for one testing 
program Due to the total analytical requests of the in- and out-patients and the Tuesday effect, w 
incessantly introduced 5 automatic biochemical analytical lines or systems from 2007-2012. For 
every automatic analytical systems, our lab always employ at least three reagent loading mode, 
which ensured that at least three reagent kits of one test could be used at the same time. This 

mode remains effective in our lab，which ensure every Cobas8000 achieves the shorten aTAT 

and the relative uniform species distribution. Nevertheless, this reagents loading mode remains 
some defects, which includes labor costing of the everyday reagent loading and performance  
verifications, quality control and power costs of the at least three reagent bins for most tests. So,  
we intend to optimize our reagent loading project aiming to shorten the rTAT and expense. Before  
implementing the reagent loading project, we conducted a theoretical simulation about parallel 
loading design based on the practical at least 3 reagent loading mode data. The simulation 
principles were reducing the reagents bins, the costs of performance verifications and labor 
extremely. All of these optimization designs were conducted as a prerequisite of maintaining the 
present available efficiency. 
 
 

PU-0822 

2 型糖尿病伴背景性及增殖性视网膜病变的血脂六项分析 

 
付广真,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分析 2 型糖尿病患者伴不同程度视网膜病变的血脂六项变化。 

方法  选择 2 型糖尿病患者 158 例，根据眼底照相、眼底镜或者眼底血管造影结果分为：2 型糖尿

病无视网膜病变组（NDR）、2 型糖尿病伴背景性视网膜病变组（BDR）以及 2 型糖尿病伴增殖性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组（PDR）。记录这些 2 型糖尿病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检测空腹血糖

（FPG）、糖化血红蛋白(HbA1c)、总胆固醇(CHOL)、甘油三酯(TRI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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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载脂蛋白 A1（Apo-A1）和载脂蛋白 B（Apo-B）。计量

资料的三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 

结果  三组 2 型糖尿病人之间血脂状态代谢分析：CHOL、TRIG、HDL-C、LDL-C、ApoA1 在三组

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PDR 组的 Apo-B 水平高于 BDR 组及 NDR 以 (P=0.025), 

Apo-B 在 NDR 组和 BDR 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载脂蛋白 B 在 2 型糖尿病合并增殖性视网膜病变组中显著升高，提示载脂蛋白 B 在 2 型糖尿

病视网膜病变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PU-0823 

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与糖尿病肾病的关系 

 
刘茜辉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2.实验医学科 

 

目的  探讨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与糖尿病肾病的相关性，评估中性粒细胞与

淋巴细胞比值在诊断糖尿病肾病中的价值。 

方法  根据临床诊断和尿白蛋白/肌酐比值，将我院 2007 年 1 月-2018 年 3 月被诊断为“糖尿病肾病”

且尿白蛋白/肌酐比值＞30mg/g、130 例病例作为糖尿病肾病组（A 组），将我院 2018 年 2 月-3

月被诊断为“糖尿病”且血尿白蛋白/肌酐比值＜30mg/g 的 130 例病例作为单纯糖尿病组（B 组），

将我院 2018 年 2 月-3 月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绝对值血糖、肾功指标、血脂指标均正常的 105 例

体检健康作为健康体检组（C 组），收集三组对象一般临床指标及血常规、生化指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 k-s 检验、秩和检验、F 检验、Pearson 相关分析、logistics 回归分析。 

结果  NLR 在 A、B、C 三组之间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且 A 组水平高于 B 组，B 组水平高

于 C 组。NLR 值与尿素、血清胱抑素呈正相关（r 值分别为 0.337、0.277，P＜0.01，P＜

0.05），与估算肾小球滤过率呈负相关（r 值为-0.125，P＜0.05）。NLR 是糖尿病肾病的危险因素

（P＜0.01，OR 值为 2.208）。 

结论  NLR 值与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 

 
 

PU-0824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serum Cyfra21-1 and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ntigen levels i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Kun Jia1,Xiaohang Zhao2,Jianrong Su1 

1.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2.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Oncology， Cancer Hospital，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Cyfra21-1 and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ntigen 
(SCC) in the serum of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 and evaluate their 
correlations with diagnosis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parameters in ESCC.  
Methods The concentration of serum Cyfra21-1 was measur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in 48 ESCC patients, 30 atypical hyperplasia patients, 31 healthy 
individuals. The concentration of serum SCC was measured by ELISA in 22 ESCC patients, 30 
atypical hyperplasia patients, 31 healthy individuals. Cyfra21-1 and SCC levels in serum were 
measured by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ECLIA) and microparticle enzyme 
immunoassay (MEIA) in another 50 patients with ESCC and 139 healthy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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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levels of serum Cyfra21-1 in ESCC and atypical hyperplasia patients were both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healthy controls (P < 0.05). Significant statistics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multiple comparison (P < 0.05) in SCC groups. The expression of Cyfra21-1 was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positive lymphatic metastasis (P = 0.005). However,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yfra21-1 expression and the other histopathological features such as age, gender, position, 
pathological grade, tumor size and TNM staging was not observed in our samples. The 
expression of SCC showed no correlation with histopathological features. According to ROC 
curve, the combine of Cyfra21-1 and SCC was much better than each of them. The results of 
ECLIA and MEIA were similar with the ELISA results. 
Conclusions Measurement of serum Cyfra21-1 and SCC is helpful in the diagnosis of ESCC, 
and multiple tumor markers joint detection can improve the sensitivity of clinical diagnosis. 
 
 

PU-0825 

尿糖与尿微量白蛋白联合检验 

对糖尿病早期肾损伤的诊断作用分析 

 
程永智 

莱州市第三人民医院,264000 

 

目的  分析尿糖与尿微量白蛋白联合检验对糖尿病早期肾损伤的诊断作用。  

方法  择取我院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0 月收治的糖尿病早期肾损伤患者 108 例设置为实验组，另

择取同时间段的健康体检者 108 例设置为常规组，对两组受检者均进行尿糖与尿微量白蛋白检测，

比较两组受检者的尿糖、尿微量白蛋白含量，分析其与早期肾损伤间的联系。 

结果  比较两组受检者的尿糖与尿微量白蛋白含量均差异显著，P 值小于 0.05。 

结论  给予尿糖与尿微量白蛋白联合检验方式可用于临床上对糖尿病早期肾损伤患者的鉴别诊断，

并依据检查结果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全面评估，利于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PU-0826 

研究 AST 在不同试剂检测结果中的相关性及可比性 

 
王竞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选用进口 AST（天冬氨酸转氨酶）试剂和国产 AST 试剂对血清 AST 检测结果的相关性和可

比性研究 

方法  按照 NCCLS EP9-A 文件，在每天做的标本中按照高、中、低三个值选取各 10 份，分别采用

进口西门子试剂和国产武汉生之源试剂在德国西门子 ADVIA2400 自动生化分析仪上测定 AST,，以

西门子试剂为对照组，武汉生之源试剂为实验组。每组血清按照正序、倒叙各测定 1 次，连续测定

7 天每天 10 份标本，一共测定 70 份。记录每次结果并做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两组数据通过线性回归及散点图分析、离群点检查、方法内重复试验、系统误差，均符合临

床要求  

结论   进口西门子试剂和武汉生之源试剂分别对 AST 检测时，两者具有良好的相关性和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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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27 

血浆 D-二聚体联合 NT-proBNP 检测在原发性肺源性 

和心力衰竭导致的呼吸困难中的变化及临床价值 

 
王竞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检测 N 末端钠尿肽前体（NT-proBNP）探讨 D-二聚体在原发性肺源性和心力衰竭患者中水

平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5 年 2 月至 2017 年 2 月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急诊住院部检测心衰患者 400 例，

根据检查结果分为原发性肺源性呼吸苦难疾病 200 例与心力衰竭呼吸苦难疾病 200 例，同时检测

其 D-二聚体水平，并分析其相关性 

结果   心力衰竭呼吸困难患者 D-二聚体水平高于原发性肺源性呼吸苦难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年龄、性别在心力衰竭呼吸困难和原发性肺源性呼吸困难症状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通过检测 D-二聚体、NT-proBNP 与心衰疾病的诊断有一定的相关性，对临床治疗中有一定

的指导意义 

 
 

PU-0828 

肝损害对血 β2 微球蛋白诊断效率的影响 

 
李迪,李艳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430000 

 

目的  探讨肝损害对血 β2微球蛋白诊断肾功能损害效率的影响。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0 月-2016 年 10 月入院的感染科、肾病内科患者 254 例作为患者组，根据肝

肾功能分为肝损害组 87 例，肾损害组 113 例，肝肾损害组 54 例。收集健康体检者 85 例作为对照

组。检测患者组和对照组的血清肌酐（Cr）、血清 β2 微球蛋白（β2-MG）并计算其比值。 

结果  ALT 水平与血清 β2-MG 无相关性（r=0.046，P=0.674），AST 水平与血清 β2-MG 水平具有

相关性（r=0.251，P=0.020），ASL/ALT 比值（DeRitis 比值）与血清 β2-MG 水平具有相关性

（r=0.633，P=0.000）；肝损害组 β2-MG 水平高于对照组（Z=-9.418，P=0.000），Cr/β2-MG 低

于对照组（Z=-2.779，P=0.005）；肝肾损害组 Cr/ β2-MG 低于肾损害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1.487，P=0.137）。无肝损害时，ROC 曲线 AUC 为 0.970，临界值为 2.61ug/L，标准误为

0.012，95%置信区间为 0.946-0.994，此时特异性为 0.988，敏感度为 0.852；肝损害时，ROC 曲

线 AUC 为 0.832，临界值为 4.26ug/L，标准误为 0.04，95%置信区间为 0.755-0.910，此时特异

性为 0.862，敏感度为 0.741。 

结论  肝损害主要影响血清 β2-MG 对轻微肾损害患者的诊断。 

 
 

PU-0829 

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功能不全患者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刘欢,李艳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430000 

 

目的  研究与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患者心功能不全相关的危险因

素，进而预测疾病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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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2015 年 6 月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就诊的 130 例 AMI 合并心功能不全患者

作为心功能不全组；选择同期 110 例未合并心功能不全的 AMI 患者作为非心功能不全组。两组实

验对象的一般临床特征和 AMI 标志物如肌酸激酶同工酶（creatine kinase isoenzyme，CK-

MB）、肌红蛋白（myoglobin，MYO）、肌钙蛋白 I(cardiac troponin I，cTnI)和血浆氨基末端脑钠

肽前体（N-terminal pro-B-type natriuretic peptide，NT-proBNP）水平，采用 SPSS19.0 统计学软

件进行分析。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AMI 患者发生心功能不全的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  心功能不全组患者的年龄、合并高血压和（或）糖尿病的发生率、CK-MB、NT-proBNP 和

Glu 水平均高于非心功能不全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

示，患者的年龄、CK-MB、Glu 水平、高血压和糖尿病均与 AMI 患者心功能不全的发生相关；多

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Glu 升高是 AMI 患者并发心功能不全的独立危险因素（OR=1.141，

95%CI：1.004-1.297，P=0.043）。 

结论  AMI 患者合并心功能不全的发生率较高，且受多种临床因素影响，Glu 水平升高是 AMI 患者

发生心功能不全的危险因素。 

 
 

PU-0830 

依据 EP9-A2 对两种降钙素原检测系统 

进行方法学比对和偏差分析 

 
张俊国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通过对两种降钙素原检测系统（PCT）进行方法学比对和预期偏差评估，探讨不同检测系统

间 PCT 检测结果是否具有可比性和检测结果的偏差是否在允许范围内，为临床使用快速检测方法

检测降钙素原提供科学的评估数据。 

方法  参照美国国家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NCCLS）《用患者样本进行方法比对及偏差评估—

批准指南》（EP9-A2）的要求，Roche-e601 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作为参考方法，国内某

型定量免疫荧光检测系统作为对比方法，对 40 份血清样本进行 PCT 检测，计算相关系数和直线回

归方程，对两个检测系统之间的预期偏差进行评估。以 SE%小于 T±20%作为临床可接受标准，计

算参考方法与对比方法之间的系统误差（SE%）。 

结果  两组检测结果的相关系数 r2=0.998（>0.95），回归方程为 Y=1.022X-0.065，从作图结果来

看，两方法间结果存在差异，待测标本的浓度越高，这种差异越大。将 PCT 的医学决定浓度值代

入回归方程，计算得 SE%=10.8%（<20%）。 

结论  近年来，快速检测 PCT 的仪器得到普遍应用，具有简单、快速等特点。但这类仪器与检验科

大型仪器的结果能否保持一致性，需要进一步验证。本文依据 EP9-A2 文件的要求，对两种方法进

行了比对和偏差分析，两组检测系统间 PCT 结果的相关系数大于 0.95，具有可比性，以靶值

±20%作为检测系统可接受性能的评价标准,在诊断界值上的 SE%小于 20%，能够达到临床性能的

要求。但是结果普遍略低于参考方法，应建立本系统的参考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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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31 

新型石墨烯场效应晶体管生物传感器用于检测 miRNA 

 
蔡冰洁,李艳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430000 

 

目的  建立一种快速简便、高灵敏度、高特异性的基于新型纳米材料石墨烯的场效应晶体管生物传

感器用于 miRNA 的检测。 

方法  将还原的氧化石墨烯滴涂在场效应晶体管上组装成石墨烯场效应晶体管生物传感器，然后固

定 DNA 探针在传感器上，加入 miRNA 与 DNA 杂交并检测电信号。 

结果  DNA 修饰的新型石墨烯场效应晶体管检测 miRNA 的灵敏度可以高达到 100 fM，并能识别单

碱基错配和非互补的 miRNA，且能够重复使用。因此，该新型石墨烯场效应晶体管传感器具有超

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表明其可应用在疾病诊断中。 

结论  DNA 修饰的新型石墨烯场效应晶体管检测 miRNA 的灵敏度可以高达到 100 fM，并能识别单

碱基错配和非互补的 miRNA，且能够重复使用。因此，该新型石墨烯场效应晶体管传感器具有超

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表明其可应用在疾病诊断中。 

 
 

PU-0832 

湖北地区 14-96 岁健康人群 sdLDL-C 生物水平参考区间的建立 

 
黄允,李艳,戴雯,彭锐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430000 

 

目的  调查统计湖北地区 14-96 岁健康人群血清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sdLDL-C）水平分

布，建立生物水平参考区间。 

方法  收录本地区健康人群 1217 例，女性 615 例（1 组：15-29 岁；2 组：30-39 岁；3 组：40-49

岁；4 组：50-59 岁；5 组：60-69 岁），男性 602 例（6 组：14-32 岁；7 组：33-42 岁；8 组：

43-52 岁；9 组：53-62 岁；10 组：63-96 岁）。检测统计上述人群血清 sdLDL-C 水平，并与检测

试剂盒提供的参考区间做对比，再根据 sdLDL-C 在本地区人群的分布建立实验室参考区间。 

结 果   湖 北 地 区 14-96 岁 健 康 人 群 sdLDL-C 水 平 分 布 情 况 如 下 ， 女 性 ： 1 组

（M=0.4600mmol/L）， 2 组（M=0.5300mmol/L）， 3、 4 组（M=0.6000mmol/L）， 5 组

（M=0.7150mmol/L）；男性：6 组（M=0.5500mmol/L），7 组（M=0.6100mmol/L），8 组

（M=0.5800mmol/L），9 组（M=0.6300mmol/L），10 组（M=0.6400mmol/L）；男性<50 岁

sdLDL-C 水平显著高于同年龄段女性（P=0.01）。年龄>50 岁人群 sdLDL-C 水平无性别差异，但

女性 60 岁以后 sdLDL-C 水平增幅比同龄男性要高。本地区 sdLDL-C 生物水平参考区间如下：女

性 15-29 岁（0.3100-0.8788mmol/L），30-39 岁（0.3410-0.9300mmol/L），40-59 岁（0.3500-

1.0400mmol/L ） ， 60-96 岁 （ 0.3748-1.1752mmol/L ） ； 男 性 14-32 岁 （ 0.3235-

0.9160mmol/L），33-96 岁（0.3700-1.2100mmol/L）。 

结论  湖北地区人群 sdLDL-C 水平实际范围与试剂参考区间存在差异，本参考区间的建立可以为湖

北地区实验室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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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33 

常规血液指标评价晚期肿瘤患者营养状况的研究 

 
张志艳 

甘肃省肿瘤医院,730000 

 

目的  探讨常规血液检测指标评估晚期肿瘤患者营养状况的价值。 

方法  对甘肃省肿瘤医院 2017 年 1-12 月收治的 120 例 Ⅲ～Ⅳ 期晚期恶性肿瘤患者，以 PG -SGA 

评分作为标准，进行 PG -SGA 调查问卷，量表评估其营养状况，按评分为Ａ 级、 B 级、C 级将患

者分为营养良好（n=56）、中度营养不良（n=39）、严重营养不良（n=25），对应分析血清总蛋

白、白蛋白、血红蛋白、空腹血糖、胆固醇、甘油三脂、尿素氮和肌酐等指标检测结果与 PG -

SGA 评分的相关性，依据上述各项指标检测结果评估患者营养状况。 

结果  血红蛋白、血清总蛋白、白蛋白、胆固醇、肌酐检测结果与 PG -SGA 评分 A、B、C 分级具

有良好的相关性（r 在 0.91-0.97 之间）；在 PG -SGA 分级的 A、B、C 级之间晚期肿瘤患者血红

蛋白、血清总蛋白、白蛋白、胆固醇、肌酐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结论  常规血液检测指标血红蛋白、血清总蛋白、白蛋白、胆固醇、肌酐在晚期肿瘤患者营养状况

评估方面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PU-0834 

糖尿病合并急性心力衰竭的危险因素研究 

 
乐娟,崔艳,戴雯,李艳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430000 

 

目的  探究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DM）合并急性心力衰竭（Acute Heart Failure，AHF）的

危险因素。 

方法  收集 AHF 患者 196 例；其中合并 2 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患者 60

例为 DM 组；其余 136 例未合并 DM 为 NDM 组。比较两组患者多种心功能指标、肝功能指标、肾

功能指标、血脂指标以及红细胞系统指标的水平。 

结果  各项指标水平通过 T 检验的比较后，两组年龄、抽烟(³10 年)、心功能分级、合并高血压

（High Blood Pressure，HBP）、合并高脂血症（Hyperlipidemia，HLP）、肌酐（Creatinine，

Cr）、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总甘油三酯（Total Triglyceride，TG）、低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红细胞平均容量（Mean Corpuscular 

Volume，MCV）、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量（Mean Corpuscular Hemoglobin，MCH）、红细胞平

均血红蛋白浓度（Mean Corpuscular Hemoglobin Concentration，MCHC）、红细胞分布宽度标

准差（Re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Standard Deviation，RDW-SD）、 (Re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Coefficient Of Variation，RDW-CV)的水平有显著的差异性，并具有统计学意义。通过对有

统计学差异的指标进行单因素 Logistics 回归分析得出，心功能分级、HBP、HLP、TC、TG、

LDL-C、MCV、MCH 为 AHF 合并 DM 的危险因素，RDW-SD、RDW-CV 为保护因素。进一步对

以上指标进行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分析表明，心功能分级、TC、LDL-C 为 AHF 合并 DM 的危险

因素。  

结论  心功能、TC、LDL-C 与 AHF 合并 DM 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显著增加了 AHF 合并

DM 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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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35 

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皮质醇和硫酸脱氢表雄酮水平 

与精神症状的相关性研究 

 
彭锐,李艳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430000 

 

目的  研究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皮质醇和硫酸脱氢表雄酮水平（DHEA-S）与精神症状的相关

性。 

方法  研究共纳入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 120 例与年龄匹配的健康自愿者 110 例，对他们的临床基本

信息（包括发病年龄、病史、阳性和阴性症状评分及非典型抗精神药物使用情况）进行收集；检测

了治疗前后血清中皮质醇、DHEA-S 水平，并计算了两者之间的比值；分析了皮质醇、DHEA-S 水

平及比值与精神症状的相关性。 

结果  治疗前患者血清中皮质醇、DHEA-S 水平及比值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0.01）；治疗后患

者血清中皮质醇、DHEA-S 水平显著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比值未发生

明显变化；相关性分析发现血清中皮质醇、DHEA-S 水平及比值与阴性症状评分呈正相关。 

结论  皮质醇和 DHEA-S 水平紊乱可能是导致精神分裂症发病的原因，它们可以作为疾病诊断和治

疗有效性监测的生物标志物。 

 
 

PU-0836 

血清促甲状腺激素和血脂水平变化与抑郁持续时间的相关性研究 

 
彭锐,李艳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430000 

 

目的  探讨不同病史抑郁患者血清促甲状腺激素和甲状腺激素与血脂水平的相关性。 

方法  共纳入年龄大于 18 周岁抑郁患者 400 例，病史<3 年分为一组（A 组），病史≥3 年分为一组

（B 组），入院前所有患者接受障碍定式临床检测（SCID）并同时记录患者病史，检测患者血清

中总胆固醇（TCH）、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HDL-C）、低密度脂蛋白（LDL-C）、

脂蛋白 A（Lp(a)）、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游离甲状腺素（FT4）、游离三碘甲腺原氨酸

（FT3）和促甲状腺激素（TSH）的水平，并计算 TCH/HDL-C 比值。 

结果  B 组患者血清中 TG 和 TCH/HDL-C 比值相对于 A 组患者显著升高，而 HDL-C、FT4 和 TSH

水平则相对于 A 组患者显著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性分析表明 TSH 水平与

TCH 和 LDL-C 水平呈明显的正相关，FT4 水平与 TCH/HDL-C 比值呈明显的负相关，FT3 水平与

TCH、 HDL-C 和 LDL-C 水平也分别表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多重线性回归分析表明血清 TG 和 TSH

水平与抑郁患者发病史相关。 

结论  抑郁患者血清中低的 TSH 水平与脂质代谢紊乱相关，并且 TG 和 TSH 水平与患者的抑郁症

病史也呈明显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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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37 

降钙素原和正五聚蛋白 3 在新生儿休克诊断中的应用 

 
任玮,李艳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430000 

 

目的  探讨 PCT 和 PTX3 对诊断新生儿休克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7 年 4 月至 10 月收治的 50 例新生儿休克患者，检测 PTX3、PCT、WBC 计数、

CRP、SAA、乳酸和碱剩余水平。同期选取本院 50 例无休克的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患者作为对照

组。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非参数检验分析和 PTX3 与 PCT、Apgar 评分的相关性分析，受试

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其诊断新生儿休克的性能 

结果  休克组的 PCT、PTX3 和 SAA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休克组的碱剩余水平显著低于对照

组；而休克组的 WBC 和 CRP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休克组的乳

酸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0.05）。当 PTX3=1.12 ng/ml 时，PTX3 诊断新生儿

休克的 ROC 曲线下面积值为 0.788 (95%CI 为 0.621~0.955)，均高于 PCT、SAA 和碱剩余

（AUC=0.780、0.678 和 0.372）。PTX3 和 PCT 呈显著正相关，Apgar 评分与 PTX3、PCT 呈显

著负相关。 

结论  PCT 和 PTX3 对诊断新生儿休克有很好的指导意义，PTX3 可能能更迅速地反映机体炎症和

器官功能障碍。 

 
 

PU-0838 

腺苷脱氨酶用于结核性胸腔积液诊断的性能验证 

 
韩厅蓄 1,周南南 2,孙彬 2,董梅 2,李海霞 3,焦莉莉 3,张晨 1,刘娟 1,王国洪 1,徐国宾 1 

1.北京肿瘤医院,100000 

2.解放军 309 医院 

3.北京大学第一医院,100000 

 

目的  验证腺苷脱氨酶（ADA）诊断结核性胸腔积液的性能。 

方法  连续收集结核性胸腔积液 43 例、非结核性胸腔积液 163 例（恶性组 130 例，良性组 33

例），采用酶动力学法检测胸腔积液中 ADA 浓度。以非结核性胸腔积液为对照，运用 ROC 曲线

计算最佳临界值，并与既往文献报告的 ADA 诊断结核性胸腔积液的临界值、敏感性和特异性进行

统计学比较。 

结果  结核组和对照组的 ADA 浓度分别为 52.5U/L(39.4 U/L,76.3 U/L)、10.5U/L(7.4 U/L,15.1 

U/L)，结核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P ＜ 0.05)；进一步亚组分析发现，恶性组 ADA 浓度

10.6U/L(8.1U/L ,13.7 U/L)与良性组 ADA 浓度 9.8U/L(5.2 U/L,29.1 U/L)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

0.05）。采用 ROC 曲线评价 ADA 诊断结核性胸腔积液的性能，曲线下面积为 0.926（95%CI：

0.883～0.968），临界值为 25U/L 时,诊断结核性胸腔积液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88%和 91%。

计算机检索 PubMed、中国学术文献总库（CNKI）、万方数据库，关键词为 ADA、临界值，选取

QUADAS>10 分的国内外文献 17 篇，Meta 分析合并的敏感性为 89%（95%CI 0.87-0.91），合并

的特异性为 89%（95%CI 0.88～0.91），整合 ROC 曲线下面积 0.95，Q 值为 0.89。 

结论  本研究和 Meta 分析均提示 ADA 诊断结核性胸腔积液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可达 85%以上，但不

同文献报告的诊断临界值有所差异；本研究推荐 ADA 诊断结核性胸腔积液的临界值为 25U/L，可

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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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39 

cTnI、MYO、BNP 在慢性肾病分期中的临床意义 

 
徐舒敏,李溪,程涌江,陈海鸣,周迎春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10000 

 

目的  通过对慢性肾病患者血清超敏肌钙蛋白 I（cTnI）、肌红蛋白（MYO）和血浆 B 型钠尿肽

（BNP）测定，探讨 cTnI 、MYO 、BNP 的水平对慢性肾病分期的临床意义。 

方法  将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慢性肾病患者依据 K/DOQI 分级标准分为 1-5 期组。对 124 例慢

性肾病患者和 20 例无肾脏疾病的健康体检者分别进行 cTnI 、MYO 、BNP 测定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比较。 

结果  健康对照组各期实验组的年龄没有明显差异，Crea、Urea 与 ACR 在对照组与 1-2 期之间无

明显差异，3-5 期患者三项指标的水平要高于前面三个组别。慢性肾病 4-5 期患者 cTnI 、MYO 水

平高于 1-3 期与健康对照组（P<0.05）, 1-3 期与健康对照组之间无明显差异（P>0.05）。慢性肾

病 5 期患者 BNP 水平高于 1-4 期与健康对照组（P<0.05）, 2-4 期患者 BNP 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

（P<0.05）, 1 期与健康对照组之间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cTnI、MYO、BNP 可以为慢性肾病的分期提供诊断价值；cTnI、MYO 升高可出现于晚期终

末期肾病并发心血管疾病，BNP 则可出现于慢性肾病的早期。将心肌标志物作为慢性肾病分期的

参考指标之一，对疾病的进展与预后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PU-0840 

HLC-723 G8 糖化血红蛋白分析仪性能评价 

 
汤冬玲,李栋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430000 

 

目的  评价日本 TOSOH 公司 HLC-723G8 糖化血红蛋白分析仪的精密度、正确度及线性范围等性

能。 

方法  对 HLC-723 G8 测定 HbAlc 的精密度、正确度、线性进行评价。 

结果  HLC-723 G8 测定 HbAlc 高、低两水平批内精密度的 CV 分别为 0.94％、0.69％，总精密度

的 CV 分别为 1.26％、0.99％；HLC 723 G8 与 VARIANT 1I 测定 HbAlc 结果呈明显相关；在

5.1%-16.3%之间验证参考区间为线性； 

结论  HLC-723 G8 糖化血红蛋白分析仪测定 HbA1c 性能良好，可用于糖尿病的早期筛查。 

 
 

PU-0841 

血清 PCT、hs-CRP 在成人脑膜炎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周漫,彭锐,李艳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430000 

 

目的  检测成人化脓性脑膜炎、病毒性脑膜炎及结核性脑膜炎患者血清降钙素原（PCT）、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水平，探讨其在脑膜炎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收集神经内科脑膜炎患者 141 例（病脑组 53 例，结脑组 51 例，化脑组 37 例）为观察组，

其他患者 37 例为对照组，比较各组血清 PCT、hs-CRP 水平及诊断价值。  

结果  化脑组患者血清 PCT、hs-CRP 含量均显著高于病脑组、结脑组和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病脑组、结脑组与对照组患者血清 PCT 含量相比差异无显著性。病脑组患者血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589 

 

清 hs-CRP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 ROC 曲线分析，血清

PCT 诊断化脓性脑膜炎的临床价值高于 hs-CRP，两者联合诊断成人化脓性脑膜炎时灵敏度可达

93.4%。   

结论  血清 PCT、hs-CRP 作为化脓性脑膜炎与其他类型脑膜炎早期鉴别诊断的指标，有较好的应

用价值。 

 
 

PU-0842 

Diagnostic values of C-reactive protein, procalcitonin and 
serum amyloid A in predicting bacterial infectio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exacerbations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ge Xiong,Bin Qiao,Zegang Wu,Ming Wang,Yan Li 

Renmi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agnostic values of C-reactive protein(CRP) , procalcitonin(PCT) 
and serum amyloid A(SAA) in predicting bacterial infectio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exacerbations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ECOPD).   
Methods 78 patients diagnosed as AECOPD treated in Renmi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during 2014 January to 2016 January were included. Baseline information (age, sex, 
accompanied diseases, GOLD grade) was recorded in details. Sputa were collected on 
admission and were cultured for 72 hours. Blood samples were drawn for CRP, PCT and SAA.  
Results 38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as bacteria infection and another 40 patients had no 
evidence of bacteria infection after sputum culturing. Differences of baseline information between 
two groups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RP, SAA and PCT level of patients with bacteria 
infectio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patients with no bacteria infection. Results of 
sputum culture showed that the three main pathogens were haemophilus influenzae(10 patients), 
Pseudomonas aeruginosa(6 patients) and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5 patients). SAA of 
patients in Hi&Hpi group were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that of patients in other pathogens group, 
but difference were observ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level of CRP and PCT. AUCs of CRP, 
PCT and SAA in the diagnosis of bacterial infection in patients with AECOPD was 0.875,0.941 
and 0.854,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We found that PCT was better than CRP and SAA in predicting bacterial infection 
in patients with AECOPD and therefore might be a useful clinical marker in guiding antibiotic 
therapy. 
 
 

PU-0843 

High expression of NME1 correlates with progression and 
poor prognosis in patient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jie Yang,Zhihua Lv,Jingtao Huang,Yi Zhao,Yan Li 

Renni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Objective explored the role of NME1 in HCC. 
Methods By analyzing the gene expression omnibus (GEO) database 
Results we discovered that NME1 was more highly expressed in HCC tumor tissues than non-
HCC liver tissues (P < 0.001), and NME1 wa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HCC tumor tissues 
than in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P < 0.001). Then, validated by the enrolled HCC patients and 
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 database, NME1 was upregulated in HCC tumor t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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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ed with matched adjacent normal tissue (P < 0.05). Besides, NME1 was down-regulated 
in Stage III/IV HCC patients than Stage I/II HCC pa-tients ( P = 0.009). Moreover, Kaplan-Meier 
analysis showed that HCC patients with high NME1 expression had poor overall survival (P = 
0.004) and higher recurrence rate (P < 0.001). 
Conclusions Our data revealed that NME1 was a special oncogene, and its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progression and prognosis of HCC. NME1 may be a novel 
molecular biomarker for the targeted therapy and prognosis of HCC. 
 
 

PU-0844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血浆 EGFR 基因突变 

检测的专家共识介绍 

 
陈迎珠,许国宾 

北京肿瘤医院,100000 

 

目的  EGFR 基因突变检测是 NSCLC 患者靶向药物使用的依据，循环血 ctDNA 基因突变检测敏感

度高、特异性好，与组织检测结果具有良好的一致性，是组织检测的重要补充。但因其在血浆中含

量低、片段短，易受血液中白细胞 DNA 污染，操作中抗凝剂使用、样本转运条件、血浆分离方

式、ctDNA 提取方法及基因突变检测技术的选择均影响检测结果。早在 2015 年 12 月中国胸部肿

瘤内科专家就发布了“非小细胞肺癌血液 EGFR 基因突变检测中国专家共识”，直至 2018 年欧美学

者及国内病理学界才相继发布了循环血 EGFR 检测的共识，中国胸部肿瘤内科专家也对 2015 年的

共识进行了修订。本文对规范晚期 NSCLC 患者血浆 EGFR 基因突变检测专家共识作一概括介绍。 

方法   

1. 血液样本采集、处理、保存及 ctDNA 提取； 

2. 血浆 ctDNA EGFR 基因突变检测； 

3. 晚期 NSCLC 患者血浆 ctDNA EGFR 基因突变检测结果报告 

结果  多数专家建议采集 10ml 全血二次离心分离血浆标本提取 ctDNA 行 EGFR 基因突变检测。血

液标本储存时间<2h 时可选用 EDTA 和枸橼酸盐抗凝管，>2h 时选用可长时间稳定血细胞膜的专用

cfDNA 采血管。血样先于常速离心 10min 分离血浆，上层血浆再行高速离心 10min，去除残留碎

片。采用干冰转运，避免反复冻。血浆 cfDNA 提取时选用专用血浆 cfDNA 分离试剂盒。主流的

EGFR 基因突变检测技术主要包括扩增阻遏突变系统 PCR、数字 PCR 和二代测序等。不同技术检

测方法、灵敏度和特异度及相关应用均不同。为了确保不同检测方法准确性及可比性，应设定合适

的参考物质和验证方法进行 ctDNA 分析有效性和临床实用性评估。EGFR 基因突变检测对于

NSCLC 患者指导一线 TKIs 用药时，按照组织样本优先、血浆 ctDNA 补充检测的顺序进行；用药

过程中进行 TKIs 耐药监测时，按照血浆 ctDNA 优先、组织样本补充顺序进行检测。 

结论  对晚期 NSCLC 患者进行 EGFR 基因突变检测时，除规范标本处理及基因突变检测操作流程

外，应依据标准品设定合适的基因突变检测阈值，动态监测 EGFR 基因突变丰度的变化，依据突

变丰度变化进行靶向用药和治疗方案调整，提高患者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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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45 

冠心病患者血清乳凝集素、超敏 C 反应蛋白等指标 

与其严重程度的相关性研究 

 
周方元,李艳,戴雯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430000 

 

目的  检测不同病变程度的冠心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CHD）患者及冠脉造影阴性者血清乳

凝集素（lactadherin）、超敏 C 反应蛋白（High sensitive C reactive protein，hs-CRP）及血脂等

指标，讨探其与 CHD 病变程度的关系。 

方法  356 例心内科行冠脉造影的患者，根据造影结果分为 CHD 组（n＝222）和冠脉造影阴性

组，即对照组（n＝134）。其中 CHD 组根据造影结果，又分为单支病变组（n＝25）、双支病变

组（n=54）和多支病变组（n＝143）。同时以 Gensini 评分计算 CHD 患者病变程度。检测各组乳

凝集素、hs-CRP 和血脂等指标，分析各指标与病变支数、Gensini 积分之间的关系。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CHD 组的乳凝集素水平显著降低（t=5.049，P<0.01）而 hs-CRP 水平显著

升高（t=5.828，P<0.001）；与单支病变组相比，双支病变组的乳凝集素水平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High-density lipoprotein，HDL-C）水平显著降低（t 分别为 2.635、2.777，P 均<0.01），多

支病变组的乳凝集素和 HDL-C 水平显著降低（t 分别为 7.606、2.437，P 均<0.05），而 hs-CRP

水平显著升高（t＝2.773，P<0.01）；与双支病变组相比，多支病变组的乳凝集素水平显著降低

（t=3.868，P <0.001）而 hs-CRP 水平显著升高（t＝2.858，P<0.01）；血清乳凝集素水平与

Gensini 评分、hs-CRP 呈显著负相关（r 分别为-0.599、-0.313，P 均<0.01）,hs-CRP 与 Gensini

评分呈显著正相关（r＝0.368，P<0.01）。  

结论  乳凝集素水平降低、hs-CRP 水平升高与 CHD 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乳凝集素越低、hs-

CRP 越高，则 CHD 的病变程度越严重。 

 
 

PU-0846 

反应肾小球损伤的尿液三项微量蛋白质的临床应用效果评估 

 
谭延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100000 

 

目的  回顾分析尿液中微量白蛋白（mALB-U），转铁蛋白（TRU），免疫球蛋白 G（IgU）测定在

反映肾小球损伤上的价值。 

方法  收集临床常规检测上述 3 种尿液微量蛋白质（微量白蛋白、转铁蛋白和 IgG）以及内生肌酐

清除率患者的检测数据，以内生肌酐清除率（ Ccr ）将上述病例分为肾功能正常组

（Ccr>80ml/min）和减低组（Ccr<80ml/min），对上述三种尿液蛋白质在反映肾功能损害方面的

能力进行评估。 

结果  (1)Ccr 正常组的患者，3 种指标阳性检出率两两之间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0.05）；(2)于

肾功能异常组，尿微量白蛋白的阳性检出率则分别显著高于转铁蛋白和尿 IgG（p<0.05）,但后两

者差异无显著意义（p>0.05）；(3)分别在肾功能正常组与异常组，3 种指标联合检测时阳性检出率

均显著高于单独使用微量白蛋白时的检出率（56.2% versus 52.1%，77.6% versus 73.8%，均为 p

＜0.05）；(4)另外，尿微量白蛋白、尿转铁蛋白和尿免疫球蛋白 G 三者之间有明显的相关性（P＜

0.05）。 

结论  三项微量蛋白质的检测对发现早期肾小球损伤具有一定的互补价值，但互补程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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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47 

重庆地区 112 家医院总蛋白生化检验结果分析 

 
谌海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助推检验结果互认，提升实验室能力，为响应国家政策，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作为重庆市质控中心，连续多年开展新鲜血比对工作，摸底重庆市基层医院检验状况，为进一步结

果互认做准备。其中首批推进互认的项目有 14 项，其中包括总蛋白，总蛋白目前在重庆市各大医

院检测情况如何将是本文重点阐述的内容。 

方法  由质控中心准备新鲜血清标本 5 份，包括低、中、高不同浓度，参加互认的 112 家实验室

（均为二级以上医院）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到质控中心取回样本并在要求的时间内进行检测和上

报，同时上报方法、检测仪器。 

结果  本次参加互认的实验室共 112 家单位上报了总蛋白检测结果：（1）、编号 1 号、5 号为高值

标本，在未通过标本中占比 48.0%，同时未通过共 6 家，占比 40%，表明未通地单位对总蛋白高

值标本的检测能力不足；（2）、使用非封闭系统 12 家，占不符合比例 80.0%，封闭系统互认不

符合 3 家，占不符合的 20%，认为封闭系统可能检测结果更为准确；（3）、仪器与试剂不配套有

10 家，占比 66.7%，建议尽量使用仪器和试剂来自相同厂家的产品；（4）、5 检测值均偏于靶值

一侧的医院有 10 家，占比 66.7%，可能是仪器未规范校准导致系统存在偏倚，认为这些单位需要

进行干预，错误可能来源于系统偏倚导致的测量不准确。（5）、本次比对 TP 未通过单位中有 7

家是新参加比对单位，约占 TP 未通过单位的一半。新单位能力有待考证，需要得到更多的能力指

导。 

结论  重庆地区为开展互认工作所做的摸底工作有序、有效，为更好的开展正式互认工作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在总蛋白检测能力上各医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找到了差异所在和原因，质控中心开

展的互认工作对基层检验工作指导意义确切。 

 
 

PU-0848 

血清总胆汁酸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关系 

 
冯丽辉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南岗分院 

 

目的  探讨血清总胆汁酸水平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关系。 

方法  选取脑中风病组 48 例、冠心病组 45 例，健康对照组 60 例，日立 LST-008 型自动生化分析

仪上检测血清总胆汁酸及血脂指标。所有受试者空腹 10-12 小时,次日晨采集静脉血标本。 

结果  脑中风病、冠心病组的血总胆汁酸高于健康对照组。脑中风组、冠心病组甘油三酯（TG）、

胆固醇（CHO）、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于健康对照组，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低于对照组。 

结论  胆汁酸是胆固醇在体内的主要代谢产物［1］，胆汁酸与血脂的代谢有密切关系，血脂代谢紊

乱可使胆汁酸水平发生变化，胆汁酸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有一定的关系。 

 
 

http://www.chemyq.com/xz/xz7/60469kyodc.htm
http://www.chemyq.com/xz/xz1/6921rfky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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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49 

血浆 BNP 检测在儿童川崎病诊断中的价值 

 
张丽君 

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聊城市精神卫生中心,252000 

 

目的  观察血浆脑利钠肽（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BNP）在儿童川崎病中的变化及探讨其诊断

价值。 方法   测定 48 例川崎病患儿及 30 例健康儿童血浆 BNP 以及 C 反应蛋白（CRP）、血沉

（ESR）水平及左右冠脉内径。运用独立样本 t 检验、Pearman 相关分析等统计学方法对数据进行

分析。结果：川崎病组患儿血浆 BNP、CRP、ESR 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 BNP 水平与 CRP、

ESR 显著正相关。结论：川崎病患儿血浆 BNP 水平显著升高，且与急性期炎症相关，有望成为儿

童川崎病诊断的特异性生物标志物。 

方法  川崎病患儿入院第二天留取空腹血 4ml。血浆 BNP 运用直接化学发光法测定，仪器为德国西

门子公司 ADVIA centaur. XP 免疫法分析仪。CRP 采用免疫比浊法测定，仪器为西门子生化分析

仪 ADVIA2400。ESR、测定方法。上述指标均在发病初期应用免疫球蛋白之前测定。 

结果  川崎病组患儿血浆 BNP、CRP、ESR 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川崎病患儿中冠脉增宽组与冠脉无增宽组血浆 BNP、CRP、ESR 水平比较。 

冠脉增宽组患儿血浆 BNP、CRP 水平高于冠脉无增宽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冠脉增宽组患儿

ESR 低于冠脉无增宽组，差异同样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川崎病患儿血浆 BNP 显著升高，且与川崎病急性期免疫性血管炎症相关。血浆 BNP 有望成

为儿童川崎病的特异性生物标志物，从而为临床早期诊断提供实验室依据。 

 
 

PU-0850 

血糖波动的相关分析与动态血糖监测的比对 

 
李熙建,谭同均,彭宇生,王鹏 

四川省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血糖波动的相关指标，分析空腹血糖（Glu）、餐后 2 小时血糖（2hPG）、和糖化血红

蛋白（Glycosylated hemoglobin A1c，HbA1c）与动态血糖监测（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ing，

CGM）结果间的差异与相关性，探讨实现动态血糖监测结果与检验科生化检验结果一致性的方

法。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18 年 1 月至 3 月间在医院就诊对象 50 例，年龄 21～82 岁，空腹血糖浓度范

围为 3.3～21.0mmol/L，Glu,2hPG，HbA1C 的测定在检验科进行，Glu 的测定采用已糖激酶法，

HbA1C 采用反相阳离子交换高效液相色谱法；CGM 的检测在临床进行。分别同时间测定的空腹

Glu，HbA1C 与 SMBG 结果，2hPG，HbA1C 与 CGM 测定结果，及加上 2 次随机（以临床抽血

为准）Glu 与同时间的 CGM 结果，进行比对、分析、统计学处理，探讨如何实现检验结果一致性

的问题。 

结果  空腹血糖与 CGM 测定结果较一致，相关性较高（相关系数 r＝0.9036），HbA1C 的 r＝

0.5162； 2hPG 的 r＝0.8527，餐后 2 小时 HbA1C 的相关性变为 0.2386，其它二次随机静脉血糖

与 CGM 所测定的结果相关系数分别为 0.8362 和 0.8925，随着 Glu 水平的升高，二者之间的波动

在加大 

结论  这二种不同的检测系统有一定的一致性，可用于对血糖的监测。测定血糖的参考方法是已糖

激酶法，近几年来，通常又将 HbA1C 作为评估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的金标准，CGM（动态血糖监

测）因使用方便，可全天候、多点多数据、回顾分析等优点而大量采用，但又因其测定范围有限

（多为 1.7～25mmol/L）,与探头质量有关，受组织葡萄糖浓度变化而较血糖滞后 4～10 分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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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校正等原因。这就要求我们要对 SMBG 的结果随时进行观察、比对、校准。这样才能保证我们

对血糖波动状况的了解，使多种检测项目达到相互补充的效果，给诊治提供正确有效的信息 

 
 

PU-0851 

Galectin-9 在肿瘤中的研究进展 

 
庄春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Galectin-9 是半乳糖凝集素的一种，能够与多种糖蛋白或糖脂结合，因而发挥广泛的生物学

作用。Galectin-9 在多种肿瘤中异常表达，并与肿瘤患者预后密切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

Galectin-9 参与了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本文对近年来 Galectin-9 在肿瘤中作用的研究作一综述。 

 
 

PU-0852 

A double-negative feedback loop between EZH2 and  
miR-26a regulates tumor cell growth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hunbo Zhu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Oncogene enhancer of zest homologue 2 (EZH2) has been reported to be a target of 
microRNA-26a (miR-26a).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R-26a and 
EZH2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Methods EZH2 and miR-26a expressions were evaluated in HCC cell lines by qRT-PCR and 
western blot. MiR-26a mimics and pcDNA3.1-miR-26a plasmid were used to upregualte miR-26a 
expression, while pcDNA3.1-EZH2 and sh-EZH2 were used to upregulate and silence EZH2 
expression. CCK-8 and colony formation assay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miR-26a 
and EZH2 on HCC cell growth. Western blot, qRT-PCR and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were 
performed to validate whether EZH2 is a direct target of miR-26a. QRT-PCR,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and CHIP assay were carried out to explore whether miR-26a is suppressed by EZH2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Results  of western blot, qRT-PCR and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confirmed that EZH2 was a 
direct target of miR-26a in HCC cells. EZH2 was involved in miR-26a-induced suppression of 
HCC cell proliferation and colony formation. Moreover, the results of qRT-PCR,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and CHIP assay suggested that miR-26a was epigenetically repressed by EZH2-
mediated H3K27 trimethylation within the miR-26a promoter. Overexpression of EZH2 abrogated 
the exogenous miR-26a induction of endogenous CTDSPL and CTDSP2 expressions 
Conclusions MiR-26a and EZH2 reciprocally regulate each other, forming a double-negative 
feedback loop which regulates tumor cell growth in HCC. Our study provides novel insights into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in H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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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53 

血清 ProGRP 在小细胞肺癌患者临床诊疗中的应用 

 
毕小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评价血清胃泌素释放肽前体(ProGRP)在小细胞肺癌(SCLC)患者临床诊断、疗效监测的临床

意义。 

方法  纳入 2015 年 3 月~2017 年 8 月某院就诊、体检的患者共 4032 例，其中小细胞肺癌组 144 例

（广泛期 91 例，局限期 53 例），肺内非小细胞肿瘤组 1618 例，肺内良性肿瘤组 42 例，肺外恶

性肿瘤组 231 例，肺外良性疾病 275 例，肺内良性疾病组 1402 例，健康对照组 320 例，检测各组

受试者的血清 ProGRP 浓度；分析评价 ProGRP 水平在 SCLC 患者治疗前后的变化、与肿瘤肿块

大小的相关性。 

结果  小细胞肺癌组血清 ProGRP 高于各组，与各组 U 检验皆 P<0.05；肾衰竭患者与健康对照组

U 检验 P<0.05；小细胞肺癌广泛期 ProGRP 值高于局限期，两组 U 检验 P<0.05；小细胞肺癌进

展组和缓解组治疗前后血清 ProGRP 值 U 检验 P<0.05；小细胞肺癌稳定组治疗前后血清 ProGRP

值 U 检验，P>0.05；小细胞肺癌血清 ProGRP 浓度与肿瘤肿块大小具有一致性。肺内非小细胞肿

瘤组、肺内良性肿瘤组、肺外恶性肿瘤组、肺内良性疾病组、肺外良性疾病组（高血压、糖尿病）

与健康对照组 U 检验 P>0.05。 

结论  在排除肾功能衰竭的干扰下，血清 ProGRP 是 SCLC 的特异性肿瘤标志物，可作为 SCLC 分

期的辅助依据、监测预后、评估临床疗效的重要指标。 

 
 

PU-0854 

提高碱性磷酸酶检测结果一致性方法的探讨 

 
毕小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探讨提高碱性磷酸酶（ALP）常规检测系统检测结果一致性的方法，为各个实验室之间的检

测结果互认提供依据。 

方法   用 Roche 系统、迈克试剂 -日立 7600 系统、Beckman AU 系统、Siemens 系统、

ARCHITECT 系统同时检测两个浓度的患者新鲜冰冻血清各 20 次，计算其变异系数（CV），用于

批内精密度验证；取该检测系统上月去除 13s 失控结果后的室内质控结果 CV 用于批间精密度验

证。用上述五个检测系统检测参考方法定值的标准血清来验证的该系统的正确度，并计算出与参考

方法的线性回归方程。用 20 个水平的患者新鲜冰冻血清对这五个检测系统进行一致性分析，计算

各个检测系统的检测值用回归方程校准后的数值，再次进行一致性分析。 

结果   五个检测系统的批内和批间精密度均通过厂家申明。在正确度验证中，四个检测系统不能通

过卫健委临检中心 2017 年酶学正确度验证计划的要求，但五个检测系统与参考方法的相关性良

好，相关系数（r）均大于 0.99。在一致性分析中，计算五个检测系统检测结果与均值的偏差，有

一个检测系统的偏差超过 18%，且两个检测系统间最大偏差达到 41.5%。经线性回归方程校正

后，所有检测系统的偏差均在 18%以内，两个检测系统间的最大偏差也有所降低。 

结论  各实验室之间碱性磷酸酶检测结果的一致性可以通过该实验室检测系统与参考方法的线性回

归方程校正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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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55 

体检人群同型半胱氨酸检测分析与临床相关性研究 

 
周雁,刘召平,谭先隆,陈俊杰,雷巧 

四川江油九〇三医院 

 

目的  了解本院体检人群体内的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cy)浓度水平和特点，分析旨在引起对 Hcy 常规

检测的重视。 

方法  基于循环酶法的 S 一腺同型半胱氨酸的方法。 

结果  2815 例人群血清 Hcy 浓度 11.64393umol/L，结果处于正常值 0～15umol/L 水平，男性血清

Hcy 浓度 13.72341umol/L，女性 Hcy 浓度 9.564446umol/L，男性和女性的血清 Hcy 浓度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研究发现年龄越大其血清 Hcy 越高，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同型半胱氨酸是一个反映身体健康状况十分重要的指标，其与多种疾病相关，把血清 Hcy 作

为常规的筛选检测指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PU-0856 

免疫比浊法测糖化血红蛋白与空腹血糖联合检测临床应用分析 

 
陈为俊 

烟台市桃村中心医院(原:栖霞市第二人民医院),264000 

 

目的  探讨免疫比浊法测定糖化血红蛋白与空腹血糖联合检测在糖尿病控制和监测中的作用 

方法  分别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和免疫比浊法检测 100 例患者的血清 Glu 和全血 HbA1C，同时检测

100 例健康人作为健康对照。 

结果  实验组的两项结果都高于健康对照组，且 Glu 与 HbA1C 之间呈正相关性，血糖控制组：

r=0.35，血糖未控制组：r=0.52。 

结论  二者联合检测能准确的反映患者的血糖控制水平，为临床医师提供有效依据。 

 
 

PU-0857 

肝功能检查对治疗肝硬化的临床作用分析 

 
马楠,李国智,雷巧,周雁,陈俊杰,谭先隆 

四川江油九〇三医院 

 

目的  研究讨论治疗肝硬化过程中，肝功能检查的临床作用。 

方法  回顾统计近几年我市各大医院确诊患有肝硬化的 150 名病人的病例资料，同时，随机选取在

医院经检查，没有心脏，肾，肝，脑以及内分泌疾病的健康对照组 150 名，都经过正规的肝功能检

查后，将两组进行对比。 

结果  将患病组和健康组检查结果进行对比，除了 TBA 指标比健康组高之外，其余指标都比健康组

低，患病组中，Child A 级患者 30 例，Child B 级患者 49 例，Child C 级患者 21 例，检查结果显

示，CHO、ALB 的下降情况是：A 级<B 级<C 级。 

结论  临床上，通常是通过肝功能检测出的各项指标参数来了解肝组织的受损害状况，对准确地诊

断并分析出肝硬化患者的病况、发展阶段以及预防等方面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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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58 

亲水性石墨烯制备及其传感应用探究 

 
赵强 1,鲁青 2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2.华中科技大学 

 

目的  针对石墨烯亲水性差的缺点对材料表面进行亲水性修饰，提高其在水相中的分散性。在此基

础上，构建甲状腺激素干扰物四溴双酚 A（Tetrabromobisphenol A）的灵敏传感方法，为拓展石

墨烯的电化学传感应用提供新的思路。 

方 法   利 用 π-π 相 互 作 用 ， 将 1,3,6,8- 芘 四 酸 磺 酸 四 钠 盐 （ Tetrasodium 1,3,6,8-

pyrenetetrasulfonate hydrate，TPA）固定在石墨烯材料表面。利用电子显微镜， X 射线衍射图

谱，紫外-红外可见光谱等多种表征方式，对经过亲水性修饰的石墨烯的形貌以及材料表面的成键

形式等特征进行研究。同时，利用循环伏安法、交流阻抗图谱等电化学方法对修饰后石墨烯的电化

学性能进行研究。将亲水性石墨烯修饰于玻碳电极表面，同时利用材料表面的带电特性，固定阳离

子表面活性剂十六烷基三甲基氯化铵（CTAB）于电极表面，对 TBBPA 吸附并进行灵敏测定。 

结果  TPA 分子中的苯环与石墨烯表面的结构单元形成 π-π 共轭结构，从而使 TPA 分子固定在石

墨烯表面。同时，经过亲水修饰的石墨烯表面带有一定的负电荷，使石墨烯片层之间存在一定的静

电斥力，阻止了材料在水相中的团聚沉淀。电镜及电化学分析表明，修饰后石墨烯在电极表面的修

饰形态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提高了石墨烯修饰电极的电化学性能。石墨烯经亲水性修饰后表面带

一定的负电荷，可以通过静电作用吸附阳离子表面活性剂 CTAB，使电极表面形成疏水区域，从而

利用疏水作用富集 CTAB，实现对底物的灵敏测定。该传感器检测 TBBPA 的线性范围为 0.01 μM - 

1 μM，基于三倍信噪比的检出限为 9 nM。 

结论  成功制备了表面亲水性增强的单层石墨烯，并基于此材料建立了 TBBPA 的灵敏电化学检测

方法，该方法简单，快速，灵敏的特点使其在 TBBPA 测定方面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PU-0859 

The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miR-27a regulation targeting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on steroid-induced 

osteonecrosis of the femoral head 

 
Xiangbo Hu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tic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Previous studies prevented osteoncerosis by the change of single gene, while this 
study use the fact that miRNA have multiple target sites, screen out the MicroRNA-27a gene 
which can reduc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lipoblasts and promot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osteoblasts. 

This study use the RNA interference (RNA interference, RNI） technology which is more mature 

now, electroporate the bi-directional control gene miR-27a into the outer MSCs of rats, and tests 
the influence of this gene to the osteoblasts and lipoblasts  by multiple testing means and 
methods such as cytology,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This study offers a new idea in 
mechanism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Steroid-induced ONFH. There are no 
domestic 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yet about using miRNA bi-directional control genes to prevent 
Steroid-induced ONFH. 
Methods The study will first choose the SD rats which are 2 to 3 months old, weight are about 
180-200g, then culture and prepare the rat BMSCs by the bone marrow cell obtained from 
executed rat in aseptic condition. The experiment will be in four groups, the first group is 

MicroRNA-27a group（miRNA1，M）：electroporate the bi-directional control gene MicroRNA-

27a into the BMSCs of rats and add the steroid-induction. The second group is the negative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598 

 

control group (negative control, NC): electroporate the invalid sequence genes into the BMSCs of 
rats and add the steroid-induction into the culture medium. The third group is steroid model group 
(Model, M): add the steroid-induction into BMSCs only. The last group is normal control group 
(Normal, N): culture the BMSCs in normal way without any special handling. The experiment will 
maintain the DXM concentration as 10-7mol/L for the groups which need the steroid-induction, 
and there will be routine observations for the morphology and growth situation of the cells. 
Results On the 14th day of steroid inducement,the MIOD of PPARγ mRNA of group M and NC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group N (P<0.05),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PPARγ mRNA of group miR-
27a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group NC and group M (P<0.05).The MIOD    level of Runx2 mRNA 
of group M and NC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group N (P<0.05),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Runx2 
mRNA of group miR-27a were almost the same as group N. The difference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s the miR-27a were able to inhibit the expression of PPARγ mRNA,andmaintained 
the character of differentiation of MSCs into osteoblastic.The miRNA have multiple target sites, 
we can use the electroporate the bi-directional control gene MicroRNA-27a into the outer MSCs 
of rats, This study offers a new idea in mechanism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Steroid-induced ONFH. 
 
 

PU-0860 

脂蛋白 a 的测定在糖尿病肾病诊断中的意义 

 
赵立铭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100000 

 

目的  分析血清中脂蛋白 a[Lp(a)]水平在糖尿病肾病(DN)患者中的变化，为进一步诊断糖尿病肾病

提供实验室检测指标。 

方法  观察糖尿病肾病患者 30 例作为糖尿病肾病组；选取同期糖尿病但不伴肾损伤患者 30 例为糖

尿病组；健康体检人员 30 例为对照组。三组均运用罗氏模块化全自动生化仪，采取胶乳凝胶比浊

法进行空腹脂蛋白 a 的测定 

结果  糖尿病肾病组脂蛋白 a 明显高于对照组和糖尿病组，提示脂蛋白 a 水平升高可能与肾动脉及

肾微血管功能受损有关。 

结论  糖尿病肾病患者体内脂蛋白 a 水平显著升高。通过脂蛋白 a 的测定，可为糖尿病肾病的诊断

提供有效的科学依据。 

  
 
 
 

PU-0861 

结直肠癌腹腔镜手术术前后降钙素原 

和超敏 C 反应蛋白检测的意义 

 
王欣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结直肠癌腹腔镜手术患者术前及术后血清降钙素原( PCT)和超敏 C 反应蛋白水平的动态

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选择 2017 年 2 月—12 月腔镜辅助下结直肠癌手术患者为研究对象，监测术后第 1、3、5 天 

PCT、CＲP 水平，记录所有主要并发症。根据是否发生术后吻合口瘘分为吻合口瘘组(AL 组)和非

吻合口瘘组(非 AL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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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纳入连续性研究对象 82 例，共发生并发症 29 例(35.4%)，其中吻合口瘘 10 例(12.2%),术后

第 5 天，PCT 及 CRP 出现较高的水平时，易发生吻合口瘘。 

结论  PCT 、CRP 与腔镜辅助下 结直肠癌切除后吻合口瘘的发生具有相关性，可以作为吻合口瘘

的早期辅助诊断手段。 

 
 

PU-0862 

Suppression of a Wnt Receptor Frizzled-1 reverses 
multidrug resistance by inhibiting the Wnt/β-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s 

 
Pengfei Zhu,Liang Mi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Multidrug resistance (MDR) is a major obstacle in the successful chemotherapy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Previous study have identified the Frizzled-1 (FZD1) mediates 
chemoresistance in neuroblastoma by activating Wnt/β-catenin signaling. To identify a potential 
target in the chemotherapy of HCC. 
Methods The expression variant of FZD1 in HCC cell lines was detected by real-time RT-PCR 
and western blot. The expression of FZD1 in the early recurrent HCC group (RE group) and in the 
without early recurrent HCC group (non-RE group) was measured by real-time RT-PCR. Then, 
the 50%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IC50) of HCC cell lines was studied by MTT assay. 
Results In this work, we found that FZD1 upregulated in three HCC cell lines and expression 
of FZD1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RE group than in the non-RE group (p=0.0344). Then, we 
found knockdown FZD1 significantly alter the Huh-7 cell chemotherapy sensitivity to cisplatin 
(50.43 µM in FZD1 siRNA (siFZD1) group vs. 98.59 µM in siRNA negative control (siNC) group; 
p=0.007) or doxorubicin (7.43 µM in siFZD1 group vs. 14.93 µM in siNC group; p=0.017 ). What’s 
more, knockdown FZD1 expression in SNU-449 and Huh-7 cells remarkably reduced β-catenin 
protein level, along with Cyclin D1, c-myc and MDR1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onclusions This is the first research describing tha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FZD1 
in patients with early recurrent HCC. Knockdown FZD1 increased sensitivity to chemotherapy by 
inhibiting Wnt/β-catenin signaling in HCC cell lines. Our study suggested FZD1 as a potential 
target for reversing chemoresistance HCC. 
 
 

PU-0863 

石墨相氮化碳掺杂碳糊电极在甲状腺激素 

干扰物四溴双酚 A 检测中的应用 

 
赵强 1,鲁青 2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2.华中科技大学 

 

目的  将石墨相氮化碳（graphitic carbon nitride，g-C3N4）作为修饰材料，通过优化材料修饰方

式，构建化学修饰电极并对其电化学性能进行探究。在此基础上构建甲状腺激素干扰物四溴双酚 A

（Tetrabromobisphenol A，TBBPA）的灵敏传感方法，为 g-C3N4在电化学传感领域的深入应用提

供思路。 

方法  利用 g-C3N4 具有类石墨相的特点，构建石墨相氮化碳掺杂碳糊电极。以离子液体 N-丁基吡

啶六氟磷酸盐作为电子传递桥梁，结合阳离子表面活性剂聚二烯丙基二甲基氯化铵对电极表面进行

进一步修饰，在优化后的检测参数下，对 TBBPA 进行灵敏测定并对相关检测机理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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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由于类石墨的结构特点，g-C3N4 能够与石墨进行充分的研磨混合，减小了体块状 g-C3N4 在

底物电化学反应过程中对电子传递的影响。同时，g-C3N4 结构中带有孤对电子的氮原子增加了碳

糊电极表面的活性位点，提高了碳糊电极的电化学性能。离子液体与石墨相氮化碳之间存在 π-π 堆

积和氢键等作用，两者在研磨过程中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复合。基于离子液体的电子传递桥梁作

用，掺杂电极对 TBBPA 的电化学响应得到了大幅度增强。而且，聚电解质携带的大量正电荷增加

了底物在掺杂碳糊电极表面的吸附量，进一步提高了掺杂电极对 TBBPA 的响应电流。该方法检测

TBBPA 的线性范围为 1 nM ~ 30 nM 和 30 nM ~ 500 nM，基于三倍信噪比的检出限为 0.4 nM。 

结论  碳糊电极具有制作简单、易于更新及重现性好等特点，对 TBBPA 的灵敏测定表明，碳糊电

极是将 g-C3N4应用于电化学传感器的有效应用形式之一。 

 
 

PU-0864 

糖尿病合并结核病患者血清维生素 D 水平的对照研究 

 
赵昕 

北京医院,100000 

 

目的  了解糖尿病和糖尿病合并结核病患者血清维生素 D（25OHD3）水平及其相关因素，为糖尿

病和糖尿病合并结核患者的治疗和预防提供依据。 

方法  纳入糖尿病合并结核病组 83 例、单纯糖尿病组 80 例和健康体检对照组 80 例。分别采用电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方法检测 25-羟维生素 D（250HD，采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糖，采用阳离子交换-

HPLC 检测仪测定糖化血红蛋白 

结果  单纯糖尿病组 25OHD3 浓度高于糖尿病合并结核病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

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糖尿病（单纯和合并结核病）组总的

25OHD3 缺乏率为 79.8%，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其中糖尿病合并结核病组 25OHD3 的严

重缺乏率高达 24.1%。结论  糖尿病、尤其是糖尿病合并结核病患者 25OHD3缺乏普遍，应引起临

床医生的注意。 

结论  糖尿病、尤其是糖尿病合并结核病患者 25OHD3缺乏普遍，应引起临床医生的注意。 

 
 

PU-0865 

中老年糖尿病、高血压和血脂异常患者 

血清维生素 D 水平及相关指标的研究 

 
赵昕 

北京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中老年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和糖尿病合并血脂异常和高血压（疾病合并）患者血

清维生素 D 的水平，并与健康对照组比较，为糖尿病、高血压和血脂异常患者的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45 岁以上的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和疾病合并的患者各 100 例，体检正常的 45 岁

以上表观健康对照组 100 例，采集空腹静脉血，使用电化学发光仪检测血清 25-羟维生素 D

（250HD），使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糖（GLU）、血清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使用糖化血红蛋白检测仪检测糖化

血红蛋白（HbA1c）。 

结果  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和疾病合并组的 250HD 水平均与对照组间有显著性差异（P 

<0.001），但 4 个疾病组间 250HD 水平没有统计学差异；此外，糖尿病组的 HbA1c 和 TG 的水平

随着 250HD 水平的升高而降低，HDL-C 则升高；高血压组的 TG 的水平随着 250HD 水平的升高

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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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和疾病合并组的 250HD 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对上述疾病中维

生素 D 水平的趋势及与相关指标的关系应引起临床医生的注意。 

 
 

PU-0866 

不同血糖水平的结核病患者血清维生素 D 水平的对照研究 

 
赵昕 

北京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不同血糖状况的结核病人血清维生素 D 的水平，并与健康人群比较，为结核病的治疗提

供依据。 

方法  连续纳入结核病人。治疗前采集静脉血，检测空腹血糖。使用电化学发光仪检测血清 25-羟

维生素 D（250HD）。 

结果  共纳入结核病人 247 例，其中空腹血糖正常的结核病人 95 例，临床前期糖尿病结核病人 69

例，糖尿病结核病人 83 例，体检正常的表观健康对照组 80 例。血糖正常结核病人、临床前期糖尿

病结核病人和糖尿病结核病人 250HD 的水平与健康组间差异显著（P <0.001），3 组结核病人之

间 250HD 存在统计学差异（P <0.05）。同时，按照维生素 D 严重缺乏、缺乏、不足和充足划分

成 4 个组，结核病人 3 组间 250HD 缺乏占有的比例存在统计学差异（P <0.05）、以及和对照组间

250HD 缺乏占有的比例存在显著差异（P <0.001）。在空腹血糖正常的结核病人中，吸烟、寒冷

季节和痰涂片阴性为维生素 D 缺乏的危险因素。而农村和老年人分别是临床前期糖尿病结核病人和

糖尿病结核病人严重维生素 D 缺乏的危险因素。 

结论  结核病人维生素 D 水平较对照组低，糖尿病前期结核患者更低，结核合并糖尿病的最低，应

引起结核病医生的注意。 

 
 

PU-0867 

罗氏 c702 生化分析仪的性能评价 

 
陈海霞 

烟台业达医院 

 

目的  对本科室内罗氏 c702 生化分析仪主要性能进行评价 

方法  采用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的评价方法，用常规生化项目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葡萄糖(GLU)、总蛋白(TP)、白蛋白(ALB)、肌酐(CREA)、尿

酸(UA)对罗氏 c702 生化分析仪的精密度、准确度和线性范围进行评价。 

结果  罗氏 c702 生化分析仪 7 个测试项目的批内精密度和批间精密度分别为 1.023%-2.957%和

1.541%-3.599%，均符合国家相应标准；准确度结果显示，7 个测试项目的相对偏倚的统计结果为

0.5%-4.2%，均符合国家卫生标准要求；线性实验结果显示 7 个测试项目的线性理想（r2>0.95）。 

结论  罗氏 c702 生化分析仪的精密度、准确度和线性评价均符合临床生化实验室评价要求，能满

足临床需求，为临床提供更精确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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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68 

缺血修饰白蛋白、NT-proBNP 和高敏肌钙蛋白 I 联合检测在急

性心肌缺血早期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李笃军 

烟台业达医院 

 

目的  探讨缺血修饰白蛋白（IMA）、NT-proBNP 和高敏肌钙蛋白 I(cTnI)三者及联合检测在急性心

肌缺血早期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及健康正常对照组各 120 例，采用白蛋白钴结合试验、IMA 试剂盒

检测血清 IMA；采用 ROCHE E170 免疫电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 NT-proBNP；采用心梗定量分析仪

检测 cTnI，并对结果进行敏感性和特异性分析。 

结果  病例组 IMA、NT-proBNP 及 cTnI 的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P<0.05；三者联合检测的敏感

性和特异性都优于单个指标的检测。 

结论  IMA、NT-proBNP、cTnI 三者的联合检测，可能是心肌缺血早期的一个有效的生化标志物组

合，能作为临床早期可靠诊断心肌缺血的辅助手段。 

 
 

PU-0869 

四川绵阳婴幼儿维生素 D 营养状况及参考范围的建立 

 
王冰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621000 

 

目的  调查绵阳地区 0~3 岁健康婴幼儿维生素 D 营养状况，并建立其参考范围。 

方法  随机抽取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健康体检 0~3 岁婴幼儿 850 人，根据性别、年龄、季节统计其

25(OH)D 水平，判断维生素 D 的营养状况；依据 CLSI C28-A2 文件，建立绵阳市 0~3 岁健康婴幼

儿 25(OH)D 参考范围。 

结果  绵阳地区 0~3 岁健康婴幼儿 25(OH)D 总体水平为（32.81±10.72）ng/ml，参考范围为

(11.8~53.82) ng/ml。其中维生素Ｄ充足者占 57%，缺乏和不足者占 43%；男童与女童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724)，随年龄增大，25(OH)D 水平降低，缺乏比例增高，且夏季最高，冬季最低

(P=0.00)。 

结论  绵阳地区体检婴幼儿近半数存在维生素 D 缺乏和不足，各地区 25(OH)D 参考范围不同，应

慎重评估各地婴幼儿维生素 D 不足和缺乏状态。 

 
 

PU-0870 

脂蛋白 a 两种不同检测方法学比较 

 
贾兴旺,王建柱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胶乳免疫比浊法和免疫比浊法检测血清脂蛋白 a（LPa）的方法学差异，为临床生化实验

室选择可靠试剂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在罗氏 Cobas 8000-701 上，分别对利德曼脂蛋白 a 两种试剂两种检测方法的精密度、线

性、开瓶稳定性（2-8℃开瓶 14 天稳定性、37℃加速稳定性、42℃加速稳定性），溶血、黄疸、

乳糜、维生素 C、肝素钠等抗干扰试验的性能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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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胶乳免疫比浊法和免疫比浊法的批内精密度分别是 1.76%，4.45%;批间精密度分别是

2,66%、3.35%;在 170mg/dL 内，两种检测方法均具有较好的相关性（r=0.9977）；2-8℃开瓶 14

天稳定性和 42℃加速稳定性试验表明胶乳免疫比浊试剂明显优于免疫比浊试剂（CV%分别为

2.32%、8.12%；0.65%、10.91%）；37℃加速稳定性试验表明两种检测方法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V%分别为 1.56%、0.97%）。溶血、黄疸、乳糜、维生素 C、肝素钠等干扰试验结果表明胶乳

免疫比浊抗干扰能力明显优于免疫比浊法。 

结论  乳胶免疫比浊法由于采用了羰化聚苯乙烯微粒增强技术,其与免疫比浊法检测脂蛋白 a 比较，

具有较好的的稳定性、重复性和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值得临床生化实验室推广应用。 

 
 

PU-0871 

昆明地区不同孕期女性的甲状腺激素参考区间分析 

 
王珏,钱源,段勇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昆明地区不同孕期女性甲状腺激素水平变化特点，根据其变化特点建立相应的孕期妇女

不用孕周甲状腺激素水平参考区间，对孕期甲状腺功能减低症的预防起到积极作用。 

方法  选取无相关甲状腺疾病史妊娠妇女 1560 例，非而妊娠期健康女性 350 例，采用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法检测血清中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游离甲状腺素（FT4）、及促甲状腺激素

（TSH）水平以制定相应孕期的参考范围。 

结果  孕早期（1-12 周）、孕中期（13-27 周）、孕晚期（28-40 周）各组与对照组间激素水平

（FT4、FT3、TSH）比较差异有统计学差异，而 TSH 的参考区间为孕前（0.35-5.60 mIU/L）孕

早期（0.10-4.73 mIU/L）、孕中期（0.33-4.66 mIU/L）、孕晚期（0.67-4.95 mIU/L），FT4 的参

考区间为孕早期（ 8.24-15.06 pmol/L）、孕中期（ 6.66-12.99 pmol/L）、孕晚期（ 5.56-

10.62pmol/L）。 

结论   妊娠期女性甲状腺激素水平随孕周不同发生相应的改变，相对于试剂商提供的参考区间，根

据本地孕妇数据所制定的参考区间对于筛查和干预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具有重要的优生学价值。 

 
 

PU-0872 

尿轻链水平与肾功能指标联合检测 

对多发性骨髓瘤肾损伤 诊断价值的分析 

 
王金英,李晓阳,任占宝,赵祎,钟玉萍 

北京朝阳医院京西院区,100000 

 

目的  探讨肾功能指标的联合检测对于多发性骨髓瘤（ＭＭ）肾损害的诊断的价值。 

方法  对 192 例明确诊断的ＭＭ患者的肾功能检测指标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联合检测 SCr、24hPro 及尿轻链水平，可以提高单纯以血清 SCr 作为判断肾功能受损的检

出率，MM 肾功能损害的发生率由 18.2%提高至 38.0%，更接近临床发生率。以 ISS 分期进行分

组，三组间  BUN、SCr、UA、ALB、β2MG、uKAP、uLAM 及 24hPro 均有显著性差异，

P<0.01。uKAP、uLAM 及 24hPro 水平异常，比这些指标正常时 MM 患者发生肾损伤具有较高的

相对危险度(RR)；同时以血清 β2MG 水平的四分位数从低到高进行分组(Q1,Q2,Q3 及 Q4)，可见

β2MG 水平较高的 Q2, Q3, Q4 各组的 RR 均高于 Q1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各检测指标 ROC 曲

线下面积，以 24hPRO 对于诊断肾损伤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和敏感度，其次是常规检测指标 SCr、 

BUN、 B2MG，其后分别是 uKAP、UA 及 u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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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判断 MM 肾损伤时，除 BUN 和 SCr 外，还应结合 uKAP、uLAM 及 24hPro 等指标对肾损

伤综合判断，以便对 MM 患者肾功能状态做出准确的评估。 

 
 

PU-0873 

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与亚临床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中 

血脂水平及血糖变化分析 

 
杨帆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患者（甲亢）与亚临床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亚甲亢）中血脂及血糖

的变化。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2 月~2018 年 5 月期间 500 例甲亢患者，500 例亚甲亢患者，对照组为 500 例

健康体检人员。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对上述人员血清中ＴＳＨ、ＴＴ３、ＴＴ４、ＦＴ３、Ｆ

Ｔ４进行检测。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清ＴＧ、ＴＣ、ＨＤＬ-Ｃ、ＬＤＬ-Ｃ及空腹血糖水

平。 

结果  甲亢组患者总胆固醇（ＴＣ）、甘油三酯（Ｔ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低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载脂蛋白ＡＩ（ＡｐｏＡＩ）、载脂蛋白Ｂ１００（ＡｐｏＢ

１００）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0.01)。甲亢组空腹血糖水平均较甲减组和正常组明显升高

（P<0.05）。亚甲亢组总胆固醇（ＴＣ）、甘油三酯（Ｔ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

Ｃ）、载脂蛋白Ｂ１００（ＡｐｏＢ１００）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ＨＤＬ-Ｃ）、载脂蛋白ＡＩ（ＡｐｏＡＩ）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亚甲亢组空腹血糖水

平无显著升高（p>0.05）。 

结论  甲亢及亚甲亢患者的血脂水平显著异常，甲亢患者还伴有血糖水平的增高。 

 
 

PU-0874 

AFU 和 SF 联合检测对原发性肝癌诊断鉴别诊断 

 
杨啸晗 

吉林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目的  通过迈瑞 BS2000 生化分析仪和迈瑞 CL2000i 生化分析仪，分别检测临床上初诊为原发性肝

癌患者、良性肝病患者（包括慢性肝炎患者、肝硬化患者、急性肝炎患者）和健康体检者血清中岩

藻糖苷酶（AFU）和血清铁蛋白（ferritin）的含量。根据得出的三组数据，从而分类整合探讨，血

清岩藻糖苷酶（AFU）和血清铁蛋白（ferritin）联合检测对原发性肝癌的诊断及鉴别诊断的应用价

值。 

方法  通过生化分析仪，分别检测临床上初诊为原发性肝癌患者的血清中岩藻糖苷酶（AFU）和血

清铁蛋白（SF）的含量；初诊为良性肝病患者治疗后的血清中岩藻糖苷酶（AFU）和血清铁蛋白

（SF）的含量；健康体检者血清中岩藻糖苷酶（AFU）和血清铁蛋白（SF）的含量。根据得出的

三组数据，从而整合进行分类探讨，并结合临床表现和症状进行回顾性分析，对健康体检组、良性

肝病组、原发性肝癌组，三组数据进行整合，进而比较血清岩藻糖苷酶（AFU） 和血清铁蛋白

（ferritin）测定阳性率，进而探究血清岩藻糖苷酶（AFU）和血清铁蛋白（ferritin）的联合检测，

对原发性肝癌的诊断及鉴别诊断的应用价值。 

结果  AFU 诊断原发性肝癌（PHC）的阳性率为 62.7%，血清岩藻糖苷酶（AFU）和血清铁蛋白

（ferritin）联合检测的阳性率为 80.6%；原发性肝癌（PHC）组血清联合检测 AFU 和 SF 的阳性率

明显高于肝硬化组、急性肝炎组、慢性肝炎组及健康体检组 (P<0.001)；急性肝炎组、肝硬化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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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肝炎组与健康体检组有显著性的差异 (P<0.001)，SF 和 AFU 有一定相关性(γ=0.3310，

P<0.05)。 

结论  在发生原发性肝癌时，和肝硬化及急慢性肝炎相比，血清中岩藻糖苷酶（AFU）敏感性高，

对原发性（PHC）检测的阳性率也相对较高，而且还有助于发现早期肝癌，SF 是由肝脏合成的复

合物，当原发性肝病和发生肝硬化时，患者会发生贫血，SF 会显著升高；但 AFU、SF 单项进行

检测时均有一定的阴性率，所以 AFU 和 SF 联合检测，在对原发性肝癌诊断中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 

 
 

PU-0875 

吸入毒气致呼吸道损伤病例血液生化指标变化分析 

 
杨秋亮,田亚平,董矜 

解放军空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吸入性肺损伤患者的血液生物化学指标变化，为临床诊断治疗和预后判断提

供实验室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吸入性肺损伤患者从入院接受治疗开始到患者出院或者死亡的整个治疗过程中，

患者血液生物化学指标的变化情况，结合临床诊治资料和病人转归情况，给予分析讨论。 

结果  吸入毒气致肺损伤患者损伤早期，血清葡萄糖水平越高，血液 pH 值越低（pH<7.3），患者

病情越严重，预后越差；相同治疗条件下，患者病情越严重，患者血清谷氨酰基转移酶、血清乳酸

脱氢酶、血清淀粉酶、血清脂肪酶、嗜中性粒细胞升高越高。 

结论  吸入毒气致肺损伤后救治越及时，患者损伤越轻。吸入毒气致呼吸道损伤患者早期血清葡萄

糖水平和血液 pH 值有助于病情严重程度的辅助诊断和预后评估。吸入毒气致呼吸道损伤患者治疗

过程中患者血清谷氨酰基转移酶、血清乳酸脱氢酶、血清淀粉酶、血清脂肪酶、嗜中性粒细胞水平

有助于病情进展程度的判断和监测。 

 
 

PU-0876 

UPLC-MS/MS 法检测万古霉素血药浓度及与化学发光法的比较 

 
秦绪珍,苏薇,侯立安,齐志宏 

北京协和医院,100000 

 

目的  建立超高压液相色谱-串联质谱(UPLC-MS/MS)检测人血清万古霉素浓度的新方法 

方法   采用 Waters ACQUITY UPLC/ABSCIEX QTRAP4000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

ACQUITY UPLC BEH Amide 色谱柱，以去甲万古霉素为内标，电喷雾离子源、正离子多反应监测

模式检测万古霉素血药浓度。方法学评价实验包括专属性、线性、精密度、准确度和与化学发光法

的方法学比较。 

结果   UPLC-MS/MS 法检测万古霉素血清浓度，专属性好，反应时间 2min，线性范围

1~100 mg/L(R2=0.997)，定量下限为 1 mg/L，日内、日间精密度小于 15%，准确度在 96.2%～

108% 范围内。与常规开展的微粒子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方法比较，化学发光法与 UPLC-MS/MS 法

相关性好，相关方程 y=0.576x+2.367（R2=0.911）。UPLC-MS/MS 法较化学发光法存在 21%的

负偏倚 

结论  采用 UPLC-MS/MS 可简便、准确地定量人血清中万古霉素浓度，与化学发光方法具有较好

的可比性，完全可用于临床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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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77 

Reference intervals of trace elements  
for older people over 60 years in Changchun 

 
Yanan Jia,Wenjia Guo,Qi Zhou,Jiancheng Xu 
The First Bethune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stablish reference intervals of trace elements for older people over 60 years in 
Changchun. 
Methods   On the basis of WS/T 402-2012, a total of 1551 healthy older people over 60 years 
according to exclusion criteria for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medicine were enrolled, and were 
grouped by age and sex. Each ten years of age were divided into a group. Serum iron, 
magnesium, zinc, and copper were detected by HITACHI 7600-210 automatic biochemical 
analyzer.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by SPSS 21.0, and then the reference intervals were 
established. 
Results   Serum iron and zinc decreased gradually, and serum copper increased with age. The 
reference intervals of four trace elements had differences with age. In addition to serum iron, 
reference intervals of serum magnesium, zinc and copper had differences with sex. The 
reference intervals of serum iron for 60-79 years old, 80~89 years old, and 90~99 years old were 
4.20~32.66μmol/L, 0.98~30.61μmol/L, and 1.43~26.7μmol/L, respectively; The reference 
intervals of serum magnesium for 60~99 years old (men) and 80~99 years old (women) , and 
60~79 years old (women) were 0.71~1.15 mmol/L, and 0.80~1.09 mmol/L, respectively; The 
reference intervals of serum zinc for 60~69 years old (men), 60~89 years old (women), 70~99 
years old (men), and 90~99 years old (women) were 6.41~13.77μmol/L, 6.15~14.09μmol/L, 
5.05~12.90μmol/L, and 4.00~12.43μmol/L, respectively; The reference intervals of serum copper 
for 60~79 years old (men), 60~89 years old (women), 80~99 years old (men), and 90~99 years 
old (women) were 9.28~25.97μmol/L, 11.40~25.16μmol/L, 10.92~29.77μmol/L, and 
8.34~27.35μmol/L. 
Conclusions   There are age and sex differences for the reference intervals of serum iron, 
magnesium, zinc, and copper among older people over 60 years. The reference intervals of trace 
elements should be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age and sex in older people over 60 years. 
 
 

PU-0878 

三种酶法糖化白蛋白检测试剂性能评价 

 
苏保满,蔺亚晖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100000 

 

目的   糖尿病仍是影响中国居民健康的重要慢性疾病，虽然检测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

（HbA1c）已经被临床广泛采用，但是二者均不能有效反映短期的平均血糖水平，容易漏诊和影响

血糖控制效果。糖化白蛋白（GA）可反映过去 1-2 周的短期平均血糖水平，可作为短期内评价治

疗的有效指标。2015 年已被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引入中国血糖监测应用指南。本研究评价三

种酶法糖化白蛋白（GA）检测试剂性能，为临床实验室提供选择依据。 

方法   日本旭化成、宁波瑞源、上海复星长征的 GA 酶法试剂（A、B、C）同时在日立 

LABOSPECT 008 AS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进行性能验证比对。参考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

（CLSI）EP 文件要求对三种试剂的精密度、正确度、干扰试验、线性范围、稀释试验、一致性、

糖化氨基酸消除反应共 7 项指标进行评估验证。 

结果  精密度结果显示，低水平（GA 14%）时 B 试剂总不精密度为 2.66%高于 A 和 C 试剂

（1.74%和 1.27%），高水平时 A、B、C 总不精密度分别为 0.94%、1.33%和 1.13%。线性实验

显示 A 试剂相关系数（r）在 0.998-1.000 之间，斜率（a）在 0.97-1.03 范围内，而 B 试剂 r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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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7-1.000 之间，C 试剂 r 小于 0.99。采用上海临检中心 GA 室间质评样本做正确度验证时，低

值的偏倚分别为 0.36%、-0.93%和-19.67%，高值偏倚分别-0.39%、-0.10%和-14.67%。干扰实验

显示，溶血和乳糜血对 GA 检测影响较小，为-9.7%至 6.27%之间；15mg/dL 胆红素可使 C 试剂检

测结果降低 10.81-11.96%；50mg/dL 抗坏血酸可使 A 试剂检测结果降低 12.25%，而使 B 和 C 升

高 34.4%和 31.5%。糖化氨基酸的消除反应中，≤0.2mmol/L 糖化氨基酸对 A 试剂影响在 10%以

内，而 0.1mmol/L 糖化氨基酸对 B 和 C 试剂测定值都有显著影响，偏差＞40%。 

结论  综合性能 A 试剂最优，当有胆红素、糖化氨基酸存在时 B 和 C 试剂检测结果可能会出现偏

差，同时抗坏血酸对三种试剂均有一定干扰，需要提起注意。 

 
 

PU-0879 

The establishment of reference intervals of serum iron, 
magnesium, zinc, and copper in infants aged 

 0~<12 months in Changchun 

 
Yanan Jia,Wenjia Guo,Qi Zhou,Jiancheng Xu 
The First Bethune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reference intervals of serum iron, magnesium, zinc, and copper in 
healthy infants aged 0~<12months in Changchun 
Methods   According to WS/T 402-2012, 8905 babies aged 0~<12 months were enrolled in the 
group after screening by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Serum iron, magnesium, zinc and 
copper were detected by Hitachi 7600-210 automatic biochemical analyzer. Analysis was used by 
SPSS 21.0 statistical software and reference intervals for different age and gender were obtained. 
Results   Serum iron concentration gradually decreased with age. However, the serum 
magnesium level gradually increased with age. Serum zinc level gradually increased with age, 
and reached the peak in 7~<8 months and 5~<6 months for baby boys and girls, respectively, 
and gradually declined thereafter. Serum copper level increased with age, peaking at 11~<12 
months. There were differences with age in the reference intervals of the four trace elements, and 
serum copper began to have differences with gender from 4~<12 months. 
Conclusions   Establishing reference intervals for age-and sex-related serum trace elements in 
infants in each region is important for the correct assessment of infant development. 
 
 

PU-0880 

HBA1c 在糖尿病中诊断价值的临床分析 

以及 HBA1c 最佳诊断切点比较分析 

 
马瑜珊,张任飞,张婧,侯均,卿茜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621000 

 

目的  探讨 HbA1c 在初次检查 FPG 增高的疑似糖尿病患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和 HbA1c 的两个切点

（≥6.5% 和 ≥6.3%）的比较研究。 

方法  选择门诊和住院就诊者首检 FPG 增高的患者和健康体检者共 200 例。首检 FPG 增高的患者

进行 75g 葡萄糖 OGTT 实验，根据 FPG 和 2hPG 将研究空腹血糖受损及糖耐量受损组 110 例，

DM 组 90 例；正常对照组选择健康体检者 70 例（FPG 正常），检测三组的 HbA1c 并进行比较分

析。 

结果  三组间的 FPG、2hPG、HbA1c 呈梯度升高，各组间具有显著性差异。2、根据 ROC 曲线显

示：本研究对象中 HbA1c≥6.3%为 DM 诊断的最佳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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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HbA1c 在初次检查 FPG 增高的疑似糖尿病患者中的具有临床应用价值，并且 HbA1c≥6.3%为

DM 诊断的最佳切点。 

 
 

PU-0881 

肝移植患者术前血糖水平与预后相关性的研究 

 
周文营,龚娇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510000 

 

目的  术前空腹血糖水平对肝移植受者预后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12 年 06 月-2016 年 04 月于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施行的 77 例肝癌肝移植

病人的生存情况以及术前空腹 GLU、Crea、TBil、INR、MELD 评分,应用 log-rankX2 检验以及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对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的方法， 

结果  移植后的 6 个月、1 年、2 年以及 2 年的累积生存率分别为 90.9%、79.2%、68.8%、

64.9%；log-rank X2 检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影响肝癌患者肝移植术后累积生存率的因素有术前

空腹 GLU（X2=8.275，P=0.004）、MELD 评分（X2=6.155，P=0.013）。COX 回归分析结果显

示，与累积生存率具有显著相关的因素是，空腹 GLU（R=3.013，P=0.009）、MELD 评分

（R=2.498，P=0.025）。 

结论  术前的 GLU、LDL、MELD 评分是影响肝癌肝移植受者累积生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P＜

0.05）。术前高空腹血糖水平可影响受者移植后的存活。 

 
 

PU-0882 

缺血性脑卒中 TOAST 分型与患者生化指标相关性研究 

 
申及,陆佳敏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15000 

 

目的  研究缺血性脑卒中（ischemic stroke）患者血液生化指标与卒中类型的相关性。 

方法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方式。选取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3 月间于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

院治疗的脑梗死患者 140 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大动脉粥样硬化性卒中（LAA）62 例，小动脉闭

塞性卒中（SAA）57 例，心源性栓塞性脑卒中（CE）21 例，所有患者均符合脑梗死的诊断标准，

即（1）急性起病；（2）局灶神经功能缺损（一侧面部或肢体无力或麻木，语音障碍等），少数为

全面神经功能缺损；（3）症状或体征持续时间不限（当影像学显示有责任缺血性病灶时），或持

续 24h 以上（当缺乏影像学责任病灶时）；（4）排除非血管性病因；（5）脑 CT 或 MRI 排除脑

出血。收集患者基本信息、生活习惯、入院后常规生化、同型半胱氨酸、HSCRP、D-D 二聚体

等，使用 SPSS 分析各项结果在疾病分型的差异和相关性。 

结果  通过对多项生化检测指标在不同 TOAST 类型组的比较显示，患者的年龄、性别、肝功能

（ALT、AST、ALP、TB、DB）、血糖、血脂、尿酸、电解质等项目在各亚型无差异。收缩压、

血尿素氮、LDH、HBDH、HSCRP、血压在各亚型存在差异。继续两两比较显示：CE 组 LDH、

HBDH 高于 CE 组， LAA 组 BUN、HSCRP 高于 SAA 组，血压方面 LAA 组收缩压高于 CE 组，

差异具统计学意义。提示在 CE 组发生明显的心源性细胞损伤；血尿素氮 和 HSCRP 与冠脉粥样

硬化 的疾病过程相关；且高血压（特别是高收缩压）反应了 LAA 型脑卒中的疾病基础。  

结论  本研究表明通过分析患者血压、LDH、HBDH、 肾功能指标 BUN、HSCRP 再结合进一步影

像学检查有助于正确区分鉴别缺血型脑卒中患者病因，为疾病的诊断分型和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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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83 

一例 2 型糖尿病患者 24 h 尿蛋白定量结果的分析 

 
侯立安,秦绪珍 

北京协和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 24 h 尿蛋白定量结果的临床判读 

方法  通过结合尿常规、尿沉渣和尿蛋白电泳结果，分析一例 2 型糖尿病患者在留置导尿管和未留

置导尿管期间，24 h 尿蛋白定量结果的变化。 

结果  患者 24 h 尿蛋白检测结果的变化与留置导尿管没有必然联系。该患者 24 h 尿蛋白检测结果

阳性时，尿蛋白电泳显示尿蛋白成分复杂，多次检出 α2 巨球蛋白，提示患者尿蛋白来自于肾后性

疾病；尿常规和尿沉渣检测结果显示存在大量细菌和红白细胞，提示患者存在感染，导致尿蛋白定

量结果假阳性。 

结论  解读 24 h 尿蛋白定量结果时，应注意结合尿常规、尿沉渣和尿蛋白电泳具体判断尿蛋白的来

源。 

 
 

PU-0884 

冠心病危险因子的临床研究 

 
袁国明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150000 

 

目的  探讨分析冠心病新危险因子状况 

方法  从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4 月期间我院接受治疗的冠心病患者中随机选取 200 例作为本研究

病例对象，将所选 200 例患者划分到研究组，同时再选取同时期到我院体检健康者 60 例作为对照

组，回顾分析患者临床资料，总结冠心病新危险因子。并将研究组患者分 ACS 患者、SAP 患者进

行总结。 

结果  比较两组研究对象血尿酸、血清脂蛋白 a、血清同型半胱氨酸、载脂蛋白 B、载脂蛋白 A、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等指数，组间数据有统计学意义

（P<0.05）。比较 ACS 患者、SAP 患者之间血尿酸、血清同型半胱氨酸、载脂蛋白 B、低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等指数，组间数据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UA、LDL-C、Lp（a）、HCY 等均属于冠心病疾病新危险性因子，HCY 属于此疾病独立性危

险因子，影响最大的为 LDL-C，早期测定此类指标，对疾病治疗和预测有积极作用。 

 
 

PU-0885 

两种糖化血红蛋白分析方法的结果比对 

 
宋佳,姚瀚鑫 

吉林大学 

 

目的  分别采用离子交换高效液相色谱法和亲和层析高效液相色谱法对 1000 个糖化血红蛋白标本

进行检测，在精密度，准确度，线性范围方面进行比较，然后再选取常规标本和异常标本留样再

测，异常标本包括肾病和贫血患者，比较相对靶机相对偏倚小于 5%的标本数量，靶机为 Bio-Rad 

Vatiant Ⅱ。 

方法  精密度：每日连续测定 5 次低值，高值室内质控，连续测定 3 天。批内 CV(%)≤1/4 TEa 临床

允许误差；总 CV(%)≤1/3 TEa 临床允许误差。准确度：选取美国 CAP 糖化血红蛋白 2 支留样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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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号和 4 号)，2017 年卫生部室间质评糖化血红蛋白第一次 2 支留样标本（编号为 2 号和 3 号），

2 支 Bio-Rad 定值校准品（编号为 5-6），作准确度标本。线性范围验证：取评价项目的高、低值

病人标本各一份，（高值标本为接近线性范围上限或高于线性上限 10%-15%的标本，低值标本为

接近线性范围下限的标本）。低值标本为 1 号，高值标本为 6 号，低高值标本 4：1 混和为 2 号，

3：2 混和为 3 号，2：3 混和为 4 号，1：4 混和为 5 号。每个编号标本重复测定 2 次，记录结

果。标本留样再测：比对 5 天，共检测留样再测标本 708 份，其中大于 6 的标本 328 份，留样再

测标准相对靶机相对偏倚小于 5%，1/2TEa。 

结果  精密度结论：两种方法均符合设定的精密度批内 CV 及总 CV 要求。正确度结论：两种方法

结果均在允许范围内。线性范围结论：两种方法 R 值均大于 0.975，符合要求。常规标本留样再测

结果为：亲和层析高效液相色谱法大于 5%的标本为 258 个，即 36.4%的标本与靶机相对偏倚超过

5%。离子交换高效液相色谱法大于 5%的标本为 84 个，即 11.8%的标本与靶机相对偏倚超过

5%。异常标本（肾病和贫血患者）留样再测结果：亲和层析法与靶机相对偏倚超过 5%的标本数量

最少。 

结论  两种方法在精密度，准确度，线性范围方面均符合要求，对于常规标本，离子高效液相色谱

法与 Bio-Rad 靶机比对相对偏倚超过 5%的标本数量最少，优于亲和层析法。对于肾病和贫血患者

的标本，亲和层析法要优于离子交换层析法。 

 
 

PU-0886 

设计和评估甲状腺功能及性激素生化检测的自动审核规则 

 
杨志立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515000 

 

目的  现阶段我国的大多数医院的检验科对于标本检验结果仍然采用人工审核，核对，发放报告的

传统模式，然而这种模式对于每日检验标本量较大的医院来说是非常耗时并且容易出错的。在本研

究中设计出对于甲状腺功能检测及性激素检测的自动审核规则并对其进行验证评估，用于辅助人工

进行智能审核和报告。 

方法  我们使用 DM2（Data manager 2）软件构建算法，并参照 Boolean logic, Auto 10-A 和

CLSI'88 构建用于甲状腺功能和性激素检测自动审核的数据库及规则，其中规则包括质量控制、仪

器错误标志、临界值、分析测量范围、极限范围、一致性检查和历史比对七大规则。然后收集临床

标本数据对规则进行验证评估，再在实际工作中通过与人工审核结果进行比对，对其进行验证分

析。 

结果  设计出甲状腺功能及性激素检测的自动审核规则，并通过将两名高级检验人员对测试标本人

工审核结果与自动审核结果进行实时验证分析，结果显示两者符合率达 99.78%，所有测试的总自

动审核通过率为 77.06％，标本周转时间（TAT）缩短了 54.55%，Kappa 统计分析统计量为 0.99

（P <0.001）。同时在使用自动审核规则后，审核错误率降至 0.04％，表明错误几乎完全消除。 

结论  通过采用样本检测结果自动审核，可以大大缩短 TAT，使报告发布时间缩短，有利于检验人

员有更多时间处理其他问题，更利于临床医生对病人病情的诊断及治疗。同时采用同一套自动审核

系统可以规范报告结果，并减少工作中错误的发生，大大提高了检验科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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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87 

选择用于评估 POC 血糖监测系统的实验室参考方法时， 

NIST 校准对其至关重要 

 
朱海燕 1,徐佳音 1,Wei Qiu2,Jeffrey Anton DuBois2,徐锦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200000 

2.Department of Medical and Scientific Affairs， Nova Biomedical， Waltham， Massachusetts， USA 

 

目的  说明 NIST 校准在用于评估血糖监测系统的实验室方法选择时 的重要性 

方法  使用一级和二级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标准参考物质对几个时间点的两种实验室葡萄糖

测量方法（实验室己糖激酶法（Lab-HK）和实验室葡萄糖氧化酶法（Lab-GO） NIST SRM917c

和 NIST SRM965b）在日立 7180 生化分析仪上的开放通道上进行检测。通过每种葡萄糖方法测试

从 NIST 标准 SRM917c 制备的从 1.39 至 27.78mmol / L 的七种葡萄糖水平和葡萄糖浓度为

1.836±0.027,4.19±0.059,6.575±0.094 和 16.35±0.20mmol / L 的 NIST SRM965b（在人血清中制

备）的四种葡萄糖水平 

结果  Lab-HK 葡萄糖法校准发生了变化，而葡萄糖氧化酶方法没有 

结论  最常用的葡萄糖参考方法己糖激酶是为 BGMS 验证研究而实施的，因此 Lab-HK 方法的校准

可能不太稳定。用 Lab-HK 葡萄糖方法进行的这种意外的观察可能会影响对正在评估的 BGMS 的

系统精确度分析的解释，因此我们利用 Lab-GO 葡萄糖测量方法进行研究。 

 
 

PU-0888 

血清 h-FABP 含量的胶体金免疫比色法初步研究 

 
孙宇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五医院 

 

目的  初步建立一种基于胶体金均相免疫比色技术定量检测血清中心脏型脂肪酸结合蛋白（Hard-

type fatty acid binding protein，hFABP）的方法。 

方法  依据均相比色原理定量测定样本中抗原或抗体含量的免疫学检测技术原理，制备直径 80nm

左右胶体金颗粒并标记抗体，利用胶体金吸附标记物在 540nm 与 660nm 处吸收峰的变化初步建立

用于检测血清心脏型脂肪酸结合蛋白的方法。 

结果  制备的胶体金颗粒液相分布均匀，制备的胶体金颗粒标记抗体呈现均相分布，符合检测实验

要求。通过实验确定反应体系组成为标本用量为 30µL，hFABP 抗体标记量为 100µg／100mL 胶

体金溶液，反应时间 10min，反应温度 37℃，以实验确定 hFABP≤3.6ng/mL 为界限值，对临床标

本进行初步分析并与免疫比浊的检测结果比较，符合率达 95.09%。 

结论  初步完成了心脏型脂肪酸结合蛋白的胶体金免疫比色法的建立，与成熟的免疫比浊方法检测

结果具有一定的符合性，有必要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PU-0889 

比较四种同型半胱氨酸检测试剂性能 

 
苏保满,蔺亚晖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100000 

 

目的  目前临床研究证明高同型半胱氨酸（Hcy）血症是脑卒中、心血管病、阿尔默茨海默症和静

脉血栓等的重要危险因素，也可导致新生儿缺陷、神经管缺陷、反复流产等严重后果。由于目前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612 

 

Hcy 试剂盒厂家很多，本研究旨在评价四种 Hcy 检测试剂性能，为临床实验室选择性能最优的试剂

提供依据。 

方法  北京九强、北京柏定、北京豪迈、浙江东欧的 Hcy 试剂（A、B、C、D）同时在 BECKMAN 

DXC8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进行性能验证比对。参考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EP 文

件要求对四种试剂的精密度、正确度、线性范围、稀释试验 4 项指标进行比较。 

结果   采用同一批患者血清检测的精密度结果显示，低值水平时 A 试剂总不精密度结果为

10.90%，大于目标要求 10%，B、C、D 试剂（2.90%、3.87%、7.03%），高值水平时 A、B、

C、D 总不精密度分别为 2.83%、1.01%、1.22%、3.25%。线性实验显示各试剂的相关系数为：A

试剂 R2=0.9578，B 试剂 R2=0.9987，C 试剂 R2=0.9977，D 试剂 R2=0.9988。卫生部 Hcy 室间

质评（5 个水平）做正确度验证，偏倚结果分别为 A 试剂 11.59%、11.72%、5.02%、10.57%、

13%；B 试剂 5.69%、4.50%、2.5%、2.33%、6.69%；C 试剂 4.3%、8.83%、2.4%、0.82%、

5.27%；D 试剂 4.91%、9.59%、1.72%、1.22%、5.70%。在稀释试验中， 2 倍稀释、5 倍稀释、

10 倍稀释的偏差结果分别为：A 试剂 5.9%、0.7%、1.4%；B 试剂 2.0%、7.8%、-0.8%；C 试剂

4.8%、9.7%、1.5%；D 试剂 2.6%、6.1%、-9.4%。 

结论  A 试剂低值总不精密度超出要求，B、C、D 各项指标均满足要求，综合各项性能验证结果评

定 B 试剂最优。 

 
 

PU-0890 

健康妊娠孕妇中晚期甲状腺激素 T4 水平的研究 

 
梅秋雁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统计并分析本院产假正常孕妇妊娠中晚期孕妇甲状腺激素 T4 水平的变化，为检测诊断孕妇

甲状腺疾病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选取 2016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本院产检的正常健康孕妇（无妊娠高血压及妊娠糖尿病）

150 例及非妊娠妇女 70 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妊娠中期 82 例，妊娠晚期 68 例。使用全自动化学

发光分析仪 ADVIA Centaur XP 及其配套试剂进行甲状腺激素 T4 水平检测。对比并统计孕中期(13

〜27 周)和孕晚期(28 周及其后)正常孕妇及非妊娠妇女的血清 T4 水平的变化。 

结果  正常健康孕妇孕中期(13〜27 周)组的 T4 水平从孕中期开始明显升高至孕晚期(28 周及其

后)；正常非妊娠妇女血清 T4 无明显规律性变化。孕妇的 T4 水平从孕中期开始随妊娠时间增加而

升高，孕中期和孕晚期血清 T4 水平明显高于非妊娠妇女组血清 T4 水平。妊娠组与非妊娠妇女组

数据相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孕妇孕中晚期 T4 水平与非妊娠妇女 T4 水平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甲状腺功能异常发病率更

高，要注意监测孕期甲状腺功能情况，及时诊断及治疗孕期甲状腺水平异常疾病。 

 
 

PU-0891 

三种肌酐测定方法的性能评价 

 
王美珠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原：解放军九三医院）/东方医院,350000 

 

目的  对亚胺水解酶法（以下简称紫外酶法）、肌氨酸氧化酶法、苦味酸法三种肌酐测定方法在

cobas 8000 c702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的性能评价。 

方法  1.精密度评价：依照 EP5-A2 文件要求，参照国家卫生行业标准的要求，以 WS/T 403-2012

规定的最大总误差（TEa）的 1/4 和 1/3 分别作为批内精密度 CV 批内和批间精密度 CV 批间的允许偏

倚范围，肌酐分析允许总误差为±12%，以 CV 批内<3%, CV 批间<4%为标准；2.线性范围及可报告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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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评价：采用 EP6-A 方案，并延伸计算平均稀释回收率，以平均稀释回收率在 90-110%范围，评

价临床可报告范围；3.方法比对：参照 EP9-A2 文件，分析三种检测方法的相关性。4.药物干扰试

验：依照 EP7-A2 文件，通过配对差异干扰实验和剂量效应实验，分析药物羟苯磺酸钙和酚磺乙胺

对三种肌酐检测方法的干扰。5. 试剂稳定性：在不定标的情况下，连续测定七天的质控结果，分析

结果变化。 

结果  三种肌酐测定方法的批内精密度和批间精密度均分别小于 3%和 4%。紫外酶法、肌氨酸氧化

酶法及苦味酸法的线性范围分别为 4-2017μmol/L、8-1966.5μmol/L、3-1310.5μmol/L；可报告范

围分别为 4-20160μmol/L、8-51900μmol/L、3-10080μmol/L。方法学比对实验结果显示三种方法

有良好的相关性, 相关系数 R2>0.99。在干扰试验中，羟苯磺酸钙浓度≥5.24μg/ml、酚磺乙胺浓度

≥0.016g/L 时,肌氨酸氧化酶法存在负干扰；其他两种方法在药物的最大剂量下不受干扰。在试剂上

机稳定性方面，苦味酸法在不定标的情况下在机稳定时间只有 2 天，随后检测结果逐日明显下降，

而其他两种方法稳定性较好。 

结论  综合以上试验数据，我们认为紫外酶法是目前测定肌酐的最好方法。 

 
 

PU-0892 

血清铜蓝蛋白活性自动检测方法的建立及性能评价 

 
黄少铃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原：解放军九三医院）/东方医院,350000 

 

目的  本研究旨在建立一个用于检测铜蓝蛋白酶活性的方法学，评估相应人群的铜蓝蛋白活性水

平，为临床疾病诊断提供更加科学的诊断指标。 

方法  基于临床实验室 OLYMPU AU-27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构建自动化铜蓝蛋白活性检测系统。

检测原理基于 CER 的亚氧化酶作用，使用硫酸亚铁作为底物，催化 Fe2+变成 Fe3+。在 pH 为 5.8

的乙酸盐缓冲溶液中，乙酰氧肟酸作为一种发色团与 Fe3+形成高度有色的络合物，这种发色团不会

与 Fe2+形成有色复合物，动力学监测由铁离子和乙酰氧肟酸形成的有色复合物，该反应在 450nm

进行光度测定，整个反应过程呈线性。并依据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的检验方法性能验证指

南文件对检测系统的精密度、线性测量范围、携带污染率和参考区间进行性能确认，然后与常规使

用中的方法进行比较，并评价相应人群的铜蓝蛋白活性水平。 

结果   成功建立了自动化铜蓝蛋白活性检测方法，并对检测方法进行相应评价。精密度（一水平：

批内精密度=2.01%，批间精密度=4.61%；二水平：批内精密度=1.06%，批间精密度=2.65%）；

线性范围：33-735 U/L；携带污染率=0.25%；参考区间：182-350 U/L。与常规免疫法的相关性

r=0.97，两种方法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威尔逊氏病患者的铜蓝蛋白活性水平为 71±45 U/L。 

结论  建立的新方法的性能满足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要求，与现在使用中的方法具有高度相关性。

可以用于临床检测。 

 
 

PU-0893 

脂蛋白 a 颗粒浓度法试剂盒检测性能评价 

 
黄勤烽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原：解放军九三医院）/东方医院,350000 

 

目的  系统评价罗氏脂蛋白 a 颗粒浓度法检测试剂盒(LPA2)的性能。 

方法  依据 CLIS-EP 及 ISO15189 相关文件要求，在罗氏 Cobas 8000 C702 平台上对该试剂盒的

精密度、线性范围、可报告范围、参考区间验证，携带污染率以及不同系统间比对等指标进行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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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 43nmo/L 及 107nmol/L 两个浓度水平下，重复精密度分别为 1.35%和 0.59%；中间精密

度分别为 1.44%和 2.34%；线性范围 2.65-211.15 nmol/L；最大稀释倍数为 2，临床可报告范围

2.65-422.3nmol/L；高浓度脂蛋白 a（165.6nmol/L）对低浓度脂蛋白 a（3.35nmol/L）的携带污染

为 0.06%；参考范围验证结果合格；与康特试剂系统间比对：1.罗氏 LPA2 与康特乳胶增强免疫比

浊法：40 份标本，两种试剂结果误差为 1 份，阳性一致率为 97.5%。2. 罗氏 LPA2 与康特免疫比

浊法：40 份标本，两种试剂结果误差为 6 份，阳性一致率为 85%。 

结论  在罗氏 Cobas 8000 C702 平台上，罗氏脂蛋白 a 颗粒浓度法试剂盒的检测性能可满足临床

需求，但与经典的质量浓度法不具可比性。 

 
 

PU-0894 

血清超敏 C 反应蛋白联合癌胚抗原、糖类抗原检测 

在食管癌诊断及预后中的价值 

 
付海龙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15000 

 

目的  探讨血清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联合血清癌胚抗原（CEA）、血清糖类抗原 724

（CA724）检测在食管癌中的诊断及预后价值。 

方法   收集本院近两年经病理诊断确诊为食管癌，并接受手术治疗的 80 例食管癌患者血清标本作

为研究对象，其中经病理及辅助检查确认已转移者 51 例设为转移组，病理及辅助检查确认未发生

转移者 29 例作为未转移组，同时将同时期、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健康体检者 80 例设为对照组；比

较食管癌组与健康对照组、转移组与未转移组、术前组与术后并化疗组的血清 Hs-CRP、CEA、

CA724 水平。 

结果   食管癌组治疗前血清 Hs-CRP、血清 CEA 及血清 CA724 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且食管癌转移组各项水平比未转移组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食管癌治疗后血清 Hs-CRP、CEA、CA724 水平均下降，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显

著，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联合检测血清 Hs-CRP、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 CEA 及糖类抗原 CA724 对食管癌的诊断和预

后评估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PU-0895 

多发性骨髓瘤 IgG 亚型分析及临床意义 

 
尹晶平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15000 

 

目的  研究多发性骨髓瘤患（MM）者 IgG 亚型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7 年 6 月 1 日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 139 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 IgG 亚型与

临床特点的关系。选取 20 例健康人检测 IgG 亚型作为正常对照。 

结果  139 例患者中 IgG１升高 29 例（20.8%）、降低 60 例（20.8%）， IgG2 升高 7 例

（5.0%）、降低 83 例（59.7%）；ＩｇＧ3 升高 10 例（7.2%）、降低 52 例（37.4%）；IgG4

升高 6 例（4.3%）、降低 16 例（11.5%）；其中 IgG１、IgG3、IgG4 同时升高患者 1 例，IgG

１、IgG3 同时升高患者 5 例，IgG１、IgG2、IgG3、IgG4 同时降低患者 2 例。IgG4 平均浓度在多

发性骨髓瘤患者中和正常对照比较无统计学差异，IgG1 平均水平较正常对照组升高，IgG2、gG3

水平降低有统计学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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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多发性骨髓瘤的发病机制中存在 IgG 亚型分布改变，在多发性骨髓瘤的诊治中监测 IgG 亚型

的变化有一定临床价值。 

 
 

PU-0896 

Polymorphisms of XRCC2 Gene and Risk for Breast Cancer:  
A Case-Control Study in Han Women of Northwest China 

 
Haitao Wang 

Gansu Provincial Cancer Hospital & Gansu Provincial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Objective XRCC2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NA damage repair. Mutations on it will lead to DNA 
repair defects and genomic instability. Its functional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may 
alter DNA repair capacity and affect cancer susceptibility. This study aims to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NPs in XRCC2 and breast cancer susceptibility in Han women subjects 
genetically from northwest China. 
Methods A total of 514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nd 1028 healthy controls provided blood samples 
for analysis of SNP genotypes. 
Results After adjusting covariates, we find the rs3218536, rs6964582, rs3218454 and the 
rs3218438 provide protective effect on breast cancer risk, there is no association between 
rs3218408 and the risk of breast cancer.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ome SNP in XRCC2 may affect the risk of breast cancer 
and show that it is associated with breast cancer characteristics in the Han population of 
northwest China. 
 
 

PU-0897 

中国健康青少年人群 HUA 的发病率及其相关风险因素的研究 

 
程歆琦 

北京协和医院,100000 

 

目的  高尿酸血症（Hyperuricemia, HUA）是引起痛风等各类代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因此，我们

对中国六省的健康青少年人群的血清尿酸水平（Serum uric acid, SUA）和 HUA 的发病率及其相关

风险因素进行了研究。 

方法  随机选取中国 6 省区 8-18 岁健康青少年 14022 例，对其 SUA、血糖、血脂、肝功能、肾功

能等生化指标进行了检测，同时根据国际准则对高 UA 水平、高血压、肥胖进行了定义和分层。 

结果  不同性别、省市、居住地和民族的健康青少年的 SUA 水平有显著性差异。HUA 总体患病率

为 15.5%。健康青少年男性的 HUA 发病率高于女性（17.5% vs. 13.5%，P<0.001）。随着年龄的

增长，男性 HUA 发病率上升，而女性下降，两者分别在 15-17 岁和 11-13 岁达到最大值。云南省

健康青少年 HUA 发病率最高（21.1%），且大城市中心的 HUA 发病率高于其他地区（21.1%）。

不同民族之间 HUA 患病率比较，朝鲜族最高（21.2%），蒙古族和回族最低（分别为 7.6%和

6.4%），与汉族 HUA 发病率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与 HUA 未患病的健康青少年相比，

HUA 患病的人群的 ALT、TP、ALB、GLB、GGT、CR、TG、CHO、LDL、CA、CK、AMY 和

BUN 等生化指标均有明显上升。logistic 逐步回归模型筛选出 6 个 HUA 的危险因素，包括性别，

居住地，民族，肥胖，体育锻炼和高血压。调整了这些因素之后，男性 HUA 比值比为女性的 1.41

倍。大城市中心 HUA 的比值比分别为大城市郊区、中小城市和农牧区的 1.52、1.33 和 1.79 倍。

土家族、蒙古族和回族青少年 HUA 的比值比分别是汉族的 1.55(1.02-2.35)、0.44(0.32-0.59)、

0.29(0.20-0.4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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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中国健康青少年 HUA 的发病率与经济发展和生活习惯均有关，因此应加强改善生活质量，加

强 HUA 预防措施，降低 HUA 风险。 

 
 

PU-0898 

布鲁氏杆菌病患者肝功能等生化指标临床研究 

 
牛健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15000 

 

目的   布鲁氏杆菌病是由布鲁氏杆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疾病，其临床表现形式多样，可累及多个

器官。本文旨在分析探讨布鲁氏杆菌病患者肝功能等生化指标的临床表现，为临床治疗提供理论依

据。 

方法   以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1 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确诊的 20 名布鲁氏菌患者作为观察

对象，回顾性分析患者肝功能等生化指标，具体包括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

移酶（AST）、碱性磷酸酶（ALP）、γ-谷氨酰基转移酶（GGT）、总蛋白（TP）、白蛋白

（ALB）、白蛋白 /球蛋白（A/G）、总胆红素（TBIL）、直接胆红素（DBIL）、前白蛋白

（PAB）、乳酸脱氢酶（LDH）、α-羟丁酸脱氢酶（HBDB），分析各指标含量并采用单样本 t 检

验将患者肝、肾功能等指标与对应正常参考值进行比较。 

结果  20 名布鲁氏杆菌病患者血清 AST、GGT、ALP、LDH、HBDH、TP、ALB、A/G、PAB 含量

`x（47.28、74.99、149.34、285.00、219.79 U/L，69.87、37.44 g/L，1.2，146.83 mg/L）与参

考值`x（27.50、35.00、85.00、185.00、135.00 U/L，75.00、47.50 g/L，1.8，295.00 mg/L）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2.46、2.11、2.39、3.59、4.07、-4.40、-11.82、-9.82、-10.14，P

均 < 0.05）；ALT、TBIL、DBIL、含量`x（47.28 U/L，14.25、4.96μmol/L）与参考值`x（49.18 

U/L，13.50、5.10μmol/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1.91、0.55、-0.28，P 均 > 0.05）。 

结论  肝脏相关酶类升高及其合成蛋白降低提示布鲁氏杆菌病患者肝功能存在轻微或中度损伤,但由

于本研究病例数量较少，以及并未对患者急、慢性病情和性别、年龄等进行分组研究，本结论仍需

进一步的完善。 

 
 

PU-0899 

血脂监测在心脑血管疾病诊疗中的应用 

 
沈梦园,牛潇晗,王利新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脂质代谢紊乱引起的多种脂质水平异常，是导致心脑血管损害等多种疾病的重要因素。研究

发现血脂水平监测可以为心脑血管疾病的早期诊断、评估心脑血管病的风险、评价治疗效果提供依

据，尤其是准确可靠的血脂检测结果。进一步针对各个血脂标志物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机制研究、

临床针对性的靶向治疗研究、血脂异常干预的规范性研究等会对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提供有价值的

帮助。 

方法  围绕血脂检测搜集与题目相关的文献，在 PubmedPlus、Springer-Link、EBSCO、CNKI 等

杂志查找相关文献，并制定检索策略选择合适的研究，对相关文献进行归纳和整理。 

结果  TC、TG、LDL-C 的生物决定水平与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风险成正相关；而 HDL-C 的生物决定

水平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成正相关。在新型血脂指标中，non-HDL-C 比 LDL-C 具有更好的

风险预测性，ApoA-Ⅰ可增加 HDL-C 介导的逆向转运胆固醇能力并使动脉粥样硬化疾病退化，

ApoB 和 LDL-C 提供了有关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等效信息，Lp(a) 在心脑血管疾病中成为显著的独

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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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TC、TG、HDL-C、LDL-C 作为较早的血脂监测指标，在目前的心脑血管疾病预防、诊断、

治疗、预后监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传统的血脂监测指标得到了临床的广泛认可。non-

HDL-C、ApoA、ApoB、Lp(a)以新的血脂监测指标出现后，迅速成为血脂指标领域研究的热点，

并为临床提供新的诊断方法及监测指标。 

 
 

PU-0900 

Aptio 流水线自动报警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兰培相 

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643000 

 

目的  利用自动报警系统及时发现并处理问题。 

方法  采用 VB6.0 编程实时监控 Aptio 流水线的运行状态及报警信息。 

结果  明显改善了各种问题处理的及时性。 

结论  通过该系统的应用，操作者能更及时的发现排除故障，进一步缩短报告时间，增加临床和患

者的满意度。 

 
 

PU-0901 

血清甘胆酸对肝病的诊断价值探讨 

 
郭雯佳,贾亚男,许建成,周琪,索朗卓嘎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130000 

 

目的  研究血清甘胆酸（CG）对肝病的诊断价值 

方法   入组 121 例肝病患者，按临床诊断分为病毒性肝炎（30 例）、肝损伤（13 例）、肝硬化失

代偿期（50 例）、原发性肝癌（18 例）、原发性肝癌术后（10 例）等 5 个亚组，使用迪瑞 CS-

12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清 CG 及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

等肝功能指标。相关性分析采用 Spearman 法，诊断效能使用 ROC 曲线 

结果  各亚组患者血清 CG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除 TP 外，肝病患者 CG 与各肝

功能指标均呈正相关；ROC 曲线表明 CG 曲线下面积、敏感度、特异度最高，分别为 0.98、

99.2%、97.9%，诊断效能较常规肝功能指标更优 

结论  CG 诊断效能高，可反映肝细胞受损程度及肝损伤动态过程，有较好应用前景 

 
 

PU-0902 

降钙素原的临床应用价值 

 
于宏伟,张金艳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探讨降钙素原（PCT）、C-反应蛋白（CRP）在鉴别血流感染不同菌属的临床应用价值，评

价 PCT 及 CRP 水平在肠杆菌科、非发酵菌、葡萄球菌属及肠球菌属中的差异。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 月中血培养阳性并同时进行 PCT、CRP 测定的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PCT 及 CRP 检测分别采用电化学发光法和免疫比浊法，数据分析采用 SPSS 21.0 软件，比

较不同菌属间 PCT 及 CRP 水平是否存在差异。建立 ROC 曲线，计算最佳临界值。 

结果  PCT 水平在革兰阳性菌与革兰阴性菌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U 值为 4420.00，P 值为

0.004，最佳临界值为 1.105ng/ml；PCT 水平在凝固酶阳性葡萄球菌与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中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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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统计学意义，U 值为 79.00，P 值<0.001，最佳临界值为 0.870ng/ml；PCT 水平在肠杆菌科与

非发酵菌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U 值为 681.50，P 值为 0.005，最佳临界值 3.310ng/ml；葡萄球

菌属与肠球菌属间 PCT 水平无统计学意义；CRP 水平在以上各分组中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PCT 在鉴别血流感染不同菌属中有一定价值，可在早期对怀疑菌血症患者合理用药提供依

据，与血培养联合检测以降低重症患者的抗感染失败风险，提高治疗效率。 

 
 

PU-0903 

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的研究进展 

 
刘丹 

银川市第三人民医院文化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目的  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AS)是一种全球性高发病率性疾病，控制 AS 的发生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随着血管生理学和 AS 发病机制的深入研究，学者们发现，AS 的发病机制十分复杂，

血脂在动脉壁内沉积是 AS 早期病理改变。因此，亟需发现 AS 发展进程各个阶段对应的各类指

标，以早预防、早干预，有效避免 AS 疾病的发生。 血浆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是急性冠状动脉综

合征潜在的生物学标志，参与并促进动脉粥样斑块的形成、发展及破裂。LP-PLA2，已经有研究表

明 LP-PLA2 是冠心病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对于冠心病的预后有预测意义。 

方法  一、LP-PLA2 的生物学特性 

二、Lp-PLA2 致动脉粥样硬化机制 

三、Lp-PLA2 的检测 

四、Lp-PLA2 的影响因素 

结果  五、Lp-PLA2 与冠心病的关系 

    1.无症状高危人群   Lp-PLA2 对不同性别预测冠心病的价值不同。 

    2.稳定型冠心病   Lp-PLA2 水平可预测冠心病患者心血管事件复发风险。 

    3.急性冠脉综合征   动脉粥样斑块破裂是导致急性血栓事件的主要机制，而 Lp-PLA2 是导致斑

块易损性增加的重要原因。综上所述，ACS 患者 LP-PLA2 水平与心血管事件相关性结果并非一

致，可能与 ACS 事件后 LP-PLA2 的动态变化有关。其他原因还包括：人种不同导致  LP-PLA2 基

因多态性差异；测定时间窗不同；测定方法不同；不同研究基线  LP-PLA2 水平差别较大。六、

LP-PLA2 与脑卒中的关系 LP-PLA2 水平与首次卒中风险相关[21]。LP-PLA2 还可以预测卒中复发

的风险。急性缺血性卒中发生后 LP-PLA2 水平仍然高，预示卒中复发和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 

结论  七、展望大量研究证实 LP-PLA2 可促进 AS 的形成，增加 AS 斑块的不稳定性，与心血管事

件相关性良好。检测项目的开展可帮助临床及早发现高危患者，及时采取积极措施，合理控制，对

延缓 AS 进展，稳定 AS 斑块，减少心脑血管事件发生有极其重要意义。 

 
 

PU-0904 

孕晚期产妇血清 sHLA-g 与先兆子痫 Meta 分析 

 
王珏,肖雪,张兰,郭知,杨继青,杨建林,马忠蕊,王艳梅,李彬,鲁玲,周芝熠,钱源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系统评价孕晚期产妇血清 sHLG-g 水平与先兆子痫发病的相关性。 

方法   利用计算机检索 the Cochrane library，EMBASE，Medline，pubmed，万方，中国知网等

数据库，收集 2018 年以前发表的关于 sHLA-g 表达与子痫相关性的中英文文献。按纳入与排除标

准筛选文献、评价文献质量、提取数据。采用 Review Manager 5.3 软件对纳入的文献进行 met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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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共 7 篇文献共 514 例患者(病例组 244 例，对照组 270 例)纳入分析。结果显示，先兆子痫孕

妇血清中 sHLA-g 的表达水平较正常孕妇出现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D=-21.14，

95%CL[-25.24-17.30]）。采用相同的检测试剂的研究共 3 篇，病例组 90 例，对照组 117 例，研

究结果间无统计学异质性（X2=0.10，P>0.05，I2=0%），实验组血清 sHLA-g 水平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D=-27.94，95%CL[-35.48-20.40]）；采用其它检测试剂的研究共 4 篇，病

例组 154 例，对照组 153 例，研究结果间存在统计学异质性（X2=23.50，P<0.0001，I2=87%），

实验组血清 sHLA-g 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D=-19.47，95%CL[-23.63-

15.32]）。 

结论  先兆子痫孕妇血清中 sHLA-g 的表达水平较正常孕妇有明显下降，sHLA-g 对于监测先兆子痫

的发生是一个潜在的生物标志物。 

 
 

PU-0905 

国产血清人附睾蛋白 4 检测化学发光法的建立及初步性能评价 

 
孙宇峰 1,刘承举 2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100000 

2.北京润诺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目的  建立一种基于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CLIA)原理检测血清

人附睾蛋白 4（Human epididymis protein4，HE4）的方法，并进行方法性能验证。 

方法  利用一对 HE4 单克隆抗体分别偶联异硫氰酸荧光素（Fluorescein isothiocyanate，FITC）和

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建立一个测定血清 HE4 的双抗体夹心的化学发光

法。通过磁珠结合抗 FITC 抗体进行分离，加入 ALP 底物后光信号值与 HE4 浓度成正比。然后对

方法的精密度、准确度、线性范围、特异性和稳定性等进行初步评价；并与市场上已有的国外进口

HE4 测定试剂盒比较。 

结果  方法的重复性精密度和日间精密度分别小于 4.0%和 5.0%；回收实验在 90.0%-110.0%范围

内；最低检出限和功能灵敏度分别为 5.0pmol/L 和为 15.0 pmol/L；线性范围是 15.0～

1500.0pmol/L；试剂可以稳定 12 个月；与市场上已有进口试剂盒比对，其相关系数均大于 0.99；

本研究方法曲线下面积为 0.896 其他两种方法分别为为 0.895 和 0.900。 

结论  本研究建立了一种敏感、重复性好和线性范围宽的血清 HE4 化学发光法。 

 
 

PU-0906 

血清 Lp-PLA2 水平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 患者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陆怡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000 

 

目的  通过检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ACI）患者血清脂蛋白相关性磷脂酶

A2（lipoprotein-associated phospholipase A2，Lp-PLA2）活性水平，探讨其与患者脑动脉粥样硬

化（cerebral atherosclerosis，CAS）病变部位、严重程度、疾病发作情况、复发风险及神经功能

缺损程度的关系，辅助临床参与脑卒中患者病情的全程管理。 

方法  选取 186 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神经内科脑卒中患者和 80 名表面健康人群作

为健康对照，收集相关资料并检测血清 Lp-PLA2 活性水平。同行颈动脉彩超检查、计算机断层扫

描血管造影或增强磁共振血管成像。按影像学结果、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中风量表（NIHSS）评

分、Essen 卒中风险评分量表（ESRS）等分别进行血管病变严重程度、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和复发

风险程度分组，并比较各组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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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Spearman 相关分析显示 ACI 患者 Lp-PLA2 活性与 TC、TG、LDL-C 及 hs-CRP 均呈正相

关(P<0. 05)；2.不同病变部位 CAS 性狭窄组间 Lp-PLA2 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P>0.05）；3.易损

斑块组 Lp-PLA2 明显高于无斑块组和稳定斑块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4.颅内动脉

狭窄组和闭塞组 Lp-PLA2 都明显高于无狭窄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5.首次发作与

再次发作亚组、易复发与不易复发亚组内 Lp-PLA2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6. 神经功能

缺损程度亚组 Lp-PLA2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8.在 ACI 患者中应用血清 Lp-PLA2活性诊

断 CAS 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为 0.801，最佳截断值为 489.5U/L。 

结论  血清 Lp-PLA2 活性水平与脑动脉粥样硬化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可作为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脑动脉粥样硬化病情严重程度与风险分层的特异性标志物。 

 
 

PU-0907 

恶性肿瘤化疗患者应用不同 eGFR 公式评估肾功能的对比研究 

 
金国兵 

江西肿瘤医院 

 

目的    对比分析恶性肿瘤化疗患者应用 6 种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公式评估肾功能的临床效

果。 

方法  选取 2017 年 8 月-2018 年 4 月江西省肿瘤医院收治的 59 例恶性肿瘤患者，收集所有研究对

象性别、年龄、血清肌酐（SCr）、血清胱抑素 C（SCysC）等临床资料，分别采用改良简化肾病

预后膳食改良试验公式（改良 sMDRD 公式）、基于 SCr 的慢性肾脏病流行病学合作组织（CKD-

EPI）公式（CKD-EPI SCr 公式）、基于 SCysC 的 CKD-EPI 公式（CKD-EPI SCysC 公式）、基

于 SCr 联合 SCysC 的 CKD-EPI 公式（CKD-EPI SCr-SCysC 公式）、基于 SCysC 的成年中国人

GFR 估算公式（SCysC AC 公式）、基于 SCr 联合 SCysC 的中国公式（C SCr-SCysC 公式）等

计算所有研究对象的 eGFR，其结果分别采用 eGFR-A、eGFR-B、eGFR-C、eGFR-D、eGFR-

E、eGFR-F 表示。 

结果  ①6 个公式计算得到的 eGFR 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eGFR-A 显著高于

eGFR-B、eGFR-C、eGFR-D、eGFR-E、eGFR-F（P 均＜0.05）；eGFR-F 显著高于 eGFR-B、

eGFR-C、eGFR-D、eGFR-E（P 均＜0.05）；eGFR-D、eGFR-C 均显著高于 eGFR-B、eGFR-E

（P 均＜0.05），eGFR-D 与 eGFR-C 相比差异无显著性（P＞0.05），eGFR-B 与 eGFR-E 相比

差异无显著性（P＞0.05）。②6 个公式计算得到的 eGFR，两两之间均具有显著相关性（P 均＜

0.05），其中 eGFR-E 与 eGFR-F 的 r 最高，为 0.980（P＜0.01）；eGFR-C 与 eGFR-F 的 r 次

之，为 0.972（P＜0.01）；eGFR-C 与 eGFR-E 的 r 再次之，为 0.959（P＜0.01）。 

结论  不同 eGFR 公式计算得到的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且不同公式之间 r 的差异较大，恶性肿瘤

化疗患者应用 eGFR 计算公式评估肾功能时应慎重选择。 

 
 

PU-0908 

脂蛋白（a）颗粒浓度和质量浓度 

与冠状动脉性心脏病风险性评估相关性研究 

 
顾俊旭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脂蛋白（a）[LP(a)]颗粒浓度和质量浓度在冠状动脉性心脏病(CHD)患者的风险性评估的

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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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 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4 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确诊的 657 例冠心病患者（CHD），男

性 413 例，女性 244 例。同时收集 2016 年 4 月至 8 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体检并排除各项疾病

的 472 名健康者，男性 274 名，女性 198 名为健康对照组。同时检测 CHD 和健康对照组的

LP(a)[颗粒（P）和质量（M）]浓度及肝功、肾功、血糖和血脂等生化指标。符合正态分布的资料

以两组间均数比较独立 t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间距）表示，两组间比较

使用 Mann-Whitney U 非参数检验。各指标对 CHD 的风险评估采用 logistics 回归，LP(a)-P 和

LP(a)-M 进行直线回归，一致性分析采用 Kappa 检验。 

结果  CHD 组 LP(a)-P 和 LP(a)-M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P(a)-P 

39.71(48.37)nmol/L 与 34.69(38.56)nmol/L(Z=-5.46, P<0.001)，LP(a)-M 101.87（235.91）mg/L

与 81.75（150.65）mg/L(Z=-3.02, P=0.002)]。经过 logistics 二元逐步回归方程分析得到 LP(a)-P

和 LP(a)-M 是 冠 心 病 的 独 立 风 险 因 素 [LP(a)-P ： OR=1.312,P<0.001 ； LP(a)-M: 

OR=1.269,P<0.001]。LP(a)-M 对 LP(a)-P 的直线回归方程为 Y = 0.2039x + 18.406, R2=0.8718。

一致性检验认为两种方法对个体分组不一致（Kappa 值为 0.594）。 

结论  LP(a)水平与 CHD 的发生、严重程度显著相关，是冠心病严重程度的独立危险因素。 

 
 

PU-0909 

心肌酶谱联合 CRP 在诊断手足口病中的价值 

 
张旭 1,吴小蓉 2 

1.四川绵阳四 0 四医院 

2.西南医科大学 

 

目的  对手足口病（hand-foot-and-mouth disease，HFMD）患儿进行流行病学分析以及心肌酶谱

和 hs-CRP 结果的分析，为临床诊断治疗及预防控制提供一定的帮助。 

方法  用统计学方法对手足口病患儿的病原学检测结果进行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 EV71

阳性，CA16 阳性及通用型阳性患儿的各个指标的差异，绘制 CK-MB、hs-CRP 诊断手足口病的受

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 

结果  EV71 阳性率为 8. 26%（608/7365），CA16 的阳性率为 21.75%（1602/7365），通用型的

阳性率为 84.53%（6226/7365）。EV71 阳性病例及 CVA16 阳性病例的 LDH-L、HBDH、CK-MB

与病毒阴性病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为不同程度的升高；GOT、CK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无明显升高。CK-MB 诊断 EV71 与 CA16 阳性患儿曲线下面积均>0.7，但 hs-CRP 诊断 EV71

曲线下面积<0.7。 

结论  手足口病患儿感染主要集中在春末夏初及秋季，CA16 感染较 EV71 多。LDH-L、HBDH、

CK-MB 及 hs-CRP 可作为手足口病早期诊断的指标，且 hs-CRP 联合 CK-MB 诊断手足口病的效能

较好。 

 
 

PU-0910 

降钙素原在骨髓移植患者感染菌血症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降钙素原在骨髓移植患者感染菌血症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降钙素原，C 反应蛋白和 D-二聚体在白血病骨髓移植后患者中菌血症感染类型的诊断方

法。 

方法  选取 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 3 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收治的骨髓移植后菌血症的患者

142 例，根据血培养结果分为革兰氏阴性菌菌血症组，革兰氏阳性菌菌血症组，真菌菌血症组。分

别采取电化学发光法，免疫比浊法等检测发病时患者的 PCT,CRP 及 D-DIMER 水平，采用非参数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622 

 

检验比较三组的 PCT,CRP 及 D-DIMER 水平，建立受试者工作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并分析

PCT,CRP 及 D-DIMER 对三种不同感染类型的诊断价值。 

结果  革兰氏阴性菌菌血症组，革兰氏阳性菌菌血症组，真菌菌血症组 PCT 值分别为 

2.60 （ 10.07 ） ng/ml ， 0.31 （ 0.60 ） ng/ml ， 0.23 （ 0.67 ） ng/ml ， CRP 的 值 为

69.64(100.32)mg/L，78.09(94.87)mg/L，67.76(113.78)mg/L，D-DIMER 值为 461.00（649.00）

ng/ml，587.00（1250.00）ng/ml，289.00（360.00）ng/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革兰氏阴性菌

菌血症组和革兰氏阳性菌菌血症组的受试者工作曲线下面积（AUC）为 0.778，当 PCT 为

3.61ng/ml 时，敏感性为 59%，特异性 90%。 

结论  PCT 能够初步快速辅助诊断骨髓移植患者菌血症的感染类型，为临床医生应用有效抗菌药物

提供依据。 

 
 

PU-0911 

尿白蛋白肌酐比值和 NAG 对不同肾功能病变的诊断价值 

 
张美娟,邱胜丰,江家红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和探讨尿白蛋白肌酐比值、N-乙酰-β-D 氨基葡萄糖苷酶(NAG)水平对不同肾损害病变程

度的诊断价值，以期为临床诊治提供可靠依据。 

方法  选择 2017 年 6 月至 2017 年 12 月就诊于我院的 SLE 患者 89 例以及慢性肾小球肾炎患者

184 例和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 104 例，同时选择同期健康体检人员 100 例作为正常对照组，分别进

行尿白蛋白肌酐比值和 NAG 的检测，观察尿白蛋白肌酐比值、NAG 在不同肾损害中的敏感性，同

时通过其与病变程度的相关性研究进一步了解其临床意义和价值。 

结果  相较于正常对照人群，SLE 组、慢性肾小球肾炎组和慢性肾功能不全组患者的尿白蛋白肌酐

比值以及 NAG 水平均显著升高，差异具有显著性 (P<0.05)。NAG 水平在 SLE 组最高

(8.9±0.98u/L)，其次为慢性肾功能不全组(7.55±1.09u/L)，慢性肾小球肾炎组的 NAG 水平最低

(6.9±0.73u/L)；尿白蛋白肌酐比值在慢性肾功能不全组最高(116.55±15.42mg/mmol)，其次为 SLE

组(95.61±9.33mg/mmol),在慢性肾小球肾炎组则是最低(69.5±8.96mg/mmol)。 

结论  尿白蛋白肌酐比值和 NAG 检测有助于早期发现肾损害，并且对不同肾损害病变的活动度和

严重性的临床判断有指导性意义，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0912 

Vancomycin-induced Acute Kidney Injury in Hong Kong 

 
xuzhen qin1,Tsoi Man-Fung 2, Cheung Bernard MY2,Zhihong Qi1 

1.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2.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cidence of vancomycin-induced nephrotoxicity (VIN) in Hong Kong and 

identif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sceptible patients and the most likely risk factors.   
Methods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using the Hong Kong Hospital Authority Clinical Data Analysis and 

Reporting System (CDARS). All the data of patients with vancomycin prescription and measurement from 

2012 to 2016 in Hong Kong were retrieved from CDARS. Acute kidney injury (AKI) was defined using 

KIDIGO criteria. Patients without creatinine measurements, steady-state trough vancomycin level or who 

had vancomycin treatment <3 days were excluded. Results were analyzed using SPSS version 22.0.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predictors for VIN.  
Results 1427 patients were identified as VIN from 12756 complete cases in Hong Kong from 2012 to 

2016. The incidence was respectively 10.6%, 10.6%, 11.0%, 12.0%, 11.0% from 2012 to 2016.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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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line creatinine, trough vancomycin level and death in hospital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VIN group. 

Higher trough concentration of vancomycin was associated with a higher incidence of VIN (P<0.001). In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patients with higher baseline creatinine, chronic diseases and multiple drug 

treatment including diuretics, piperacillin-tazobactam, meropenem, ACEI, and ARB were associated with a 

higher risk of developing VIN.   
Conclusions The incidence of VIN in Hong Kong is low but shows no decline. Patients with higher 

baseline creatinine, multi-organ diseases and multiple drugs should have their vancomycin level monitored 

to decrease the risk of VIN. 
 
 

PU-0913 

探讨同型半胱氨酸与甲状腺疾病的相关性 

 
张宇钧,齐发梅,石福娜,韩小梅,尹会媛,坚娜娜 

甘肃省人民医院西院区 

 

目的  了解同型半胱氨酸(Hcy)在各类甲状腺疾病中的含量，旨在探讨 Hcy 在甲状腺疾病中的临床应

用价值。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在甘肃省人民医院已确诊住院的 184 例甲状腺疾病患者作

为病例组,健康体检人群 50 例作为对照组。使用 Beckman  AU680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Hcy，

雅培 i2000 化学发光仪检测甲状腺激素(TSH)、三碘甲腺原氨酸(T3)、甲状腺素(T4)、甲状腺球蛋

白抗体(TGAb) 、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检测数据用 spss19.0 统计分析。 

结果  健康对照组及甲状腺疾病各病例组之间 Hcy 水平皆有显著性差异（P<0.05）。健康对照组与

甲状腺病例组甲功五项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血清 Hcy 水平与甲状腺疾病有相关性，可以作为甲状腺疾病辅助诊断指标。 

 
 

PU-0914 

临床化学检验项目参比检测系统建立与应用研究 

 
马斌国 

山西省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对山西省 15 家三级甲等医院临床化学 9 个互认项目实施质量评价，建立临床化学检验项目参

比检测系统，以保证临床化学互认检测项目的可溯源性与可比性。 

方法  通过 15 家三级甲等医院 2016 年-2017 年上报与参加国家卫计委临床检验中心室内质控

（Internal quality control,IQC）与室间质评(External quality assessment,EQA)结果，依据贝克曼

（Beckman）、罗氏（Roche）、日立（Hitachi）三个检测系统分组，依据美国 1988 年临床实验

室改进法案修正案 (Clinical Laboratory Improvement Amendment’88,CLIA’88)允许总误差（TEa）

标准进行综合评价,并对室间质评结果进行相关性回归分析。 

结果  经过 Microsoft EXCEL 软件分析，三个检测系统临床化学互认项目累积室内质控变异系数

（CV%）<1/4TEa，室间质评绝对平均偏倚（Bias%）<1/2TEa，σ 性能多数处于良好水平以上；

三个系统两两之间相关系数（r）均≥0.975,斜率(b)均≥0.90。 

结论  三个检测系统室内 CV%、室间 Bias%、σ 性能及相互比对结果均达到标准要求，三个检测系

统比对项目室间质评测定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可以作为今后我省临床化学检验项目结果互认可溯

源的参比检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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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15 

AST、AKP 在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诊断中的作用探讨 

 
师伟,房丽蓉 

山西省人民医院,030000 

 

目的  通过对在山西省人民医院诊断为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BC)病人、其他肝病病人以及一期临

床试验的健康人三组人群的肝功、血常规指标进行比较分析，并结合相关研究成果，探索和 PBC

疾病相关的指标，以期为 PBC 患者的早期诊断、疾病分期以及失代偿、晚期患者肝移植存活率及

死亡率等风险预测提供一定的实验室依据和理论基础。 

方法  选取山西省人民医院临床诊断为 PBC 的病人、其他肝病病人，以及一期临床试验的健康人各

70 例，整理统计这三组人群的部分肝功和血常规指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对这些指标进行数据

分析。分析结果为 P<0.05 的指标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PDW、PLR 在三组间无差异。血常规指标：WBC、RBC、Hb、HCT、RDW-SD、RDW-

CV、PLT、PCT、MPV 和肝功能指标：ALT、TBiL、DBiL、NLR 在 PBC 和其他肝病组间无差

异。除了 PDW、PLR，其他血常规、肝功能指标在正常人组和 PBC 组、正常人组和其他肝病组两

组之间都有差异。AST、AKP 在 PBC 组和其他肝病组中有差异。AST、AKP 在三组间有差异。

AST 与 PLT、PCT、ALT、TBIL、DBIL 相关性分析有统计学意义。且 AST 与 ALT、TBIL、DBIL

的相关性较强。 

结论  AST、AKP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为 PBC 患者的早期诊断和失代偿、晚期患者肝移植存活率及

死亡率等风险预测提供一定的实验室依据和理论基础。 

 
 

PU-0916 

Mining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MEG3 in human breast 
cancer through using bioinformatic analyses 

 
Xuan Jing 

Shanxi Province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MEG3 is an imprinted gene with maternal expression, which may function as a tumor 
suppressor through inhibiting angiogenesis. To identify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MEG3 in breast 
cancer, systematic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in this study. 
Methods We explored the MEG3 expression using SAGE Genie tools and Oncomine analysis to 
determine the gene alteration during carcinogenesis. Prognoscan database was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prognostic roles of MEG3 in breast cancer. The heat map and methylation status 
of MEG3 were determined through performing the UCSC. 
Results We found that MEG3 was more frequently downregulated in breast cancer than their 
normal tissues and it correlated with the prognosis. 
Conclusions MEG3 may be adopted as markers to predict the prognosis of breast cancer with 
HSPG2. However, large-scale and comprehensive researches were needed to illuminate our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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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17 

CD24 is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prognosis in human 
breast carcinoma 

 
Xuan Jing 

Shanxi Province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CD24 is a high glycosylated mucin-like antigen on the cell surface, which has emerged 
as a novel oncogene and metastasis promoter recently. To investigate whether CD24 can serve 
as a prognostic indicator in breast cancer, bioinformatic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in the present 
study. 
Methods CD24 expression was assessed using SAGE Genie tools and Oncomine analysis. 
Prognoscan database, Kaplan-Meier Plotter and bc-GenExMiner were performed to identify the 
prognostic roles of CD24 in breast cancer. 
Results We found that CD24 was more frequently overexpressed in breast cancer than their 
normal tissues and it correlated with the prognosis. Meanwhile, high CD24 expression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isk of HER2, base-like, TNBC-breast cancer patients and higher SBR 
grade status. Following data mining in multiple big databases confirme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D24 mRNA expression and SDC1 mRNA expression in breast cancer tissues.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overexpressed CD24 was identified in breast cancer than 
in matched normal tissues. In addition, CD24 and SDC1 can serve as common prognostic 
indicators for breast cancer. However, large-scale and comprehensive researches were needed 
to illuminate our results. 
 
 

PU-0918 

总补体活性 CH50 生物参考区间的建立及验证 

 
郭慧娟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100000 

 

目的  建立本实验室总补体活性 CH50 的参考区间,为临床诊断提供参考。 

方法  对 CH50 的试剂说明书提供的参考区间进行验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

WS/T404.1-2012 临床常用生化检验项目参考区间》制定标准来建立和验证 CH50 参考区间。选择

来西苑医院体检科进行体检的健康人群，进行体外定量测定血清中的的总补体活性(CH50)。 

结果  试剂说明书提供的 CH50 参考区间未通过验证。重新建立参考区间并通过了验证。不同性别

组 CH50 检测结果没有显著性差异 >CH50 参考区间。选择来西苑医院体检科进行体检的健康人

群，进行体外定量测定血清中的的总补体活性(CH50)。 

结论  对于验证未通过的参考区间应重新建立参考区间并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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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19 

血尿酸水平与皮肌炎合并肿瘤的相关性研究 

 
高骞 1,张沁东 2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2.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目的  分析皮肌炎合并肿瘤患者血尿酸水平的变化，探讨尿酸作为检测指标预测皮肌炎患者并发肿

瘤的可能性和评估预后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就诊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皮肌炎患者，共计 81

例，根据是否合并肿瘤，分为肿瘤组（22 例）和非肿瘤组（59 例）。收集所有患者的血尿酸检测

数据，比较不同组间的尿酸水平，分析尿酸与皮肌炎合并肿瘤的相关性。 

结果   81 例皮肌炎患者，肿瘤组中子宫肌瘤 5 例，鼻咽癌 3 例，肝血管瘤 2 例，甲状腺癌、脂肪

瘤、直肠癌、肺癌、乳腺癌、食管癌、淋巴瘤、子宫小肌瘤、肾血管瘤各一例，未明确肿瘤类型的

共 3 例。恶性肿瘤组与非肿瘤组比较，两组间血尿酸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肿

瘤组中，各种类型肿瘤间的血尿酸水平差异不具有显著性（P＞0.05）；肿瘤组中的子宫肌瘤、鼻

咽癌和肝血管瘤分别与相应类型肿瘤患者（未患皮肌炎）相比较，两组间血尿酸水平的差异均不具

有显著性（P＞0.05）；肿瘤组中，肝血管瘤先发生于皮肌炎和直肠癌后发生于皮肌炎的病例各 1

例，两例病例的尿酸水平在患癌后都呈升高趋势。 

结论  血尿酸水平与皮肌炎患者合并肿瘤有关，可作为评估皮肌炎合并肿瘤患者预后的一项指标；

肿瘤组中，各种类型肿瘤间血尿酸水平不存在差异，对于合并子宫肌瘤、鼻咽癌或肝血管瘤的皮肌

炎患者，皮肌炎不影响血尿酸水平的变化；肝血管瘤、直肠癌相较于皮肌炎发生的时间顺序可能会

影响血尿酸水平。 

 
 

PU-0920 

基于 CRISPR-Cas9 系统构建 CARD9 基因敲除模型 

 
周海红,张永东,王涛,郭红云,苏海翔 

甘肃省肿瘤医院、甘肃省医学科学研究院 

 

目的  利用 CRISPR-Cas9 系统，建立 CARD9 基因敲除的 ZR-75-1 乳腺癌细胞株。 

方法  利用 CRISPR 网站（http : // crispr . mit . edu）提供的靶向编辑位点筛选工具，设计并合成

靶向 CARD9 基因外显子的 sgRNA，构建到 CRISPR 表达载体上，转染 HEK293T 细胞包装慢病

毒并筛选稳定细胞株。通过测序的方法进一步筛选出发生 CARD9 基因切割的细胞株，并利用

Western-blot 的方法验证 CARD9 的表达情况。 

结果  经测序鉴定 CARD9 敲除的细胞株筛选成功；Western-blot 结果表明，CARD9 基因敲除后，

与亲本细胞系相比，其蛋白表达缺失。 

结论  基于 CRISPR-Cas9 系统成功构建了 CARD9 基因敲除的乳腺癌稳转细胞株，为后续研究

CARD9 基因在乳腺癌中的作用机制和功能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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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21 

细胞游离 DNA 与肿瘤诊断和治疗的研究进展 

 
王吉妍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细胞游离 DNA 是存在于人或动物循环系统中胞外的内源性或外源性 DNA 片段。研究表明胃

癌病人与正常人相比，血浆游离 DNA 谁水平变化，并存在特征性改变。本文对循环游离 DNA 水平

变化、异常甲基化、微卫星改变、杂合兴丢失等在胃癌诊断和治疗中的研究和临床意义进行了综

述。 

 
 

PU-0922 

基于二代测序数据分析寻找作为前列腺癌标志物的 lncRNA 

 
韦钊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前列腺癌是男性常见肿瘤，晚期前列腺癌还会造成病人死亡。对于前列腺癌的早期诊断标志

物的发现，尤其是非侵入型检测标志物的发现，是提高病人生存期的关键。众多研究表明长链非编

码 RNA（lncRNA）在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并且由于 lncRNA 表达的高度组织特异

性，具有作为肿瘤检测标志物的较大潜能。本研究通过对 TCGA 数据库中前列腺癌 RNA-Seq 数据

的深入挖掘，找出一系列可作为前列腺癌检测和预后标志物的候选 lncRNA，并将收集病人血液和

尿液样本进行大规模验证。 

方法  我们从 TCGA 数据库下载了 333 例前列腺癌组织和 53 例正常前列腺癌组织的 RNA-Seq 原

始数据，采用 STAR2 软件对原始 fastq 文件进行 hg19 版本人类基因组的 mapping。通过

Cufflinks 软件对照 GENCODEv19 注释，计算出每个样本的基因表达水平，包括蛋白编码基因和非

编码 RNA。随后单独对 27216 个 lncRNA 进行分析，在去除表达量较低的 lncRNA 后，通过正常

组织和肿瘤组织的基因差异表达分析（Fold change > 1.3 FDR < 0.05）找出在肿瘤组织中上调或

下调的 lncRNA。最终，我们结合 333 例前列腺癌病人的预后信息，对这些 lncRNA 与病人预后的

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只保留调控方向与预后方向一致 lncRNA。 

结果   通过分析我们最终找出了 11 个在前列腺癌组织中下调并且与病人较好的预后相关的

lncRNA，以及 17 个在前列腺癌组织中上调并且与病人较差的预后相关的 lncRNA。 

结论  我们通过对前列腺癌转录组数据的挖掘，找到了 28 个在前列腺癌中异常表达且与病人预后相

关的 lncRNA，这些 lncRNA 经过后续在血液和尿液样本中的验证后，有望成为新的前列腺癌检测

或预后标志物。 

 
 

PU-0923 

A Novel Approach of Urinary Monohydroxyphenyl 
Metabolites Assay in Cancer Screening 

 
Chao Gan1,Haitao Yu1,Liqiong Yao1,Na Su1,Wenti Li2,Yanyun Wang1,Yongxin Shi1 

1.The First Hospit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2.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A noninvasive, fast, highly sensitive and cheap urine test is needed in cancer 
screening in addition to the detection of biomarkers in blood. Recently, the patent of Urinary 
Monohydroxyphenyl Metabolites Assay (UMM-A) was authorized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cli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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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ne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The aim of this work was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UMM-A in cancer screening. 
Methods We conducted a retrospective study consisting of 697 subjects, including 112 rectum 
cancer patients, 78 stomach cancer patients, 66 colon cancer patients, 43 liver cancer patients, 
40 breast cancer patients, 25 lung cancer patients, 39 urogenital cancer patients, 29 other cancer 
patients, 28 benign tumor patients, 117 non-cancer disease patients and 120 healthy donors. The 
UMM-A was used to detect the level of monohydroxyphenyl metabolites(MM)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reaction color in UMM-A. The positive rates of UMM-A in disease types 
compared with healthy donors were analyzed with the cutoff value of NO.4 color. To study the 
specificity of monohydroxyphenyl metabolites existed in cancer, the level of the MM in cancer 
patients was compared with that in benign tumor patients, non-cancer disease patients and 
healthy donors.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predictive values of UMM-A were preliminarily 
calculated. To study interference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s, the potential factors relevant with 
UMM-A results like age, gender, blood glucose level, disease course, surgery, radio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were analyzed by a Multi-factors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e impact of 
interference factors on the MM level and positive rate were also analyzed. After removing 
irrelevant subjects with interference factors,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predictive values were 
re-calculat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in cancer screening. 
Results The positive rates of UMM-A in rectum cancer(62.5%), stomach cancer(73.1%), 
colon cancer(45.5%), liver cancer(90.7%), breast cancer(47.5%), lung cancer(72%), urogenital 
cancer(84.6%), other cancer (75.9%) and non-cancer disease(35.9%)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0.001) compared with healthy donors(10.0%). Compared with benign tumor 
patients, non-cancer disease patients and healthy donors, the level of the MM in cancer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p<0.05). For cancer diagnosis, the UMM-A showed that the 
sensitivity was 66.7%, specificity was 78.7%,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s(PPV) was 85.8%,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NPV) was 55.1%. Interestingly, using multi-factors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e positive rate could be down-regulated by surgery (B value -1.198; P value 0.007; 
OR=0.302; 95% CI=0.126–0.724) and chemotherapy (B value -1.299; P value 0.004; OR=0.273; 
95% CI=0.112–0.665). Furtherly, to accurately study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246 retreated 
patients were excluded, and 186 untreated patients were included finally, the re-calculated 
sensitivity was improved from 66.7 to 89.6%, with specificity to 78.7%, the PPV to 85.8%, and the 
NPV was improved from 59.1 to 89.4%,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In these types of cancer we studied, the UMM-A has unsatisfactory consistency in 
sensitivity. The present study provided important information on the diagnostic characteristics of 
UMM-A for untreated cancer and its potential application in cancer screening. Meanwhile, the 
clinician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limited effectiveness of UMM-A on treated patients. The 
UMM-A is simple, noninvasive, fast and cheap which is deserved to be popularized in clinical lab 
or for personal usage. 
 
 

PU-0924 

氟油用于降低太赫兹波检测活细胞水敏感性的研究 

 
杨柯,府伟灵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400000 

 

目的  太赫兹（Terahertz，THz）波检测技术是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一种无标记检测新方法，但其在

细胞检测领域的应用仍然受到水敏感性的限制。本文利用在 THz 频段吸收极低的氟油可替代细胞

周围吸收极高的水的原理，研究了氟油降低 THz 波检测活细胞水敏感性的方法，有望进一步拓展

THz 波检测技术在检验医学领域的应用。 

方法  以乳腺癌 MDA-MB-231 细胞为研究对象，采用贴壁生长的方式将细胞固定于检测装置上，然

后采用氟油冲刷方式置换细胞周围水分子，比较置换前后样本 THz 波的透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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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细胞处于氟油环境时的 THz 波透过率明显高于其水相环境。与正常的水相环境相比，氟油环

境中有无细胞时的 THz 透过率差异明显提高，细胞对 THz 波的响应得以体现。 

结论  采用氟油置换细胞周围水分子的方法可降低 THz 检测信号在穿过液态样本时的信号损失，提

高输出 THz 波检测信号的强度，有效降低检测活细胞时的水敏感性，为拓展 THz 波检测技术在检

验医学领域的应用提供一种新思路。 

 
 

PU-0925 

血清降钙素原联合 C 反应蛋白检测 

在老年肺炎抗菌治疗中的应用分析 

 
陈勇 

绵阳市人民医院,621000 

 

目的  探究血清降钙素原(PCT)联合 C 反应蛋白(CRP)检测在老年肺炎抗菌治疗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择我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收治的老年肺炎患者 112 例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法

分实验组(56 例)和对照组(56 例)。实验组依据 PCT 和 CRP 检测结果选用抗生素，对照组根据医生

经验选用抗生素。观察两组患者临床疗效、不良反应发生率。 

结果  治疗后，实验组症状消失和体征改善时间显著小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白细胞计数、

CRP、PCT 检测指标均显著小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小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根据老年肺炎患者血清 PCT、CRP 含量进行治疗可有效缩短选择抗生素的时间，提高临床疗

效，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PU-0926 

急性胰腺炎患者 N 末端脑利钠肽前体水平研究 

 
宋昊岚,刘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探讨急性胰腺炎（AP）患者血浆 N 末端脑利钠肽前体（NT-proBNP）水平以及其在评价 AP

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4 月以急性胰腺炎为首要诊断的住院患者 117 例，按 Ranson

评分分为 4 组，分析其血浆 NT-proBNP 水平、住院天数与胰腺炎严重程度的相关性，并选择同期

门诊健康体检者 50 例作为对照组。 

结果  AP 患者 NT-proBNP 浓度 153（63，394）pg/mL 高于正常对照组 42（25，66）pg/mL

（P<0.01）；AP 患者的 Ranson 评分越高，血浆 NT-proBNP 浓度越高，住院天数越多

（P<0.01）：Ranson 评分 0~2 分，NT-proBNP：76（33，107） pg/mL；Ranson 评分 3~4 分，

NT-proBNP：135（40，234） pg/mL ；Ranson 评分 5~6 分，NT-proBNP：401（185，944） 

pg/mL，Ranson 评分 7~11 分，NT-proBNP：1015（632，3690）pg/mL；AP 患者血浆 NT-

proBNP 水平与住院天数的成正相关（r=0.342，p<0.01）。 

结论  监测血浆 NT-proBNP 浓度对评估 AP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预后评估及转归具有一定的临床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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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27 

生化检验中标本溶血对结果准确性的影响分析 

 
黄丹 

江油市人民医院,621000 

 

目的  探讨生化检验中标本溶血对结果准确性的影响。 

方法  择选 2015 年 2 月-2016 年 2 月，于我院健康体检的受检者 98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n=49）

和对照组（n=49）。对照组采用常规自然分离，观察组采用人工溶血处理，观察对比组间检测数

值差异。 

结果   观察组患者 ALT、AST、LDH、TBIL、TP、CK、GLU、K+数值高于对照组，GLU 数值低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生化检验中标本溶血会影响检测准确性，故需采取有效促使避免标本溶血。 

 
 

PU-0928 

1 例门诊血淀粉酶长期升高病例的报告与处理 

 
李扬宇,林伯熹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对 1 例门诊就诊者血淀粉酶长期升高病例的原因分析及结果处理，建立实验室对巨淀粉

酶引起的血淀粉酶长期升高及无症状血淀粉酶升高患者的诊断思路。 

方法  采用聚乙二醇沉淀法对淀粉酶升高样本进行处理，并利用 Beckman DXC 800 检测该就诊者

的血肌酐、尿肌酐、血淀粉酶、血脂肪酶、尿淀粉酶，淀粉酶与肌酐清除率比值（Ccr/Cam）、聚

乙二醇处理后血淀粉酶、聚乙二醇处理后血淀粉酶的回收率。 

结果  该就诊者血肌酐为 52.57μmol/L；血脂肪酶为 30.4 U/L、尿肌酐为 7480.9μmol/L，尿淀粉酶

结果为 470.9U/L；聚乙二醇处理处理前血淀粉酶为 380.9 U/L；聚乙二醇处理处理后血淀粉酶为

123.2 U/L；淀粉酶回收率 32.34%、血淀粉酶与肌酐清除率比值（Ccr/Cam）为 0.86。 

结论  检测结果显示，该就诊者肾功能正常，尿淀粉酶在参考区间内，Ccr/Cam 小于 1 且明显小于

正常人，处理后淀粉酶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该就诊者血淀粉酶长期升高且无明显的临床症状，故初

步判定该就诊者为巨淀粉酶血症患者。临床出现无症状血淀粉酶升高或间隔时间多次检查均出现血

淀粉酶升高的情况时，应考虑巨淀粉酶的情况。另外，出现淀粉酶升高且脂肪酶正常的情况时，除

考虑底物耗尽的情况外，还应考虑巨淀粉酶的存在。实验室检查者在审核检验结果时应慎重，考虑

问题应该具有整体性。 

 
 

PU-0929 

Urine Circulating Cell-Free DNA Integrity index as a 
potential molecular biomarker in lung cancer diagnosis 

 
Sai Ren1,2,Xiaodong Ren1,2,Xiaotian Dai1,Haiqin Guo1,Lan Liang1,Kun Wei1,2,Lifang Guo1,2,Xuemei Qu1,2,Ning 

Su1,2,Liu Wang1,2,Weiling Fu1,Qing Huang2,1 
1.The first hospital affiliated to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2.The third hospital affiliated to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Although integrity of circulating cell-free DNA in blood has been confirmed as a 
potential diagnosis biomarker in various malignant tumors, the role of urine cell-free DNA integrity 
was not systematically studied for diagnosis of malignant can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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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In the present stud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targeting the human Alu repeat 
sequences was used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ree different amplicon sizes at 60, 115 and 247 
bp. Urine DNA integrity index (115 v.s 60, 247 v.s 60, and 247 v.s 115) was evaluated in 50 lung 
cancer patients and 34 healthy controls to explore its potential values in discriminating lung 
cancer patients from healthy controls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NA integrity index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lung cancer 
patients compared with that of healthy controls.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for discriminating lung cancer patients from healthy controls had an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0.71 (95% CI, 0.60 to 0.82).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the urine DNA integrity index could be used as a potential 
noninvasive biomarker for discriminating lung cancer patients from healthy controls. Further 
studies are being performed to explore the urine DNA integrity index for the early diagnosis of 
lung cancer in our lab. 
 
 

PU-0930 

肿瘤患者与健康对照人群半胱氨酸蛋白酶 

抑制剂 C（ Cystatin C）水平的比较研究 

 
熊悦月 

陆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目的  本研究拟比较实体恶性肿瘤患者与正常对照者的血清 cystatin C 水平，以探讨 cystatin C 与

肿瘤发生发展的关系。 

方法  颗粒增强免疫比浊法测定 273 例实体恶性肿瘤患者（肿瘤组）和 185 例健康体检者（对照

组）的血清 cystatin C 浓度，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血清 cystatin C 浓度水平的影响因素，t 检验比较

两组 cystatin C 浓度水平差异，分类资料（性别）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两组差异；采用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 cystatin C 与年龄、性别、患病状态（是否患肿瘤）、eGFR 等的关系；采用协方差分析去除

可能混杂因素的影响，比较两组 cystatin C 的均数是否有差异。 

结果  对照组男性 108、女性 77，肿瘤组男性 169、女性 104，卡方检验显示两组性别构成比无显

著统计学差异（P=0.449）。对照组平均年龄 45.48、标准差为 14.69，肿瘤组平均年龄 55.52、标

准差为 11.44，t 检验两者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01）。对照组平均 eGFR 0.65、标准差

0.12，肿瘤组平均 eGFR 0.66、标准差 0.14，t 检验两者无显著统计学差异（P=0.208）。 

结论  肿瘤组的血清 cystatin C 水平低于对照组，这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了 cystatin C 与肿瘤间存在

某种相关关系：cystatin C 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可能起到了某种作用，恶性肿瘤的生长方式的特点

之一是具有侵袭性，而这种侵袭性生长必然破坏周围基质，这个过程离不开组织蛋白水解酶的作

用，cystatin C 则是一种很强的组织蛋白水解酶抑制剂，所以高水平的 cystatin C 可能有抑制肿瘤

细胞破坏周围基质的作用。但 cystatin C 否有以上作用还需要更直接的证据证实，其中的作用机制

也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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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31 

心血管疾病患者外周血红细胞分布宽度与血脂检测的相关性研究 

 
郭健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610000 

 

目的  由于环境、遗传、饮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我国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呈现明显上升趋

势，自 2007 年第一次报道 RDW 是慢性心力衰竭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预测因子之后，越来越多的

研究证明 RDW 与心血管疾病之间密切相关。心血管疾病患者在临床上多存在脂质代谢紊乱，相关

血脂指标升高与动脉粥样硬化及血栓形成密切相关，所以本文旨在初步研究探讨心血管疾病患者外

周血红细胞分布宽度与血脂水平，分析判断二者之间的相关性，为心血管疾病早期诊疗提供一定的

科学依据。 

方法  选择 2014 年 4 月至 2018 年 4 月在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就诊的 150 名心血管患者（50 例急

性心肌梗死患者、50 例冠心病患者、50 例高血压患者），同时选取 150 例健康中老年人，采用酶

法和均相酶免疫法测定血清血脂水平，血细胞分析仪测定红细胞分布宽度，并分析血脂指标与

RDW 的关系。采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外周血红细胞分布宽度与血脂检

测相关分析采用 Pearson 直线相关分析，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心血管患者外周血 RDW 和血脂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RDW 与甘油三酯（r=-

0.593，p<0.001）、总胆固醇（ r=-0.439，p<0.001）、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r=-0.366，

p<0.001）、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r=-0.478，p<0.001）呈负相关。 

结论  1）红细胞分布宽度与心血管疾病发生发展有密切关系；2）血脂水平与心血管疾病发生发展

有密切关系；3）心血管患者外周血红细胞分布宽度水平与甘油三酯、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密切相关，可能在心血管疾病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PU-0932 

生物素干扰临床检测结果的研究进展 

 
宋丽颖,袁慧,李禹龙,范雪松,靳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100000 

 

目的  生物素参与糖类、脂肪、蛋白质等的代谢过程。近年来，生物素因其安全有效及对代谢疾病

的治疗作用，被广泛应用在多发性硬化、代谢相关疾病的治疗和提高头发、指甲、皮肤健康中。许

多使用者实际摄取的生物素量可达 DRI 的数百至数千倍。血浆正常生物素浓度仅为

0.12~0.36 nmol/L，过多摄入则会导致血浆浓度增高。生物素-链霉亲和素反应具有高敏感性、准确

性和反应迅速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高通量免疫分析平台，如甲状腺激素、心肌标志物、肿瘤标志

物，在临床实践中，过多的外源性生物素会对检测结果产生重大干扰，直至 2017 年美国 FDA 才首

次对这一现象提出警告。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回顾近几年来的相关文献，将生物素对临床检测的干

扰机制，生物素对甲状腺激素、心肌标志物、肿瘤标志物等检测结果干扰等重要内容进行综述，并

提出一些预防和消除干扰的思路。 

方法  对国内外报道的生物素对临床检测造成干扰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 

结果  外源性生物素影响甲状腺激素、心肌损伤标志物、肿瘤标志物及其他激素的检测。不同平台

受生物素干扰的程度不同。停药复测或对样本进行预处理，中和样本中生物素可以消除干扰。 

结论  生物素制剂的广泛使用所带来的对临床检测结果的干扰不容忽视。生物素-链霉亲和素途径因

其高效、敏感而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临床工作者和实验室工作人员应该重视可能存在的生物素干

扰，更换不受干扰的平台或对样品进行预处理，非紧急情况下可嘱患者停药后复检，以明确诊断，

避免误诊和漏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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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33 

OPTI CCA 便携式血气分析仪与实验室分析仪测定结果比较 

 
张建钫,林一,林燕辉,尤剑彬,黄建新 

福建省立医院,350000 

 

目的  OPTI CCA 便携式血气分析仪与实验室分析仪测定结果比较。 

方法  应用 ABL800 型血气分析仪和 FUSION 5.1 型干式生化分析仪对 OPTI CCA 便携式血气分析

仪的 pH、PCO2、PO2、K+、Na+等项目进行测定结果比较。 

结果  和对照组相比，两组的 pH、PCO2、PO2 指标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在 K+、Na+两者

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该便携式血气分析仪可用于临床床边检测及抗震救灾等紧急医学救援时检测；动脉血浆 K+、

Na+不能与实验室生化仪检测的静脉血清 K+、Na+相互替代，应为其制定相应的参考范围和诊断标

准。 

 
 

PU-0934 

化学发光微粒免疫分析法检测 PIVKA-II 的性能评价 

 
杨佳,李世俊 

四川省人民医院,610000 

 

目的  用化学发光微粒免疫分析法（CMIA）测定血清维生素 K 缺乏或拮抗剂Ⅱ诱导的蛋白质

（PIVKA-II）从而了解其检测性能。 

方法  用雅培公司的 ARCHITECT 系统 i2000SR 化学发光分析仪,使用配套的试剂、校准品和质控

品，参照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研究院（CLSI）推荐的相关文件要求对该项目检测方法的精密

度、准确度、线性范围、携带污染率、灵敏度等进行评价，并验证其参考值区间 

结果  (1)CMIA 法测定 PIVKA-II 的批内和批间精密度，三水平的批内及批间精密度的 CV 值均小于

5.0%；(2) PIVKA-II 的准确度测定值与靶值的偏倚在 0.88%～5.60%之间；(3) PIVKA-II 的线性范

围在 0～5000pg/ml 间呈良好的线性关系，R² = 0.998 ；(4)携带污染率实验中，PIVKA-II 表现出良

好的抗污染能力；(5) PIVKA-II 检测的分析灵敏度（最低检测限）在厂家提供的范围之内；（6）

PIVKA-II 的参考值区间的验证，均符合厂家提供的参考范围。 

结论  CMIA 法测定 PIVKA-II 的结果评价其精密度和准确度、线性、抗干扰能力、携带污染率、灵

敏度，均表现出良好的性能结果，满足临床要求。 

 
 

PU-0935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 

hs-CRP、D-二聚体、纤维蛋白原水平及其临床意义 

 
张秋焕 1,赵小莹 1,2,钟白云 1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2.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 

 

目的  探讨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血清超敏Ｃ反应蛋白（hs-CRP）、Ｄ－二聚体(D-D)及纤维蛋

白原(FIB)的水平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到 11 月期间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心内科就诊的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作

为实验组。分为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组（STEMI 组,100 例)、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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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TEMI 组,100 例)和不稳定型心绞痛组（UAP,200 例)，同时选择 100 例同期健康体检者作为对

照组。检测各组的超敏 C 反应蛋白、D-二聚体和纤维蛋白原的水平，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实验组的 Hs-CRP、D-D、FIB 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STEMI 组和 NSTEMI 组患者血清 Hs-CRP、D-D、FIB 水平均明显高于 UAP 组，组间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hs-CRP、D-D、FIB 均是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的良好观测指标，在预测心肌损伤、冠状

动脉血管病变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参考价值。 

 
 

PU-0936 

血清乳酸脱氢酶与 α-羟丁酸脱氢酶检测 

在评估消化道肿瘤患者病情中的临床价值 

 
解秀梅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21000 

 

目的  探讨血清乳酸脱氢酶（LDH）与 α-羟丁酸脱氢酶（α-HBDH）检测在评估消化道肿瘤患者病

情中的的临床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11~2018.4 本院肿瘤科收治的 282 例消化道肿瘤患者（食道癌、胃癌、结

肠癌、直肠癌）的病历资料（已排除患有或疑似患有心脏疾病的患者） ,其中肿瘤非转移组 158

例、肿瘤转移组 124 例，比较转移性与非转移性肿瘤、不同转移组织、不同肿瘤分期之间患者血清

乳酸脱氢酶(LDH)与 α-羟丁酸脱氢酶（α-HBDH）的水平。 

结果  消化道肿瘤转移组 LDH 水平升高者明显高于消化道肿瘤非转移组,且 LDH 升高的水平高于消

化道肿瘤非转移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肺脏和肝脏等多处转移组的 LDH 水平明显高于腹

膜和周围淋巴结转移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消化道肿瘤转移组 α-HBDH 的平均水平高于

消化道肿瘤非转移组, 但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意义； 肺脏和肝脏等多处转移组的 α-HBDH 平均水平高

于腹膜和周围淋巴结转移组，但差异也未达到统计学意义。 

结论  消化道肿瘤发生转移的患者血清 LDH 水平明显升高,且与肿瘤的转移情况相关,故，当患者血

清 LDH 水平明显升高时多数预示者患者病情的恶化，为临床医生评估肿瘤患者病情及治疗提供重

要的参考价值，而血清 α-HBDH 在这方面的价值较小。 

 
 

PU-0937 

应用血清胱抑素 C 评估新生儿肾功能的临床检验分析 

 
刘荣均 

昆明市中医 

 

目的  探讨血清胱抑素 C（Cystatin-C,Cys-C）在新生儿肾功能评估中的价值。 

方法  选择昆明市儿童医院患病新生儿 309 例为研究对象，设 200 例重症新生儿为观察组；109 例

非重症新生儿为对照组；对 2 例新生儿取静脉血用全自动生化仪检测尿素及肌酐，应用特种蛋白分

析仪采用散射比浊法测定 Cys-C，同时做尿常规；检测结果采用 SPSS11.0 进行统计学 

t 检验。 

结果  1、对照组新生儿各项肾功能检测指标未见异常；2、观察组新生儿有肾功能损害，其肾功能

损害明显高于对照组；3、两组血清 Cys-C 检测值相比 P<0.05，差异有显著性；血清尿素及肌酐

检测值相比 P<0.01，差异非常显著；4、新生儿肾功能损害随原发病治疗而好转。 

结论   血清胱抑素 C 检测可作为新生儿肾功能损害的检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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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38 

丙戊酸钠对癫痫患儿治疗过程中骨代谢指标的变化 

 
康丽霞,张铁汉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453003 

 

目的  研究服用丙戊酸钠后癫痫患儿骨代谢参数的变化。 

方法  收集 2016 年 3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0 日于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服用丙戊酸钠患儿临

床资料，按照血药浓度分低浓度组、中浓度组和高浓度组，比较 3 组患儿 CA、P、MG、ALP、

BALP、25-羟维生素 D3各参数之间的差异。 

结果  检测三组患儿 CA、P、MG 等参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患儿 ALP、

BALP、25-羟维生素 D3等参数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使用丙戊酸钠的患儿会出现 ALP、BALP、25-羟维生素 D3 等指标异常，严密监测患儿骨代

谢指标和丙戊酸钠血药浓度可以提高药效，预防骨性疾病的发生。 

 
 

PU-0939 

聚乙二醇沉淀法在高泌乳素血症鉴别诊断中应用的初步探讨 

 
秦雪君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聚乙二醇沉淀法在高泌乳素血症（HPRL）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为临床诊断提供准

确可靠的数据。 

方法  收集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入院就诊 PRL>80μg/L （雅培 I2000 免疫发光仪测定）血

清样本 12 例，采用聚乙二醇沉淀法（25% PEG6000）对血清进行处理，并用生理盐水处理血清

做阴性对照，检测处理后 PRL 浓度，比较处理前后 PRL 浓度变化，计算回收率，回收率低于 40%

判断为巨泌乳素血症（MPRL），大于 40%判断为真性高泌乳血症。同时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和诊

断。 

结果  12 例 HPRL 中有 7 例经过聚乙二醇沉淀后回收率低于 40%,初步判断为 MPRL，5 例回收率

高于 40%，初步判断为真性 HPRL。收集的临床资料及病例追踪显示被判定为 MPRL 并无真性

HPRL 明显的临床症状和体征，符合 MPRL，而被判定为真性 HPRL 者经与临床医生沟通，均出现

不同程度的症状，符合 HPRL。 

结论  MPRL 是引起 HPRL 的常见原因之一，凝胶色谱层析法是检测 MPRL 的金标准，但其费用昂

贵，操作复杂，我科应用聚乙二醇沉淀法初步鉴别诊断 MPRL，以期用经济的方法帮助临床正确诊

断及用药，减少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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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40 

化学发光检测新心肌标志物对非 ST 段抬高型 ACS 

及 ACS 合并慢性心衰诊断的临床意义分析 

 
杨汝文 

昆明市中医院,650000 

 

目的  探讨血清肌钙蛋白及脑钠肽检测在非 ST 段抬高型 ACS 及合并心衰鉴别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

值。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12 月急诊及住院的非 ST 段抬高型 ACS 患者 43 例为观察组；同期健康体

检者 45 例为对照组，应用电仪及全自动生化仪进行血清肌钙蛋白、脑钠肽及心肌酶的检测，对检

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观察组血清肌钙蛋白（cTn）及磷酸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检测结果显著高于对照

组，p <0.01 有显著差异；而乳酸脱氢酶（LHD）、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等心肌酶谱检测

结果两组比较 p<0.05 有差异；2.在观察组中非 ST 段抬高型 ACS 合并心衰患者 9 例血清脑钠肽

（BNP）检测值显著高于无心衰的患者，p <0.01 有显著差异。 

结论  1、cTn 及 CK-MB 对非 ST 段抬高型 ACS 有较高的敏感性及特异性；2、BNP 对诊断 ACS

合并慢性心衰有意义。 

 
 

PU-0941 

血清唾液酸检测对 2 型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临床意义 

 
黄亚玫 

昆明市中医院,650000 

 

目的  研究 2 型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患者血清唾液酸的变化。 

方法  入选 80 例糖尿病患者和 40 例年龄、性别、身体质量指数与之相匹配的健康人群。2 型糖尿

病患者依据其有无并发症分为无并发症组 40 例、有并发症组 40 例。采集静脉血样和 24 小时尿

样。血样检测唾液酸、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尿液检测尿微量白蛋白。并测量各组的收缩压。 

结果  1.血清唾液酸含量：各糖尿病组比对照组显著增高（P<0.05），且糖尿病并发症组显著高于

无并发症组。2.相关性分析：唾液酸与尿微量白蛋白比值、收缩压、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相关

系数分别为 r=0.410，r=0.392，r=0.330，r=0.262，均呈显著性相关。 

结论   唾液酸在 2 型糖尿病及其血管并发症患者中显著增高，监测血清唾液酸浓度对判断糖尿病出

现并发症有重要意义。 

 
 

PU-0942 

血浆大内皮素-1 水平与冠状动脉非钙化及混合斑块的相关性研究 

 
王芳,李铁威,丛祥凤,侯志辉,吕滨,周洲,陈曦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100000 

 

目的  非钙化斑块及混合斑块被视为高风险的冠状动脉斑块，内皮素-1 是一种血管活性肽，在易损

斑块中呈现高表达，但血浆中内皮素-1 与冠脉非钙化斑块及混合斑块的相关性尚无报道，本研究通

过检测血浆中内皮素-1 的前体——大内皮素-1 的水平探索其作为高风险斑块标志物的可能性。 

方法  回顾性收集 514 名胸痛及疑似冠状动脉疾病患者的临床和实验室检测数据，依据其冠脉 CT

结果分为无斑块组、钙化斑块组、非钙化斑块组和混合斑块组（同时含有钙化斑块和非钙化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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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对各组血浆中大内皮素-1 的水平进行统计学分析，并根据大内皮素-1 的四分位数分为三

组，统计钙化斑块和非钙化斑块患者的比例，并利用多因素回归分析观察其对非钙化和混合斑块的

预测能力。 

结果  非钙化斑块组和混合斑块组血浆大内皮素水平显著升高(P <0 .001)，在低分位大内皮素-1 组

中非钙化和混合斑块患者的比例为 39.9%，而在高分位大内皮素-1 组中此比例升高至 52.7%，具

有统计学差异(P = 0.016)。多因素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大内皮素-1 是非钙化和混合斑块的独立预测

因素(odds ratio [OR] = 1.691, 95% CI 1.031 – 2.774, P =0 .037)。 

结论  血浆大内皮素-1 与冠脉非钙化和混合斑块具有相关性，可作为独立预测冠脉非钙化和混合斑

块存在的血循环标志物。 

 
 

PU-0943 

Development of combined VEGF and sCD40L in serum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Alzheimer’s disease 

 
Yueping liu1,Shu Yu2 

1.477th Hospital of PLA 
2.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ilitary Stomatology &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Oral Diseases & Shaanxi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Oral Diseases，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School of Stomatology， The 

Air Force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City， 710032， Shaanxi Province， PR China. 

 
Objective Non-invasive blood-based biomarkers are eagerly awaited for the diagnosis of 
Alzheimer’s disease (AD).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the individual and combined 
diagnostic value of soluble CD40 ligand (sCD40L) and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for AD. 
Methods Fifty patients with AD and forty gender and age-matched control patients with 
standardized clinical assessments and neuroimaging measures were enrolled. VEGF and 
sCD40L were qualified in 90 subjects using immunomagnetic bead assays. 
Results To evaluate the individual and combined diagnostic value of sCD40L and VEGF for A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were generated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he AUCs (area under ROCs) of sCD40L and VEGF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were 0.824 (95%CI: 0.737-0.910) and 0.731 (95%CI: 0.622-0.839), 
respectively. Combined ROC analysis based on these 2 biomarkers revealed an elevated AUC of 
0.858 (95%CI: 0.775-0.941), which indicates an additive effect in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these 
two biomarkers. 
Conclusions  We have identified the feasibility of a blood-based biomarker approach in AD 
diagnostics. A combination of sCD40L and VEGF could be a useful diagnostic biomarker for 
future clinical trials with AD. 
 
 

PU-0944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检测心肌梗死患者血浆溶血磷脂酸  

——不一样的升高 

 
王芳,彭瑞,李铁威,丛祥凤,周洲,陈曦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100000 

 

目的  溶血磷脂酸（lysophosphatidic acid, LPA）是一类内源性磷脂信号分子，可参与动脉粥样斑

块的形成和发展。我们课题组在 2003 年采用酶学方法发现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外周血总 LPA 水平较

正常人升高 6 倍以上，近年，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成为 LPA 检测的主要方法，但基于此方法测定

的不同类别 LPA 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浆中的水平尚无定论，本研究旨在利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

http://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0.4311&q=%E5%85%8D%E7%96%AB%E7%A3%81%E7%8F%A0
http://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0.4311&q=%E5%85%8D%E7%96%AB%E7%A3%81%E7%8F%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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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心肌梗死患者血浆 LPA 以及前体 LPC 的水平，阐明基于此方法所测定 LPA 和 LPC 水平与

中国人急性心肌梗死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95 名，健康人 32 名，采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检测其血浆中不同类

别 LPA 和 LPC 的水平。 

结果  结果显示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浆中 14:0LPA 的水平显著高于健康人（P=0.002），而 16:0、

18:1、18:2、20:4 和 22:6LPA 在两组中无显著性差异。同时，18:0 和 18:2LPC 在急性心肌梗死患

者外周血中显著升高（与健康人相比，P=0.02 和 0.034），而其它种类 LPC（16:0、18:1、

20:4、20:3、20:5 和 22:6）则无显著改变。 

结论  并非所有 LPA 和 LPC 而仅是特定种类的 LPA 和 LPC 与中国人急性心肌梗死具有相关性，提

示标志物的应用应该随着方法学的进展而更新。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作为一种自建方法在不同实验

室测定特定分子时应对关键参数进行标准化从而使不同实验室的结果具有可比性。 

 
 

PU-0945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智能筛查乳糜溶血标本的展望 

 
石国欣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50000 

 

目的  利用自动化设备减少人工工作量 

方法  检验过程中总会有个别现象或极端现象影响检验结果，可以在大数据的基础上积累乳糜溶血

标本影响检验结果的大数据和处理方法，通过智能化计算获得消除干扰或影响的测定结果的因素，

或者提供计算修正值。系统可以记住这些影响因素，甚至记住这些个体。借助大数据智能化管理及

分析检验数据，建立个体化检验指标的参考区间，随时观察乳糜溶血这类标本检验指标的变化趋

势，从而能准确筛检出这类不合格标本。 

结果  以自动化代替人工筛检乳糜溶血标本 

结论  充分利用自动化的优势，推高工作效率 

 
 

PU-0946 

糖尿病患者空腹血糖、果糖胺、糖化血红蛋白 

检测的相关性分析 

 
周宏 

昆明市中医院,650000 

 

目的   探讨空腹血糖(FBG)、果糖胺(FMN)、糖化血红蛋白(HbA1c)三者联合检测在糖尿病诊疗中的

意义。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1 月我院收治的糖尿病确诊患者 119 例为观察组，另选择健康

体检者 136 例作为对照组，分别检测 2 组的 FBG、FMN、HbA1c 水平并进行比较。 

结果  糖尿病组 FBG、FMN、HbA1c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2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FMN

分别与 FBG、HbA1c 呈正相关(r 分别为 0.88 和 0.79，P 均＜0.05)。 

结论  FBG、FMN、HbA1c 三者关系密切，呈正相关，分别为糖尿病患者提供即时、短期和长期的

血糖信息，三者联合检测在糖尿病患者的筛查，诊疗，预防中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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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47 

生化免疫分析仪溶血指数临床应用分析 

 
寿好长,杨琦,张兰,田丽春,韩冉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100000 

 

目的  利用溶血指数(HI)评价标本质量，以避免临床实验室分析干扰。 

方法  采集血液标本后，用 VITROS 5600 生化免疫分析仪检测溶血指数。HI≥15 标本分组统计分布

及比率。 

结果  在 4572 份标本中，HI≥15 标本占比 7.06%。在 HI ≥ 15 的 323 分标本中，HI 50-100 标本占

比 8.98%。在溶血指数＞15 的 234 例溶血标本中，溶血指数介于 15 至 100 的目测难以发现的溶

血标本达 96.90%， 

结论  生化免疫分析仪溶血指数可以有效用于检测溶血程度和评价干扰，对目测难以发现的轻微溶

血应加以重视。 

 
 

PU-0948 

探讨 BNP 与 CTNI 联合检测在心力衰竭患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王健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256600 

 

目的   探讨心力衰竭患者联合检测血浆脑钠肽(B-type natriuretic peptide ,BNP),心肌肌钙蛋白 I

（cardiac troponin I,CTNI）在诊断与治疗过程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在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的 200 例心力衰竭患者为观察组，另选取 50 名同期进行体

检的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研究对象全部采用荧光磁微粒酶免疫测定法测定 BNP 和 CTNI。 

结果  观察组患者血浆 BNP,CTNI 均高于对照组，具有明显的统计学价值，且 NYHA 分级高者水平

高于分级低者。 

结论  在诊断心力衰竭时 BNP 灵敏度高但特异度低，然而 CTNI 特异度高，在 CHF 的发展过程中

由于心肌受损，CTNI 也相应升高，所以 BNP,CTNI 联合检测在诊断心力衰竭时可以互相弥补不

足，可有效反映心衰的具体情况。 

 
 

PU-0949 

强生 VITROS 5600 全自动分析仪感染性项目的性能验证 

 
巩丽颖,张云丽,高昕 

辽宁省人民医院,110000 

 

目的  对强生 VITROS 5600 全自动生化免疫分析仪的感染性项目进行性能验证。 

方法  根据 CNAS 的 CL02-A004 要求，对强生 VITROS 5600 全自动生化免疫分析仪上开展的 4 项

感染性项目，包括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2 型）抗体、乙肝病毒表面抗原

和丙肝病毒抗体进行精密度、符合率、检出限和 Cut-off 值进行验证。 

结果  上述 4 个项目在 VITROS 5600 全自动生化免疫分析仪的精密度、符合率、检出限和 Cut-off

值均符合要求。 

结论  强生 VITROS 5600 全自动生化免疫分析仪的感染性项目检测性能能够完全满足预期的临床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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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50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BNP、hs-CRP 和 HCY 水平 

与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的相关性研究 

 
杨惠聪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 

 

目的  通过测定不同程度冠脉病变的 AMI 患者血清中 BNP、hs-CRP、HCY 水平变化，探究其与冠

脉病变的关系，确定在 AMI 早期诊治中联合检测 BNP、hs-CRP 和 HCY 的指导性诊断价值。 

方法  选用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心内科确诊为 AMI 并于入

院后行冠状动脉造影术的患者 122 例。通过三项指标水平和冠脉造影显示的冠脉病变支数、狭窄程

度等结果，分析比较 BNP、hs-CRP 和 HCY 水平冠脉病变严重程度的关系。 

结果  AMI 患者血浆 BNP、hs-CRP 和 HCY 水平显著高于冠脉正常者，三者水平与 AMI 患者冠脉

病变支数及狭窄程度呈正相关。 

结论  血浆 BNP、hs-CRP 和 HCY 水平是冠状动脉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可作为分级诊断提供理论

依据应用于临床 AMI 患者冠脉病变严重程度的判断中。 

 
 

PU-0951 

乳酸对脓毒血症的发展与严重程度的诊断价值的研究 

 
王昱滨 

甘肃省人民医院,730000 

 

目的  研究乳酸对脓毒血症的发展与严重程度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60 例诊断为脓毒症的患者，将其按照 SOFA 标准进行分级，其中非复杂脓毒症患者 28

例，脓毒血症休克 32 例，回顾性分析其乳酸、血小板计数、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等生化指标。

与 60 例健康患者对照研究。 

结果  乳酸与脓毒血症的发病明显相关，且与脓毒症的严重程度有关呈正相关。 

结论  乳酸反映是脓毒症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具有临床诊断价值。 

 
 

PU-0952 

不同血糖控制情况下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的血脂水平 

 
林青青 

绵阳市人民医院,621000 

 

目的  探究不同血糖控制情况下，妊娠期糖尿病患者（GDM）的血脂水平特点及差异。 

方法  选取 2017 年 5 月—2018 年 5 月我院产前检查的妊娠中期孕妇，根据 2010 年国际妊娠合并

糖尿病研究组织的糖尿病诊断标准对孕期 24-28 周孕妇进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检测及

筛查。从中随机选取 300 例健康孕妇作为正常对照组；选取妊娠期糖尿病孕妇 254 例作为试验

组，其中根据不同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分为两组，230 例为血糖控制达标组，24 例血糖

控制未达标组。分别与对照组比较其血脂水平。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GDM 组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LDL）均

明显升高，高密度脂蛋白（HDL）降低。与正常组比较，血糖控制达标组 TG 明显升高

（P<0.05），TC、LDL 升高及 HDL 降低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血糖控制未达标组，四项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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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指标均有明显差异（P<0.05）。在不同糖化血红蛋白水平的两组间比较各指标也是差异明显

（P<0.05）。 

结论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 TG 增高明显，而 TC、LDL 随糖化血红蛋白的增加其增加更明显，HDL

则降低。说明血糖控制不好也会加剧脂质代谢的紊乱，因此对 GDM 患者而言孕期定期、及时监测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血脂尤为重要，谨遵医嘱日常科学合理的饮食更是必不可少 

 
 

PU-0953 

血浆同型半胱氨酸、叶酸和维生素 B12 与脑血管疾病的关系 

 
张勤,姚瀚鑫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130000 

 

目的  探讨血浆同型半胱氨酸（HCY）、叶酸和维生素 B12 与脑血管疾病的关系 

方法  收集我院脑血管疾病患者 60 例，排除肝脏疾病、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健康对照者 40

例，无脑血管疾病、肝脏疾病、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血浆同型半胱氨酸采用日立 7600 循环酶

法检测，叶酸和维生素 B12 采用贝克曼 DXI800 化学发光法检测。 

结果  脑血管疾病组 HCY 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脑血管疾病组叶酸和维生素 B12 低于对照

组（P<0.01）；血浆 HCY 水平与叶酸和维生素 B12 水平呈负相关（r 分别为-0.345，-0.314，

P<0.01）。 

结论   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是脑血管疾病发生的一种危险因素，补充叶酸和维生素 B12 可降低 HCY

水平，预防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PU-0954 

自建生化检测系统室内质控监测正确度研究 

 
万祥辉,文灿,银天娇,杨冬莲 

江西省肿瘤医院/江西省第二人民医院,330000 

 

目的  实现室内质控监测自建生化检测系统的正确度。 

方法  用卫生部正确度控制品或卫生部室间质评控制品验证和评价实验室建立的项目室内质控靶值

的合格性，以 20 次正确度验证结果与正确度控制品靶值无统计学差异状态下建立的室内质控靶值

为合格，对于不合格的项目靶值要重新建立。在建立了合格室内质控靶值的基础上，通过规范室内

质控品检测流程、优化试剂添加方案、合理修正由于校准造成质控结果系统漂移的校准品的赋值，

将各项目的室内质控变异系数（CV）控制在 WS/T403-2012 规定的偏倚要求范围的 1/2 以内。 

结果  2015 年至 2017 年连续三年的卫生部室间质评常规生化、血脂、特定蛋白、心肌损伤标志

物、血清胱抑素 C 等项目全部合格，项目的西格玛值得到了显著改善。，通过规范室内质控品检测

流程、优化试剂添加方案、合理修正由于校准造成质控结果系统漂移的校准品的赋值，将各项目的

室内质控变异系数（CV）控制在 WS/T403-2012 规定的偏倚要求范围的 1/2 以内。 

结论  本研究建立的室内质控方法和流程能够实现利用室内质控监测自建生化检测系统的正确度的

目的，对于文件 WS/T403-2012 没有规定系统总误差的项目亦适用。 

准品的赋值，将各项目的室内质控变异系数（CV）控制在 WS/T403-2012 规定的偏倚要求范围的

1/2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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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55 

成都地区成人血清游离睾酮参考范围调查 

 
羊家良,张玫,蒙立业,李晓玲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调查成都地区成人血清游离睾酮的正常参考范围。 

方法  纳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017.12-2018.5 期间，年龄大于 18 岁且表观正常的体检受试者 252

例，排除标准：1.患有内分泌疾病、肝脏疾病以及其他慢性疾病的患者；2.近一个月进行任何影响

性激素水平的治疗的患者；3.BMI≥28kg/m2 的患者。收集受试者一般资料，采集空腹静脉血，检测

血清总睾酮、性激素结合球蛋白、白蛋白水平，通过比利时根特大学开发的公式计算游离睾酮水

平，调查其 95%参考范围。 

结果  男性和女性在血压、BMI、腰臀比、睾酮、游离睾酮、甘油三酯均有显著差异（P<0.05），

无论在男性还是女性，游离睾酮的水平均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降低，大于 50 岁游离睾酮水平均明

显低于小于 50 岁组。男性 18~50 岁血清游离睾酮参考范围为：0.0449ng/mL~0.1428ng/mL，男性

>50 岁游离睾酮参考范围：0.0379ng/mL~0.1269ng/mL；女性 18~50 岁游离睾酮参考范围为：

0.0003ng/mL~0.0065ng/mL；女性 >50 岁游离睾酮参考范围为：0.0001 ng/mL ~0.0032ng/mL。 

结论  不同的实验室应该建立该地区本实验室的参考范围。 

 
 

PU-0956 

高血脂标本谷丙转氨酶（ALT）测定计算法与稀释法结果比较 

 
何远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目的  目前高血脂患者较多或患者抽血准备不规范，导致高甘油三酯（TG）的血清标本中谷丙转氨

酶（ALT）结果无法测出，通过谷丙转氨酶（ALT）反应进程曲线计算方法计算结果与样本稀释法

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两种方法在临床实践中的可行性。 

方法  选择 20 例脂血标本或高甘油三酯（TG）标本（ALT 无结果显示），用样本稀释法和反应进

程曲线法分别对标本进行检测和计算。 

结果  20 例脂血标本或高甘油三酯（TG）标本（ALT 无结果显示），ALT 通过反应进程曲线法和

标本稀释法的出的结果无显著差异。 

结论  在脂血（让步标本）标本的检验中，在常规检测谷丙转氨酶（ALT）无结果显示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样本稀释法或者通过反应进程曲线计算法得出检测结果。 

 
 

PU-0957 

尿蛋白在高血压患者中的临床检验效果 

 
刘义帅 

潍坊市中医院,261000 

 

目的  检测高血压患者尿蛋白，分析临床检验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3 月就诊的 28 例高血压患者临床诊治资料，设为观

察组，另选取同期参与健康体检的 28 例设为对照组，均采用免疫比浊法进行尿蛋白临床检验。 

结果  观察组各项检测指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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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高血压患者中检测尿蛋白，可有效预测患者肾小球功能，可结合检验结果进行肾脏器官保

护，可促使肾脏疾病发生率明显降低。 

 
 

PU-0958 

运用功效函数图法设计部分生化项目的室内质控方案 

 
张真铭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结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化学检验室的情况，利用功效函数图，选择合适的质控

规则和质控测定个数，要求质控方案经济高效。 

方法  确定本实验室生化检测项目的临床允许总误差（TEa），项目测定方法的不精密度（CV）和

不准确度（Bias），计算临界系统误差（ΔSEc）并利用功效函数图，选择合适的质控规则和质控

测定个数。 

结果  不同生化检测项目的质控规则和质控测定个数不相同。 

结论  根据实验室生化检测项目的临界系统误差，利用功效函数图选择最佳质控方案，即满足临床

质量要求，达到期望的误差检出率且控制假失控概率，提高质控效率。 

 
 

PU-0959 

不同血液检验指标用于冠心病患者检测中的临床价值分析 

 
王建红 

潍坊市中医院,261000 

 

目的  探讨和分析不同血液检验指标用于冠心病患者检测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取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6 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80 例冠心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将其分为 45 例的心绞痛组和 35 例的急性心肌梗死组；同时选取同期在我院接受体检的 40 例健康

人员作为对照组；测量三组患者的相关血液检验指标，并展开对比分析。 

结果  三组患者的 PDW 与血小板参数对比，心绞痛组与心肌梗死组的 RDW 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其余指标无统计学差异（P>0.05）；另外，心肌梗死组 hs-cTnT、cTnI、CK-MB 均

显著高于对照组与心绞痛组（P<0.05）。 

结论  不同血液指标用于冠心病诊断，其中心肌肌钙蛋白Ⅰ的诊断价值最高。 

 
 

PU-0960 

2 种检测系统 CK 、LDH 测定结果比对分析 

 
陈睿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对肌酸激酶（CK ）、乳酸脱氢酶（LDH）在两个不同检 测系统的对比分析，探讨两个

不同检测系统同一项目检测结果的可比性 

方法  依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NCCLS）EP9-A 文件要求，每天收集患者血清 8 份，分

别在 2 种检测系统 Olympus  AU 5400 全自动生化仪和 Siemens Dimension  Xpand  HM 全自动生

化仪中测定血清 CK、LDH 这两个生化指标，  用 Excel 2003 软件对两台仪器的结果采用回归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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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分析，求其相关系数 r 及回归方程 Y=bX+a，以美国临床实验室修正法规（CLIA’88）规定的室

间质量评价允许误差范围的 1／2 为标准，判断二台仪器测定结果的临床可接受性 

结果  两台仪器 LD、CK 的检测结果相关性较好（r≥0.975） ，两个项目在不同医学决定水平的总

误差都小于 1／2 CLIA’88 允许总误差(TEA) 

结论  Olympus  AU 5400 全自动生化仪 Siemens Dimension  Xpand  HM 全自动生化仪的检测结果

具有较好的可比性和相关性。能为临床提供可靠和有一致性的实验结果，以更好的辅助临床医生进

行诊断和治疗 

 
 

PU-0961 

过度运动所致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1 例 

 
丁梦蕾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200120 

 

目的  运动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exertional rhabdomuolysis，ERB）是指剧烈运动后引起横纹肌

损伤，肌细胞胞膜破损，胞内容物包括肌红蛋白（Myoglobin，Mb）、肌酸激酶（Creatine kinase, 

CK）等释放入血，产生一系列临床症状，如肌肉疼痛、乏力、血尿等，严重可继发急性肾衰竭，

临床较少见，如治疗不及时可危及生命。 

方法  我们报道一例过度运动和食用大量海鲜后出现肉眼血尿的男性患者，通过临床生化检测结合

影像学检查，诊断并检测患者病情。 

结果  该患者肉眼可见血尿，丙氨酸氨基转移酶与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明显升高，肌红蛋白与肌酸

激酶明显升高，心电图正常排除心肌梗塞，MRI 结果可见腿左右两侧股直肌、股内外肌及股中间肌

组织内弥漫性异常信号影、股外侧肌及股直肌远侧肌束间少许液性信号，结合患者病史和临床实验

室检查，确认为运动所致横纹肌溶解症，给予积极补液，碱化尿液，护肝治疗并连续检测肌酸激酶

与肌红蛋白表达，患者明显好转，肌酸激酶和肌红蛋白明显下降，并未出现急性肾小管坏死。一周

后出院随访，肌酸激酶与肌红蛋白恢复正常水平。 

结论  大量的运动导致肌细胞破坏，释放肌酸激酶和肌红蛋白入血，导致血液中相应指标的升高，

患者出现肌肉酸痛等不典型症状，需与心肌梗塞区分。结合影像学检查确诊后及时补液，碱化尿

液，必要时进行血浆置换，避免发生急性肾损伤。 

 
 

PU-0962 

脓毒血症相关急性肾损伤患者环氧化酶水平分析 

 
聂鑫,罗蕾,羊家良,李贵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分析脓毒血症相关急性肾损伤患者血清中环氧化酶 1（COX-1）和环氧化酶 2(COX-2)水平，

初步探讨其参与脓毒血症相关急性肾损伤发生发展的机制。 

方法  随机选取脓毒血症相关急性肾损伤患者、脓毒血症不伴肾损伤患者及正常健康对照者各 50

例，收集其血清样本并检测 COX-1 及 COX-2 水平。 

结果  脓毒血症相关急性肾损伤组的 COX-1 的水平大于正常对照组并小于脓毒血症不伴肾损伤组，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脓毒血症相关急性肾损伤组的 COX-2 的水平亦大于正常对照组并小

于脓毒血症不伴肾损伤组，但 P>0.05，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脓毒血症伴急性肾损伤组 COX-

2/COX-1 比值小于脓毒血症不伴肾损伤组小于正常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脓毒血症患者 COX-1 和 COX-2 水平均有不同程度升高，其中 COX-2 增高相对不足与脓毒症

相关急性肾损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645 

 

PU-0963 

中药木鳖子乙醇提取物对羟基桂皮醛毒理学研究 

 
马鸣,赵连梅,单保恩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中药木鳖子乙醇提取物对羟基桂皮醛(p-Hydroxylcinnamaldehyde, CMSP)的毒副作用，为其

应用于临床肿瘤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60 只昆明小鼠分为对照组，CMSP 低剂量(200 mg/kg)组，CMSP 高剂量(400 mg/kg)组。观

察各组小鼠一般状态，28 天后，处死小鼠，观察小鼠血常规、生化指标，同时观察各组小鼠重要

脏器组织的病理改变。 

结果  观察期内未观察到死亡小鼠，同时各组小鼠血常规指标无明显差异(P>0.05)，高剂量 CMSP

小鼠外周血 ALT 和 AST 较对照组增高(P<0.05)，肾功能及心肌酶谱无明显差异 (P>0.05)。各组小

鼠内脏组织无明显改变。 

结论  CMSP 具有较小的毒副作用，因此在肿瘤临床治疗中具有广泛前景。 

 
 

PU-0964 

miR-182 对人非小细胞肺癌细胞迁移、侵袭及增殖能力的影响 

 
申娴娟,鞠少卿 ,沈荣春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探讨 miR-182 对小细胞肺癌细胞增殖、迁移、侵袭及抗凋亡能力的影响。 

方法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qRT-PCR）检测 28 对非小细胞肺癌

（NSCLC）患者癌组织及对应癌旁组织标本中 has-miR-182 的表达水平。选取 NSCLC 细胞株

A549，分别将 miR-182 模拟物、抑制物和各组阴性对照转染细胞后，采用 WST 细胞增殖实验及

细胞克隆形成实验检测细胞增殖能力；应用 transwell 实验检测 miR-182 对 NSCLC 细胞侵袭和迁

移能力的影响；Western Blot 实验检测 miR-182 对 NSCLC 细胞凋亡相关蛋白 Bax、Bcl-2 表达的

影响。 

结果   NSCLC 患者癌组织中 miR-182 的相对表达量（5.547±0.905）显著高于癌旁组织

（1.856±0.178，P=0.0002）。miR-182 模拟物使 A549 细胞增殖、侵袭和迁移能力增加，凋亡相

关蛋白 Bax 表达下调、Bcl-2 明显上调，miR-182 抑制物转染组效应则与其相反。 

结论   miR-182 促进 NSCLC 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为 NSCLC 靶向治疗提供新思路。 

 
 

PU-0965 

miR-103a-3p 对肺癌 A549 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的影响 

 
徐鑫鑫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探讨 miRNA-103a-3p（miR-103a-3p）在人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对肺癌 A549 细胞增殖、迁

移和侵袭的影响。 

方法  收集南通市肿瘤医院 52 例肺癌患者组织标本，RT-PCR 检测肺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 miR-

103a-3p 的表达。采用 LipofectamineTM 3000 将 miR-103a-3p mimic、mimic NC、miR-103a-3p 

inhibitor 及 inhibitor NC 转染至 A549 细胞中，RT-PCR 检测 miR-103a-3p 的转染效率；CCK8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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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检测细胞增殖；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划痕愈合实验检测细胞的迁移能力；Transwell 小室

实验检测细胞的侵袭能力。 

结果  miR-103a-3p 在肺癌组织中的表达明显低于癌旁组织（P<0.01）。RT-PCR 结果显示，转染

miR-103a-3p mimic 组细胞中 miR-103a-3p 表达显著高于 mimic NC 组，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能

力受到抑制。而转染 miR-103a-3p inhibitor 组细胞中 miR-103a-3p 表达低于 inhibitor NC 组，细胞

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增强。但细胞凋亡在四组中变化不明显，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miR-103a-3p 在肺癌组织中低表达，转染 miR-103a-3p 后肺癌 A549 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

袭能力明显降低。 

 
 

PU-0966 

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血清 miR-193b 表达及临床意义 

 
申娴娟,苏建友,鞠少卿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探讨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血清 miR-193b 表达及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MM 患者 42 例（MM 组），体检健康者 35 例（对照组）；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RT-qPCR）法检测血清 miR-193b 相对表达量；采用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法分析 MM 患者血

清 miR-193b 水平与 β2M、轻链 κ、轻链 λ 和 LDH 水平的关系；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

线评估各指标单独及联合检测对 MM 的诊断效能。 

结果  MM 组和对照组血清 miR-193b 相对表达量分别为 6.904±2.782、4.454±2.553，组间比较

P<0.01。IgG 型 MM 患者血清 miR-193b 相对表达量为 8.001±2.479，IgA 型为 5.268±1.849，其

他为 6.396±3.132；IgG 型高于 IgA 型（P<0.01），其余各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

>0.05）。MM 患者血清 miR-193b 水平与 β2M、轻链 κ、轻链 λ 和 LDH 水平均不相关（P 均

>0.05）。血清 miR-193b 诊断 MM 的灵敏度、准确度均高于轻链 κ、轻链 λ、β2M 和 LDH，血清

miR-193b 联合轻链 κ、轻链 λ、β2M 或 LDH 诊断 MM 的灵敏度、准确度均高于各单项指标。 

结论  MM 患者血清 miR-193b 水平升高，检测血清 miR-193b 水平变化可用于 MM 的辅助诊断及

临床分型。 

 
 

PU-0967 

Epigenetic silencing of miR-335 induces migration  
by targeting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 

 receptor in multiple myeloma 

 
ju shaoqing,Jing Qi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Multiple myeloma (MM) is a common hematological malignancy and remains incurable 
so far. Further insights into its prognosis and identification of new therapeutic targets are urgently 
needed. MiRNA 335 is a classic tumor suppressor in many kinds of cancer, yet its expression 
pattern and biological role in MM is unclear.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e 
expression pattern and biological role of miR-335 in MM cells and MM clinical specimens,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miR-335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MM. 
Methods Affymetrix miRNA chip analysis was used in MM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Real-
time PCR was used to detect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levels of miR-335 in 87 MM patients and 46 
healthy controls. Methylation specific PCR and bisulfite sequencing PCR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methylation level of miR-335. The effect of miR-335 on cell apoptosis,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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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evaluated by flow cytometry, WST and transwell assay, respectively. Western blot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MMP-2, MMP-9 and IGF-1R.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R-335 and IGF-1R. 
Results MiRNA chip showed miR-335 was down-regulated in MM patients, and the result was 
confirmed by real-time PCR. Furthermore the promoter of miR-335 was found to be 
hypermethylation in MM.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335 w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5-
azacytidine treatment. Over-expression of miR-335 or 5-azacytidine treatment could suppress the 
migration of MM cells and down-regulate the expression of IGF-1R. The clinical data analysis 
showed miR-335 w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and helpful to improve the prognosis in MM.  
Conclusions MiR-335 acts as a metastatic suppressor in MM. Our study may offer a new 
complementary biomarker and a novel potential therapy approach for MM. 
 
 

PU-0968 

Dysregulation of serum miR-574-3p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Xianjuan Shen,Shaoqing Ju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microRNA-574-3p (miR-574-3p) expression in serum of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and investigate correlations between serum miR-574-3p 
expression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nosis of HCC. 
Methods Serum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70 patients with primary HCC, 40 patients with 
cirrhosis and 45 healthy controls.miR-574-3p expression levels were detected by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The linearity, specificity and reproducibility were evaluated. In addition,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miR-574-3p and its correlations with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were assessed. 
Results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miR-574-3p in HCC patients, cirrhosis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was 2.306 (1.801-3.130), 1.362 (0.994-1.665) and 1.263 (0.765-1.723), respectively, 
indicating that i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HCC patients than that in the other two groups 
(U=439.5, 514.5, both P<0.0001) and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HBV DNA copies (U=383.0, 
P=0.018). In HBV-positive HCC patients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miR-574-3p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HBV DNA concentration (r=0.348, P=0.022).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 group, 

AUCROC of serum miR-574-3p in HCC group was 0.837 with 95% CI 0.763‑0.910. Combining 

miR-574-3p, AFU and AFP together, the sensitivity was highest compared with other markers 
alone, or combined. 
Conclusions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serum miR-574-3p in HCC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irrhosis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and it may be an important biomarker in 
the auxiliary diagnosis of H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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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69 

Diagnostic model of serum miR-193a-5p,  
HE4 and CA125 improves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of epithelium ovarian cancer 

 
Xianjuan Shen,Yan Zhang,Xiaojuan Ren,Shaoqing Ju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Epithelium ovarian cancer (EOC) is currently the prevalent malignant cancer worldwide. 
However, there is a lack of efficient biomarkers for EOC screening. Accumulating evidence 
reveals that serum miRNA detectable in various types of cancer. Therefore, we explor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combined detection of plasma miR-193a-5p, HE4 and CA125 for EOC. 
Methods Serum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45 patients with primary EOC, 30 patients with 
benign ovarian tumor patients and 40 healthy controls. The expression of serum miR-193a-5p 
was detected by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and serum HE4 and CA125 were detected by 
chemiluminescent immunoassay. Moreover, a diagnostic model combining miR-193a-5p, HE4 
and CA125 or alone in EOC patients was evaluated by ROC curve analysis. 
Results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quantity (RQ) of serum miR-193a-5p in EOC patients was 0.419 
(0.093, 2.215), 3.667 (1.633, 6.691) and 1.130 (1.000, 7.087). The RQ of serum miR-193a-5p in 
EOC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benign ovarian tumor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both P<0.001),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benign ovarian tumor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both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miR-193-5p, HE4 and CA125.miR-193a-5p, HE4 and CA125 was correlated with Grading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P=0.016, P=0.029). The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of a risk model for distinguishing EOC patients from healthy individuals was 0.996, which 
higher than any single biomarker. 
Conclusions Combined detection of miR-193-5p, HE4 and CA125 b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could greatly improved the diagnostic ability of EOC and may prove to be a candidate biomarker, 
providing new directions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PU-0970 

血清 miR-182 检测在结直肠癌中的诊断价值研究 

 
张艳,王峰,鞠少卿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探讨血清 miR-182 作为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潜在标志物的诊断价值。 

方法  运用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 53 例 CRC 患者血清 miR-182 含量，并与肠良性病变患者以及健

康体检者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CRC 患者血清 miR-182 含量明显高于肠良性病变组以及健康体检组，P<0.01。ROC 曲线显

示血清 miR-182 诊断 CRC 的曲线下面积为 0.846，95%置信区间，0.768 ~0.925；诊断灵敏度为

77.1%，特异性为 81.1%，P<0.001。血清 miR-182 含量与 CRC 患者 TNM 分期（P=0.011）及远

距离转移（P=0.002）有关；而与其它临床参数无显著相关性，P>0.05。CRC 患者术后血清 miR-

182 含量明显低于术前水平，P<0.01；而术后出现复发/转移的患者血清 miR-182 含量又明显升

高，P=0.019。 

结论  CRC 患者血清 miR-182 含量明显升高，并与病情及恶性进展密切相关，血清 miR-182 可作

为 CRC 潜在标志物用于临床诊断以及病情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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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71 

miRNA-107 在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徐鑫鑫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探讨 miRNA-107（miR-107）在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南通市肿瘤医院 52 例肺癌患者组织标本，RT-PCR 检测肺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 miR-107

的表达水平，并分析其与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绘制 ROC 曲线，评价 miR-107 表达水平对肺

癌的诊断价值。 

结果  miR-107 在肺癌组织中的表达明显低于癌旁组织（P < 0.01）。miR-107 表达量下调 42 例，

表达量上调 10 例，其表达仅与性别和 TNM 分期有关（P < 0.05），而与年龄、吸烟史、病理类

型、肿瘤大小、是否淋巴结转移及生存时间无关（P > 0.05）。根据 miR-107 表达水平绘制 ROC

曲线，曲线下面积（Az）为 0.736（95% CI：0.639-0.833），临界值取 4.4649 时，miR-107 诊断

肺癌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均为 71.2%。 

结论  miR-107 在肺癌组织中表达量下调，且可为肺癌诊断和治疗的提供参考依据。 

 
 

PU-0972 

结肠癌相关转录因子 2 在肿瘤中的角色研究及其进展 

 
鞠少卿,徐洪磊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通过对 CCAT2 在肿瘤中的最新研究进展做一综述，为其生物学功能的研究及临床病例的诊

断和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1.对 lncRNA 及 CCAT2 的的概念进行简单介绍；2.对 CCAT2 的细胞定位进行了简要讨论；3.

对不同系统肿瘤中 CCAT2 的表达及作用机制的进行简要描述；4.对 CCAT2 在肿瘤治疗、耐药中

的作用做一概述；5.对 CCAT2 在肿瘤代谢中所起的作用进行简要概括。 

结果  CCAT2 属于倡廉非编码 RNA；CCAT2 在不同细胞胞浆胞核中的表达不尽相同；目前的研究

表明 CCAT2 在各大系统肿瘤中高表达，促进肿瘤的发生发展；CCAT2 在肿瘤的治疗及耐药中发

挥着“绊脚石”的作用；CCAT2 以等位基因特异性方式直接与蛋白质复合物相互作用重编程癌症代谢

的过程. 

结论  CCAT2 作为一个致癌分子在许多人类肿瘤中已被研究和报道，但在运动系统、内分泌系统以

及循环系统等其它肿瘤中的研究还比较少见。CCAT2 的致癌机制可能是通过 Wnt/β-catenin、

PTEN/PI3K/AKT 及 mTOR 等信号通路促进瘤细胞的增殖、侵袭、迁移及抗凋亡，然而对 CCAT2

上游及下游基因的调控及具体致癌机制的了解还相对较少。多个研究报道 CCAT2 的表达水平与淋

巴结转移及肿瘤分期成正相关，可作为肿瘤患者不良预后的独立预测因子，但其在肿瘤中的临床研

究价值尚未进行系统性的评价，如种族、民族及环境的各种影响因素对 CCAT2 的表达的影响。对

于 CCAT2 在肿瘤中与药物相互作用的研究目前也相对较少，如果能将其作为临床治疗靶标并与临

床用药相联系，则可能为肿瘤的治疗提供新的有效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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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73 

Identification specific miRNA in t(4;14) multiple myeloma 
based on miRNA-mRNA expressing profile correlation 

analysis 

 
ju shaoqing,Liu Huimin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Multiple myeloma(MM) is a common malignancy belonging to hematological system. 
The translocation t(4;14)(p16.3;q32.3) is a critical cytogenetic change of MM, which is presenting 
a poor prognosis. MicroRNAs(miRNAs) hold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MM, but the specific miRNAs which are involved in t(4;14) positive myeloma are 
still unknown. Thu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identify specific miRNAs 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miRNAs and their hub target genes in t(4;14) positive myeloma, using 
microarray datasets. 
Methods The expression profiles of miRNA and mRNA in t (4; 14) positive myeloma and t(4; 14) 
negative myeloma samples were obtained from the Gene Expression Omnibus(GEO) data series, 
following the difference analysis with the limma package. The miRNA-mRNA regulatory network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two self-defined regulation models, according to the classical Fisher’s 
exact test. Subsequently, we performed the topology analysis for mining the hub genes 
underlying miRNA-mRNA subnet, and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alysis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relevance of the hub genes and specific miRNAs.  
Results According to a series of screening criterions, 13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iRNAs and 
206 differential mRNAs were extracted between t(4;14) positive group and negative group. The 
network was consisted of 8 miRNAs and 154 mRNAs in two reverse regulated models, which 
showed a total of 485 interactions, including 376 cis-regulated and 109 trans-regulated 
relationships. The miR-125a-3p, miR-125a-5p, miR-99b-5p and let-7e were powerful miRNAs 
correlating with the FGFR3, MAP1B, MYRIP, and CDC42BPA, these four significant target genes 
under the relevance analysis in the subnetwork. Intriguingly, FGFR3 has been verified acting as a 
well-known pivotal gene in t(4;14) MM; In addition, the downregulated miR-339-3p was only 
related to CCND2, which has previously been found playing aggressive role in the apoptosis of 
multiple myeloma cells. 
Conclusions Overall, in our study, a distinctiv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miRNA-mRNA was 
established to excavate specific miRNAs and hub target mRNAs in t(4;14) patients, but it was 
only a matter of theoretical principles. The further experimental explorations are needed to 
confirm valuable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symbols specific associated with t(4;14) in the future.  
 
 

PU-0974 

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相关因素分析 

 
周允,曹永彤 

中日医院,100000 

 

目的  对难治性 SHPT 患者血清全段甲状旁腺激素（intact parathyroid hormone, iPTH）和脂肪因

子水平进行相关性分析。 

方法  选取拟行甲状旁腺切除术（parathyroidectomy, PTX）治疗的终末期肾病患者 70 例，收集患

者临床及检验资料，ELISA 法测定血清 TNF-a、IL-6、总脂联素（total adiponectin, APN）和高分

子量脂联素（high molecular weight adiponectin, HMW APN）、Chemerin 和 Adipsin 水平，采用

Pearson 法对其相关性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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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70 例患者中，男性 40 例，女性 30 例，平均年龄 47.5 ± 12.5 岁（24～69 岁）；PTX 前血

清 iPTH 1212 ± 709 ng/L（328～3585 ng/L），WBC 计数 6.27 ± 1.57 109/L（3.75 ～9.96 

109/L），SOD 149 ± 29 U/ml（86～215 U/ml），TNF-a 115 ± 75 pg/ml （2～397 pg/ml），IL-6 

35 ± 22 pg/ml （2～181 pg/ml），APN 15.1 ± 9.6 μg/ml （1.6～43 μg/ml），HMW APN 4.9 ± 

3.7 μg/ml （0.2～20 μg/ml），Chemerin 210 ± 42 ng/ml （135～307 ng/ml），Adipsin 16.8 ± 

0.5 μg/ml （15.2～17.7 μg/ml）。Pearson 相关分析表明，SHPT 患者血清 iPTH 水平与年龄、

WBC 计数、TNF-a、APN、HMW APN 无显著相关性，与 SOD （p=0.005）、Chemerin 

（p=0.002）呈显著正相关，与 IL-6 （p=0.048）、Adipsin （p=0.000）及 HMW APN/APN 比值

（p=0.046）呈显著负相关。 

结论  难治性 SHPT 患者 PTX 前血清 iPTH 水平与血清 SOD 和脂肪因子 Chemerin、IL-6、Adipsin

水平以及 HMW APN/APN 比值密切相关，提示脂肪因子家族可能参与了 SHPT 患者内环境稳态的

调控。 

 
 

PU-0975 

降钙素原、超敏 C 反应蛋白对食管癌患者放化疗后 

感染诊断价值的评估 

 
丁世凯 

甘肃省肿瘤医院,730000 

 

目的  研究分析降钙素原（PCT），白介素-6（IL-6），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白细胞

（WBC）及中性粒细胞（N）等炎症指标联合检测对食管癌放、化疗的疗效评估及预后判断。 

方法  选取我院放疗中心 2016 年 3 月至 2018 年 4 月收治食管癌住院患者 234 例。将将食管癌患者

分为非感染组（104 例），感染组（130 例），检测两组 PCT、hs-CRP、IL-6、WBC、中性粒细

胞结果，并进行比较。 

结果  食管癌患者感染组 PCT、hs-CRP 和中性粒细胞水平均明显高于非感染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PCT、hs-CRP,和中性粒细胞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760、0.905、

0.078。三者联合后的敏感度为 94.6%，特异性为 85.2，约登指数为 80.2，经 ROC 曲线分析，曲

线下面积（AUC）为 0.953，联合后的结果较为理想，对感染诊断的准确率达到 87.6%。 

结论  食管癌患者联合检测 PCT、hs-CRP、IL-6、WBC、中性粒细胞等多项感染指标，对放化疗

后预防感染的诊断及评估预后有重要意义。 

 
 

PU-0976 

Decreased expression of IGFBP6 confers poor survival in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ju shaoqing,Chunmei Zhao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binding protein 6 (IGFBP6), as a specific inhibitor of IGF-

Ⅱ , is widely regarded as a candidate tumor suppressor in multiple tumors. However, the 

expression and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IGFBP6 in colorectal cancer (CRC) remains obscure.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d the expression profiles of IGFBP6 mRNA and protein in 
CRC and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In addition, we also investigat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GFBP6 expression and various clinical parameters. Moreover, we explored the role of IGFBP6 
on CRC cells’ growth, migration and invasion by Cell Counting Kit-8(CCK8), colony formation and 
transwell migration assay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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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Compared with adjacent noncancerous tissues, the levels of IGFBP6 mRNA and protein 
significantly declined in CRC specimens, as evaluated using 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d tissue microarray immunohistochemistry analysis.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es both revealed that low IGFBP6 expression is associated with dismal overall 
survival.Silencing IGFBP6 expression using siRNA oligos increased CRC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Conclusions Our data suggest that IGFBP6 may act as a tumor suppress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CRC, and that low IGFBP6 expression could be used 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indicator in 
patients with CRC. 
 
 

PU-0977 

MiR-30d 在多发性骨髓瘤中的诊断价值 

 
鞠少卿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评价血清中 miR-30d 对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MM）的诊断价值，研究血清中

miR-30d 在 MM 分期、免疫学分型、治疗监测中的意义，为 miR-30d 作为 MM 血清生物学标志物

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建立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血清 miRNA 表达的方法，检测 81 例 MM 初诊病人和 78 例健康

对照者血清中 miR-30d 的相对表达水平，并构建 ROC 曲线评价 miR-30d 在 MM 中的诊断价值，

计算出最佳检测点的 cut-off 值，相应的灵敏度，特异度以及曲线下面积。将 MM 患者血清 miR-

30d 含量与 MM 患者各项临床资料进行相关性分析并对部分初诊患者进行两个疗程的随访，比较治

疗前后的血清 miR-30d 表达变化情况。 

结果  与同期入院的健康对照相比，miR-30d 在 MM 初诊病人血清中低表达（P<0.0001）并且其表

达水平与血红蛋白（HGB），血小板（PLT），血肌酐（Cr），β2 微球蛋白（β2-MG）浓度以及

骨髓瘤分期显著相关（P<0.05）；初诊及复发 MM 病人在进行 2 个疗程治疗后，miR-30d 表达水

平显著提升（P<0.0001）。 

结论  miR-30d 在 MM 初诊病人血清中相对表达量显著低于健康对照，并且与多项临床指标具有相

关性，对 MM 的辅助诊断和疗效监测有重要意义。 

 
 

PU-0978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ASPN  
and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in colorectal cancer 

 
ju shaoqing,Chunmei Zhao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ASPN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 tumor oncogene in human colorectal cancer (CRC). 
However, the expression of ASPN has not been evaluated for its potential use as a biomarker in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assessment of CRC. 
Methods In our research, we analyzed the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s of ASPN in CRC 
tissues and adjacent non-tumor tissues using quantitative reverse transcription PCR (qRT-PCR) 
and tissue microarray immunohistochemistry analysis (TMA-IHC) respectively. 
Results Both ASPN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CRC tissues than in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particullary in CMS4. More interestingly, high ASPN protein level was 
associated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P=0.028) and TNM stage (P=0.034). The Kaplan-Meier 
method and log-rank test indicated that high ASPN expression (P<0.001), poor tumor 
differentiation (P<0.001), advanced TNM stage (P<0.001), distant metastasis (P<0.001)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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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ed with low survival of CRC patients. Multivariate survival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high ASPN expression are independent predictor of prognosis in CRC patients.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the clinical importance of ASPN in CRC, 
ASPN may be a promising therapeutic target in CRC CMS4 patients. 
 
 

PU-0979 

微流控芯片检测循环肿瘤细胞及其 在肺癌检测中的临床应用 

 
鞠少卿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建立具有高敏的微流控芯片装置进行肺癌患者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TCs）的检测和分析，并探讨该装置在肺癌患者诊断、治疗以及预后监测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本实验以小细胞肺癌细胞株 H446 和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就诊的 200 例肺癌患者以及 50 例健康

体检者的外周血为研究对象。将已知浓度的 H446 细胞株加入正常人外周血中，对微流控芯片方法

进行优化，验证该芯片的性能。并与免疫磁珠法比较，进行相关性分析。利用建立微流控芯片的方

法，检测 200 例肺癌患者和 50 例正常人外周血液中 CTCs 的数量，分析 CTCs 的数量与患者的分

期、病理类型、转移、治疗和预后之间的关系。 

结果  不同浓度下的肺癌细胞株 H446 回收率≥92%，经回归分析，相关系数 R2=0.9988。分别用微

流控芯片技术和免疫磁珠法检测 40 对相同患者外周血中 CTCs 的数量，芯片法的均数为

17.80±13.49 个/mL，磁珠法检测的均数为 8.666±7.205 个/mL。用芯片法检测的 200 例肺癌患者

和 50 例正常人外周血中 CTCs 的数量，均数分别为 20.90±16.95 个/mL、0.58±1.472 个/mL

（P<0.05）。ROC 曲线分析得出 CTCs 的 cutoff 值为 3.5 个/mL，曲线下面积为 0.975，95%CI，

0.957-0.992，灵敏度为 86% ，特异度为 98%。根据肺癌 TNM 分期的国际标准，将 200 例肺癌患

者分为四期，Ⅰ期均数为 5.0±5.121 个 /mL，Ⅱ期均数为 8.731±6.36 个 /mL，Ⅲ期均数为

16.81±9.556 个/mL，Ⅳ期均数为 28.72±17.39 个/mL。 

结论  微流控芯片法检测外周血液中 CTCs 具有较高的准确度，检测灵敏度高于传统的免疫磁珠

法。外周血液中 CTCs 的水平变化与肺癌的临床分期、病理分型、转移、治疗有着密切的相关性，

表明利用微流控芯片法检测 CTCs 对于肺癌患者的早期诊断、治疗、疗效评估以及预后监测具较好

的临床价值和应用前景。 

 
 

PU-0980 

抑制 IGF-I 受体分子表达逆转肝癌细胞多药耐药的机制 

 
赛文莉,吴玮,邱历伟,杨君伶,姚登福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肝细胞性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绝大多数 HCC 的

病原因素与乙肝病毒(HBV)和丙肝病毒(HCV)感染相关，其发生发展是多基因、多步骤协同的复杂

过程，涉及到癌基因激活，抑癌基因失活及(或)胚胎期某些癌基因重新复活等信号通路和基因调

控]。多数肝癌在确诊时已属中、晚期，已不能进行手术切除，放疗或化疗效果有限，且预后极差，

寻求新的有效治疗进展期 HCC 方法已成为探讨热点。胰岛素样生长因子轴(IGFs)被认为在 HCC 发

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尤其 IGF-I 受体(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I receptor, IGF-IR)所介导的信号

通路至关重要[7,8]。本文以 IGF-IR 短发夹型 RNA(shRNA)真核表达的高效质粒，转染人肝癌 HBV

阳性 PLC/PRF/5 细胞和 HBV 阴性 Bel-7404 细胞，观察干预 IGF-IR 基因转录对肝癌细胞增殖的影

响，以探讨其潜在治疗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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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以 pGPU6/GFP/Neo-IGF-IR-shRNA 高效质粒，转染 IGF-IR 高表达的 HBV 阳性肝癌

PLC/PRF/5 和 HBV 阴性 Bel-7404 细胞；以荧光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和 Western blottingm 分

析 RNA 和蛋白表达；以 CCK-8 法分析细胞增殖；以流式细胞术、Annexin-V-PE/7- ADD 分析细胞

周期与凋亡。 

结果  IGF-IR shRNA 转染 PLC/PRF/5 细胞效率为 71%和 Bel-7404 细胞为 90%，肝癌细胞 IGF-IR

在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上同步减少；且增殖抑制率，PLC/PRF/5 细胞为 63.9±3.9% (P<0.001)

及 Bel-7404 细胞为 61.5±1.7%(P<0.005)，细胞周期 G1期阻滞，抑制 cyclinD1 表达，促进凋亡；

特异性 shRNA 与索拉非尼及奥沙利铂 IC50下降，抑制肝癌细胞增殖具有协同效应。 

结论  下调 IGF-IR 基因转录，具有抑制肝癌细胞增殖、改善药物敏感性和逆转肝癌细胞 MDR 的作

用。 

 
 

PU-0981 

结直肠癌患者血浆外泌体内 lncFBXL19-AS1 的表达 

及其临床意义 

 
王旭东,黄颖,刘慧敏,陈晶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检测结直肠癌患者血浆外泌体中 lncFBXL19-AS1 的表达水平并分析其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超高速离心法提取结直肠癌细胞培养上清及结直肠癌患者血浆中外泌体，通过透射电子

显微镜及蛋白印迹技术分别检测外泌体形态结构、膜表面标志蛋白表达，以鉴定外泌体；采用超高

速离心法+TRIzol、SeraMir 试剂盒分别提取细胞系来源外泌体、23 例结直肠癌患者及 14 例健康体

检者血浆外泌体中的总 RNA，利用 qRT-PCR 检测 lncFBXL19-AS1 表达水平，分析其与临床病理

参数的相关性，并绘制 ROC 曲线分析其诊断效能。 

结果  经透射电镜观察，外泌体为直径在 40-100nm 之间的盘状囊泡。蛋白印迹技术分析显示外泌

体同时表达 CD9、CD63。结直肠癌细胞系 HCT116、HT29 细胞培养上清外泌体中 lncFBXL19-

AS1 表达明显高于 NCM460 细胞，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直肠癌患者血浆外泌体

lncFBXL19-AS1 表达明显高于健康体检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血浆外泌体

lncFBXL19-AS1 表达与结直肠癌的肿瘤分化、肿块大小、TNM 分期及淋巴结转移相关（P ＜

0.05）。结直肠癌患者血浆外泌体中 lncFBXL19-AS1 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ROC）为 0.839，

95%置信区间（CI）为 0.703～0.974，cut-off 值为 3.068，敏感性为 69.60%，特异性为

85.70%。 

结论  结直肠癌患者血浆外泌体 lncFBXL19-AS1 表达升高，有望成为结直肠癌非侵入性的诊断标志

物。 

 
 

PU-0982 

比较两种化学发光方法检测甲状腺球蛋白（Tg）的性能 

 
崔凯,蔺亚晖,李阳,冯子秋,周洲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100000 

 

目的  甲状腺球蛋白（Tg）可由多种原因刺激生成，它对外周甲状腺激素 T3 和 T4 的合成起着决定

性作用，常见的甲状腺疾病可通过对心肌细胞和血管平滑肌的相关效应引起心脏和心血管异常。选

择合适的检测方法尤为重要，本文比较临床上常见全自动化学发光方法检测甲状腺球蛋白（Tg）的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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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血清样本，评价索灵 XL(系统 A)、罗氏 （系统 B）两种仪器检测甲状腺球蛋白（Tg）的

精密度、线性范围、回收率和一致性。批内不精密度依据 EP5-A2 文件的实验方案，两个系统连续

20 天测试 20 个样本，分别计算批内、批间精密度。线性范围验证依据 EP6-A 文件实验方案，收

集每个系统线性范围内的高、低标本，进行线性回归，计算确定（R²）、斜率（b）和回收率。一

致性依据 EP9-A2 文件实验方案，收集 100 份患者血清用两个系统同时与第三方进行一致性比对，

被验证系统结果为 Y 轴，第三方检测系统为 X 轴。使用 SAS 9.1.3 软件完成相关分析，使用 MS 

Excel 2010 软件进行绘图。 

结果  两种检测系统的各项评价均符合厂家说明书声明要求，在批内/间精密度比较中，系统 A 批内

精密度低值为 2.146%，高值为 3.621%，厂家声明批内精密度为 10%；批间精密度低值为

2.929%，高值 4.223%，厂家声明批间精密度为 15%；系统 B 批内精密度低值 1.383%，高值为

1.52%，厂家声明批内精密度为 10%；批间精密度为 15%。在两个系统的的线性验证对比中，同

时选用混合血清，系统 A 在线性范围为 0.2-1000ng/ml 浓度范围内线性关系合格（R2=0.998），平

均回收率为 107.3% ；系统 B 在线性范围 0.04-500ng/ml ，浓度范围内线性关系合格

（R2=0.999），平均回收率为 100%。一致性评价中，系统 A 回归方程为 y=0.7705x-0.0085, 

r2=0.9985；系统 B 回归方程为 y=0.9058x+1E-16, r2=1。 

结论  性能评价结果显示系统 B 性能略优于系统 A 性能。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种仪器的检测性能均

能复合厂家厂家说明书宣称内容和相关质量标准，为临床应用提供了有效依据。 

 
 

PU-0983 

非编码 RNA 在胃癌中的研究与应用进展 

 
鞠少卿,李希雯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非编码 RNA 是指转录组中不翻译为蛋白质的 RNA 分子，过去被认为是“暗物质”，随着微阵

列技术和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研究表明非编码 RNA 在肿瘤形成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仅可以作为良好的辅助诊断标志物，并且可以通过不同的机制调控胃癌细胞的增殖、侵袭、迁

移，为胃癌的治疗提供一个潜在的靶点。该文就非编码 RNA 中广泛报道的 miRNA、lncRNA、

circRNA 在胃癌中的最新研究进展及其临床应用状况做一综述。 

方法  非编码 RNA 是指转录组中不翻译为蛋白质的 RNA 分子，过去被认为是“暗物质”，随着微阵

列技术和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研究表明非编码 RNA 在肿瘤形成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仅可以作为良好的辅助诊断标志物，并且可以通过不同的机制调控胃癌细胞的增殖、侵袭、迁

移，为胃癌的治疗提供一个潜在的靶点。该文就非编码 RNA 中广泛报道的 miRNA、lncRNA、

circRNA 在胃癌中的最新研究进展及其临床应用状况做一综述。 

结果  非编码 RNA 是指转录组中不翻译为蛋白质的 RNA 分子，过去被认为是“暗物质”，随着微阵

列技术和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研究表明非编码 RNA 在肿瘤形成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仅可以作为良好的辅助诊断标志物，并且可以通过不同的机制调控胃癌细胞的增殖、侵袭、迁

移，为胃癌的治疗提供一个潜在的靶点。该文就非编码 RNA 中广泛报道的 miRNA、lncRNA、

circRNA 在胃癌中的最新研究进展及其临床应用状况做一综述。 

结论  非编码 RNA 是指转录组中不翻译为蛋白质的 RNA 分子，过去被认为是“暗物质”，随着微阵

列技术和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研究表明非编码 RNA 在肿瘤形成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仅可以作为良好的辅助诊断标志物，并且可以通过不同的机制调控胃癌细胞的增殖、侵袭、迁

移，为胃癌的治疗提供一个潜在的靶点。该文就非编码 RNA 中广泛报道的 miRNA、lncRNA、

circRNA 在胃癌中的最新研究进展及其临床应用状况做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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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84 

缺氧诱导因子-1α 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对肺癌诊断的临床价值 

 
杨君伶 1,王理 2,赛文莉 1,张海健 1,董志珍 1,吴玮 1,姚登福 1 

1.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2.南通大学 

 

目的  非小细胞性肺癌(NSCLC)为多病因、多中心连续发展的恶性肿瘤。前者 5 年生存率低，术后

复发率高，预后差。肺癌生长伴癌组织缺氧诱导因子(HIFs)活性增加，激活下游靶基因转录并编码

血管生成因子-2（Ang-2）等表达增加、促进血管重建、改变血管通透性，与癌基因(ras, c-myc)、

抑癌基因(pVHL、P53、PTEN)、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及微小 RNA(miRNA)改变等明显相

关，不仅影响肺癌放、化疗，且使癌细胞更具侵袭性、易转移，但其机制尚待阐明。本研究旨在分

析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在肺癌中表达及其临床病理特征。 

方法  采用自身对照法收集 115 例肺癌患者术后癌组织和癌旁组织标本。从肺组织中提取总核糖核

酸（RNA）。通过免疫组化组织芯片观察组织 HIF-1α 的表达和细胞分布情况。采用酶联免疫吸附

法检测循环 HIF-1α 和 VEGF 的表达水平。 

结果   血清 HIF-1α 表达水平（ 138.3±28.8μg/L ）肺癌组显著高于（ P<0.01 ）肺炎组

（58.8±14.5μg/L）和对照组（24.1±3.3μg/L），与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水平呈正相关（0.937，

0.01）。总 RNA 的特定浓度（1.52±1.14 μg/mg 湿肺组织）在癌组织中显著高于（t＝8.494，

P<0.001）癌旁组织（0.58±0.33μg/mg）。肺癌组织中 HIF-1α 表达的临床病理特征显示 HIF-1α 阳

性与患者性别（χ2 = 4.494，P = 0.034），肿瘤大小（χ2 = 4.679，P = 0.031），分化程度（χ2 = 

8.846，P = 0.012）或淋巴结转移的存在（χ2 = 6.604，P = 0.0）关系密切。 

结论  肺癌的 HIF-1α 表达异常与核酸代谢和血管生成密切相关，有助于肺癌的诊断和鉴别 

 
 

PU-0985 

Down-regulation of long non-coding RNA SLC25A5-AS1 
facilitates cell growth and inhibits apoptosis by 

upregulation of miR-19a-3p via the PTEN/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in gastric cancer 

 
ju shaoqing,Li Xiwen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Early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the long non-coding RNAs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cancer 
progression. Here we screened the lncRNA SLC25A5-AS1 from the microarray of gastric 
cancer(GC), it might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gastric tumorigenesis and progression. 
Methods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SLC25A5-AS1 in GC tissues and cells was detected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qRT-PCR). In vitro, cell proliferation ability was detected by CCK-8 
assay and colony formation assay, while the cell apoptosis and cell cycle by flow cytometry. In 
vivo, we studied the effect of SLC25A5-AS1 on tumorigenesis by tumor formation in nude mice. 
The mechanism of SLC25A5-AS1 might act as a ceRNA competing with PTEN in combination 
with miR-19a-3p to regulate malignant phenotype by PI3K/AKT signal pathway was detected by 
luciferase assays and Western blot analysis.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lncRNA SLC25A5-AS1 in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the low expression of SLC25A5-AS1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umor size, TNM stage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In the biological functions of 
GC cells, SLC25A5-AS1 could promote GC cell proliferation in vitro and in vivo. Dual-luciferase 
reporter gene assay was conducted to conformed the directly interacted between SLC25A5-AS1 
and miR-19a-3p, rescue experiment showed that cotransfection miR-19a-3p mimics and pcDNA-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657 

 

SLC25A5-AS1 partially restore the ability of cell proliferation, cell apoptosis and the proteins 
levels of PTEN/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Conclusions SLC25A5-AS1 is down-regulated in GC and may function as a suppressor gene in 
the progression of GC. Additionally, SLC25A5-AS1 might act as a ceRNA competing with PTEN 
in combination with miR-19a-3p to regulate malignant phenotype by PTEN/PI3K/AKT signal 
pathway. Taken together, SLC25A5-AS1 may serve as a potential target for cancer therapeutics 
in GC. 
 
 

PU-0986 

Advance of small nucleolar RNAs  
in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research 

 
Xudong Wang,Jing Chen,Ying Huang,Huimin Liu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Reviewing current research about the progression of snoRNAs in cancer, hoping to 
propose potential strategies for cancer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in the future. 
Methods Reading a large number of snoRNA research reports at home and abroad to know 
different roles of snoRNA in biological  evolution. 
Results SnoRNAs have dual effects on power of cell self-renewal. On the one hand, 
they promote the growth of stem cells to create and repair damaged tissues or organs, holding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s in regenerative medicine. On the other hand, dysregulation of 
snoRNAs brings about unlimited proliferation of cancer cells, radiochemotherapy resistance and 
even the worst prognosis of patients. Unfortunately, there is still no report of snoRNAs' function in 
expediting stem cell-like features in digestive system cancer. As for me,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snoRNAs' dysfunction on cell self-renewal may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further tumor 
study, in which multiple malignant phenotypes are present triggered by snoRNAs' alteration.  
Conclusions We might as well target snoRNAs' action sites to inhibit cancer cell self-renewal or 
caner-related methylation, and develop new approaches for individual therapy of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The severity of illness will be determined by snoRNAs' level detected in blood samples, 
with prognosis evaluated later. In the light of difference in therapy, dosing adjustment of targeted 
agents followed by chemoradiotherapy will be put into effect to prolong patients' lives. It's a 
beautiful assumption, but till today, mutual acting sites of snoRNAs on target RNAs have not 
been thoroughly elucidated. Size of snoRNAs determines the limitation in deep sequencing, 
where a full snoRNA repertoire may not be detected. SnoRNAs' major nucleolar position makes it 
difficult for high-efficient transfection of siRNA or short hairpin RNA (shRNA) vectors. Furthermore, 
if a patient suffers from multiple diseases at the same time, the level of snoRNAs in blood 
circulation may disturb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How to determine the specificity of disease 
according to snoRNAs in body fluids become more challenging. The presence of scaRNAs 
makes us ponder: whether snoRNAs from different parts own the same function in controlling cell 
behavior? The divergence of expression existed between snoRNAs and their host genes in 
cancer, as well as discovery of orphan snoRNAs, tissue-specific snoRNAs without detailed 
description lead us to speculate that snoRNAs may play more unrecognized roles in biological 
evolution, reflecting their essential clinical research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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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87 

舒洛地特对糖尿病肾病患者的保护作用-Meta 分析 

 
李囡 

中日友好医院 

 

目的  目前临床对糖尿病肾病的治疗手段有限，主要应用血管紧张素 2 受体阻滞剂或血管紧张素转

换酶抑制剂类药物，但疗效因人而异，并由于其降压作用明显而在某些低血压患者中无法使用。舒

洛地特是一种葡萄糖胺聚糖类药物，由 80%的低分子肝素和 20%硫酸软骨素构成。该药物可以通

过维持肾小球内皮细胞上的正常负电荷来维持血管壁通透选择性作用，减少血白蛋白经血管渗漏为

尿白蛋白，因此补充外源性 GAGs 可能成为治疗 DKD 的一个有效手段。本研究旨在系统评价舒洛

地特治疗糖尿病肾病的临床有效性及对蛋白尿的改善作用。 

方法  计算机检索 Medline、PubMed、The Cochrane Library、EMbase、CNKI、维普和万方 Data

等数据库，查找相关随机对照试验，检索时限均从建库至 2018 年 4 月。按纳入与排除标准筛选文

献、提取数据和评价纳入研究的方法质量后，采用 RevMan 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共纳入 24 个 RCT 研究的 3991 例受试者。Meta 分析结果显示舒洛地特与安慰剂相比，没有

显著改善整体临床疗效（OR=1.40（0.95, 2.07），P=0.09）；而舒洛地特对微量蛋白尿期患者的

UAER 有明显的改善作用（Z=3.71)，对大量蛋白尿患者的 24h-UP 也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Z=2.32）；ACEI/ARB 类药物联用舒洛地特比单独使用 ACEI/ARB 更有助于减少尿蛋白排泄率

（Z=4.39）。 

结论  舒洛地特对 DKD 没有明显的治疗效果，临床使用中倾向于推荐与 ACEI/ARB 类药物联合使

用，或作为 ACEI/ARB 疗效不佳时的替补用药方案，以改善患者的尿蛋白水平。 

 
 

PU-0988 

结直肠癌与 SOD 相关性的研究 

 
张靖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研究结直肠癌患者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 SOD）含量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1538 例初治结直肠癌患者术前血清 SOD 结果、20 例炎性肠病患者血清 SOD 结果，收

集 70 例正常体检人群血清，检测血清 SOD 含量。综合分析年龄，性别等因素对 SOD 的影响，统

计分析三者血清 SOD 结果差异。 

结果   结直肠癌患者组血清 SOD 结果为 140.31±26.73，炎性肠病患者组血清 SOD 结果为

151..30±30.53，体检组血清 SOD 结果为 182.62±19.33。结肠癌患者组与正常体检人群组血清

SOD 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肠癌患者组与炎性肠病组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炎性肠病组与正常体检人群组血清 SOD 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性别对

SOD 结果无明显影响（P>0.05）SOD 结果受年龄影响（P<0.05） 

结论  结直肠癌发生是一个多步骤过程，其中活性氧 ROS（Reactive oxygen species）在结肠癌发

生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本研究结果显示结肠癌患者血清 SOD 水平明显低于正常人血清 SOD 结

果，SOD 可能在结肠癌的发生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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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89 

Identification specific miRNA in t(4;14) multiple myeloma 
based on miRNA-mRNA expressing profile correlation 

analysis 

 
Xudong Wang,Huimin Liu,Ying Huang,Jin Chen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Multiple myeloma(MM) is a common malignancy belonging to hematological system. 
The translocation t(4;14)(p16.3;q32.3) is a critical cytogenetic change of MM, which is presenting 
a poor prognosis. MicroRNAs(miRNAs) hold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MM, but the specific miRNAs which are involved in t(4;14) positive myeloma are 
still unknown. Thu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identify specific miRNAs 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miRNAs and their hub target genes in t(4;14) positive myeloma, using 
microarray datasets. 
Methods The expression profiles of miRNA and mRNA in t (4; 14) positive myeloma and t(4; 14) 
negative myeloma samples were obtained from the Gene Expression Omnibus(GEO) data series, 
following the difference analysis with the limma package. The miRNA-mRNA regulatory network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two self-defined regulation models, according to the classical Fisher’s 
exact test. Subsequently, we performed the topology analysis for mining the hub genes 
underlying miRNA-mRNA subnet, and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alysis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relevance of the hub genes and specific miRNAs. 
Results According to a series of screening criterions, 13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iRNAs and 
206 differential mRNAs were extracted between t(4;14) positive group and negative group. The 
network was consisted of 8 miRNAs and 154 mRNAs in two reverse regulated models, which 
showed a total of 485 interactions, including 376 cis-regulated and 109 trans-regulated 
relationships. The miR-125a-3p, miR-125a-5p, miR-99b-5p and let-7e were powerful miRNAs 
correlating with the FGFR3, MAP1B, MYRIP, and CDC42BPA, these four significant target genes 
under the relevance analysis in the subnetwork. Intriguingly, FGFR3 has been verified acting as a 
well-known pivotal gene in t(4;14) MM; In addition, the downregulated miR-339-3p was only 
related to CCND2, which has previously been found playing aggressive role in the apoptosis of 
multiple myeloma cells. 
Conclusions Overall, in our study, a distinctiv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miRNA-mRNA was 
established to excavate specific miRNAs and hub target mRNAs in t(4;14) patients, but it was 
only a matter of theoretical principles. The further experimental explorations are needed to 
confirm valuable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symbols specific associated with t(4;14) in the future.  
 
 

PU-0990 

异常表达的分泌型凝集素对肝癌诊断及预后的临床价值 

 
孙建英,郑文杰,赛文莉,张海健,杨君伶,吴玮,姚登福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肝细胞性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是全球最常见恶性肿瘤之一，分泌型凝集素

(secretory Clusterin, sCLU)表达与肝癌耐药、增殖和转移等密切相关；sCLU 与 β-catenin 均发挥

重要作用，而二者在肝癌表达相关性及与肝癌预后的关系有待阐明。 

方法  以 Western blotting 和 RT-PCR 分析肝癌细胞及阿霉素耐药 HepG2/ADM 细胞 CLU 蛋白、耐

药蛋白 P-glycoprotein (P-gp)及 Wnt/β-catenin 通路关键信号表达。设计 shRNA 干扰 HepG2/ADM

细胞 CLU 表达，并筛选质粒。采用 MTT 法及荧光双染分析干扰组细胞对常见化疗药敏感性变化，

采用流式细胞仪分析 Rh123 蓄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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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肝癌细胞株及 HepG2/ADM 细胞 CLU 过表达(t=10.913, P=0.008)。shRNA-1 可显著抑制

CLU-mRNA 表达(73.68%, q=23.011, P<0.001)；CLU 干扰组细胞对化疗药物敏感性明显上升，阿

霉素诱导细胞凋亡增加，Rh123 蓄积水平升高，且 MDR1, β-catenin 和 Cyclin D1 表达水平受到抑

制(MDR1: q=14.604, P<0.001; β-catenin: q=13.544, P =0.001; Cyclin D1: q=26.257, P<0.001)。

sCLU 与 β-catenin 在 HCC 组织中阳性率分别为 76.39%和 55.56%，均明显高于癌旁组织

(P<0.001)，且呈显著正相关(r=0.293, P=0.013)。sCLU 与 β-catenin 在 48.61%的肝癌组织中同时

高表达，二者共表达与低分化(P=0.014)，淋巴结转移(P=0.002)，高 TNM 分期(P=0.002) 密切相

关。Kaplan-Meier 生存分析显示，sCLU 与 β-catenin 同时高表达的患者具有最短的生存时间

(P=0.009)；多因素分析提示 sCLU/β-catenin 共表达与肝癌患者预后密切相关(P=0.039)。 

结论  sCLU 与 β-catenin 在肝癌组织中表达具有一致性，且与肝癌患者预后相关，具有潜在的肝癌

预后判断价值。 

 
 

PU-0991 

The characteristic association between kidney dysfunction 
and anemia among adults in China: a large cross-sectional 

population-based study 

 
李江 

中日医院,100000 

 

目的  贫血与慢性肾病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作为慢性肾病的常见并发症，贫血与慢性肾病的不良后

果相关。但是目前没有关于中国人群及分布地区贫血与肾功能紊乱的全面研究。 

方法  我们利用 2009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项目（2009 CHNS）数据库中的 8462 名被调查者的

铁状态、血清肌酐以及健康生活方式数据，进行了本项横向队列研究。 

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人群肾功能紊乱的发生率为 1.4%，贫血的发生率为 15.6%。肾功能紊乱

人群贫血的发生率显著高于肾功能正常人群(46.7% vs. 15.1%)。非缺铁性贫血随肾功能降低的增长

率明显高于缺铁性贫血。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校正混杂因素后，非缺铁性贫血与肾功能

显著相关。 

结论  在全国九个省份中，肾功能与贫血具有相似的关系。随着肾功能的降低，非缺铁性贫血增长

快于缺铁性贫血。多因素分析证明 eGFR 水平与非缺铁性贫血风险呈负相关关系。 

 
 

PU-0992 

肌钙蛋白 I 试剂盒临床验证 

 
钱梦圆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10000 

 

目的  验证评价某公司肌钙蛋白 I 试剂盒的临床应用性能及有效性。 

方法  采用配套仪器设备，测试试剂盒和同类已上市对照试剂盒对 8 份血清、血浆、全血样本进行

预实验；对照试剂盒和测试试剂盒对 255 份血清样本进行平行对照试验；对 154 份相同人（全

血、血浆、血清）样本进行不同类别样本对比试验，对三组试验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和 t 检验。 

结果  预实验结果表明临床试验开展具有可行性；平行对照试验结果表明试验试剂盒与对照试剂盒

的检测数据相关性良好（r=0.998，P＜0.05），偏倚评估分析试验系统可接受，完全符合用于临床

分析的要求，试验试剂盒及对照试剂盒医学决定水平处的允许偏倚可信区间均小于规定的允许误差

的限值；不同类别样本对比试验结果表明全血和血浆样本检测结果相关性良好（ r=0.997，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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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试验肌钙蛋白 I 试剂盒与对照试剂盒对比验证相关性良好，两者在临床性能上具有等效性；

测试试剂盒检测不同类型样本（全血、血浆、血清）同样具有临床等效性。 

 
 

PU-0993 

脂蛋白 a 与冠心病的相关研究 

 
周子豪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100000 

 

目的  冠状动脉性心脏病是危害人类生命的主要疾病之一。冠心病的致病因素错综复杂，传统的冠

心病危险因素如胆固醇、C 反应蛋白、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等均不能独立、完全地反映冠

心病患者的病程进展情况。载脂蛋白 a 是近年来冠心病危险因素研究热点，而高 Lp(a)作为 CHD

的独立危险因素已得到公认。Lp(a)的检测方法有很多种，大部分临床实验室采用的是免疫透射比

浊法或免疫散射比浊法测定其质量。本实验中，我们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冠心病患者和正常人

血清 Lp(a)分别进行检测，以探讨血清 Lp(a)与 CHD 的关系，为临床 CHD 诊断治疗提供支持。 

方法  选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冠心病患者 552 例为病例组，另取 350 例健康人群作为对照组，用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各组血清 Lp(a)含量并进行比较。将 CHD 组 Lp(a)检测结果与传统的 CHD 危

险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此外，通过绘制 ROC 曲线来评价血清 Lp(a)对诊断冠心病的意义。同

时，进一步可比较分析将 Lp(a)由低到高分为四个水平组 Q1（1.30~46.16nmal/L）、Q2

（46.17~96.98nmol/L）、Q3（96.99~230.7025nmol/L）、Q4（230.7026~1143nmol/L），分析

计算不同水平 Lp(a)组其发生冠心病的相对危险度。 

结果  冠心病组 Lp(a)水平较对照组明显升高（P<0.01），同时冠心病患者 Lp(a)水平与传统的冠心

病危险因素包括 LDL-C、HDL-C、hs-CRP、TC 呈正相关性，与 GLU 呈负相关性。绘制 Lp(a)浓

度诊断冠心病预测的 ROC 曲线，曲线下面积为 0.584±0.019。在分别校正了年龄、性别及传统的

冠心病危险因素包括 ApoA1、TC、TG、hs-CRP、LDL-C、HDL-C、GLU 后，血清 Lp(a)水平 Q3

与 Q1 相比，CHD 患病的 OR 值为 2.607（95%CI，1.241-5.478），最高四分位数 Q4 与最低四分

位数 Q1 相比，CHD 患病的 OR 值为 4.251（95%CI，1.939-9.320）。 

结论  血清 Lp(a)水平与冠心病发生及发展呈显著相关，可作为预测冠心病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 

 
 

PU-0994 

Role of Alu elements in regulating gene expression  
and application potential in tumor liquid biopsy 

 
Ming Cui,Yun Jiang,Rongrong Ji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Alu elements are one of the most prevalent non-coding repetitive DNA sequences in 
human genome. These repetitive sequences are also one of the transposons and result in 
insertion, recombination or mutation events in human evolution, accounting for many disease and 
cancers. Recently, studies have revealed that Alu elements play complex role in modulating gene 
expression in the form of mRNAs and lncRNAs. Since the prevalent distribution in human 
genome, Alu elements can be used as target molecule of oncogenesis and cell free DNA. Alu-
based cell free DNA can be applicated to tumor liquid biopsy, which show feasible application 
value in tumor diagnosis and precise medicine. The purpose of this review is to summarize the 
current literature on the role of Alu elements in gene expression regulation, tumor detec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Alu-based liquid biopsy in multiple tumor diagnosis, discrimination and 
prognosis prediction. 
Method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from PubMed and Medline databases is reviewed in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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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lu elements showed a regulation role in gene expression by acting as approximator of 
the global hypomethylation and the inducer of the A-to-I editing in cancers. Most Alu elements 
show hypomethylation and hypoediting levels in cancers.  Besides, Alu exonization, splicing and 
polyadenylation are relevant to post-transcriptional gene expression. Alu RNA, transcribed from 
Alu elements, were found accumulated and induced EMT or apoptosis pathway in cancers 
colorectal, ovarian, renal and breast cancer. Alu-based cell free DNA levels in cancer patients 
were found expressed differently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mpared with that in healthy 
individuals. Increasing Alu-based cell free DNA concentration were reported in multiply literature. 
The risk of tumorigenesis, relapse and the possible residual tumor after surgery can be quantified 
by Alu-based cell free DNA levels. Combination between Alu-based cell free DNA and clinical 
tumor biomarker showed higher diagnostic efficiency in certain cancers. Recent clinical 
researches on Alu-based liquid biopsy showed promising function in tumor auxiliary diagnosis 
and dynamic monitoring, such as early diagnosis, discrimination, and prognosis prediction. It 
showed a correction with survival ratio and recurrence.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Some study found 
that cfDNA levels climbed up and then decreased after surgery. Thus, cfDNA can be a potential 
indicator for cancer patients with surgical treatment. 
Conclusions In this review, the role of Alu elements in oncogenesis were discussed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y are the non-coding sequence in human genome. Researcher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cancers and the Alu recombination, mutation or amplification events have been 
reported in a variety of literature previously. Currently, Alu elements have been widely studied as 
the non-coding sequences. Gene expression can be mediated by Alu elements via epigenetic 
mechanism, such as DNA methylation, A-to-I RNA editing, splicing and so on. The Alu transcripts 
are found exert gene expression role by acting as the molecular sponge of certain miRNA. What’s 
more, Alu elements show feasible application value in tumor detection due to their ubiquitous 
presence in human genome. QPCR and branch DNA techniques are developed in Alu-based 
liquid biopsy with clinical significance, especially in tumor early detection. Besides, further study 
need to be carried on curative effect monitoring after radiotherapy or pharmacotherapy via Alu-
based liquid biopsy. To sum up, non-coding Alu elements show multiple relevance with human 
cancers, considerabl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on their application value in cancer detection or 
monitoring. 
 
 

PU-0995 

79 例血清电解质检验危急值与临床关系 

 
骆亭君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探讨患者血清电解质检验危急值的临床应用。 

方法  选自 2017 年 4 月-2018 年 3 月我院急诊科收治的危急患者 79 例，给予血清电解质检查，总

结其临床资料并建立一套相应的危急值数据参表。 

结果  79 例患者死亡 11 例（12.66%），少儿组的患者死亡 1 例（1.26%），中青年组的患者死亡

4 例（5.06%），老年组的患者死亡 6 例（7.59%），老年危急值患者的死亡率较高。 

结论  检验患者血清电解质若出现危急值，往往表明患者病情严重，有生命危险，应及时抢救。因

此，危急值具有较高的临床诊断价值，应加强对危急值检验的管理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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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96 

小而密蛋白、CRP 联合他汀基因 

检测预测脑梗死复发相关性分析 

 
沈笑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结合血清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sdLDL-C）他汀类基因分型 和 CRP 三个指标与

脑梗死发生于复发的相关性。 

方法  检测对照组的健康人群（n=60） 与实验组的脑梗死患者（n=80）（根据脑梗死诊断依据标

准分为单发性脑梗死 （SCI 组） 组 45 例 与多发性脑梗死 （MCI 组） 组 35 例）血清 sdLDL-C、 

CRP、 血清总胆固醇 （TC）、 三酰甘油 （TG）、 他汀类基因分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 水平， 并比较对照组与两组实验组人群之间上述指标水平的差异， 并分析其与脑梗死

之间相关性分析。 

结果  脑梗死组患者血清 TC、 TG、 LDL-C、 sdLDL-C、 CRP 水平、带有 ApoE4 基因型比例均

比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SCI 组血清 TG、 sdLDL-C、 CRP、带有 ApoE4

基因型比例比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MCI 组血清 sdLDL-C、 CRP、带有

ApoE4 基因型比例比对照组和 SCI 组高，TC、 TG、 LDL-C 比对照组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血清 sdLDL-C、 CRP 水平与脑梗死发生具有明显相关性 （P＜0.05）。带有 ApoE2

基因型较带有 ApoE4 基因型脑梗死发病率比对照组和 SCI 组明显降低（P＜0.05）。 

结论  血清 CRP、 sdLDL 水平的升高和 ApoE4 基因型是脑梗死发生的重要的危险因素，比较

TC、 TG、LDL 指标更具有预测价值，对预测脑梗死的发生和复发具有重要临床预警意义。 

 
 

PU-0997 

高效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质谱检测血清中油酸方法的建立 

及其在脂肪肝中的应用 

 
叶致含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200120 

 

目的   利用高效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质谱（HPLC-MS/MS）技术建立血清油酸(Oleic acid, OA) 检

测方法，并初步评价血清 OA 在脂肪肝患者血清中的水平。 

方法  建立（HPLC-MS/MS）检测血清 OA 方法，并进行检测性能评估，包括检测线性范围、定量

限、精密度等。选取临床确诊脂肪肝 100 名及健康体检者 30 名，采用 HPLC-MS/MS 方法检测血

清 OA 水平，常规方法检测、胆固醇（TC）、甘油三脂（TG）、低密度脂蛋白（LDL）、高密度

脂蛋白（HDL）等各项生化指标。 

结果   所建立的 OAHPLC-MS/MS 检测方法特异性好，在 10 ~ 1000 μM/L（17.73~1773.05 

μM/L）血清浓度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y = 0.7009x + 0.2158，R² = 0.9940，方法的定量限(lower 

limit of quantification, LLOQ 为 10 μg/mL，批内精密度（CV ）≤ 3.5%，批间 CV≤ 2.8%，相对误

差≤ 3.7%，方法精密度、准确度均较好，适合临床血清样本的测定。与正常对照组相比，与对照组

（52.72±25.46，μM/L）相比，非酒精性脂肪肝组油酸含量显著升高（336.06±201.32，μM/L），

但轻度、中度和重度脂肪肝之间油酸含量没有统计学差异性（p<0.05）。 

结论  血清 OA HPLC-MS/MS 检测方法能够快速、高效定量血清中油酸的含量，为动态监测非酒精

性脂肪肝病人体内油酸含量的变化提供了可靠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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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98 

基于 DNA 条形码技术鉴别杭州地区鱼丸产品的真伪 

 
陈毓,费鑫杨,傅寅旭,张俊,牛家乐,潘迦明,王旭 

杭州医学院 

 

目的  鱼丸是中国最常见的鱼肉产品之一，因其味道鲜美，食用方便深受广大人民喜爱。然而，由

于对加工鱼丸产品视觉检查的缺陷，以及鱼丸制品加工与流通质量保证体系尚不完善，中国鱼丸制

品的物种掺假和食品标签错误标识现象十分严重。随着生物信息数据库的不断更新建立，DNA 条

形码技术能利用某些短的 DNA 序列具有标准化、易扩增、片段自身在物种种内具有特异性和种间

的多样性等特点创建一种新的身份识别系统，对物种进行快速的自动鉴定。因此，DNA 条形码技

术在鱼丸产品真伪鉴定的实际应用中具有广阔的前景。 

方法  本研究从中国杭州地区不同火锅店，路边摊贩，学校食堂以及各大超市采集 150 种不同鱼丸

样本提取基因组 DNA，将 DNA 和微型 DNA 条形码技术应用于鱼丸产品的种类鉴定中，经测序及

多重序列比对后分析建立起物种名称和实体样本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进而鉴定鱼丸制品的真伪。

错误标记率根据以下三个定义进行评估：1）是否以非鱼肉为原料；2）是否存在低价鱼冒充高价

鱼；3）是否以有毒鱼为原料。 

结果  序列比对结果出现非常高的错误标记率，在 150 个鱼丸制品中，未能成功提取 DNA 的有 13

种（8.67%），原料来源为猪肉或鸡肉的有 94 种（62.67%），用价格低廉的鲢鱼、鲫鱼冒充价格

较高的墨鱼丸、鳕鱼丸、龙虾球的有 9 种（6%），剩余的鱼丸原料主要是鲢鱼、鲫鱼、小银绿鳍

鱼等，未检测到以有毒鱼为原料的鱼丸。 

结论  杭州地区市面出售的鱼丸原料大多来自猪肉或鸡肉，也存在以低价鱼为原料冒充高价鱼丸的

现象，所售的真鱼丸几乎都是以价格低廉的鲢鱼、鲫鱼、小银绿鳍鱼等原料制成。值得庆幸的是并

未检测到以有毒鱼为原料制成的鱼丸。这些结果不仅为杭州地区鱼丸制品的真伪鉴定提供实验基

础，也为市场监管提供新的技术手段，更为消费者的健康安全提供保障。 

 
 

PU-0999 

High mucin 5AC expression predicts adverse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and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clear-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haijian Zha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Mucin 5AC (MUC5AC), as a member of secreted/gel-forming mucin family, was 
frequently found to be abnormally expressed in inflammation or malignant diseases. However, the 
clinic pathologic features and prognostic values of MUC5AC in clear-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ccRCC) have not been reported up to now. 
Methods MUC5AC expression was analyz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on tissue microarrays. 
Kaplan-Meier survival curves,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Cox analysis and newly-established 
nomogram model were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prognostic value. 
Results  MUC5AC expression was firstly found to be up-regulated in patients with ccRCC,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umor size, pN stage, lymphovascular invasion,Fuhrman grade, 
rahbdoid differentiation, sarcomatoid features, tumor necrosis,ECOG-PS and recurrence. 
Furthermore, MUC5AC expression might be contributed to risk stratification of ccRCC patients 
with TNM stage III+IV or Fuhrman grade 3 or 4 for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recurrence-free 
survival (RFS) analysis, and it was demonstrated to b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OS and RFS of 
ccRCC patients. What’s more, MUC5AC was identified as a potential independent adverse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665 

 

prognostic factor; prediction accuracy of MUC5AC-based new nomogram model was drastically 
improved for OS and RFS of ccRCC patients. 
Conclusions MUC5AC is a promising independent adverse prognostic factor for ccRCC patients, 
it maybe conducive to postoperative risk stratification and guide treatment in the future. 
 
 

PU-1000 

初诊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外周血中 

CD4+CD25+调节性 T 细胞凋亡的变化 

 
林赠华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通过研究 CD4+CD25+调节性 T (Treg) 细胞在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severe aplastic anemia, 

SAA）患者中凋亡的变化，探讨 Treg 细胞过度凋亡在 SAA 的发病过程中的作用。 

方法  免疫磁珠分选 SAA 患者和正常对照者外周血中 Treg 细胞，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Treg 细胞凋

亡和 Foxp3 表达的情况。 

结果  SAA 患者外周血中 Treg 细胞凋亡率较正常对照组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 5）,外周

血 CD4+CD25+Foxp3+占 CD4+CD25+细胞中比例及 CD4+CD25+Foxp3+占 CD4+细胞比例均低

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SAA 患者外周血中 Treg 细胞可能通过降低 Foxp3 表达从而促进细胞凋亡，且 CD4+CD25+

调节性 T 细胞凋亡的增加可能参与 SAA 免疫发病机制。 

 
 
 

PU-1001 

Roche cobas 8000 检测系统血清 LDH 

和 α-HBDH 分析性能验证 

 
焦梅,雷忠英,张梅香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10000 

 

目的  ：目的  对 Roche cobas 80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乳酸脱氢酶（LDH）和 α-羟丁酸脱氢酶（α-

HBDH）的分析性能进行验证。 

方法  方法  根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及其他相关文献对 LDH、α-HBDH 的精密

度、正确度、线性范围、临床可报告范围、生物参考区间性能进行验证。 

结果   结果  LDH、α-HBDH 的批内精密度均＜1/4 CLIA'88 规定的的总允许误差（1/4Tea），批间

精密度均＜1/3 CLIA'88 的总允许误差（1/3Tea）；正确度偏倚均＜1/2Tea；线性实验相关系数

R²≥0.95，在厂家规定检测范围内线性良好；LDH 临床可报告范围为 10~9500U/L，α-HBDH 临床

可报告范围为 6~7870U/L，符合临床需求；生物参考区间验证结果均在给定参考区间内。 

结论  结论  Roche cobas 80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验证的性能指标符合要求，能够满足临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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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02 

肌酸激酶同工酶 CK-MB 检测试剂盒的临床验证 

 
力晓涵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10000 

 

目的  验证评价某公司肌酸激酶同工酶 CK-MB 检测试剂盒的临床应用性能。 

方法  使用试验试剂盒和已批准上市的对照试剂盒对同份血浆样本进行平行对照检测，对两组检测

结果进行统计分析，评价试验试剂盒与同类已上市产品在临床应用性能及有效性是否等同；不同类

型样本对比试验使用试验试剂盒检测相同人于相同时间采集的及检测后废弃的全血样本，检验结果

与血浆样本的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评价本系统检测不同类型的样本在临床应用性能及有效性上

是否等同。 

结果  对血浆、全血两类样本的定量检测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试验试剂与对照试剂均 r>0.95，相

关系数 r 和回归系数 b 的 t 检验均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某公司 CK-MB 测定试剂盒(荧光免疫层析法)在荧光免疫定量分析仪上检测不同类型样本(全

血/血浆)同样具有临床等效性，试验试剂与对照试剂的相关性较好，准确度高，能够满足临床应用

的需求。平行对照试验和不同样本对比试验的医学决定水平处预期偏倚可信区间小于规定的允许误

差的限值，试验系统可接受，完全符合用于临床分析的要求。 

 
 

PU-1003 

Analysis of the lipids levels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in a 
health examination population in Chengdu 

 
shanshan liang,Guixing Li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incidence of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increases year by year, 
the level of the lipids may also have a huge change. So we study the lipids levels of a large size 
of health examination population 
Methods We investigated 888,143 cases(495,599 males and 392,544 females) that examined in 
the Health Examination Center of West China Hosipital from 2009-2017. 
Results In the overall group, we found that the medians of the three lipids( TG, TC, LDL-C) were 
more higher in males than the females, and the medians of the HDL-C of the males were lower 
than in the females from 2009-2017. People had increasing trends of the three lipids( TG, TC, 
LDL-C) before 60 years old, and then decreasing trends after 70 years old. And the HDL-C had 
an opposite trend. The percentages of the abnormal lipids had an increased rate since 2014. The 
percentages of cases with abnormal lipids levels in mal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females every year. 
Conclusions The whole population had increasing levels of abnormal lipids, which maybe the 
main causes of the increasing rates of the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Some preventive action may be adopted early and more attention can be paid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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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04 

军事应激对唾液皮质醇和睾酮水平的影响 

 
贾克然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050000 

 

目的  探讨军事应激对唾液皮质醇和睾酮水平的影响情况。 

方法  从某部新兵集训基地抽取参加入伍军事训练的 60 名新兵，分别在军训前和军训后对其进行症

状自评量表（SCL-90）问卷调查、唾液皮质醇检测和唾液睾酮检测。 

结果  军训前 SCL-90 总均分及各因子分值与中国常模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而军训后 SCL-

90 总均分以及躯体化、抑郁、偏执因子分值较中国常模显著升高（P<0.05）；另外，军训使得战

士的唾液皮质醇水平明显升高和唾液睾酮水平明显降低（P<0.05）。 

结论  由新兵军训引起的军事应激可致唾液皮质醇水平升高，唾液睾酮水平降低。唾液皮质醇和睾

酮可以作为一种灵敏且无创的检测指标用来衡量军事应激水平。 

 
 

PU-1005 

Beta-1,4-galactosyltransferase II predicts poor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non-metastatic clear-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haijian Zha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Beta-1,4-galactosyltransferase II is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e alterations of 
tumor-related glycosylation. However,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beta-1,4-galactosyltransferase II 
in non-metastatic clear-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has not been reported up to now. 
Methods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beta-1,4-galactosyltransferase II  and  prognosis  value were 
evaluated. 
Results Our researches suggested that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beta-1,4-galactosyltransferase II 
was first found to b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umor size, Fuhrman grade, lymphovascular 
invasion, rhabdoid differentiation, tumor necrosis and poor overall survival and recurrence-free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non-metastatic clear-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both in training set and 
validation set. Moreover, beta-1,4-galactosyltransferase II expression was identified as an 
independent adverse prognosticator for overall survival and recurrence-free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non-metastatic clear-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Ultimately, prognostic accuracy of the 
nomogram integrating beta-1,4-galactosyltransferase II with other independent prognostic 
parameters was dramatically improved for overall survival and recurrence-free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non-metastatic clear-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beta-1,4-galactosyltransferase II is a potential independent 
adverse prognostic factor for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and survival, which could be developed as 
a useful biomarker for non-metastatic clear-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by a series of further 
independent and retrospective studies, so as to help the postsurgical management of clear-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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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06 

肝损伤酶活性联合检测在肝胆疾病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李芳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050000 

 

目的  观察不同类型肝胆疾病患者的诊断中检测肝损伤酶活性联合检测对其的临床意义解析。 

方法  将本院近期（2015 年 11 月-2016 年 11 月）收治就诊，确定以肝胆疾病为诊断的 226 例患

者，入组病例疾病类型：急性肝炎 43 例，慢性肝炎 52 例，肝硬化 49 例，肝癌 11，胆囊结石 30

例，梗阻性黄疸 41 例。选取同期于我院健康体检身体完全健康无任何疾病及基础疾病患者 35 例，

将其肝损伤酶活性检测结果予对照解析。 

结果  胆疾病患者较健康者检查结果中 ALT、AST、LDH、ADA、m-AST、ALP、γ-GT、5′-NT 其

升高程度有所不同(P *<0 .05)，疾病的类型不同肝损伤酶活性的升高程度也不相同。 

结论  肝损伤酶联合检测，有利于更直接、快速和准确的诊断从肝脏酶学角度，对于肝胆组织受损

的程度予以判断，但是肝胆功能不能全部由肝损伤酶所决定，肝脏合成及排泄等复杂的功能不能被

完整的反映出来。 

 
 

PU-1007 

甲状腺癌危险因素的 meta 分析 

 
钟白云 1,范琦 2,马正 2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2.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医学 检验系 

 

目的  为了评估甲状腺结节患者的实验室检查及超声检查中异常项目与癌症的相关性，为良恶性甲

状腺结节鉴别诊断提供更多的辅助指标。 

方法  以甲状腺结节、实验室检查、超声等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中文数据库；以

thyroid cancer、blood、Laboratory inspection 等关键词检索 PubMed、CNKI、Web of  Science

等外文数据库，检索时间截止至 2017 年 12 月。由两名研究者独立评估论文质量，筛选文献并提

取数据。采用 RevMan5.3 和 Stata12.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最终共纳入 41 项研究，样本研究总量为 29678 例，Meta 分析的结果显示，存在以下可疑特

征优势比值（OR）较大，可能与甲状腺癌相关，分别是结节结节横径比≥1 [OR=10.15，95%CI=

（6.72，15.33），P＜0.001]，TSH 水平升高[OR=7.14，95%CI=（3.71，13.71），P=0.001]，

没有晕圈 [OR=6.76，95%CI=（4.72，9.69），P＜0.001]，存在钙化灶 [OR=6.12，95%CI=

（3.12，12.02），P＜0.001]，TgAb 检查阳性[OR=5.07，95%CI=（3.47，7.43），P＜0.001]，

边缘不规则[OR=4.69，95%CI=（2.63，8.36），P＜0.001]，γ-GT 水平异常升高 [OR=3.76，

95%CI=（2.04，6.95），P＜0.001]，空腹血糖升高[OR=2.29，95%CI=（1.45，3.64），P＜

0.001]等。 

结论  甲状腺结节病例中出现以下暴露因素时，甲状腺癌风险较高：超声检查中结节高度大于宽

度，没有晕圈，钙化，边缘不规则；实验室检查中 TSH 水平升高、肝功能（γ-GT、DBIL、TBIL）

升高、空腹血糖升高、中性粒细胞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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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08 

中国西南地区糖尿病前期患者中血脂异常分布 

及在胰岛素抵抗中的效应分析 

 
吴伊恬,黄亨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研究糖尿病前期患者血脂分布水平在胰岛素抵抗（IR）中的作用 

方法  本研究纳入受试者 8417 名，根据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将受试者分为三组：正常糖

调节组（HbA1c ＜ 5.7 %）2085 例、糖尿病前期组（5.7 % ≤ HbA1c ＜ 6.5 %）2761 例和 2 型糖

尿病组（HbA1c ≥ 6.5 %）3571 例，分别测定三组空腹血脂水平，项目：三酰甘油（TG）、总胆

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空腹血糖

（FPG）、餐后 2 h 血糖（2hBG）、空腹胰岛素（FIns）、餐后 2 h 胰岛素（2hIns）浓度水平，

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比较三组间的血脂水平及 HOMA-IR 的差异；采用分层分析各

组间血脂不同水平的差异；应用二元 logistics 回归分析，通过调整变量，对糖调节受损的人群血脂

异常所致 IR 进行危险度分析 

结果  在基线水平，三组间 TG、TC、LDL-C、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NHDL-C）随 HbA1c 的水

平升高而升高，HDL-C 水平随 HbA1c 水平升高而降低。分层分析发现，三组在不同血脂水平所占

比例不同，且具有统计学意义。糖尿病前期人群在 TC 升高水平占总人数的 29.1%，高于正常人群

的 13.5%；TG 升高水平占 28.5%，高于正常人群的 19.1%；LDL-C 升高水平占 31.0%，高于正常

人群的 12.4%；HDL-C 降低水平占 34.4%，高于正常人群的 26.0%；NHDL-C 升高占 25.3%，高

于正常人群的 12.6%。在回归分析中，通过调整变量，在糖调节受损的患者中，TG 水平升高可能

是 IR 的危险因素，而 HDL-C 水平升高则为保护性因素 

结论   糖调节受损的患者中，血脂异常率较正常人群升高，TG 可能是 IR 的独立危险因素 

 
 

PU-1009 

糖尿病前期患者中轻微升高的总胆红素 

对于胰岛素抵抗发生保护作用的研究 

 
吴伊恬,黄亨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究在糖尿病前期患者中，轻微升高的胆红素与胰岛素抵抗发生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纳入受试者 11361 名，根据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 OGTT)

试验将受试者分为 3 组：正常糖调节组（normal glucose regulation, NGR）3130 例、糖调节受损

组(impaired glucose regulation, IGR)即糖尿病前期组（Prediabetes）2848 例和 2 型糖尿病组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5383 例，分别测定 3 组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TBIL）、空

腹胰岛素( fasting insulin; FIns)、餐后 2 小时胰岛素（ 2-hour post-meal insulin; 2h-Ins）浓度水

平，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homeostasis model assessment-insulin resistance; HOMA-IR），比较

3 组间的总胆红素水平及 HOMA-IR 的差异；进一步采用 TBIL 进行分层，分为正常组

[Q1(≤28umol/L)]、轻微升高组[Q2(28umol/L~51umol/L)]、升高组[Q3(>51umol/L)]，比较各组间胰

岛素抵抗指数 HOMA-IR 的差异；通过 logistics 回归分析探究在 IGR 患者中轻微升高的 TBIL 与胰

岛素抵抗的关系 

结果  在基线水平，NGR 组、IGR 组及 T2DM 组总胆红素水平存在差异(P<0.0001)；分层分析中，

在糖尿病前期患者中，轻微升高的总胆红素组 Q2 组 HOMA-IR 最低为 1.99，且与其余两组比较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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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计学差异(p=0.049)。在回归分析中，通过调整变量，在糖调节受损的患者中，轻微升高的胆

红素为胰岛素抵抗发生的保护性因素，OR 及 95%CI 分别为 0.580(0.344,0.978)，(p=0.041) 

结论  在糖调节受损的患者中，轻微升高的总胆红素可能为胰岛素抵抗发生的保护性因素 

 
 

PU-1010 

3 种品牌 POCT 血糖仪与生化分析仪 

血糖检测的比对试验及其分析 
 

刘建华,钟白云,梁运来,王恝歆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以己糖激酶法检测血糖作为参比方法，评价 3 种品牌各 10 台 POCT 血糖仪的正确度和精密

度。 

方法  采集血糖浓度分布于 2.8～22.2mmol/L 的 5 份静脉血，平均分成 2 份，一份用 AU680 生化

仪平行检测 2 次，取其均值为靶值，另一份用 POCT 血糖仪重复检测 10 次，取其均值与靶值做比

对，评价其正确度。选取其中低值约 4.5 mmol/L 的 L 样品、高值约 10.0mmol/L 的 H 样品，用

POCT 血糖仪重复测定 20 次，评价其精密度。 

结果   A 品牌血糖仪检测 L 样本的标准差（s）为 0.20～0.49 mmol/L，变异系数（CV）为 3.41%

～8.48%，检测 H 样本的 s 为 0.35～0.59 mmol/L，CV 为 3.35%～5.30%，低值精密度合格比为

9/10，高值精密度 10 台均合格；与靶值比对，1 台合格率为 80%，另 9 台合格率为 20%～40%，

正确度合格比为 1/10。B 品牌血糖仪检测 L 样本的 s 为 0.36～0.54 mmol/L，CV 为 9.23%～

13.74%，检测 H 样本的 s 为 0.19～0.46 mmol/L，CV 为 1.90%～4.64%，低值精密度合格比为

2/10，高值精密度 10 台均合格；与靶值比对，2 台合格率为 80%，另 8 台合格率为 100%，10 台

的正确度均合格。C 品牌血糖仪检测 L 样本的 s 为 0.17～0.42 mmol/L，CV 为 3.66%～9.12%，检

测 H 样本的 s 为 0.24～0.34 mmol/L，CV 为 2.53%～3.82%，低、高值精密度 10 台均合格；与靶

值比对，10 台的合格率均为 100%，正确度均合格。 

结论  A 品牌血糖仪的正确度、B 品牌血糖仪的精密度在此次比对中未通过，不能投入医疗机构使

用。C 品牌血糖仪的精密度和正确度性能均优秀。临床科室在选择血糖仪时，需考虑到其所采用的

检测方法。 

 
 

PU-1011 

妊娠晚期糖尿病止血功能指标的研究 

 
毛元英,李新丽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610000 

 

目的  应用血弹力图(TEG)评价妊娠晚期正常孕妇与妊娠期糖尿病(GDM)患者晚期凝血功能的改

变，并与传统凝血指标比较，探讨其在产科出血风险和孕期血栓前状态评估的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采用 Stago 全自动血凝仪及血栓弹力图分析仪分别对正常妊娠妇女 400 例(早孕妇

女 100 例，中孕妇女 100 例，晚孕妇女 200 例)，进行凝血功能检测（PT 、APTT、TT、FIB、D-

二聚体、抗凝血酶 III）。妊娠晚期糖尿病妇女 50 例，进行了凝血过筛试验、D 二聚体(D-D)

和 TEG 等项目检测。 

结果  正常妊娠妇女不同孕期 PMP、TM、Fbg、tPA、PAI、GMP140、P C、F1 +2 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 ＞0. 05);晚期妊娠糖尿病组凝血过筛试验和 D-D 与晚期正常孕妇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0. 05);妊娠晚期糖尿病组 PMP、TEG 各项指标明显异常，与正常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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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TEG 可以敏感检出妊娠晚期糖尿病患者止血功能的异常，对评估妊娠期糖尿病病程的发展、

产妇出血风险和孕妇血栓前状态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PU-1012 

血栓弹力图在原位肝移植术后患者中的应用 

 
安倍莹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130000 

 

目的  探讨血栓弹力图（TEG）检测对原位肝移植术后患者凝血全过程的监测，合理使用血液成分

的指导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12 月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就诊的 38 例原位肝移植术后患

者临床资料,采集患者的血液样本分别进行 TEG 检测和凝血功能检测。TEG 检测参数包括凝血反应

时间（R）、凝固时间（K）、凝固角（Angle）和血栓最大幅度（MA），凝血功能指标包括部分

活化凝血酶原时间（APTT）、凝血酶原时间（PT）、纤维蛋白原（FIB）和血小板计数

（PLT）。将二者参数进行相关分析,并对 TEG 参数指导临床使用输血情况与临床申请输注血液情

况进行比较。 

结果  APTT、PT 与 R 呈正相关（r 值分别为 0.50、0.39,P 值分别为 0.001 和 0.020）；FIB 与 K

呈负相关（r=-0.02,P=0.005）；PLT 与 Angle、MA 呈正相关（r 值分别为 0.40、0.50,P 值分别为

0.02 和 0.001）；FIB 与 MA 呈正相关（r=0.33,P=0.040）。R 值在 TEG 肝素酶杯中和前后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TEG 检测参数与凝血功能检测指标具有一致性，通过 TEG 参数可以快速、简单且动态地评

价肝移植术后病人的凝血全过程，合理使用血液成分具有指导意义。 

 
 

PU-1013 

输血不良反应的特征、机制分析和预防 

 
陈利达,芦宏凯,姜蕾,王璐璐 

中日友好医院 

 

目的  通过分析临床输血不良反应的特征和机制，增强未来对不良反应的预防和应对能力。 

方法  2017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日查阅本院所有输血记录、输血不良反应患者病历，分析不良反

应发生的性质、特征、概率和机制 

结果  输血不良反应率为 0.22%。不良反应最常见的是过敏反应，占 55.3%，其次为非溶血性发热

反应，占 23.6%，不良反应率呈逐年下降趋势，分别为 0.49%、0.38%和 0.31%。一年内输注血制

品共 12036 袋，其中悬浮红细胞、单采血小板和新鲜冰冻血浆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0.37%、

0.06%和 0.04%，明显高于其他血液成分。发生不良反应的患者以 MICU（12.3%）和 SICU

（4.9%，5/102）居多。 

结论  本院输血不良反应总体发生率较低；提倡少白细胞血制品的应用；老年、有输血史、孕产

史、重症患者输血要特别预防和监测；应完善不良反应回报制度，安全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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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14 

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高荧光强度淋巴细胞（HFLC） 

与异型淋巴细胞类型之间的关系 

 
曹媛斐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高荧光强度淋巴细胞（HFLC）与异型淋巴细胞类型之间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8 年 2 月至 2018 年 5 月解放军总医院全自动血液分析仪（XE5000、XN9000、

XS1000i 、XS800i、BC6900）高荧光强度淋巴细胞（HFLC），以及报告结果存在异型淋巴细胞

的患者标本 122 例，制作血涂片，经瑞氏染色后人工镜检。分类 100 个淋巴细胞，同时记录下各

类异常细胞的情况。分析高荧光强度淋巴细胞（HFLC）与异型淋巴细胞类型之间的关系。 

结果  对于收集的 122 例患者标本，镜检统计。发现异常细胞 1342 个，其中Ⅰ型异型淋巴细胞

1272 个（占 94.8%），Ⅱ型异型淋巴细胞 41 个（占 3.1%），Ⅲ型异型淋巴细胞 3 个（占

0.2%），异常浆细胞 26 个（占 1.9%）。经统计观察发现高荧光强度淋巴细胞（HFLC）与Ⅰ型异

型淋巴细胞存在正相关。 

结论  对于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高荧光强度淋巴细胞（HFLC）的患者，结合图形及临床诊断，应

着重注意Ⅰ型异型淋巴细胞。 

 
 

PU-1015 

Clinical And Molecular Insights into Glanzmann’s 
Thrombasthenia in China 

 
lu zhou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Glanzmann’s thrombasthenia (GT) is a rare bleeding disorder characterized by 
spontaneous mucocutaneous bleeding. The disorder is caused by quantitative or qualitative 
defects in integrin αIIbβ3 (encoded by ITGA2B and ITGB3) on the platelet and is more common 
in consanguineous populations. However, the prevalence rate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GT in 
nonconsanguineous populations have been unclear. 
Methods We analyzed 97 patients from 93 families with GT in the Han population in China. 
Results This analysis showed lower consanguinity (18.3%) in Han patients than other ethnic 
populations in GT-prone countries. Compared with other ethnic population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GT types. Han females suffered more severe bleeding 
and had a poorer prognosis. We identified a total of 43 different ITGA2B and ITGB3 variants, 
including 25 previously unidentified, in 45 patients. These variants included 14 missense, four 
nonsense, four frameshift, and three splicing site variants. Patients with the same genotype 
generally manifested the same GT type but presented with different bleeding severities. 
Conclusions This suggests that GT clinical phenotype does not solely depend on genotype. Our 
study provides an initial, yet important, clinical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GT 
heterogeneit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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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16 

VCD 方案与 VD 方案治疗初治多发性骨髓瘤的疗效分析 

 
张亚平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比较 VCD 方案与 VD 方案治疗初治多发性骨髓瘤（MM）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 

方法  回顾性分析 51 例初治 MM 患者，根据其治疗方案分为：VCD 组（n=23 例）：采用硼替佐

米、环磷酰胺、地塞米松三药联合化疗; VD 组（n=28 例）：采用硼替佐米、地塞米松二药联合化

疗，21 天一疗程，至少完成 4 疗程，并分别于 2 个疗程和 4 个疗程后判断疗效，并比较不良反应

发生情况。 

结果  2 疗程后两组总有效率（ORR）分别为 87％和 78.6％（P>0.05），其中 VCD 组完全缓解

（CR）34.8%（8/23）、非常好的部分缓解（VGPR）26.1%（6/23）、部分缓解（PR）26.1%

（6/23）；VD 组 CR 10.7%（3/28）、VGPR 25%（7/28）、PR 42.9%（12/28）。两组 CR 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VGPR 无统计学差异（P>0.05）。4 疗程后 ORR 分别为 91.3

％和 89.3％（P>0.05），其中 VCD 组 CR 39.1%（9/23）、VGPR 34.8%（8/23）、PR 17.4%

（4/23）；VD 组 CR 10.7%（3/28）、VGPR 35.7%（10/28）、PR 42.9%（12/28）。两组 CR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VGPR 无统计学差异（P>0.05）。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周围神

经病变、血小板减少、中性粒细胞减少，且多为 1~2 级，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VCD 方案治疗多发性骨髓瘤具有更高的完全缓解率，且安全性好。 

 
 

PU-1017 

白血病中 RNA 结合蛋白 RNPC1 的表达及意义 

 
陈秀芳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探讨白血病患者中 RNPC1 的表达水平，及其在白血病发生、发展中的意义。 

方法  采用 RT-PCR 法、Western blot 法分别从 mRNA 和蛋白质水平检测 54 例白血病患者和 10

例健康者骨髓单个核细胞中 RNPC1 的表达情况。采用 X2 检验、t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比较各组

RNPC1 表达阳性率的差异。 

结果   1、90.7%的白血病患者表达不同程度的 RNPC1。2、RNPC1 在白血病患者中的表达明显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0 .005)。3、多种分型的白血病中均有 RNPC1 表达，且各分型

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RNPC1 过度表达在白血病的发病机制中起重要的作用。 

 
 

PU-1018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临床应用评价 

 
刘辉 

中日友好医院 

 

目的  评估全自动粪便分析仪检测粪便常规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对全自动粪便分析仪性能指标包括检出率，计数准确度偏差，重复性，回收率，携带污染率

进行验证。同时收取中日友好医院病人标本 300 例在全自动化粪便分析仪上检测，同时由经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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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验技师通过传统人工镜检的方法得到检测结果，然后用统计学软件 SPSS19.0 进行比对分析临

床应用指标类别检出符合率。 

结果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检测有形成分检出率为 100%。计数准确度偏差为 2%。100 个/ul 红细胞

悬液标本重复性检测结果：CV 为 12.2%，500 个/ul 红细胞悬液标本重复性检测结果：CV 为

8.3%。正常粪便标本 3g 添加 10ml 800 个/ul 红细胞悬液回收率实验结果为 98%，正常粪便标本

3g 添加 10ml 5000 个/ul 的红细胞悬液回收率实验结果为 92.4%。携带污染率实验结果为 0。在进

行检测的 300 份病人粪便标本中，仪器检测红细胞阳性例数 72，检出率为 24%。人工镜检检出

RBC 的阳性例数为 24，检出率为 8%，结果的符合率为（17+221）/300*100%=79.3%。在进行检

测的 300 份粪便标本中分析仪检出白细胞阳性例数 18，检出率为 6%。人工镜检检出白细胞阳性

例数 37，检出率为 12.3%。白细胞检出符合率为(16+261)/300*100%=92.3%。 

结论  本研究对全自动粪便分析仪进行了性能验证，符合厂家声明的性能指标。并对临床标本同时

使用仪器和人工进行检测，将得到的结果比对分析发现全自动粪便分析仪与传统人工镜检结果有较

好的一致性，RBC 结果符合率为 79.3%,WBC 结果符合率为 92.3%。但粪便常规其他有形成分检

测数据不足，无法评估其一致性。全自动粪便分析仪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粪便标本前处理的问题，

有助于实现粪便常规检查的标准化，规范化，从而提高粪便检查的阳性率，保证了生物安全，有着

一定临床应用价值。但如果投入临床使用，必须扩大标本数量进行验证，同时要制订复检规则，结

合人工镜检，以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PU-1019 

Adoptively transferred donor IL-17-producing  
CD4 + T cells augment, but IL-17 alleviates,  

acut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Yifeng C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role of IL-17 and IL-17-producing CD4 + T cells in acut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GVHD) has been controversial in recent mouse and human studies. 
Methods We carried out studies in a murine acute GVHD model of fully 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ismatched myeloablative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Results We showed that donor wild-type CD4 + T cells exacerbated acute GVHD compared with 
IL-17 −/− CD4 + T cells, while IL-17 reduced the severity of acute GVHD. The augmentation of 
acute GVHD by transferred donor IL-17-producing CD4 + T cells wa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Th1 responses, while IL-17 decreased the percentages of Th1 cells in the GVHD target organs. 
Furthermore, IL-17 reduced the infiltration of macrophages into the GVHD tissues. In vitro study 
showed that IL-17 could downregulate Th1 responses, possibly through inhibiting IL-12 
production by donor macrophages. Depletion of macrophages in vivo diminished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IL-17.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e differential roles of adoptively transferred donor IL-
17-producing CD4 + T cells and IL-17 in the same acute GVH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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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20 

EDTA-K2 诱导血小板假性减少症患者的不同检测方式 

及结果分析 

 
陈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100000 

 

目的  分析 EDTA-K2 诱导血小板假性减少症（EDTA-PTCP）患者的血小板的不同检测方式及结

果。 

方法  回顾性选取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收治的 EDTA-K2诱

导的血小板假性减少患者 35 例，采用 Sysmex-XE 5000 全自动血球分析仪分别对 EDTA-K2 抗凝

电阻抗法、核酸荧光染色法、枸橼酸钠抗凝电阻抗法进行血小板计数和血小板手工计数，并比较标

本静置 0～5、30、60、120 min 不同时间段血小板体积（MPV）、血小板压积（PCT）、血小板

分布宽度（PDW）的变化差异。 

结果  35 例患者采集后 0～5 min，EDTA-K2 抗凝电阻抗法、枸橼酸钠抗凝电阻抗法仪器检测和血

小板手工计数结果分别为（237.5±89.2）×109/L、（268.5±87.8）×109/L、（257.2±91.4）

×109/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EDTA-K2 抗凝电阻抗法静置 30、60、120 min 后血小板

计数均值分别为（55.2±23.4）×109/L、（39.5±25.0）×109/L、（37.5±22.0）×109/L，结果均显著

低于 0～5 min 内血小板计数结果（P<0.01），亦显著低于同时段枸橼酸钠抗凝电阻抗法和血小板

手工计数结果（P<0.01）。电阻抗法和核酸荧光染色法显示，EDTA-K2 抗凝标本静置 30、60、

120 min 后 MPV、PDW 均显著高于 0～5 min 的检测结果（P<0.01），PCT 则显著低于 0～5 min

的检测结果（P<0.01）；两种方法同一时间段 MPV、PDW、PCT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EDTA-PTCP 患者 EDTA-K2抗凝在一定程度上引发血小板聚集，MPV、PDW、PCT 的数值

变化可以提示血小板聚集的发生。应采用末梢血血小板手工计数，从而将可靠数据提供给临床。 

 
 

PU-1021 

末梢血和静脉血对血常规检验结果的影响研究 

 
张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末梢血和静脉血对血常规检验结果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我院行血常规检验的患者 94 例，分别采集末梢血和静脉

血，行常规血液检测，比较两组血常规检验结果。 

结果  末梢血血小板（PLT）、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MVHC）、平均红细胞体积（MCV）、

红细胞压积（ Hct ）、血红蛋白（ Hb ）、红细胞（ RBC ）、白细胞（ WBC ）水平

[ （ 206.34±31.27 ） ×109/L 、（ 303.23±14.39 ） g/L 、（ 83.24±3.43 ） fL、（ 0.40±0.02 ）、

（ 10.02±3.36 ） g/L 、（ 3.53±0.25 ） ×1012/L 、（ 5.32±0.91 ） ×109/L] 均明显低于静脉血

[ （ 228.78±36.27 ） ×109/L 、（ 327.89±16.53 ） g/L 、（ 92.38±3.68 ） fL、（ 0.48±0.04 ）、

（12.94±9.25）g/L、（3.87±0.36）×1012/L、（6.53±1.13）×109/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末梢血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 MVH ）水平 [ （ 26.34±6.19 ） pg] 与静脉血

[（25.51±6.24）pg]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末梢血抗凝后 0min、10min 及

30minWBC、PLT 水平均明显低于静脉血，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末梢血抗凝后

10min、30min WBC、PLT 水平与抗凝后 0min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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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与末梢血比较，采集静脉血行血常规检验稳定性较好，较少的影响检验结果，故在血常规检

验中应采集患者静脉血，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PU-1022 

昆明地区血红蛋白 E 的血液学和分子特征 

 
杨继青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云南省昆明地区血红蛋白 E（Hb E）的血液学和分子特征，为地中海贫血防控提供依

据。 

方法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技术（HPLC），对筛查出的昆明籍 Hb E 样本分别进行血细胞分析和 α、

β 珠蛋白基因常见突变类型检测，对表型与基因型不符的病例运用测序分析罕见珠蛋白基因突变类

型。 

结果  基因分析确诊 66 例血红蛋白 E 杂合子，其中男性 26 例，女性 40 例，66 例均检测到 βCD26 

突变。高效液相色谱技术血红蛋白组分分析结果：Hb A2 平均值为 26.3%，Hb F 平均值为 1.4%；

血细胞分析：红细胞平均体积(MCV)为 78.8 fl、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含量(McH)为 25.7pg、血红蛋

白浓度为 140g/L。 

结论  云南昆明地区血红蛋白 E 为常见的地中海贫血突变类型，运用高效液相色谱技术可检出所有

血红蛋白 E 突变类型，血红蛋白 E 杂合子血液学分析出现 MCV、MCH 降低特征。 

 
 

PU-1023 

B 祖细胞：B ALL 的新预后因子 

 
扎西曲宗 1,蒋能刚 2 

1.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610000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通过研究 B ALL 患者在第一次化疗后进行微量残留病检测时的 B 祖细胞含量与缓解期的关

系，以及 B 祖细胞含量与血象恢复情况的相关性等数据，探讨 ALL 患者无病生存期 B 祖细胞和原

粒细胞对疾病预后及发展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统计近年来确诊的 52 例 B ALL 患者在诱导化疗后 B 祖细胞，原粒细胞含量及血象恢

复情况，并进行生存曲线分析和相关性分析。 

结果  诱导化疗后 B 祖细胞≥0.01%的患者的缓解期更长（39.6 vs 15.6 月，p=0.001），原粒细胞

与 B 祖细胞含量及患者的血象缓解率及缓解时间没有相关性（P＞0.05），B 祖细胞占 CD19+细胞

的百分比与缓解时间呈正相关（P＜0.05），B 祖细胞与血象恢复情况没有相关性（P＞0.05）。 

结论  B 祖细胞的含量与诱导化疗后的 B ALL 患者的预后有一定的相关性，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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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24 

慢性肾衰竭患者突发急性心肌梗死 PCI 术后 

血细胞分析仪散点图异常 1 例 

 
李洋,姚立琼,张磊,李琳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730000 

 

目的  患者男，65 岁，主因“发作性心前区疼痛 2 月余，加重 1 天”入院。患者既往“慢性肾功能衰竭

2 年余，长期口服药物治疗”。查体未见明显异常。心电图显示：V1-V4 导联 ST-T 改变，T 波高

尖。入院诊断为：“1.急性前间壁心肌梗死；2.慢性肾衰竭。”急诊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植入支

架，术后给予血液透析等治疗。术后患者复查生化示：肌酐 601μmol/L，尿素 25.95mmol/L；血常

规：白细胞 12.21×109/L，血红蛋白 81g/L，血小板 401×109/L，白细胞仪器未分类，报警信息提

示“NRBC？”（外周血中出现有核红细胞）。 

方法  此病例采用 Sysmex-XE5000 血细胞分析仪测定血常规，白细胞散点图出现异常（图 1），

根据血细胞分析仪检测原理，白细胞 DIFF 通道可将白细胞分为：中性粒细胞（蓝色），单核细胞

（绿色），淋巴细胞（正常为紫色，单核细胞左侧），嗜酸性粒细胞（红色）。此患者血液

WBC/DIFF 通道显示：淋巴细胞区左侧出现异常弥散颗粒团。对此血液标本进行显微镜复检，血涂

片检查未见有核红细胞，但发现不明云雾状团块，大小不一，染色接近红细胞。 

结果  综合分析此病例特点：患者慢性肾功能衰竭，突发急性心梗后行冠状动脉造影同时植入支

架，术后多次仪器检测患者血常规白细胞不分类，仪器报警提示可能出现有核红细胞，但血涂片镜

检未见有核红细胞，可见大片云雾状不明成分。冠脉造影时使用造影剂主要从肾脏排出，而且造影

剂可造成肾脏进一步损伤，患者肾功能衰竭，造影剂排出缓慢，术后行血液透析辅助造影剂排出。

现临床心脏介入手术常用造影剂为非离子型造影剂，有报道显示，造影剂可造成血液流变学异常，

使红细胞变形甚至聚集。 

结论  综上所述，考虑显微镜下所见团块应为造影剂引起的细胞成分改变。 

 
 

PU-1025 

DM96 血细胞形态分析系统计数血小板的应用评价 

 
李果,吴苏源,张洪波,张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430000 

 

目的  评价 CellaVisionDM96 血细胞形态分析系统（简称 DM96）计数血小板的准确性。 

方法  选取 100 例血液样本，其中平均红细胞体积（MCV）<65fL 的 20 例，平均血小板体积

（MPV）>14.5fL 的 20 例，怀疑存在红细胞碎片的 20 例，以及参加体检且血小板计数值及

MCV、MPV 在正常参考范围内的 40 例，分别用 XN-9000 电阻抗法（PLT-I）、人工镜检法计数

PLT 数量，再将所有样本制成血涂片后用 DM96 进行血小板数量估算。实验结果使用多元线性回归

法分组进行相关性分析，Bland-Altman 图形分析法进行一致性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结果  检测正常血液时，DM96 血小板计数结果与手工镜检法相关系数 R²为 0.9343，与电阻抗法的

相关系数 R²为 0.8587；样本存在小红细胞时，DM96 血小板计数结果与手工镜检法相关系数 R²为

0.9399，与电阻抗法的相关系数 R²为 0.6819；样本存在大血小板时，DM96 血小板计数结果与手

工镜检法相关系数 R²为 0.8791，与电阻抗法的相关系数 R²为 0.6205；样本存在红细胞碎片时，

DM96 血小板计数结果与手工镜检法相关系数 R²为 0.9363，与 XN-9000 电阻抗法的相关系数 R²

小于 0.1。 

结论  当存在小红细胞、大血小板或红细胞碎片等干扰因素的情况下，DM96 计数血小板比电阻抗

法更为可靠，可以作为电阻抗法的有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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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26 

大口径毛细管气相色谱法测定血清中的毒死蜱 

 
李军涛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中毒死蜱的气相色谱法测定,为临床中毒急救提供诊疗依据。 

方法  抽取疑似毒死蜱中毒患者静脉血 3.0ml，离心分离，取 0.5ml 血清加乙酸乙酯 4.0ml×2 充分

震荡萃取,静置 5min，4000r/min 高速离心，取有机层氮气吹干，50µl 乙醇定容，0.6µl 进样,外标法

定量。 

结果     线性范围 2.0-50.0μg／ml，回归方程 y=138.8x+106.2,r=0.9998，血清中毒死蜱的检出限为

0．5μg/ml，回收率为 86.8％-101.4％，相对标准差（RSD）为 3.7％～4.8％。日内、日间相对标

准差（RSD）为 4.19%～4.72%和 3.47%～4.84%。 

结论  血清中毒死蜱的气相色谱法测定结果准确，操作简便，可应用于毒死蜱中毒的临床诊断. 

 
 

PU-1027 

D-二聚体定量检测试剂盒的定量检测效能研究 

 
郭玉迎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10000 

 

目的  验证某公司研制的“D-二聚体（D-Dimer）定量检测试剂盒（免疫层析法）”与已批准上市的、

临床应用较好的同类产品的定量检测效能，判断其是否符合临床使用要求。 

方法  采用试验试剂盒与对照试剂盒定量检测血浆、全血各 220 份样本中的 D-二聚体浓度，共 440

份血液样本，对检测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相关系数 r 及斜率 b 的 t 检验，以及配对 t

检验。 

结果  对血浆、全血两类样本的定量检测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试验试剂与对照试剂均 r>0.975，

相关系数 r 和回归系数 b 的 t 检验均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试验试剂与对照试剂检测结果的配

对 t 检验均 P>0.05，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某公司研制的 D-二聚体（D-Dimer）定量检测试剂盒（免疫层析法）检测血浆/全血中的 D-二

聚体浓度，能够达到与已上市同类产品相同的定量检测效能，符合临床使用要求。 

 
 

PU-1028 

良恶性血液细胞 sp70 检测及其临床意义 

 
张丽霞,潘世扬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良恶性血液细胞 sp70 检测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2017 年 9 月-2018 年 5 月 EDTA 抗凝外周血健康人群 44 例，反应性良性白细胞疾病 6

例和造血与淋巴组织肿瘤 70 例。将包被有 NJ001 单克隆抗体的免疫磁珠与 EDTA 抗凝外周血混合

孵育，利用磁场力捕获 NJ001 单抗所识别的表达 SP70 抗原的恶性血细胞。进一步经巴氏染色和

镜检以明确分离细胞类型。 

结果  显微镜下观察粘附有磁珠的细胞，44 例健康对照组和 6 例良性反应组均为阴性，恶性血液病

组阳性率 57.1%（40/70）。其中髓系肿瘤阳性率为 69.4%（25/36）。淋巴细胞白血病阳性率

46.2%（6/13），淋巴瘤阳性率 42.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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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SP70 检测在鉴别良恶性血液细胞中具有一定的价值。 

 
 

PU-1029 

可导致恶性疟原虫体外培养不常见污染 

和镜检结果误判的皮氏罗尔斯顿菌的发现和鉴定 

 
韩崇旭 1,陆凤 2 

1.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扬州大学医学院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教研室 

 

目的  鉴定恶性疟原虫体外培养过程中一起不明显的微生物污染。 

方法  将虫血涂片、染色后镜检观察；提取被污染虫血总 DNA，采用真菌、细菌通用引物对 PCR

保守序列进行扩增和克隆测序，将测序结果与 GenBank 比对。 

结果  恶性疟原虫体外培养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单个细胞和污染物聚集体在油镜下的形态分别与恶

性疟原虫环状体和裂殖体相似，但其胞质内无空泡或无明显细胞核，且位于红细胞外侧；测序结果

显示被检测的污染物与皮氏罗尔斯顿菌相似度大于 99%。 

结论  皮氏罗尔斯顿菌污染可导致恶性疟原虫体外培养失败，可导致疟原虫环状体和裂殖体镜检误

判；需进一步加强恶性疟原虫体外培养无菌措施。 

 
 

PU-1030 

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在脑脊液白细胞计数及分类中的应用 

 
陈因 

中日医院,100000 

 

目的  由于临床检验中的脑脊液常规仍然是手工操作，不同操作者的熟练程度、主观判断不一致，

长期以来结果一直存在重复性差、耗时长等不足。因此，希望能将自动化程度高，检验结果客观准

确的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应用于脑脊液分析，以期能替代手工操作。本文使用 Sysmex XT-4000i 血

细胞分析仪的体液模式进行脑脊液细胞计数分类，并与传统手工计数法进行比较，旨在探讨 XT-

4000i 应用于脑脊液细胞计数分类的可行性。 

方法  本研究显示体液模式下 WBC 在 0-3000x106/L 范围内分类计数结果与手工计数结果相关性良

好。但在异常细胞如肿瘤细胞、内皮细胞增多时二者结果会出现较大差异，此时应进行染色分类计

数。此外，由于核酸含量越多的细胞产生的侧向荧光强度越强，XT-4000i 提供的参数指标 HF-

BF%（每 100 个白细胞中高荧光粒子数）也可初步判断标本中是否存在可疑肿瘤细胞。本研究中

200 例脑脊液标本中有一例 HF-BF%为 21.8%，临床诊断证实为神经胶质瘤。正常脑脊液中 HF-

BF%尚无统一参考范围，但本研究显示非恶性脑脊液标本中 HF-BF%均<6%。 

结果  同计数盘手工计数相比，XT-4000i 的体液模式可以快速计数并分类脑脊液中的细胞，其结果

与手工计数具有良好的相关性，证明体液模式的结果可靠。 

结论  应用 XT-4000i 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的体液模式进行脑脊液细胞计数分类快速准确，在大量标本

和急诊检验中具有应用推广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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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31 

平均斜率法和多项式回归法评价 D-DIMER 的分析测量范围比较 

 
佟小萌 

中日友好医院 

 

目的  分析测量范围（analytical measurement range,AMR）指样本没有经过任何预处理（浓缩或

稀释），检测方法能够直接测定出待测物的范围，也就是系统最终的输出值（活性或浓度）与被测

物的活性或浓度呈线性比例的范围，它反映整个系统的输出特性。现对平均斜率法和多项式回归法

评价 D-DIMER 的分析测量范围进行比较，分析其局限性和优缺点，得出哪种方法更适合临床 

方法  平均斜率法和多项式回归法 

结果  多项式回归法优于平均斜率法 

 
 

PU-1032 

血栓弹力图参数 G 参数在急性冠脉综合征中的诊断价值 

 
陆秋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000 

 

目的  探讨血栓弹力图参数（TEG-G）对急性冠脉综合征（ACS）的诊断价值。 

方法  按 2007 年 ACC/AHA 冠心病指南诊断标准，入组 150 例 ACS 患者和 150 例稳定型心绞痛

（SAP）患者（作为对照组）。分别测定两组的血常规，糖化血红蛋白，心肌标志物（MYO、CK-

MB 和 cTNI）、血脂（TG、CHOL、HDL-C、LDL-C、APOA、APOB 和 LPA）、常规凝血指标

（包括 PT、INR、APTT、TT 和 FIB）和 TEG，进行组间比较。选择多个检验变量作受试者工作

曲线（ROC），选取 AUC＞0.7 的变量。对 TEG 参数与 ACS 风险因素和部分检验指标进行相关

性分析。以 ACS 发病为因变量 Y（ACS 组=1，SAP 组=0），选择年龄、性别、BMI、血压、

HA1C、FIB、PLT、PLR、LPA、cTNI 和 TEG-G 等参数为自变量，运用向后 Wald 法作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1）两组间，年龄、性别、BMI、血压、糖化血红蛋白等指标无统计学差异（p＞0.05）。

ACS 组的中 LPA、cTNI、PLT、NLR、PLR、FIB 升高，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1）。（2）

TEG 参数中除 R 值外，两组其他参数均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1）。（3）ROC 曲线分析，

TEG-G 的 AUC（0.9）最大，cutoff value=66.6mm（或 9.6 dyne/SC）时，诊断灵敏度 80%，特

异性 90.4%。（4）TEG-G 与 ACS 风险因素如性别、BMI、糖尿病、血脂水平、炎症程度相关；

与血小板计数和纤维蛋白原水平也显著相关。（5）二元 Logistic 分析表明，TEG-G 是 ACS 的辅

助诊断指标。 

结论  TEG-G 对 ACS 的诊断具有一定临床意义，可与 cTNI 联合检测，发挥互补作用。同时，也可

为后续的抗血小板治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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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33 

蛋白 S，蛋白 C，C 反应蛋白 

在脑缺血性疾病中病情及预后的评估 
 

张婉,曹永彤 

中日医院,100000 

 

目的  研究 Pc 和 Ps 活性、CRP 与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病闻的关系 

方法  将 2017 年 1 月至 6 月中日医院 300 例急性脑血管病人及 168 例健康对照组行 Pc、Ps、

CRP 检测 

结果  在缺血性中风组，Pc、Ps 活性分别为 115．8％±125％和 112．6％±138％明显低于出血性

中风组的 119．2％±13．3％和 112．1％±16．5％，对照组的 120．2％±12．8％和 122．4％

±15．8％，P<O．Ol。进一步比较发现，<45 岁的缺血性中风组的 Pc、Ps 分别为 54．67％±8．9

％，40．49％±9．1％明显低于其他各组，PS 在 45 岁以上的缺血性中 

风组为 119．2％±15．6％±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122．4％±45 8％，p<0．0l，其余各组间无显著差

异。CRP 总发生率 66％，其中缺血性中风组为 7．14％(46／644)，出血性中风组为 625％(10／

160)，p>O．05，45 岁以下缺血性中风组 APCR 的发生串．46．3％(25／54)，明显高于其他各

组。结论 PC、Ps 活性降低，APcR 是缺血性脑血管病发生的重要因素，特别与 45 岁以下的缺血

性中风的发生密切相关。 

结论  蛋白 S，蛋白 C，C 反应蛋白在脑缺血性疾病中病情及预后的评估中发挥重要作用 

 
 

PU-1034 

Combined identification of long non-coding  
RNA FEZF1-AS1 and AFAP1-AS1 in serum as a novel 

 biomarker for the diagnosis of gastric cancer 

 
ju shaoqing1,Feng Wang1,Wenwen Liu1,Yan Zhang1,Xianjuan Shen1,Zhangyao Su2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2.Medical School of 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Gastric cancer (GC), which ranks third in cancer mortality, is the most prevalent 
malignanc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To date,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GC is caused by the 
activation of different oncogenes or inactivation of tumor suppressor genes. Although great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improve medical technologies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 GC patients are still 
diagnosed at an advanced stage and most are accompanied by extensive invasion and lymphatic 
metastasis.At present, GC is diagnosed by biopsy and laboratory examination such as serum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 and carbohydrate antigen 199(CA199) However, biopsy has 
larger trauma and may cause a bad reaction of medicine. What’s more, gastric cancer has always 
been diagnosed by biopsy at a developmental stage and caused the missing of the best 
treatment time. Though serum tumor markers have the advantages of lesser trauma and 
hemorrhag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serum tumor markers are limited by low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Therefore, searching for high-efficiency and early biomarkers for GC diagnosis is 
urgent. 
Methods Total RNA was extracted from 400μl serum samples using Ambion mirVana PARIS kit 
(Life Technology, USA) according to the manufacturer’s protocol. Then 10μl total RNA, 4μl 
5×Reaction Buffer, 2μl 10nM dNTP Mix, 1μl of Oligo (dT) 18 Primer, 1μl RevertAid RT, 1μl 
RiboLock RNase Inhibitor and 1μl nuclease-free Water were mixed together and reversely 
transcribed into complementary DNA (cDNA) by a reverse transcription Kit (Thermo F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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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MA, USA). The mixture was incubated at 42℃ for 60min and 70℃ for 5min and then 

maintained at 4℃. Products were stored at -80℃ until use for qRT-PCR. 

qRT-PCR was performed by mixing 3μl of the RT reaction products with 10μl LightCycler® 480 

SYBR GreenⅠMaster, 1μl gene-specific forward and 1μl reverse primers, and 5μl nuclease-free 

water. Samples were analyzed in triplicate, and none template controls were included. All 
reactions were performed using the Roche LightCycler 480II thermal cycler (Roche, Switzerland) 

with the following protocol: 95℃ for 30s followed by 45 cycles of 95℃ for 5s and 60℃ for 30s. 

18S was used as an endogenous control. The sequences of the primers are summarized in 
Supplementary Table S2.The amplification specific was confirmed by melting curve analysis.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level of the target lncRNAs was calculated using the 2−ΔΔCT method. 
Results We found that serum FEZF1-AS1 and AFAP1-AS1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rimary GC patients than in normal controls (p<0.0001) and the benign gastric lesion groups 
(p<0.0001), while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normal controls and the 
benign gastric lesion groups. These suggested the two lncRNAs could be released into circulation 
and their high expression could be used as diagnostic markers for GC. Based on these data, we 
utilized a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o construct a diagnostic model. Through combining 
FEZF1-AS1, AFAP1-AS1, CEA and CA199 one by one, we chose FEZF1-AS1 and AFAP1-AS1 
as the strongest panel for GC diagnosis. The model showed a more powerful ability to distinguish 
GC patients from healthy controls, which the AUC value was 0.866 (95% CI:0.810-0.922; 
p<0.001), much higher than any single traditional biomarkers. Besides, the model possessed 
sensitivity of 85.4% and relatively high specificity of 60.3%. Furthermore, combining the model 
with CEA, CA199 or model with CEA and CA199 displayed higher sensitivity than any single one. 
These demonstrated that the combination model resulted in higher diagnostic ability and 
suggested the two-lncRNA panel could be used as a novel efficient serum biomarker. In addition, 
the expression of the model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clinical characteristic of GC, such 
as tumor size (p=0.0004), tumor-node-metastasis stage (p=0.038), lymph node metastasis 
(p=0.039), serum CEA level (p=0.031) and CA199 level (p=0.049). However,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was found between the model with distant metastasis (p=0.091). This unusual 
observation may due to the small number of patients with distant metastasis, we can collect more 
subjects to verify the result in the future study. We also found both serum FEZF1-AS1 and 
AFAP1-AS1 expression decreased after surgical treatment (p<0.0001), suggested that serum 
expression of the two lncRNAs can be used to monitor GC development and recurrence.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our data showe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lncRNAs in serum 
provided a novel complementary method for GC detection. Moreover, high serum expression has 
potential clinical value for monitoring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ng the therapeutic efficacy for GC. 
Further researches should focus on large-scale, long-term follow-up samples to confirm this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two lncRNAs and other human cancers also 
need to be deeply studied. 
 
 

PU-1035 

羊水细胞染色体制备 G 分带的几点体会 

 
王志勇,李志民,王梦雅 

柘城县人民医院检验科（商丘） 

 

目的  本室自 1987 年开展遗传咨询、产前诊断以来，综合国内外一些作者的方法，采用国外和国

产胰蛋白酶进行染色体 G 分带，取得较恒定和满意的结果。 

方法  此法具有快速、简单、稳定及不需特殊设备，标本能长期保存等优点，本文报道了羊水细胞

染色体 G 分带具体方法 

结果  结合本室的具体情况，摸索出较为简便、稳定的新方法 

结论  本文报告采用国产胰蛋白酶的外周血羊水绒毛膜染色体 G 分带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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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36 

WBC、PLT、FIB 和 D-D 在 APL 治疗中的变化对预后的意义 

 
曾钰茗 1,王文娟 2 

1.江苏大学 

2.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310000 

 

目的  通过对诱导分化治疗中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APL 患者的外周血 WBC、PLT、FIB、D-D 动

态变化的观察，了解其对初诊 APL 患者的预后意义。 

方法  选取 215 例初诊并进行诱导分化治疗的 APL 患者，将患者根据预后风险评估，分为高危、中

危、低危三组，对其外周血 WBC、PLT、FIB、D-D 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1.高危 APL 患者中早期死亡患者与缓解患者比较，WBC 倍增斜率大、WBC 峰值时间早、

FIB 更多未恢复、D-D 值更大、D-D 第一次峰值时间晚。 

2.中危 APL 患者中早期死亡患者和缓解患者在 WBC、PLT、FIB、D-D 的变化上无差异。 

3.所有 PLT 恢复患者 PLT 恢复时间无差异，中位数在第 19 天 

结论  当高危患者 WBC 每天增长大于 17x109/L，峰值出现在第 3、4 天。D-二聚体在 3 天以后 仍

上升，早期死亡几率增大。临床医生需要加大化疗药物或降细胞药物的使用。 

 
 

PU-1037 

达比加群酯服药依从性、有效性、安全性及凝血指标变化的调研 

 
王宏 

江苏省人民医院,210000 

 

目的  调研 2014 年-2017 年我院服用达比加群酯患者服药依从性、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分析服

药前后凝血指标的变化。 

方法  收集 11350 例达比加群酯服药者的临床信息，服药情况及凝血检测结果，对服药依从性、药

物有效性和安全性、凝血指标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服药依从性随不同年份而有所增高。2、死亡、卒中及栓塞的发生率分别为 1.99/100 人

年、2.56/100 人年及 0.77/100 人年。3、小出血事件及大出血事件发生率分别为 10.05/100 人年和

0.85/100 人年。4、服药后 PT、FIB 及 D-dimer 无明显变化，APTT 呈中度增高，TT 明显升高。 

结论  本研究通过大样本的统计分析，为临床医生及实验室人员提供了全面的达比加群酯服药后的

信息。 

 
 

PU-1038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患者的红细胞抗体的型别 

 
王燕红,张璐璐,刘芸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患者红细胞抗体的型别及各种型别抗体所致患者的贫血严重程

度、溶血程度及溶血后骨髓代偿性增生的程度。 

方法  收集 2015 年-2017 年在我院门诊及住院就诊的 99 例自身免疫性溶血贫血的患者的直接抗人

球蛋白试验、血常规+网织红细胞分析、肝功能，尿常规的结果。以血红蛋白浓度作为贫血严重程

度的参数；以网织红细胞绝对值最为溶血后骨髓代偿增生的指标；以血胆红素，和尿胆原作为溶血

严重程度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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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根据本实验室所得数据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的红细胞抗体型别大致可分为以下几型：IgG

型、C3 型、IgG+C3 型，其中以 IgG+C3 型为主，大约占 41%。由于各种型别抗体造成红细胞破

坏的严重的机理不同，导致造成的贫血、溶血的严重程度也存在差异。以 IgG+C3 阳性的患者溶血

及贫血程度最严重，单纯 IgG 型、C3 型较轻。 

结论  型别与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的严重程度及预后有关。 

 
 

PU-1039 

凝固曲线在判断 APTT 结果异常原因中的应用价值探讨 

 
龚继涛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130000 

 

目的  通过观察全自动血凝分析仪上 APTT 的凝固曲线特征，初步判断导致 APTT 异常的原因。 

方法  观察并分析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经我院美国 Instrumentation Laboratory 

公司 ACL TOP700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检测的 228 例患者的 APTT 的凝固曲线的特征，这些患者有

63 例临床诊断为血友病的患者，80 例肝硬化患者，12 例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10 例血管性假性

血友性病的患者，61 例经肝素类药物治疗的患者，2 例维生素 K 缺乏性疾病的患者。 

结果  血友病患者的 APTT 凝固曲线形态有三种，一种是一阶导数曲线右侧降支微凸起，随后继续

平滑下降，二阶导数曲线有一个上升的峰，两个下降的峰；另一种是一阶导数曲线右侧降支下降一

些后，出现上扬形呈圆滑峰再继续下降；第三种是一阶导数曲线明显出现两个峰，二阶导数曲线有

一个上升的峰，两个下降的峰。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有 5 例同血友病相似但二阶导数曲线下降支侧

比血友病宽大，其它 7 例曲线形态正常。5 例血管性假性血友病患者其中 1 例虽临床诊断为

VWD，但同时缺乏Ⅷ因子，凝固曲线同血友病，其它 4 例形态正常。61 例肝素患者有 50 例凝固

曲线平滑，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曲线呈不同程度锯齿状波动，仪器自动判读出数据；11 例器判读

失败，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曲线波动大，达到仪器检测上限仍未凝固，最后通过人工判独结果。2

例维生素 K 缺乏性疾病的凝固曲线一阶导数曲线上升支尖而陡，下降支在下降 1/2 左右出现转折，

后 1/2 平缓下降。肝硬化患者凝固曲线无特殊特点。 

结论  凝血因子缺乏性疾病共同的特点是在凝固曲线右侧下降支有明显突起，肝素类药物干扰后一

阶导数和二阶导数曲线有明显锯齿状波动，其中二阶导数曲线波动更容易观察到，通过观察凝固曲

线的特点可初步判断导致 APTT 异常的原因。 

 
 

PU-1040 

细胞块石蜡包埋制片法在鉴别良恶性胸腹腔积液中的应用 

 
王曌,王永香,庞晓川,苗微微,李琳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130000 

 

目的  通过细胞块石蜡包埋制片的方法获取更多的细胞成分，提高恶性胸腹腔积液的阳性检出率，

并进一步实施免疫细胞化学染色，以鉴别肿瘤细胞来源。 

方法  收集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临床科室送检的胸腹腔积液标本 85 例，每例胸腹腔积液等分为两份。

一份经 2500 转/分钟离心获取沉淀物后，将沉淀物震荡与离心管分离,再用两层擦镜纸包裹后放入

脱水盒，于 10%福尔马林中固定 3~4h 后，用全自动脱水机进行脱水浸蜡，石蜡包埋切片，行 HE

染色，光镜观察。另一份提取沉淀物中间层细胞通过普通拉片方式制备细胞涂片，后于 95%乙醇

中固定 15 分钟以上，行巴氏染色，光镜观察。所有标本均由两名细胞病理学医生采用双盲法阅

片。诊断报告采用 3 级分类法，即:找到癌细胞；找到可疑癌细胞；未找到癌细胞。以找到癌细胞

判定为阳性，即恶性胸腹腔积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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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细胞块切片组的阳性检出率为 21.18%（18/85），细胞涂片组阳性检出率为 16.47%

（14/85）（P＞0.1，无统计学差异）,前者阳性检出率较后者提高了 22.24%.细胞块切片和细胞涂

片显微镜下形态学对比，细胞块切片中细胞成分多，且部分病例可见腺癌细胞呈特异性腺管样排

列。 

结论  细胞块石蜡包埋制片法可收集较多的细胞成分，不受胸腹水易形成凝块的影响；同时可以观

察到组织结构，如细胞呈腺腔样排列，有利于形态学诊断；同时，细胞块可长期保存、反复切片，

得到相对一致的细胞学切片，不易掉片，为进一步应用免疫细胞化学染色提供有利条件，具有较大

的应用价值，是值得推广的制片技术。 

 
 

PU-1041 

The effect of altered glycosylation on 
 platelet activity and function 

 
Liping Li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Objective Platelets surface is rich in glycoproteins to form glycosides and has a complete 
glycosylation metabolic system. Its glycosylation has a definite correlation with hemorrhagic and 
thrombotic diseases. We have found that platelet glycosylation is changed between coran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in our previous study. Furthermore, we investigated if 
altered glycosylation modifications may lead to changing in platelet function, ultimately affecting 
platelet activation and thrombosis 
Methods we obtained paltelets from healthy volunteers, then performed an ex vivo experiment to 
remove terminal sialic acid residues from glycoproteins or N-linked oligosaccharides by 
Neuraminidase A(NEU) or PNGase F, respectively. Platelet agglution was detected by light 
tranmission aggregometry(LTA) or flow cytometry. Platelet aggregation was measured by LTA 
and formation of platelet-leukocyte aggregates by flow cytometry. ng platelet activation and 
thrombosis 
Results After platelet was treated with NEU, the level of α2,6-SA on the platelet surface was 

reduced and the β-Gal level increased. The binding of vWF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0.05) 

and RIS-induced agglutination did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ADP-induced platelet aggregation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p ＜0.05). PGAs and PMAs were formed to increase ( p＜0.05). 

Platelet surfaceβ-GlcNAc levels were reduced after PNGase F treatment, while α2,6-SA and β-

Gal were increased. ADP, AA, collagen-induced aggreg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p ＜
0.05).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the binding of vWF and forming the PLAs. 
Conclusions In vitro experiment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asialoglycosylation can enhance 
platelet binding to vWF and the ability to form PLAs, which may be associated with high platelet 
reactivity and the increased risk of thrombosis. mission aggregometry(LTA) or flow cytometry. 
Platelet aggregation was measured by LTA and formation of platelet-leukocyte aggregates by 
flow cytometry. ng platelet activation and thromb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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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42 

德宏地区 257 例遗传咨询者外周血染色体核型分析 

 
易薇,葛世军 

德宏州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德宏地区遗传咨询人群中染色体异常的类型及发生率，探讨细胞遗传学检查在遗传病诊

断中的价值。 

方法  运用细胞遗传学染色体核型分析技术，对由于原发或继发性闭经、不孕不育、不良孕产史、

智力低下、先天畸形等原因来我院就诊的患者进行外周血淋巴细胞培养，常规制备染色体标本，并

运用 G 显带技术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必要时行 C 显带分析。 

结果  257 例受检者中共检出异常染色体核型 13 例，异常发生率为 5.06%，其中染色体多态性 4

例，占 1.56%；结构异常 6 例，占 2.33%，其中 3 例平衡性结构重排临床表现无明显异常，2 例插

入和 1 例缺失临床表现为智力低下；数目异常 2 例，占 0.78%，临床表现为智力低下；嵌合型女性

性反转综合征 1 例，占 0.39%，临床表现为性发育异常。 

结论  云南德宏民族地区人群中有多种异常染色体核型，可引起不孕不育、不良孕产史、智力低

下、多发畸形、性发育异常等疾病，对高危人群进行外周血染色体核型分析是十分必要的。遗传咨

询中染色体核型和染色体遗传标记与临床表现的关联性需积累更多数据。 

 
 

PU-1043 

Research on the importance  of blood smear analysis  
in routine blood test 

 
Songling Huang,Xiaobo Ma,Linyan Li,Yong Dua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032， China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mportance of blood smear analysis in blood routine examination use the 
microscope review and analysis of the corresponding results for the data of blood smear 
Methods 500 blood cell analyzer during the month of January 2017 ~3 cloud hospital shows 
abnormal, and then use the microscope review and analysis of the corresponding results for the 
data of blood smear. 
Results the false positive rate was 36.8% and 40%, and the difference was 60%.blood routine 
examination is only a screening examination, blood smear analysi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diagnosis. 
Conclusions  blood routine examination is only a screening examination, blood smear analysi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diagnosis. 
 
 

PU-1044 

B 祖细胞对 MRD 阴性 B-ALL 的预后意义研究 

 
扎西曲宗,蒋能刚,金咏梅,廖红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通过研究微小残留（MRD）检测阴性 B 细胞急淋（B-ALL）患者在第一次化疗后的骨髓 B 祖

细胞、原始粒细胞含量与缓解期的关系，以及 B 祖细胞含量与血象恢复情况的相关性，探讨 B-ALL

患者 B 祖细胞和原粒细胞对疾病预后及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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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近年 4 年来 52 例首次化疗后 MRD 检测为阴性的 B-ALL 患者，在化疗结束后骨

髓 B 祖细胞、原粒细胞含量及红细胞、血小板、白细胞恢复情况，分析其相关性；同时运用生存曲

线随访分析其长期无复发生存期与 B 祖细胞、原始粒细胞的关联性。 

结果   诱导化疗后 B 祖细胞≥0.01%的患者的无复发生存期更长（39.6 vs 15.6 月，p=0.001），而

原粒细胞与患者的长期无病生存期无明显相关性（P＞0.05）。B 祖细胞、原始粒细胞含量均与血

象恢复情况没有相关性（P＞0.05）。 

结论  B 祖细胞含量与诱导化疗后达完全缓解的 B-ALL 患者的预后有一定的相关性，其机制值得进

一步研究。 

 
 

PU-1045 

炎性相关指标对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预后的影响 

 
郭雪,曾婷婷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探讨炎性相关指标对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患者预后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 年至 2018 年就诊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并获得有效随访的 292 例 CLL 患者

临床资料，收集患者年龄(Age)、性别（Gender）、白细胞（WBC）、血小板(PLT)、中性粒细胞

绝对值（NEUT #）、血小板/中性粒细胞绝对值（PNR）等资料，通过 ROC 曲线确定 cut-off 值，

生存分析采用 Kaplan-Meier 法，生存率的比较采用 log-rank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通过 ROC 曲线确定 cut-off 值，年龄为 64 岁，WBC 为 10×109/L、PLT 为 138×109/L、

NEUT#为 3.5×109/L、PNR 为 42.9。通过单因素分析得出：年龄、WBC、PLT、NEUT#、PNR 因

素对预后的影响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当 Age<64 岁、WBC>10×109/L、PLT>138×109/L、

NEUT#>3.5×109/L、PNR<42.9 时，其预后生存率分别越高。性别对预后差异的影响无统计学意

义。 

结论  影响 CLL 患者的预后因素较多，包括基因及染色体异常等，本课题收集的病例并没有都进行

基因及染色体检测，因此未纳入进行分析。结论：单个炎性相关指标 WBC#、PLT、NEUT#、

PNR 可分别有效预测 CLL 患者预后。 

 
 

PU-1046 

肿瘤患者血浆 D-二聚体检测结果调查与分析 

 
何贵山 

甘肃省肿瘤医院,730000 

 

目的  通过对我院肿瘤患者血浆 D-二聚体异常结果的分布状况进行分析，了解不同类型肿瘤患者血

浆 D-二聚体变化情况，为临床及时治疗和预后提供参考。 

方法  用日本 SYSMEX 公司 CA7000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及德国德灵公司提供配套试剂，对血浆 D-

二聚体进行测定，以大于 0.5ng/ml（FEU）为参考上线；对我院 2016 年 3723 例不同类型肿瘤患

者血浆 D-二聚体检测结果进行回顾性研究。 

结果  在 3723 例样本中发现血浆 D-二聚体异常 1630 例，总阳性率 43.8%。不同类型肿瘤在 D-二

聚体异常病例中的占比为肝癌 503 例（占 30.9%）、肺癌 330 例（占 20.2%）、乳腺癌 420 人次

（占 25.8%）、结直肠癌 105 人次（占 6.4%）、胃癌 70 人次（占 4.3%），其它肿瘤 202 人次

（占 12.4%）。肝癌的 D-二聚体异常百分率最高。 

结论  D-二聚体是交联纤维蛋白特异的降解产物,其生成或含量增高反映机体凝血和纤溶系统的激

活。肿瘤患者中异常 D-二聚体百分率高达 39.0%，不同类型肿瘤间存在 D-二聚体百分率的差异，

可能与肿瘤细胞本身的生物学特征有关。早期发现癌症患者的高凝或易栓状态,不仅可避免或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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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栓形成或 DIC 出现,而且对控制肿瘤生长和转移也有一定意义。在临床和实验室工作中均需加强

对 D-二聚体检测重要性的认识。 

 
 

PU-1047 

血小板计数在乳腺癌患者早期诊断中的价值 

 
李聪娜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东院 

 

目的  探讨乳腺癌患者血小板增高及其与乳腺癌进展及转移的关系。 

方法  收集自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5 月我院乳腺中心收治的 120 例乳腺癌患者，入院 24 小时

首治前采集 2ml EDTA-K2 抗凝静脉血检测血小板参数，排除药物及疾病的影响，血小板高于

300×109/L 为增多。同时收集同期来我院体检的 100 例健康志愿者为研究对象，其中乳腺癌患者归

为研究组，健康志愿者归为对照组，对两组检测数据进行观察比较。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乳腺癌组血小板计数显著升高(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血小板计数可作为早期诊断乳腺癌的有效参考指标，对乳腺癌患者的早期诊断及积极预防措

施意义重大。 

 
 

PU-1048 

两种正常血浆均值建立方法用于狼疮抗凝物检测的结果评价 

 
龚岩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100000 

 

目的  找到评估本实验室狼疮抗凝物（LA）检测的结果的方法，使我实验室 LA 结果报告更加准

确，更好地服务于临床、服务于患者。 

方法  收集 20 例表观正常的健康志愿者，采用 DRVVT 与 SCT 两种方法检测 LA ，同时应用 ACL-

TOP 700 血凝分析仪检测凝血时间；将仪器内设定的正常人凝血时间均值作为分母，计算 LA 标准

化比率，对实验室现行 RI 进行验证。验证通过后，随机收集 45 例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就诊患者

的 LA 检测数据与结果，利用其原始数据对其 LA 检测结果重新进行判定。 

结果  1、DRVVT 方法 90%的参考个体结果落在原有 RI 内，10%的参考个体结果落在原有 RI 外；

SCT 方法 95%的参考个体结果落在原有 RI 内，5%的参考个体结果落在原有 RI 外，验证通过； 

2、DRVVT 方法使用新设定均值对原有 LA 结果进行判定，定性结果保持不变，影响不大；而 SCT 

方法已报告的部分阳性结果（共 4 个，占 45 例样本中的 8.89%）转变为阴性。 

结论  LA 检测试剂批号的更换会对 NPP 与患者样本凝血时间存在较大的影响。通过验证与检测发

现，这种影响在 SCT 方法中表现地更加明显。所以，当试剂批号更换时，实验室应及时对仪器内

设定的正常人凝血时间均值进行验证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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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49 

Sysmex XN-9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血小板的影响因素 

 
毛志刚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探讨红细胞碎片(FRC)、小红细胞（MicroR）、幼稚血小板(IPF)等对 Sysmex XN-9000 全自

动血细胞分析仪计数血小板(PLT)准确性的影响。 

方法  采用 SysmexXN-9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中电阻抗法（PLT-I）、荧光核酸染色法（PLT-

F）对 10027 例临床标本同时进行 PLT 计数并比较分析两法的结果，以 PLT-F 为标准，计算偏

差，按照偏差是否大于等于 0 筛选得到红细胞碎片相关 647 例，小红细胞相关 3481 例，幼稚血小

板相关 6231 例，，用 SPSS21.0 绘制 ROC 曲线，P<0.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并求出最佳界

值。 

结果  红细胞碎片：ROC 曲线 P<0.05，有统计学意义，曲线下面积为 0.829，最佳界值为 Frc%= 

1.96%；小红细胞：ROC 曲线 P<0.05，有统计学意义，曲线下面积为 0.993，最佳界值为

MicroR=7.95%；幼稚血小板：ROC 曲线 P<0.05，有统计学意义，曲线下面积为 0.432，最佳界

值为 IPF=16.35%。 

结论  当 Frc%>1.96%或当 MicroR>7.95%或当 IPF>16.35%时，SysmexXN-9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

析仪检测血小板得出的血小板计数值存在差异，建议复检。 

 
 

PU-1050 

实验室指标对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预后意义的研究 

 
潘虹,宋亚莉,曾婷婷,郭雪,廖山莹,金亚雄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探讨血清乳酸脱氢酶（ lactate dehydrogenase，LDH）、外周血淋巴细胞绝对计数

（absolute lymphocyte count，ALC）和 CD38 等实验室检查指标对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CLL)患者预后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008 年-2018 年收治的 280 例初诊 CLL 患者，分析血清

LDH、外周血 ALC、CD38 和临床基本特征之间的关系。生存分析采用 Kaplan-Meier 法，分析指

标的预测价值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结果  280 例 CLL 患者中，男 179 例（65.1%），女 101 例（34.9%）；初诊患者中位年龄为 62

岁(范围：31～88 岁)，其中≥60 岁的患者 181 例(62.0%)；血清 LDH 的中位值为 197U/L(98 U/L～

1564 U/L)，外周血 ALC 的中位值为 17.39×109 /L(1.84×109～554.46×109 /L)，将中位值作为预测

CLL 患者预后的分界值，并以此为标准分为高值组和低值组，进行单因素生存分析，分析结果显示

LDH、CD38 对 OS 和 PFS 的影响有显著的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而外周血

ALC 对 CLL 患者 OS 和 PFS 影响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 CLL 患者中，血清 LDH 升高、CD38 阳性提示预后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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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51 

白细胞群落参数在骨肿瘤患者中的临床意义 

 
武文双,武湘云,张钡,孙桂兰,樊锡凤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050000 

 

目的  探讨白细胞群落参数(CPD)在骨肿瘤患者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使用血细胞自动分析仪 DxH800TM检测 100 例患有恶性骨肿瘤患者的外周血血常规，观察其

白细胞群落参数，并与健康对照组进行比较。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患有恶性骨肿瘤患者的中性粒细胞 CPD 中的 MN-V、SD-V、SD-C、

SD-AL2 MN-MALS、MN-LMALS；淋巴细胞 CPD 中的 SD-V、SD-C、SD-MALS、SD-UMALS、

MN-LALS、SD-LALS、SD-LMALS、SD-AL2、MN-AL2；单核细胞 CPD 中的 MN-V、SD-V、SD-

LALS、SD-AL2、MN-LALS 与健康对照组进行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其他参数如中

性粒细胞 CPD 中的 MN-C、SD-MALS、MN-UMLAS、SD-UMALS、SD-LMALS、MN-LALS、

SD-LALS、MN-AL2，淋巴细胞 CPD 中的 MN-V、MN-C、MN-MALS、MN-UMALS、MN-

LMALS，单核细胞 CPD 中的 MN-C、SD-C、MN-MALS、SD-MALS、MN-UMALS、SD-

UMALS、MN-LMALS、SD-LMALS、MN-AL2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则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部分白细胞群落参数在恶性骨肿瘤患者的临床诊断中具有一定价值。 

 
 

PU-1052 

昆明地区妊娠期糖尿病孕妇 PPARGC1A 和甲基化水平研究 

 
钱源 1,2,3,周芝熠 1,李晓娟 1,段勇 1,2,3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云南省内设研究机构实验诊断研究所 

3.云南省检验医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γ 辅助激活因子 1α（PPARGC1A，又名 PGC-1α）是体内调

控机体能量代谢的重要基因。它可以辅助激活 PPAR-γ,诱导棕色脂肪组织解偶联蛋白-1（UCP-1）

高表达，以增加机体的能量消耗。PPARGC1A 广泛调节能量生成与利用，在糖异生过程中的作用

尤为重要，可在转录水平上激活糖异生的关键酶，从而影响血糖代谢。它可能是 2 型糖尿病和肥胖

的重要候选基因。因此，了解中国昆明地区汉族妊娠期糖尿病孕妇的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γ 辅助激活因子 1α（PPARGC1A，又名 PGC-1α）的水平以及孕妇外周血中相应的 PPARGC1A

甲基化水平，探讨该基因甲基化水平与表达水平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常规保健的本地区孕妇，除了糖尿病外没有其他妊娠

相关的疾病，共 90 例，分为两个组别，第一组为妊娠期糖尿病孕妇，第二组为糖代谢正常孕妇。

该研究通过了昆明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的同意，病人均在抽血前签署了知情同意书。病例对照组在

年龄等方面的差异比较 两组别的孕妇除了在体重，年龄，孕周方面无显著性差异。应用 pyro-

sequencing 焦磷酸测序的方法检测两组外周血 PPARGC1A 的甲基化水平，ELISA 检测 GDM 孕妇

外周血中 PPARGC1A 的水平。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GDM 的外周血中 PPARGC1A 水平显著降低。两组研究组中，随着孕周

的增加，外周血中 PPARGC1A 的水平逐渐升高。相应地，在 GDM 组中 PPARGC1A 基因的甲基

化水平较高。 

结论   PPARGC1A 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与外周血中 PPARGC1A 的水平相关。GDM 组中

PPARGC1A 的表达水平显著低于同期的正常对照组，推测 PPARGC1A 基因启动子区的异常甲基

化可能与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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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53 

血栓弹力图参数与狼疮抗凝物质相关性探讨 

 
梁茜,沈韻,刘禹,许冠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000 

 

目的  评估狼疮抗凝物质（LAC）与血栓弹力图 R 值、MA 值以及 CI 值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2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本院收治的狼疮抗凝物质阳性患者 56 例以及健康对照组 40

例，同时进行 LAC、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以及血栓弹力图（TEG）检测。采用 one-

way ANOVA 检验分析各组间 APTT、R 值、MA 值以及 CI 值的差异，采用 Spearman 轶相关检验

分析 LAC 与 APTT、R 值、MA 值以及 CI 值的相关性。 

结果  LAC 阳性患者组的 APTT、R 值及 CI 值与正常对照组间均存在显著差异，但 MA 值在两组间

无显著差异。LAC 与 APTT 及 R 值间存在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7918 和 0.7123。LAC 与 MA

值和 CI 值间为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2479 和-0.6360。 

结论  虽然血栓弹力图参数与 LAC 存在相关性，但其与患者体内的高凝状态不符。TEG 检测对抗

磷脂综合征患者血栓形成倾向的预测作用需要在更大样本量、更严谨试验设计的前瞻性研究中进一

步验证。 

 
 

PU-1054 

未成熟网织红细胞比率检测在恶性肿瘤化疗中的临床意义 

 
林建阳,肖玉鹏 

莆田市第一医院,351100 

 

目的  通过对恶性肿瘤患者的外周血细胞参数在化疗前后的变化对比，来确定反映恶性肿瘤患者中

更能体现骨髓抑制和恢复的早期敏感指标。 

方法  选取 76 例临床已经确诊为恶性肿瘤的患者，采用 Sysmex 21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对其化

疗前后进行未成熟网织红细胞比率(IRF)、网织红细胞百分数(Ret%)､外周血白细胞计数（WBC）及

中性粒细胞（NEU）动态的检测。 

结果  发现化疗后恶性肿瘤患者的骨髓造血功能受到明显的抑制,未成熟网织红细胞比率(IRF)和网织

红细胞百分数(Ret%)从化疗后第 3 天起即开始明显下降，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其中仅有

IRF 在化疗后的第 14 天即出现明显回升，与第 9 天结果相比，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白细胞计数与中性粒细胞在化疗的第 6 天后，也开始出现明显下降，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在化疗的第 20 天后，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网织红细胞百分数均开始明显回升,其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出现时间较未成熟网织红细胞比率要晚 6 天。 

结论  在对恶性肿瘤患者进行化疗过程中, 未成熟网织红细胞比率（IRF）可以作为评价骨髓造血功

能抑制和恢复都比较敏感的早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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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55 

肝硬化患者凝血指标检测的临床意义 

 
余娅丹 

昆明市中医院,650000 

 

目的  了解肝硬化患者三项凝血指标的变化，并探讨其临床意义。 

方法   利用德国 BE 公司 Compact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测定 30 例肝硬化患者及 50 例健康体检者

的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酶时间(APTT)、凝血酶时间(TT)水平。 

结果  肝硬化患者的三项凝血指标与对照组比较，PT、APTT、TT 均明显延长，两者比较差异有显

著性(P<0.05)。 

结论  三项凝血指标可客观准确的评价肝硬化患者凝血功能状况，为临床的治疗及疗效观察提供了

科学的依据。 

 
 

PU-1056 

一例血型嵌合体的多种方法检测与分析 

 
王钰箐 1,蔡晓红 1,孔存权 2,王学锋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000 

2.河南省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分析一例样本 ABO 血清学正反定型不符的发生机制。 

方法  对先证者进行 ABO 血清学鉴定并采用 SSP 方法进行 ABO 基因分型。PCR 扩增 ABO 基因第

6-7 号外显子、基因克隆并测序。对先证者及其父母 16 个 STR（short tandem repeat，短串联重

复序列）位点进行检测并分析。 

结果  样本正定型检出 A 抗原及混合视野的 B 抗原，反定型未检出抗 A 及抗 B 抗体。测序分析显示

先证者为 A102/O02 基因型，同时检出 B101 等位基因微弱的信号峰。外显子 7 挑取 52 个克隆，

检出 2 个 B101 等位基因。分子检测结果提示先证者为 A102/O02/B101 等位基因嵌合体，嵌合率

约 3.8%。16 个 STR 位点中有 3 个位点检测出了 3 种基因型，对比父母 STR 结果可提示其为双精

子嵌合体。 

结论  血型嵌合体现象临床虽较少发现，但其血清学结果较易与 ABO 亚型血清学结果混淆，对临床

血型鉴定造成妨碍，随着医学技术发展，可使用多种方法对其进行进一步检测后确认。 

 
 

PU-1057 

Cancer-associated microangiopathic haemolytic anaemia 
associated with prostate cancer: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李卫滨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原：解放军九三医院）/东方医院,350000 

 

目的   To study physical examination, laboratory examination and imaging evaluation of Cancer-

associated microangiopathic haemolytic anemia. 

方法  A case of CA-MAHA in a patient with metastatic prostate cancer and literature were 

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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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Aside from hemolytic anemia and thrombocytopenia, decreased haptoglobin levels, and 

elevated serum levels of ALP, LDH, and bilirubin were found in CA-MAHA.Constantly elevated 
serum levels of TBIL and IBIL, LDH, CK, GOT and ALP were observed for our patient with CA-
MAHA. 

结论  Identification diagnosis between CA-MAHA and MAHA including TTP, HUS and DIC, is very 

important for timely treatment of these patients on account of similar laboratory findings and 
clinical manifestations.Aside from laboratory examination, clinical symptoms, levels of tumor 
markers, bone marrow aspirate morphological and pathology examination are helpful for 
detecting CA-MAHA. 
 
 

PU-1058 

关节腔积液常规检查中白细胞计数检验研究 

 
程少杰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原：解放军九三医院）/东方医院,350000 

 

目的  对关节腔积液常规检查中白细胞计数检验进行分析。 

方法  选取我院骨科患者常规检查的 100 例关节腔积液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希森美康生产的 UF-

1000i 全自动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和西门子生产的 ADVIA-2120 血细胞分析仪对关节腔积液标本中

的白细胞计数进行检测。 

结果  在白细胞计数≤ 2.0×109/L 时，UF-1000i 的测定结果与手工法无显著性差异（P>0.05）；在

白细胞计数 ≥ 8.0×109/L 时，ADVIA-2120 血细胞分析仪的检测与手工法无显著性差异

（P>0.05）。 

结论  在关节腔积液的白细胞计数检验过程中，一定检测范围内可采取 UF-1000i 全自动尿液有形

成分分析仪、ADVIA-2120 血细胞分析仪进行检测，可以提高诊断速度，其检测准确性较高。 

 
 

PU-1059 

再次妊娠检出 IgM 类抗-E 

 
陈宇 1,2,蔡晓红 2 

1.上海市嘉定区妇幼保健院,201800 

2.上海市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对 1 例再次妊娠，孕 38 周检出 IgM 抗-E 的病例分析附文献复习。 

方法  血型鉴定，抗体鉴定，抗体性质鉴别，抗体效价测定，交叉配血试验。血型鉴定仪器法；抗

体筛选仪器法和盐水试管法；抗体鉴定盐水试管法；抗体性质用巯基试剂裂解法和 37℃温盐水洗

涤经典抗人球法；抗体效价试验用试管法；交叉配血用盐水试管法和微柱凝胶卡式法。 

结果  血型鉴定  患者血型为 A 型 CCDee、夫血型 B 型 CcDEe、大女 A 型 CCDee、小女 AB 型 

CcDEe ；测得患者血浆中 IgM 抗-E 抗体效价为 1:16。验证试验 用相应特异性抗体与患者红细胞

悬液反应，确认患者 E 抗原阴性。 

结论  建议在孕早期首次产检、孕 28 周和 34 周进行抗体筛查序贯性检测研究，提高检出率，辅助

诊断 HDFN，保障临床用血安全。检出抗体后，基层医院如何做好有效的孕妇、胎儿或新生儿管

理，保障临床用血安全，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由于我国汉族人群 Rh 抗原分布特点,产生抗-E 的

机率远高于抗-D,目前 Rh D 抗原的检测已成为 1 种常规检测 。在怀孕的 D (+)女性中，最常见的抗

体是抗-E，建议将 Rh E 抗原检测列入常规产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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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60 

AVE562 粪便自动分析仪红细胞、白细胞 

和 FOB 检验的性能验证 

 
李雄君,秦菊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验证 AVE562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检验红细胞、白细胞和 FOB 的性能。 

方法  普通生物显微镜；AVE562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及配套耗材（关闭自动稀释功能）； 

分别选取 20 份粪便标本。通过人眼识别外观性状、颜色，并记录，作为标准。把这 20 份粪便标本

依次上机检测，记录仪器识别的外观性状、颜色与人工识别作比较。 

形态学镜检：配制 RBC 悬液加入到粪便标本中，镜下 1+—4+标本，上机进行检测 20 次，记录结

果。配制 WBC 悬液加入到粪便标本中，镜下 1+—4+标本，上机进行检测 20 次，记录结果。FOB

检出率：配制浓度为 2000ug/ml,0.2ng/ml,0ng/ml 的 3 个不同浓度样本，上机重复检测 10 次记录

结果。携带污染：选取 4+WBC 和 4+RBC 的粪便标本和正常阴性的标本依次上机检测 5 次，记录

镜检和 FOB 结果。 

结果  外观性状，颜色符合率≥80%；形态学镜检符合率≥95%；FOB 阴性标本不能测出阳性，阳性

标本不能测出阴性，符合率≥95%；携带污染 100%通过。 

结论  AVE562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检验红细胞、白细胞和 FOB 的性能验证通过，满足实际临床工作

需求，省时，省力，改善检测环境。 

 
 

PU-1061 

CEBPA-mediated upregulation of the lncRNA PLIN2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chronic myelogenous 

leukemia via the GSK3  
and Wnt/β-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s 

 
Chengming Sun1,Shuping Luan2,Guili zhang1,Na Wang1,Huiyuan Shao1,Caifu Luan1 

1.Yantai Yuhuangding Hospital 
2.Rongcheng Shidao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roles of CEBPA-mediated upregulation of PLIN2 
in the process of CML development by regulating the GSK3 and Wnt/β-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s. 
Methods Lentiviral vector construction Quantitative real-time reverse transcription PCR (qRT-
PCR)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of apoptosis.In vitro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ssays 
Results 1.Both CEBPA and PLIN2 were expressed at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s in CML. 
2. CEBPA up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PLIN2 and that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EBPA and PLIN2 in CML patients. 
3.CEBPA promoted the progression of CML by upregulating PLIN2. We also found that PLIN2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AKT, p-AKT, GSK-3β, β-catenin and Axin2/Conductin as well 
as promoted the progression of CML via the GSK3 and Wnt/β-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s in vitro. 
4.CEBPA-mediated upregulation of PLIN2 expression promotes tumor growth via GSK3 and 
Wnt/β-catenin signaling in vivo. 
Conclusions Our study provided a new theoretical basis for CML treatment through the 
CEBPA/PLIN2 a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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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62 

ABO 基因 c.2T>C 突变致 GTA 翻译异常 

引起的 AxB 表型及机制分析 

 
蔡晓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000 

 

目的  对一例疑似亚型标本进行血清学及基因学鉴定，并探索其潜在的分子机制。 

方法  血清学方面通过玻片法、试管法与卡式法鉴定 ABO 血型，多特异性抗人球蛋白卡进行不规则

抗体检测，并进行血浆总体 A 糖基转移酶活性测定。基因学检测方面通过对 ABO 基因 7 个外显子

及其侧翼序列的 PCR 扩增，然后进行直接测序或克隆后测序分析。 

结果  血清学试管法显示红细胞与抗-A 抗血清凝集强度为 1+及抗-H 凝集强度为 1+，抗-B、抗-AB

凝集强度 4+，RhD 阴性，血清与 A1 红细胞凝集强度 w；血浆总体 A 糖基转移酶活性明显下降(效

价为±)；第 1~7 外显子 PCR 产物基因测序，以 A101 为参照序列，存在 2T>C、297A >G、

467C>T、526C>G、657G>T、703G>A、796C>A、803G>C、930G>C 等杂合位点，结合血清学

特点初步判断患者为 AxB101。等位基因命名遵循 1980 年国际输血协会（ISBT）命名法的术语。

第 1 外显子第 2 位核苷酸 T>C 替换，导致起始密码子甲硫氨酸出现替换，这一点突变国内未见报

道。 

结论  ABO 基因 c.2T>C 突变导致翻译起始位点被跨膜结构域或茎区域中的 Met 替代，从而形成 N-

截短的 A 转移酶的表达而引起此例 AxB 表型。 

 
 

PU-1063 

Evodiamine inhibits the proliferation of leukemia cell line 
K562 by regulating peroxisome proliferators-activated 

receptor gamma (PPARc) pathway 

 
Chengming Sun1,Guili Zhang1,Shuping Luan2,Caifu Luan1,Huiyuan Shao1,Fei Dong1,Xuena Liu1 

1.Yantai Yuhuangding Hospital 
2.Rongcheng Shidao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evodiamine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leukemia 
cell line K562 and to explor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Methods The effect of evodiamine on K562 cells proliferation was analyzed by trypan blue dye 
exclusion assay and MTT assay.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peroxisome proliferators-activated receptor gamma (PPARg), cyclin D1, and 
p21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assay. 
Result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evodiamine inhibited the proliferation and decreased the 
viability of K562 cells in a dose- and time-dependent manner. 2-Chloro-5-nitro-N-
phenylbenzamide (GW9662) and/or PPARg-siRNA pretreatment 
alleviated the cell growth suppression triggered by evodiamine. Meanwhile, evodiamine 
intervention elevated the expression of PPARg in K562 cells, while pretreatment with GW9662 
attenuated the enhanced upregulation of PPARg expression induced by evodiamine. In addition, 
GW9662 and PPARg-siRNA pretreatment also significantly attenuated the downregulation of the 
cell cycle control protein cyclin D1 and the upregulation of cyclin-dependent kinase inhibitor p21 
induced by evodiamine.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PPARg signaling pathway may involve in the proliferation inhibition 
of evodiamine on K562 cells via inhibiting cylcin D1 and stimulating of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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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64 

基于太赫兹超材料技术高灵敏度、无标记定量 

检测人乳腺癌循环肿瘤细胞 

 
赵祥,府伟灵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外周血中的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TCs)已成为定量分析恶性肿瘤侵袭性的重

要生物标记物。但其在血液中丰度较低，因而开发高灵敏度无标记探测技术成为临床研究一大热

点。太赫兹超材料是在硅等基底上周期性排列的金属结构组成的人工电磁材料，具备对局部电磁场

的极大增强和对周围环境介电性质变化高度敏感的性质。本研究旨在利用太赫兹超材料技术实现对

人乳腺癌循环肿瘤细胞的高灵敏、无标记定量检测。 

方法  本研究通过仿真设计、光刻加工太赫兹超材料生物芯片，具体参数为开口谐振环由厚度为

200nm 的金膜构成，阵列周期为 50μm，金属框线宽为 2μm，开口大小为 2μm，相邻谐振环间隔

为 2μm。利用太赫兹超材料对浓度梯度为 102-106 个/mL 乳腺癌 MCF-7 细胞悬液进行探测，通过

超材料共振频率偏移量实现对细胞数量的定量表征分析。 

结果  与不滴加任何物质的空白超材料相比，梯度浓度的 MCF-7 细胞使材料共振峰向低频方向偏移

（红移），且偏移量随浓度增加而增大；在浓度为 100 个细胞/mL 的状态下共振峰偏移量为

1.89GHz，106 个细胞/mL 时最大偏移量为 28.69GHz。提取共振峰偏移量数据与细胞梯度浓度值

拟合发现细胞浓度值与共振峰偏移量呈现指数函数关系。 

结论  太赫兹超材料芯片可对 MCF-7 细胞浓度变化的动态响应监测，后期通过在太赫兹超材料金开

口谐振环表面包被相应适配体，可实现对乳腺癌循环肿瘤的靶向捕获，动态响应检测。同时，由于

太赫兹超材料芯片体积小巧（厚度仅为 500μm，表面积仅为 25mm2），更易于微型化、集成化，

相信高性能的太赫兹超材料生物芯片会在临床上获得广泛应用。 

 
 

PU-1065 

Improved detection method for EGFR gene rare mutation 
using phosphorothioate modified wild-type blocker 

coupled with internal competitive amplicons 

 
Xiaodong Ren1,Na Zhao1,Xiaotian Dai2,Ning Su1,Kun Wei1,Dingyuan Liu2,Haiqin Guo2,Liu Wang1,Sai 

Ren1,Xuemei Qu1,Weiling Fu1,Qing Huang3,1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Southwest Hospita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Pulmonology， Southwest Hospita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3.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Daping Hospita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Patients with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must detect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 gene mutations before molecular targeting therapy, so as to 
choose optimal treatment strategy. However, how to identify the mutant EGFR genes from 
excessive wild-type genomic DNA (i.e., WT-gDNA) is the main problem. 
Methods In response to above problem, we used LNA/DNA chimeras as PCR amplification 
blockers of WT-alleles (i.e., WTB), and make different modifications to them.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rnal competitive amplicons (i.e., the amplification of human leptin gene) was introduced in 
WTB-PCR reaction system. 
Results The optimum WTB modified by phosphorothioate was selected to block the WT-gDNA 
amplification, and developed a novel detection method (i.e., WTB-PCR) for the trace amounts of 
EGFR gene mutations. And, it could improve the specificity of target-gene amplification when the 
internal competitive amplicons was introduced in WTB-PCR reaction system. The mu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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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vity of developed WTB-PCR method to detect EGFR Exon19 deletion mutation could reach 
0.01%, and it can detect single copy level. The clinical DNA samples from 62 NSCLC patients 
were detected, and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detected by ARMS-PC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ositive rate of WTB-PCR detection was 9.68% higher than that of ARMS-PCR. 
Conclusions The WTB-PCR method developed in this study can be used to detect DNA 
samples of NSCLC patients rapidly, simplely and inexpensively. So, it has great clinical 
significance in guiding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NSCLC. 
 
 

PU-1066 

胸水腺苷脱氨酶、CRP、LDH 联合检测的临床价值 

 
王伟涛,王文进 

北京市门头沟区医院,102300 

 

目的  探讨联合测定胸水中腺苷脱氨酶（ADA）、C 反应蛋白(CRP)、乳酸脱氢酶(LDH)含量的临床

价值。 

方法  应用日立 76001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胸水中 ADA、CRP、LDH 的含量，同时抽取静脉血

检测血清 LDH 含量测定，其中 ADA 采用速率法检测，CRP 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检测，LDH 采用

乳酸底物法测定。 

结果  结核性胸水 ADA 数值明显高于炎性胸水和癌性胸水，差异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0.01)；肿

瘤性胸水中 LDH 含量明显高于结核性胸水和其他炎症性胸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炎症

性胸水 CRP 数值明显高于结核性胸水和癌性胸水，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联合测定胸水中 ADA、CRP、LDH 的含量，有助于判断胸水性质，利于有效治疗。利于针

对性治疗。 

 
 

PU-1067 

靛玉红-3'-肟抑制红细胞凋亡损伤的研究 

 
刘春秋 1,卞茂红 1,蒋佩佩 2,郑美娟 1,乔金平 1,徐元宏 1,周学勇 4,黄大可 3,沈继龙 3 

1.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30000 

2.上海嘉定区妇幼保健院 

3.安徽医科大学,230000 

4.合肥市中心血站 

 

目的  靛玉红是中药青黛中提取的一种对髓性白血病尤其是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的

有效活性成分。靛玉红-3'-肟（IDM）具有比靛玉红更高的溶解度，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靛玉红

衍生物之一。目前，IDM 对人体循环红细胞的影响尚未被探究。本实验旨在探讨 IDM 对红细胞的

凋亡损伤影响及其可能的机制。 

方法  选取 300 例健康献血者为研究对象，常规分离血样得 0.4%浓度的红细胞悬液并按实验设计

要求分别加入不同浓度的 IDM、DMSO 等孵育 24h。孵育后分别用 Annexin V-FITC 荧光、Fluo 3-

AM 荧光、DCFH-DA 荧光及 FITC 荧光二抗标记各组红细胞，通过流式细胞仪检测各组细胞凋亡率

及平均体积、胞膜神经酰胺含量、胞内活性氧量及钙离子浓度；并用共聚焦激光扫描显微镜观察并

拍摄荧光标记红细胞形态。另外，于 12μM IDM 孵育 24h 的红细胞中，分别设立 ATP 缺乏、钙离

子霉素及叔丁基过氧化氢溶液（t-BHP）存在下等实验，观察比较红细胞凋亡是否被抑制及其程

度。 

结果  IDM 显著降低了红细胞磷脂酰丝氨酸外翻率（即凋亡率）和胞内钙离子浓度。 IDM 对胞膜神

经酰胺的合成和细胞体积未有明显改变。孵育液中 ATP 缺乏显著增加了凋亡率及胞内钙离子荧光

强度，降低了细胞体积，这些效应均可被 12μM IDM 所抑制。此外，钙离子霉素和叔丁基过氧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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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触发红细胞凋亡增加，钙离子内流增加，细胞体积降低，胞内活性氧量增加，此类效应也被

12μM IDM 所抑制。 

结论  IDM 可抑制红细胞凋亡损伤，并有望成为新型红细胞保护剂。这对于未来因红细胞凋亡增加

致机体贫血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PU-1068 

B3 亚型的分子机制及家系分析 

 
蔡晓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000 

 

目的  探讨 B3 亚型及家系成员的血型血清学特点及分子机制。 

方法   ABO 血清学定型、血浆 α1,3-D-半乳糖基转移酶（B 酶）活性测定、ABO 基因 6、7 号外显

子及其侧翼序列的 PCR 扩增、基因测序和克隆分析。 

结果  先证者血清学鉴定 ABO 血型为 B3亚型，血浆中 B 酶活性<1，该家系中 2 份标本 ABO 基因

序列与标准序列相比，在第 7 外显子 425 位碱基存在 T> C 的杂合突变，导致 D-半乳糖氨基转移

酶的氨基酸发生 M142T 改变，先证者 ABO 基因型为 B305/O102，且能在家系中稳定遗传。 

结论  基因点突变 425T>C 是导致 B3 亚型的分子遗传基础，DNA 测序能够阐述 ABO 血型亚型的

分子机制及其稳定遗传特性。 

 
 

PU-1069 

Sysmex XN-9000 血液分析仪体液模式在脑脊液 

和胸腹水细胞计数中的应用 

 
梁湘辉,孔繁蓉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使用 Sysmex XN-9000 血液分析仪的体液模式进行脑脊液和胸腹水白细胞（WBC）计数、红

细胞（RBC）计数与有核细胞分类，探索其是否可以取代人工计数和在临床应用的可行性。 

方法  使用 Sysmex XN-9000 血液分析仪与手工显微镜镜检法同时检测脑脊液和胸腹水标本，分析

两结果之间的相关性及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   当胸腹腔积液 WBC≥300×106/L，脑脊液 WBC≥120×106/L 时，Sysmex XN-9000 白细胞计

数结果与手工方法有很好的相关性且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当胸腹水 WBC＜300×106/L，

脑脊液 WBC＜120×106/L 时，两种方法间存在差异（P＜0.05）。当体液标本 RBC＞1000×106/L

时两方法结果间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有核细胞分类两方法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但两种方法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Sysmex XN-9000 血液分析仪可应用于一定浓度范围内体液标本的检测，但不能完全取代临

床实践中的手动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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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70 

Overexpression of microRNA-21 in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of patients with B-cell non-Hodgkin’s 

lymphoma is associated with disease stage and treatment 
outcome 

 
Chengming Sun,Caifu Luan 

Yantai Yuhuangding Hospital 

 
Objective We wished to asses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icroRNA-21 (miR-21) and disease 
stage and treatment outcome in patients with B-cell non-Hodgkin’s Lymphoma (B-NHL). 
Methods A total of consecutive 128 patients with B-NHL were enrolled; 30 healthy individuals 
served as controls. qPCR 
assay was utilized to quantify expression levels of miR-21 in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 Ficoll isolation protocol). Expression of the miR-21 target, phosphatase and tensin 
homolog (PTEN), was assessed by Western blot analysis. 
Results miR-21 was overexpressed in PBMC of patients with B-NHL (p<0.05 vs. healthy 
individuals). Furthermore, miR-21 expression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the 
stage III/IV B-NHL (p<0.05 vs. stage I/II B-NHL).After chemotherapy, miR-21 expression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patients in complete remission and became comparable to those 
of healthy individuals. Also, miR-21 expression levels were lower in patients treated ith 
chemotherapy combined with rituximab. There was a nega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miR-21 
overexpression and post-chemotherapy survival rates of the patients. Expression of PTE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patients with B-NHL (p<0.05 vs. healthy individuals). 
Conclusions Overexpression of miR-21 is associated with disease stage and treatment outcome 
of B-NHL. This potentially involves 
negative modulation of PTEN. 
 
 

PU-1071 

B(A)血型的血清学特点和基因学测序分析 

 
蔡晓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000 

 

目的  对一例初检疑似 CisAB 或 B（A）血型标本进行血清学与基因学鉴定，并分析可能原因，探

讨其潜在机制及血型特点。血清学与分子生物学方法鉴定血型，凝聚胺介质和 Liss-coombs 卡交叉

配血。 

方法  血清学与分子生物学方法鉴定血型，凝聚胺介质和 Liss-coombs 卡交叉配血。 

结果  血清学试管法显示红细胞与抗-A 抗血清凝集强度为 1+及抗-H 凝集强度为 1+，抗-B、抗-AB

凝集强度 4+，RhD 阴性，血清与 A1 红细胞凝集强度 w；血浆总体 A 糖基转移酶活性明显下降(效

价为±)；第 1~7 外显子 PCR 产物基因测序，以 A101 为参照序列，存在 2T>C、297A >G、

467C>T、526C>G、657G>T、703G>A、796C>A、803G>C、930G>C 等杂合位点，结合血清学

特点初步判断患者为 AxB101。等位基因命名遵循 1980 年国际输血协会（ISBT）命名法的术语。

第 1 外显子第 2 位核苷酸 T>C 替换，导致起始密码子甲硫氨酸出现替换，这一点突变国内未见报

道。 

结论  ABO 基因 c.2T>C 突变导致翻译起始位点被跨膜结构域或茎区域中的 Met 替代，从而形成 N-

截短的 A 转移酶的表达而引起此例 AxB 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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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72 

α-1,3- N-乙酰半乳糖胺基转移酶 p.M142I 突变 

导致 Ax 亚型的分子机制研究 

 
蔡晓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000 

 

目的  本文以一个 Ax 亚型家系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人群 Ax亚型潜在的分子机制。 

方法  血清学方法鉴定 ABO 血型，血浆 α-1,3-N-乙酰半乳糖胺基转移酶活性测定，DNA 直接测序

和克隆后测序分析 ABO 基因序列。构建 3D 分子模型，并就突变对 α-1,3-N-乙酰半乳糖胺基转移

酶稳定性改变 (ΔΔG)的影响进行预测。 

结果  血清学鉴定和 DNA 测序分析显示，先证者为 AxB 亚型，其两位女儿分别为 A 型和 AB 型，

他们的 ABO 基因型分别为 AW.38 /B.01、A1.02B.01、A1.02/AW.38。先证者和其 A 型女儿，在第

7 外显子均存在 c.426G>C 杂合突变, 导致 α-1,3-N-乙酰半乳糖胺基转移酶的氨基酸发生 p.M142I

改变。分子模建与分析提示突变导致蛋白局部氨基酸间作用力的改变，动力学改变 ΔΔG 值的升高

表明蛋白稳定性降低。 

结论  α-1,3-N-乙酰半乳糖胺基转移酶 p.M142I 突变可能通过降低了酶的稳定性导致 Ax表现型，深

入机制有待体外实验进一步研究。 

 
 

PU-1073 

恶性肿瘤患者术后纤维蛋白降解产物（FDP）检测 

发生钩状效应的对比分析 

 
王一雯 

甘肃省肿瘤医院,730000 

 

目的  对恶性肿瘤患者术后检测纤维蛋白原(FIB)降低、抗凝血酶-Ⅲ(AT-Ⅲ)降低，血浆 D-二聚体(D-

D)升高，然而纤维蛋白降解产物（FDP）疑似假性降低，此时对 FDP 结果进行复检，比较检测数

据的符合性，有助于更好的为临床提供准确可靠的检测结果。 

方法  选取 2017 年 8 月-2018 年 3 月在我院住院期间确诊为恶性肿瘤术后患者 72 例，并且检测数

据均为 FIB、AT-Ⅲ减低，D-D 升高，FDP 降低(参考范围：0.00-5.00μg/ml)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对

FDP 使用 SYSMEX CS5100 血凝仪自配选项 1/8 和 1/16 稀释模式复检，将检测结果统计后进行比

较。 

结果  经数据列表对比，发现纤维蛋白降解产物（FDP）用其缓冲液倍比稀释后检测结果比原倍的

结果增高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恶性肿瘤患者术后如联合检测 FIB、D-D、FDP 和 AT-Ⅲ,发现单独出现 FDP 检测结果降低

的数据是不具有可信度的，值得我们怀疑发生了钩状效应（HOOK），然而最有效的纠正措施是将

其用倍比稀释法进行重新检测。及时的纠正会避免给临床术后诊疗、判断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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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74 

Overexpression of CCAAT EnhancerBinding Protein α 
Inhibits the Growth of K562 Cells via the Foxo3a-Bim 

Pathway 

 
Guili Zhang,Fei Dong,Caifu Luan,Xia Zhang,Huiyuan Shao,Jie Liu 

Yantai Yuhuangding Hospital 

 
Objective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CCAAT enhancer-binding protein α (C/EBPα) in 
the pathogenesis of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CML) and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its effect. 
Methods Bone marrow specimens from 50 patients with CML and peripheral blood specimens 
from 20 healthy individuals were collected. K562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imatinib. Subsequently, a 
stable cell line, K562-C/EBPα, was constructed.Cell proliferation was assayed with cell counting 
kit-8, and mRNA levels of C/EBPα, forkhead transcription factor FKHRL1 (Foxo3a) and Bim were 
detected by semiquantitative PCR. 
Results The correlation of C/EBPα and BCR-ABL was assessed by Spearman’s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EBPα mRNA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CML 
patien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subjects (p < 0.001) and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BCR-
ABL1 (r = –0.5046, p < 0.01). Additionally, imatinib enhanced the expression of C/EBPα in K562 
cells compared with untreated cells (p < 0.05). Overexpression of C/EBPα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ell proliferation and upregulated the expressions of the apoptosis-related genes Foxo3a (p < 
0.01) and Bim (p < 0.05) in K562 cells.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C/EBPα expression was decreased in patients with CML. Imatinib enhances the 
expression of C/EBPα in K562 cells, and the overexpression of C/EBPα inhibits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creases apoptosis via the Foxo3a-Bim pathway. 
 
 

PU-1075 

外周血 miRNA-223 在急性冠脉综合征中的诊断价值 

 
黄立娟 

哈尔滨医科大学,150000 

 

目的  通过研究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患者外周血中 miRNA-223 的表达水平并且分析 miRNA-

223 与炎性因子白介素-6（IL-6）、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和纤维蛋白原（Fib）之间的相关

性。旨在探究 miRNA-223 能否成为诊断和预测 ACS 的新的生物学标志物。 

方法  实时定量 PCR(Real time-PCR)技术检测 miRNA-223 的表达水平。用 ELISA 法测得 IL-6 的

含量，全自动生化仪检测 hs-CRP 的含量，使用全自动血凝仪测得 Fib 的含量，最后使用

SPSS23.0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ACS 组 miRNA-223 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稳定心绞痛组和健康对照组。其中稳定性心绞痛和

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组 miRNA-223 的表达水平相比稳定心绞痛组、健康对照组升高，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组 miRNA-223 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稳定心绞痛组和

健康对照组，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1），稳定心绞痛组和健康对照组之间无明显差异。 

miRNA-223 ROC 曲线下的面积=0.919，用约登指数测得切点位置的敏感性=0.783，特异性

=0.952。ACS 组 IL-6、hs-CRP、Fib 含量高于稳定心绞痛组和健康对照组，miRNA-223 与 IL-6

（r=0.423，P=0.004)、hs-CRP(r=0.424，P=0.004)、Fib(r=0.556，P=0.001)有明显的正相关，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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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miRNA-223 在 ACS 患者中的表达水平明显升高，且 miRNA-223 与 IL-6、hs-CRP 和 Fib 有

明显的正相关。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中，miRNA-223 用于诊断 ACS 的敏感度为 78.3%，

特异性为 95.2%，有望成为新的生物学标志。 

 
 

PU-1076 

尿常规在尿路感染初筛中的检测价值 

 
黎春盛 

南平市中医院南平市人民医院,353000 

 

目的  探讨尿常规中白细胞脂酶、亚硝酸盐等指标在尿路感染初筛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收集我院 2016 年 1 月至 12 月疑似尿路感染的 363 例病患的尿细菌培养及尿常规的白细胞脂

酶 LEU、亚硝酸盐 NIT、尿路感染信息（由白细胞数和细菌数得出）的结果，以尿细菌培养结果作

为金标准，评价分析尿常规中各指标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等。 

结果  363 例尿细菌培养 110 例阳性，阳性率 30.3%，大肠埃希菌检出率最高。尿常规各指标的诊

断性能，单项分析时皆没有联合分析时高，当 LEU&NIT&尿路感染信息三项串联时特异度和阳性预

测值最高；LEU&NIT&尿路感染信息三项并联和 LEU&尿路感染信息二项并联时灵敏度和阴性预测

值一样，皆最高，而 LEU&尿感信息串联时，与尿培养的符合率为 86.8%和 Kappa 分析值为

0.702，是所有符合率和 Kappa 值中最高。 

结论  通过单项和联合分析尿常规各指标，可诊断和排除部分尿路感染，必要时还需做尿细菌培

养。 

 
 

PU-1077 

组蛋白 H3 乙酰化在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 CD4+CD28-T 

细胞 CD28 表达缺失中的作用 

 
黄立娟 

哈尔滨医科大学,150000 

 

目的   通过对急性冠脉综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 ACS）患者外周血 CD4+T 细胞

CD28mRNA 水平和 CD28 基因启动子区域组蛋白 H3 的乙酰化状态的研究,旨在探讨组蛋白 H3 的

乙酰化在 ACS 患者 CD4+CD28-T 细胞 CD28 表达缺失中的作用。 

方法  免疫磁珠法分离外周血 CD4+T 细胞，经逆转录后，实时定量 PCR(Real time-PCR)技术检测

CD4+T 细胞 CD28mRNA 表达水平，染色质免疫共沉淀和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ChIP-qPCR）

检测 CD28 启动子区域组蛋白 H3 的乙酰化状态。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ACS 患者 CD4+T 细胞 CD28mRNA 表达水平显著减低，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正常对照组比 ACS 组：（1.063±0.131）比（0.739±0.065），t=2.65，P<0.05]。CD28 基

因启动子区域组蛋白 H3 的乙酰化水平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正常对照组比 ACS 组：

（2.853±0.532）比 （1.488±0.297），P<0.05]。CD28 基因启动子区域组蛋白 H3 乙酰化化水平

与 CD28mRNA 表达水平呈显著正相关（P=0.01，r=0.531）。 

结论  ACS 患者 CD4+T 细胞 CD28 基因启动子区域组蛋白 H3 低乙酰化调控了 CD28 基因转录抑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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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78 

Significantly prolonged PT and APTT indicating different 
hemorrhagic diathesises in three patients with 

hyperimmunoglobulinemia 

 
NING TANG 

Tongji hospital 

 
Objective In patients with hyperimmunoglobulinemia, such as multiple myeloma (MM) or 
Waldenstrommacroglobulinemia (WM), nonspecific and, more rarely, specific interactions of 
monoclonal (M)proteins with coagulation factor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prolonged coagulation 
tests commonly, but bleeding manifestations are relatively uncommon. We attempt to clarify 
these patients’ real coagulation functions by detecting coagulation factor levels and TEG 
parameters. 
Methods In three patients with hyperimmunoglobulinemia, quantitation of immunoglobulins, 
serum protein electrophoresis, routine coagulation tests, coagulation factor levels and TEG were 
analysed and evaluated. 
Results  Case 1:In January 2018 a 68-year-old male was hospitalized with symptoms of 
paresthesias and cyanosis in his ears, mouth, hands and feets upon exposure to cold for one 
year, progressive dyspnea for three months, and gum bleeding for two months. This patient was 
found to have prolonged prothrombin time (PT) and 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APTT) , 
a test for cryoglobulins, quantitation of immunoglobulins, and serum protein electrophoresiswere 
ordered, the results showed positive cryoglobulins test, increased levels of serum IgM (4.83 g/L) 
and free light chain (FLC) κ (83.2 mg/L), and presence of M protein (11.8%).Further bone marrow 
bioposy didn’t find abnormal plasma cells or lymphocytes, Coagulation factor levels and 
thromboelastography (TEG)were detected for further coagulation function evaluation, a single 
factor V deficiency (5%) was found, paradoxically, results of TEG parameters were all in normal 
ranges. Cold-induced precipitation of factor V was suspected. For demonstrating this, repeated 

factor V assay after warming and centrifuging sample at 37℃ was performed, result of factor V 

level was increased from 5% to 37%.As the prolongation of PT and APTT in this patient was 
partly due to a laboratory artifact, returning clotting time to normal range should not be treated as 
the main treatment goal 
Case 2:A 71-year-old male with a history of hypertension wa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in February 
2018, his face and lower extremities showed pitting edama for two months, a symptom of chest 
stuffiness presented for one month.Routine laboratory examinations showed hematuria, 
proteinuria, increased level of serum creatinine, and prolonged PT and APTT. Further 
immunoglobulin typing showed significant increased serum FLCκ(794.2 mg/L) and FLC ratio 
(42.7), M-spike didn’t be detected in serum protein electrophoresis, flow cytometry indicated 
0.39% abnormal monoclonal plasma cells, the systemic light chain (AL) amyloidosis was 
suspected. To investigate the prolongation of clotting time, coagulation factor levels and TEG 
were detected, the results showed factor X deficiency (3%) and increased reaction (R) time (12.3 
min) of TEG.In vivo studies of survival and distributionof radio-labeled FX and recovery of FX 
aftersplenectomy suggest the absorption of FX onto ALfibrils, primarily in the liver and spleen, as 
the most likelymechanism of this 
Case 3:In February 2018 a 68-year-old male without the history of any diseases wa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he had complaint of poor appetite, dizziness and vomit in recent one month. The 
separated serum or plasma samples collected from this patient showed high viscosity, only tests 
using diluted samples could be completed, hence the clotting time assays, such as PT and APTT, 
could not finish coagulation reactions and were reported as “exceeding the upper detection limit”, 
but no bleeding symptom was found.Given the appeared hyperviscosity manifestations, additional 
laboratory tests were performed for further evaluation. Protein electrophoresis revealed the 
presence of M protein (43%),immunotyping results showed increased IgMκof 15.3 g/L, serum 
FLCκof 186.2 mg/L, and FLC ratio of 42.7.>10% lymphoplasmocytoid small cells in Bone ma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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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ositive MYD88 gene mutation further confirmed the diagnosis of WM. For predicting 
bleeding risk, coagulation factor levels and TEG were detected again.All factor levels were higher 
than 30%, the K value of TEG was increased (5.9 min) and MA value was decreased (35.8 mm), 
these might due to the reduced platelet count and interference by M proteins with fibrin monomer 
polymerization. 
Conclusions These cases indicate that for elderly with unexplained prolonged clotting time and 
hemorrhage/thrombosis, hyperimmunoglobulinemia, such as MM, WM, AL 
amyloidosisorcryoglobulinemia might be investigated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further to learn the 
coagulation factor levels and TEG parameters can help to clarify patients’ real coagulation 
functions. 
 
 
 

PU-1079 

基于不同凝血检测系统的混合纠正试验在获得性血友病甲筛查中

的应用评价 

 
唐宁 1,陈要朋 2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430000 

2.解放军 303 医院 

 

目的  评估基于不同凝血检测系统的混合纠正试验，对获得性血友病甲（AHA）的鉴别能力，促进

混合纠正试验的应用标准化。 

方法  纳入武汉市同济医院及解放军第 303 医院确诊 AHA 患者 45 例，遗传性凝血因子（F）VIII、

IX、XI 缺乏症患者 122 例，对一共送检的 99 份 FVIII 抑制物阳性标本和 143 份因子抑制物阴性标

本，分别在 STAGO、IL 和 SYSMEX 三个主流品牌的凝血检测系统上完成 APTT 混合纠正试验。 

结果  各检测系统上有、无 FVIII 抑制物标本间的 Rosner 指数、混合血浆温育后延长时间均存在显

著差异（P<0.001）。以>15.0 为阈值，Rosner 指数判断 FVIII 抑制物总的敏感度仅为 53.5%

（SYSMEX、STAGO 及 IL 系统分别为 43.9%，88.9%，52.4%）；混合血浆温育后延长时间判断

FVIII 抑制物存在的最适阈值，SYSMEX 系统（温育 2h）为>8.9 秒（敏感度 97.6%，特异度

92.3%），STAGO 系统（温育 1h）为>3.0 秒（敏感度 100.0%，特异度 95.0%），IL 系统（温育

1h）为>4.5 秒（敏感度 100.0%，特异度 91.4%）。 

结论  以适当的混合血浆温育后 APTT 延长时间作为判断阈值，混合纠正试验对 AHA 有很高的筛查

效率，但不同检测系统及温育时间所对应的阈值存在差异，本研究提供了初步参考数据。 

 
 

PU-1080 

微小 RNA 实时荧光指数扩增关键技术的研究 

 
屈雪梅 1,赵娜 1,魏昆 1,王柳 1,任晓东 1,苏宁 1,郭利芳 1,府伟灵 1,黄庆 1,2 

1.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陆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目的  循环 miRNA 是已被证实的可诊断肿瘤相关疾病的生物标志物，但是目前检测循环 miRNA 的

方法具有检测时间长、灵敏度低等缺点，因此无法满足临床诊断与预后的检测需求。本研究通过引

物结构改造与体系调整成功构建新型实时荧光恒温指数扩增（Real-time Fluorescent Isothermal 

Reaction with Exponential amplification, ReFIRE）可简单、快速、特异地检测循环 miRNA。 

方法  本研究利用热稳定缺口酶、具有链置换活性的热稳定 DNA 聚合酶，荧光标记 DNA 引物，通

过“切割-延伸-链置换”指数循环扩增检测 miRNA，将体系置于 ABI ViiA7DX 荧光定量 PCR 仪，60s

收集一次荧光。通过调整体系中聚合酶和切口酶的浓度、反应温度、切口酶识别位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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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NA 特异性识别序列、引物结构等得到可稳定检测特异 miRNA 的反应体系，且无需要添加特别

的试剂便可排除非特异性扩增。最后通过检测不同数量级(1f-0.1zmo)miRNA，得到该体系 miRNA

的检测灵敏度。该体系能够在较高单一恒定温度条件下自主循环实现靶分子的指数扩增，并根据引

物释放的荧光定性与定量分析 miRNA。 

结果  成功构建新型 ReFIRE miRNA 检测体系。结果显示该检测方法可有效检测 1f、0.01f、1a、

0.01a、0.1zmol 的 miRNA 且检测时间较短为 50min，该体系只需要 20ul 能检测不同数量级

miRNA。此方法与已有的 ReFIRE miRNA 检测技术相比更经济、简单、灵敏度更高、特异性更

好。 

结论  该方法检测时间短，灵敏度高，因此可快速、高效地检测低丰度 miRNA，有望应用于检测肿

瘤患者血清中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miRNA，并可对重大疾病进行早期诊断的临床应用性研究。 

 
 

PU-1081 

提高不同仪器间国际标准化比值（INR）一致性的探索与研究 

 
刘超男,李勤,陈思,凌莉琴,周静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国际标准化比值（INR）广泛应用于口服抗凝药物治疗时药物效果的监测，但是不同仪器间

INR 结果的差异常给临床用药带来困扰，本文探索并寻找一种方案更好的保证不同仪器间 INR 结果

的一致性，以减小因不同仪器造成的结果偏差。 

方法  探索并借助统计学手段进一步提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临检与血液实验室凝血组五

台凝血分析仪（3 台 Sysmex CS5100 全自动凝血分析仪和 2 台 SysmexCA7000 全自动凝血分析

仪）之间 INR 的一致性。首先确定参比仪器 CS5100-A 的准确度和精密度。然后使用参比仪器

（CS5100-A）和比对仪器（CS5100-B、CS5100-C、 CA7000-A、CA7000-B）分别检测 25 例样

本（使用 CS5100-A 检测；16 例样本 INR 0.8-4，9 例 INR>4），获得仪器检测的 PT 和 INR，使

用比对仪器的 PT 和参比仪器的 INR 重新拟合并获得新的针对不同机器不同试剂批号下的修正

MNPT（正常人 PT）和修正 ISI（国际敏感度指数），再根据 INR=（PT/MNPT）^ISI 获得相应机

器的不同试剂批号下的 INR 计算方程；最后检测 39 例（使用 CS5100-A 检测；30 例 INR 0.8-4，

9 例 INR>4）样本并分别获得比对仪器测定得 INR 值和修正的 INR 值，分别比较测定 INR 值和修

正 INR 值与参比 INR 值（参比仪器测定）的差异用于验证分析。 

结果  使用三种批号的试剂，4 台比对仪器的测定 INR 值与参比 INR 值偏差的中位数为 2.06%，四

分位间距为 4.9%。使用我们重新修正后计算得到的方程可以进一步减小平均偏差，4 台比对仪器

的测定 INR 值与参比 INR 值偏差中位数为 0.18%，四分位间距为 0.2%。对于某些试剂批号甚至可

以降低 100 倍的平均偏差。 

结论  使用我们的方法建立修正后的方程计算修正的 INR 值，可以进一步提高不同仪器间 INR 的一

致性，从而更好地指导临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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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82 

基于螺旋-狭缝阵列微流控芯片快速 

捕获鉴定循环肿瘤细胞的研究 

 
魏昆 1,2,王柳 1,2,任晓东 1,2,苏宁 1,2,郭利芳 1,2,赵娜 1,2,府伟灵 1,黄庆 2,1 

1.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陆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目的  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CTC）在恶性肿瘤的精准医疗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临

床应用价值，但现有技术在 CTC 捕获及分析鉴定存在效率低、耗时长、操作复杂等问题。本文拟

建立一种结合 CTC 捕获与 CTC 鉴定分析的微流控芯片，为 CTC 临床实际应用提供了一种新途

径。 

方法  本研究基于流体力学原理，通过理论建模、数字仿真以及精细加工技术，构建整合了基于细

胞尺寸分选富集 CTC 的螺旋形流道，以及对螺旋形流道所捕获到的 CTC 进行单细胞水平精准鉴定

的阵列狭缝式芯片。构建完毕后，首先利用不同尺寸（5um、10um、15um）的有色微珠验证和建

立螺旋形流道的物理参数。在此基础上，将混有 SW480、MCF7、A549 等不同肿瘤细胞的正常人

血液进一步验证，获得方法参数。 

结果  通过该芯片对不同尺寸有色微珠进行分选富集，结果表明，与 CTC 尺寸相似的 15um 直径的

有色微珠回收率及纯度达 98%和 99%。当采用该芯片分选 10mL 混有 100 个 SW480、MCF7、

A549 等不同肿瘤细胞的健康成人全血时,其分选 SW480、MCF7、A579 的回收率分别达 90%、

84%、88%，且此过程在 10min 钟内就可完成。同时利用阵列狭缝式芯片对捕获到的 CTC 进行鉴

定的方法与传统方法相比，其检测时间缩短了 50%。 

结论  本文建立的用于螺旋形流道芯片与阵列狭缝式芯片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对 CTC 的分选富集和

鉴定可一体化实施，为 CTC 计数的临床实际应用提供了一种简便、快速的新技术和新方法。 

 
 

PU-1083 

基于 3D 打印研制白细胞分选富集器应用于 

无标记分选富集外周血中白细胞技术 

 
郭利芳 1,王柳 1,2,任晓东 1,2,任赛 1,2,屈雪梅 1,2,赵娜 1,2,魏昆 1,2,黄庆 2,1,府伟灵 2,1 

1.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陆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目的  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s,CTCs)是自肿瘤原发灶或转移灶脱落进入外周血液循

环的肿瘤细胞,是肿瘤远处转移的标志。CTCs 有助于癌症的早期诊断、判断疗效、个体化治疗方案

制订及诊断预后。由于 CTCs 数量稀少，在数百个白细胞才能寻找出几个，白细胞分选的回收率和

活性直接决定 CTCs 检测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本研究报道一种通过自主研制，利用 3D 打

印技术制作完成白细胞分选富集装置。 

方法  通过对白细胞分选富集方法学体系参数建立，利用拉杆式方法或者推杆式方法在离心力原理

下分选富集白细胞，计算白细胞回收率和红细胞去除率。 

结果  白细胞分选富集方法学体系参数建立成功后，拉杆式白细胞回收率平均值为 94.4%，红细胞

去除率平均值为 91%。推杆式白细胞回收率平均值为 96.15%，红细胞去除率平均值为 92.82%。 

结论  本研究富集白细胞回收率高、无标记细胞、无化学试剂污染样本、耗时短、操作简单、不影

响其靶细胞形态、功能及其活性等特点，对肿瘤早期检测和预后的判断有重大意义,对临床治疗的

指导也有很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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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84 

A new compound heterozygous mutation of BSCL2 in a 
Chinese Zhuang ethnic family with Congenital generalized 

lipodystrophy 

 
Faquan Lin1,Yuan-yuan Qin1,Xuan Zhang1, Li-qun Xiang1,Qing-wen Shan1,Shou-dong Li2,Jie Yan1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China 

2. Guangxi Anren Xin Bio Technology Co.， Ltd 

 
Objective  Congenital generalized lipodystrophy (CGL), also known as Berardinelli-Seip 
congenital lipodystrophy (BSCL), is an autosomal recessive disorder characterized by a near-total 
loss of adipose tissue, severe hypertriglyceridemia, insulin resistance, and fatty liver. There are 
four subclinical phenotypes of CGL (CGL1-4) and mutations in the AGPAT2, BSCL2, CAV1, 
and CAVIN1 genes are associated with CGL 1 through CGL4, respectively.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report clinical and molecular investigations of CGL disease in a 
Chinese Zhuang ethnicity family of 4 members (parents and two sons).  We used whole exome 
sequencing (WES) in the family to examine the genetic cause of the disease. 
Results One child of the Zhang family presented with skin pigmentation, hypertriglyceridemia and 
diabetes. WES identified a previously unreported  compound heterozygous mutation inthe BSCL2 
gene (c.545_546insCCG heterozygous mutation and exon 3 heterozygous deletion) in the 
proband. His mother and brother are heterozygous carriers of the c.545_546insCCG mutation 
and his father is a carrier of the exon 3 heterozygous deletion. 
Conclusions Compound heterozygous mutation of the BSCL2 gene (new c.545_546insCCG 
heterozygous mutation and new exon 3 heterozygous deletion) was detected in the proband with 
characteristic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CGL2. 
 
 

PU-1085 

Highly sensitive and specific electrochemical aptasensor 
for the detection of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by coupling 

catalytic hairpin assembly with rolling circle amplification 

 
Yang Wang1,Ming Chen1,Kai Chang2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Medicine，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Medicine， Institute of Surgery Research， Daping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A simple and fast strategy for early detection of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TCs) is 
urgently required because of cancer metastasis. 
Methods In this work, we fabricated an electrochemical biosensor by two cell-specific aptamers 
which could form hairpin and specifically recognize K562 cells. The capture aptamer was fixed on 
the surface of a gold electrode via the formation of Au-S bonds. The detection aptamer was 
linked with a primer at 3’ end which could trigger rolling circle amplification to prolong the 
sequence of aptamer. The dual-aptamer model was used to improve the capture efficiency and 
specificity of K562 cells. The rolling circle amplification could improve the sensitivity of detection 
by inhibiting electron transfer of [Fe(CN)6]3-/4- redox couple which could be detected by differential 
pulse voltammetry (DPV). 
Results Under the optimal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the detection limit of 25 cells mL-1 and the 
linear ranges of 1×102 cells mL -1 to 1×105 cells mL-1 K562 cells were obtained. 

https://ghr.nlm.nih.gov/gene/AGPAT2
https://ghr.nlm.nih.gov/gene/BSCL2
https://ghr.nlm.nih.gov/gene/CAV1
https://ghr.nlm.nih.gov/gene/CAVIN1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708 

 

Conclusions Our work demonstrates a label-free and rather simple CTCs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cell-specific aptasensor, showing a promising potential for further CTCs-related 
mechanism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PU-1086 

血浆 D 二聚体水平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朱梦捷 1,2,刘娅琪 3,王建中 2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100000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100000 

3.北京积水潭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血浆 D 二聚体水平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临床诊断为 COPD 的患者 227 例（COPD 组），按其分期、分级、合并症及预后进一步

分组；对照组 61 例。收集上述所有患者的凝血常规、血常规、血沉、hsCRP、BNP，以及 COPD

组的血气分析、肺功能、估测肺动脉收缩压等指标，运用 SPSS 19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D-D 水平在 COPD 急性加重期组高于稳定期组和对照组（P＜0.001），稳定期组与对照组无

统计学差异（P＞0.05），诊断 COPD 急性加重的敏感度为 78.1%，特异度为 90.6%。D-D 水平在

对照组、COPD 轻中度组、重度组、极重度组依次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与

FEV1%、FEV1/FVC 呈负相关（r=-0.231，P＜0.05；r=-0.292，P＜0.05）。D-D 水平在 COPD

细菌感染组高于无细菌感染组（P＜0.001），两组 D-D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和稳定期组（P＜

0.001），诊断 AECOPD 的敏感度为 63.4%，特异度为 83.3%，与 NE、hsCRP 相当，其水平与

hsCRP 正相关（r=0.347，P＜0.001）。D-D 水平在对照组、COPD 无呼吸衰竭组、呼吸衰竭组依

次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与氧合指数负相关（r=-0.431，P＜0.001）。D-D 水

平在对照组、COPD 无肺心病组、肺心病代偿期组、肺心病失代偿期组依次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01），当临界值取 0.265mg/L 时，诊断肺心病的灵敏度为 72.7%，特异度为

69.2%，其灵敏度高于 BNP，但特异度较低；D-D 水平与 PASP 正相关（r=0.263，P=0.004）。

年龄、HGB、氧合指数是影响 COPD 患者住院期间发生死亡的危险因素（Logit P=-6.407+0.263*

年龄-0.079*HGB-0.032*氧合指数）；将模型预测概率作为新的变量绘制 ROC 曲线，曲线下面积

为 0.982（0.959~1.000），灵敏度为 97.6%，特异度为 69.2%。 

结论  D 二聚体对 COPD 的病程、严重程度、合并症以及预后的的评估有重要价值。 

 
 

PU-1087 

凝血实验真空管“死腔”所致抗凝血酶Ⅲ活性 

检测结果的偏差及机制的探讨 

 
李色,李新丽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610000 

 

目的  将“有死腔”凝血试验管收集的血样与“无死腔”凝血试验管收集的血样分别进行抗凝血酶Ⅲ活性

的检测，探讨凝血实验真空管“死腔”所致抗凝血酶Ⅲ活性检测结果的偏差及机制。 

方法  随机选取健康体检患者 68 名，采用真空采血技术，同时在同一患者肘部静脉取血，弃去第一

管标本，分别用“无死腔”凝血试验真空采血管及“有死腔”的凝血实验真空采血管采血各一管，采用

全自动凝血分析仪对两类血浆样本分别检测其抗凝血酶Ⅲ的活性，采用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检测其血

小板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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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有死腔”的凝血实验真空采血管的抗凝血酶Ⅲ活性的检测结果明显低于“无死腔”凝血试验真空

采血管的检测结果，差值均数为 39.3%，差距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死腔”的凝血实验真空

采血管的血小板数量明显低于“无死腔”凝血试验真空采血管的检测结果，差值均数为 12*109/L，差

距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有死腔”的真空采血管可导致抗凝血酶Ⅲ活性的检测结果偏低，导致此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多

方面的，但至少有一种原因是由于管内死腔增加了血小板与管壁作用的机会（尽管管壁被硅化，仍

有激活血小板的可能）或死腔中气体对血小板的激活作用，导致血小板活化所致。因此，使用“无

死腔”真空采血管是十分重要的，临床工作中应注意凝血实验采血管的选择和应用。 

 
 

PU-1088 

适用于液体活检 KRAS 基因低丰度突变检测体系的建立与应用 

 
苏宁 1,2,魏昆 1,2,任晓东 1,2,李建军 1,董严 1,舒秋霞 1,赵娜 1,2,王柳 1,2,屈雪梅 1,2,任赛 1,2,府伟灵 1,黄庆 1,2 

1.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目的  KRAS 基因在结直肠癌 (CRC)中的突变率高 (35%~45%)，与 CRC 发生发展、个体化分子靶

向治疗与预后密切相关。但是，在精准医疗领域，由于肿瘤细胞的异质性及肿瘤突变基因的稀有

性，痕量突变基因的检测是 CRC 精准诊疗必须解决的技术难题。现有技术与方法对痕量突变基因

的检测灵敏度较低，无法满足液体活检的实际要求。本课题组在前期研发的基于野生型阻断物 

(WTB)的 WTB-PCR 技术和方法基础上，优化 WTB 结构与反应体系，针对不同的靶基因设计其匹

配的荧光标记突变基因特异性水解探针(MST)，进一步开发更具实用性、灵敏度更高的新型 WTB-

PCR，从而有效避免荧光染料法中引物二聚体所导致的假阳性扩增，实现同时检测同一个靶基因的

不同突变型等位基因，还可进一步拓展为同时检测多个靶基因的多重检测体系。 

方法  构建通用型 WTB-PCR 技术，实现单个 PCR 管高灵敏度完成 KRAS 基因第 12 位/第 13 位密

码子 12 种突变检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可实现两个 PCR 管高灵敏度精确检测 KRAS 基因第

12 位/第 13 位密码子常见 7 种突变的探针型 WTB-PCR 技术。 

结果  成功构建了通用型 WTB-PCR 反应体系，单个 PCR 管中 KRAS 野生型等位基因被完全屏

蔽，突变型等位基因灵敏度达到单拷贝水平，对痕量突变基因检测的分辨率达到 0.01%，检测结果

经生工测序验证无假阳性结果。成功构建了探针型 WTB-PCR 反应体系，两个 PCR 管高灵敏度精

确检测 KRAS 基因第 12 位/第 13 位密码子常见 7 种突变。 

结论  目前的 WTB-PCR 是一种快速、简单、低成本、适用于液体活检且具有临床使用价值的新型

KRAS 基因痕量突变检测方法。 

 
 

PU-1089 

基于超材料增强太赫兹光谱技术的血液快速检查 

 
刘羽,张阳,府伟灵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探索超材料增强 THz 光谱技术对全血、血浆、红细胞和超纯水检测的价值。 

方法  利用光刻技术制备特有超材料，再结合 THz 光谱技术，检测全血、血浆、红细胞和超纯水在

常温环境下对超材料增强 THz 光谱的相应，获得特有谐振峰和谐振频率。 

结果  全血、血浆、红细胞和超纯水在 THz 波段的谐振峰和对应的谐振频率不同，其中红细胞的谐

振频率最大，并与其他样本的谐振峰差异最大，这意味着不同样本在 THz 波段的介电常数存在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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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超材料增强 THz 光谱技术可以快速有效区分不同液体样本，有望成为一种高灵敏且快速开展

血液检查的新途径。 

 
 

PU-1090 

HPLC-MS 法用于人血浆中氯吡格雷及其代谢物浓度测定 

 
姚璞 1,黄庆 1,2 

1.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陆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目的  临床上常采用氯吡格雷(clopidogrel，CLP)进行冠心病患者经皮冠状动脉术的抗血小板治疗，

但患者服用常规剂量的氯吡格雷后出现个体差异性，且临床大多数不良心血管事件与这种个体差异

密切相关，因此亟需建立一种高灵敏度、全过程监测的定量分析方法，用于了解氯吡格雷的人体药

代药动学特征，为临床个体化用药提供数据支持。目前关于氯吡格雷浓度的测定大多局限于原药及

活性代谢产物。本研究基于氯吡格雷代谢全过程，建立了用于人血浆中氯吡格雷 CLP 原药及其各

阶段主要代谢产物（包括：中间代谢产物 2-O-CLP、非活性代谢产物 CLPA 及活性代谢产物衍生

物 CLPAMD）浓度检测的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HPLC-MS）。 

方法   CLP 原药及其各阶段主要代谢产物血浆样品处理均采用蛋白沉淀法，色谱柱均采用

Agilent poroshell 120 EC-C18（2.7μm，3.0×150mm）；采用 QTrap 5500 型质谱仪的多重反应监

测 ， 离 子 通 道 分 别 为 CLP m/z 322.3→212.0 ， 2-O-CLP m/z 338.3→155.0 ，

CLPA m/z 322.3→212.0，CLPAMD m/z 504.4→354.1，内标噻氯吡啶 m/z 264.0→154.1。 

结果   血浆中 CLP 原药及其各阶段主要代谢产物 2-O-CLP、CLPA、CLPAMD 分别在

10~20000ng·mL-1，0.2~100ng·mL-1，0.3~150ng·mL-1，0.5~250 ng·mL-1 范围内线性关系良

好；提取回收率平均值分别为 99.4%，109.0%、108.5%、105.2%；日内、日间精密度 RSD 均小

于 15%，相对偏差（SD）范围分别为 2.1%~11.1%，1.5%~7.3%，2.6%~11.4%，1.6%~10.0%。 

结论  本文建立的用于 CLP 原药及其各阶段主要代谢产物浓度监测的方法具有良好的线性范围、重

复性、灵敏度及特异性，能够满足临床实际需求，可为临床推行个体化用药提供可靠的实验室监测

指标。 

 
 

PU-1091 

LPL 患者实验室检测指标观察 

 
焦文静,张金艳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对比观察淋巴浆细胞淋巴瘤（Lymphoplasmacytic lymphoma，LPL）相关实验室检测指标，

以提高其诊断准确率。 

方法  骨髓涂片及切片分别经瑞氏-吉姆萨及 HE 染色后，观察并对比分析 13 例 LPL 患者的骨髓细

胞形态及病理学特点。同时，取患者骨髓或外周血进行流式细胞术免疫表型检测及相关实验室检

查。 

结果  LPL 患者骨髓中特征性的淋巴浆细胞数量明显增多，该细胞个体较小、外形不规则、核染色

质浓集，胞浆较少、染蓝至灰蓝色。骨髓切片中小淋巴细胞高度增生，同时大部分患者伴浆细胞增

多。大多数患者会出现血清 TP、Glb、LDH、HBDH、β2-MG 及 Cr、BUN 等检测指标的异常。

LPL 患者小淋巴细胞 CD20 均呈阳性表达，CD5 均呈阴性表达，同时 Igκ 或 Igλ 链表达缺失而呈单

克隆增生，浆细胞亦呈单克隆表型。 

结论  LPL 患者骨髓象具有独特特点，骨髓细胞形态学结合骨髓病理学检测、流式细胞术检测及相

关实验室检查对于鉴别诊断 LPL 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711 

 

PU-1092 

松江区区域化医疗网络内检验人员血细胞形态学调查分析 

 
韦薇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201600 

 

目的  了解松江区区域化医疗网络内的 1 家区域性检验中心，6 家二级医院与 15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从事临床基础检验人员的血细胞形态学水平。 

方法  采用显微摄影照片现场调查的方式，对检验人员血细胞形态学识别的符合情况进行统计学分

析。 

结果  110 位调查对象平均识别准确率为 61.3%，合格者 41 人，不合格者 69 人。区域性检验中心

组、二级医院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的检验人员间合格情况相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31.448，P<0.05）。中级职称组、初级职称组、未定级组的检验人员间合格情况相比较，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0.225，P<0.05）。系统培训组、季度培训组、无培训组的检验人员间合

格情况相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59.734，P<0.05）。≤5 年工龄组、6~10 年工龄组、

>10 年工龄组检验人员间合格情况相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724，P>0.05）。 

结论  基层检验人员的血细胞形态学识别能力较为薄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尤为突出。保留在各基

层单位的常规检测项目受到人员业务水平，实验室管理与质量控制等因素，成为全面实现检验报告

在区域内结果互认的难点。 

 
 

PU-1093 

吉林省 12 岁以下儿童全血钙铁锌缺乏率调查分析 

 
孙伟,张敏,李雨艳,许友强,周婷婷 

吉林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目的  分析吉林省内 12 岁以下不同时期儿童全血钙、铁、锌的含量水平，为为儿童喂养及保健管理

指导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使用博晖 BH5100T 型原子吸收仪器，仪器配套的专用样本稀释液、校准品及质控品。利用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分析对人体全血样本中的铜、锌、钙、镁、铁进行元素分析。统计 2017 年 6 月-

2018 年 5 月共计 12000 例儿童体检样本的大数据分析，由于本地区全血铜、镁的结果异常率较低

（＜0.5/万），没有统计学意义，本次调查分析的重点对有统计学意义的钙、铁、锌元素，按照不

同季节、年龄组进行统计学分析，了解不同时期儿童微量元素的缺乏情况 

结果  全血钙元素的水平跟年龄和季节有高度相关性。从年龄角度分析，血钙随着年龄的增长呈逐

渐降低趋势；从季节角度分析,17 年 11 月-18 年 5 月份，6 月-12 岁儿童的整体血钙水平较 17 年 6

月-17 年 10 月份的水平偏低，整体缺钙率有较明显增加。而全血铁，锌元素的含量水平，6 月-6 岁

总缺乏率较高，分别为 53.50%，55.81%，缺失率随着年龄增长逐渐降低，7 岁以后分别降低为

22.16%，21.63%，季节性变化对全血铁、锌元素的影响不大。 

结论  本次统计的样本显示，吉林省地区 6 月-6 岁的儿童普遍存在全血铁、锌缺乏情况。7 岁-12 岁

儿童相对情况较好。其次东北冬季持续时间长，气温低，婴幼儿冬季接受光照时间较短，影响到了

钙的吸收，钙缺乏率较其他季节有明显的升高。冬季时候在补钙的同时需要及时补充维生素 D 或

者尽可能多的在户外接受阳光照射，促进钙的吸收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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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94 

NLR 在乙肝肝硬化伴 SBP 早期诊断中的价值研究 

 
吴思宇 1,于婷 2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2.湘雅医学院 

 

目的  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spontaneous bacteria peritonitis, SBP）是乙肝肝硬化患者发展到晚

期的常见并发症，早期诊断和治疗提高乙肝肝硬化合并 SBP 患者临床治愈的关键。本研究旨在探

讨乙型肝炎肝硬化合并 SBP 患者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的绝对值比值（NLR）对于乙肝肝硬化伴

SBP 患者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 2017 年 3 月-2017 年 12 月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感染科诊断的 94 例乙肝肝硬化患者使

用抗生素治疗前的血常规检查结果和病史资料，其中并发 SBP 的患者 54 例，不伴 SBP 的患者 40

例，50 例健康志愿者的外周血标本作为对照组。 

结果  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血小板和 RDW 等指标在正常对照组与乙肝肝硬化 SBP 组均

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1）；但在乙肝肝硬化无 SBP 组和 SBP 组比较，只有 WBC 和中性粒细胞

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淋巴细胞、血小板和 RDW 等指标在无 SBP 组和 SBP 组并无显著差

异（P 均>0.05）。PLR 在三组研究对象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NLR 水平在三组

患者间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其中乙肝肝硬化伴 SBP 组显著高于其余 2 组（F=11.667-46.87，P

均<0.01）。NLR 的 ROC 曲线面积为 0.883（95%置信区间为 0.813-0.953，P<0.01），明显高于

中性粒细胞。 NLR 的诊断界值为 1.975 时，其诊断 SBP 的 Youden 指数最大，此时的灵敏度和特

异性分别为 85.2%和 80%。 

结论  乙肝肝硬化合并 SBP 患者其外周血 NLR 明显高于乙肝肝硬化不伴 SBP 患者和健康正常人。

NLR 作为乙肝肝硬化合并 SBP 早期诊断的一个指标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 

 
 

PU-1095 

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预测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的临床价值 

 
刘魏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200000 

 

目的  探讨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在急性胰腺炎（AP）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分析了 114 例 AP 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 AP 患者与健康对照组间血常规、肝肾功能、

电解质的指标变化；根据亚特兰大新分类标准，将 AP 患者分为轻度（MAP）、中度（MSAP）和

重度（SAP）3 组，比较 3 组间 NLR、血肌酐（SCr）及 Ca2+水平差异；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比

较 NLR 与 SCr 及 Ca2+水平间的相关性，进一步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比较 NLR、

SCr、Ca2+对 SAP 的诊断价值。 

结果   AP 组 NLR 值为 9.59%（5.82% – 20.93%），SCr 水平为 70μmol/L （56μmol/L – 

86μmol/L）；健康对照组 NLR 值为 1.59%（1.32% – 2.00%），SCr 水平为 66μmol/L 

（55μmol/L – 79μmol/L）；与健康对照组相比，AP 组 NLR、SCr 明显升高（P 值均小于

0.05）。NLR 与 AP 的严重程度有明显相关性（P<0.05）,与 SCr 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r=0.191，

P<0.05）,与 Ca2+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r =-0.244，P<0.01）。NLR 诊断 SAP 的曲线下的面积为

0.81（95％CI：0.703 -0.924），与 SCr、Ca2+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 值均大于 0.05）。 

结论  NLR 对 AP 的严重程度和预后判断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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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96 

Aberrant activation of CaMKIIγ accelerates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blast crisis 

 
weiwei zheng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USTC 

 
Objective Blast crisis (BC) is the final deadly phase of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CML), but its 
molecular basis remains poorly understood.Here, we show that CML BC is regulated by calcium-
calmodulin-dependent kinase IIγ (CaMKIIγ). 
Methods Genetic deletion of CaMKIIγ greatly inhibits disease progression via selectively 
impairing the self-renewal of leukemia stem cells (LSCs) in mouse models, whereas 
overexpression of CaMKIIγ has the opposite effects. In human CML, phosphorylated CaMKIIγ 
abundance i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BC. 
Results  Moreover, CaMKIIγ phosphorylates and reduces the nuclear cyclin-dependent kinase 
inhibitor p27Kip1, a critical brake that maintains LSC quiescence.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CaMKIIγ might be an important switch for the transition 
of CML BC and identify a unique mechanism by which CaMKIIγ promotes the self-renewal of 
LSCs by deceasing nuclear p27Kip1 to wake up dormant LSCs. Therefore, CaMKIIγ may provide 
a new therapeutic target to treat CML BC 
 
 

PU-1097 

流式细胞术与 PCR 检测人类白细胞抗原 HLA-B27 结果分析 

 
李彬 

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643000 

 

目的  探讨流式法手动、自动检测人类白细胞抗原 B27（HLA –B27）平均荧光强度 (MFI) 和引物特

异性多聚酶链反应(SSP-PCR)检测结果的可比性。 

方法  同一标本分别用流式法手动、自动和 PCR 检测 HLA-B27，流式法手动用 BD 试剂中的标准

粒子进行校准，然后将流式法手动与自动检测的人类白细胞抗原 B27（HLA –B27）平均荧光强度 

(MFI)进行比较分析，再与引物特异性多聚酶链反应(SSP-PCR)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流式手动与自动检测 HLA –B27 平均荧光强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流式自动与 PCR

检测 HLA-B27 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FCM 是一种可靠的检测方法，其手动、自动软件分析法是一种简便、高效、快捷的 HLA-

B27 检测方法，而手动检测速度更快、更高效、更实用，值得推广。 

 
 

PU-1098 

94 例肝病患者凝血功能检测结果分析 

 
李盛,王莹莹 

绵阳市中医院/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绵阳医院,621000 

 

目的  观察不同组肝病对凝血功能的影响 

方法  不同肝病组与对照组均按标准程序检测凝血指标 PT、APTT、Fib、TT 

结果  不同肝病组对凝血功能影响大 

结论  肝病患者因病情严重程度不同，机体合成凝血因子的水平可出现显著差异，凝血功能还可作

为肝病预后判断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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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99 

尿三杯与尿常规镜检结果比较 

 
苏新评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比较尿三杯与尿常规镜检红细胞，白细胞结果符合率及不符合率，分析其两者在临床应用中

的差异。 

方法  选择泌尿系统及其周边系统器官病变患者作为统计分析的对象。标本留取：按照前中后三

段，量均匀留取标本，1500r/min,10min 离心，弃去上层留取 200uL,混匀镜检记录红细胞、白细胞

/HP。收集海军总医院门诊 4 月至 9 月期间门诊检查尿三杯及对应尿常规结果。尿三杯中任意一杯

红细胞超出正常范围记为红细胞阳性，未超出正常范围记做红细胞阴性；尿三杯中任意一杯白细胞

超出正常范围记为白细胞阳性，未超出正常范围记做白细胞阴性。尿常规同理统计记录。将两者均

阳性、均阴性记做符合，将阴阳性不同记做不符合，比较标本对 应红细胞结果，对应白细胞符合

与不符合的结果。计算两者之间红细胞、白细胞符合率及不符合率。 

结果  6 个月门诊所有检测尿三杯与尿常规红细胞均阳性+均阴性符合率 85.50%，阴阳性不符合率

14.50%。白细胞均阳性+均阴性符合率 89.5%，阴阳性不符合率 10.5%。 

结论  尿常规不能完全替代尿三杯在细胞镜检的作用。两者结果一致性未达到 100%。与尿三杯中

红细胞、白细胞镜检结果相较，尿常规镜检结果并未达到 100%符合，这由标本留取方式限制。尿

三杯试验用于粗略判断泌尿系血尿的来源，协助鉴别泌尿道出血的部位，根据结果的不同可辅助鉴

别疾病部位。尿常规镜检红细胞、白细胞结果代表第二杯结果，在由第一杯、第三杯所代表的疾病

病变影响在尿液中的提示作用未能完全体现。 

 
 

PU-1100 

探讨 CRP 联合血常规检验在儿科临床检验中的应用价值 

 
王莹莹,杜立树,平龙玉 

绵阳市中医院/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绵阳医院,621000 

 

目的  研究和分析 CRP 联合血常规检验在儿科临床检验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将我院儿科 2018 年 02 月-2018 年 5 月收治的 300 例患儿临床资料作为本次研究对象。依感

染类型为依据进行分组，其中 150 例患儿为病毒感染划分为观察组，另 150 例患儿为细菌感染设

为对照组，采用 CRP 血常规联合检验的方式对两组患儿进行检验，并对检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在 CRP 含量水平方面，观察组 CRP 水平为（7.49±2.18）mg/L，对照组 CRP 水平为

（73.83±13.84）mg/L，对照组 CRP 水平升高明显，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比对数据差异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CRP 血常规联合检验在儿科临床检验中的应用，可以有效的

明确感染类型，对儿科疾病进行指导，其应用价值较高。 

结论  对于儿科患者采用 CRP 血常规联合检验，可进一步明确患者感染的病因，为后期的临床治疗

以及预后工作提供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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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01 

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的比值在肺结核早期诊断中的价值 

 
邓亚婷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分析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在早期肺结核诊断的临床价值，为肺结核早期诊断

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6 月至 2017 年 12 月就诊患者，抽取确诊肺结核患者（TB）84 例纳入研

究,细菌性肺炎患者（CAP）74 例纳入研究，对其入院时血常规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以

血沉为对比，对 NLR 鉴别诊断的诊断能力进行评价。 

结果  肺结核患者的 NLR 水平显著低于细菌性 CAP 患者(3.57±3.00 vs 5.27±4.17  P<0.01) ，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相关性分析结果: NLR 水平与中性粒细胞(r=0.715，P=0.01)、及白细胞总数

(r=0.738，P=0.01) 成正相关，与淋巴细胞( r=-0.644，P=0.01) 呈负相关。诊断结核性的临界值是

NLR<5.4( 敏感度为 92.9%，特异度为 83.6%)。 

结论  初始诊断阶段获得的 NLR 是一种有用的区分肺结核患者与细菌性 CAP 患者的实验室指标。 

 
 

PU-1102 

抗 X a 活性、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测定 

对低分子肝素治疗监测的探讨 

 
罗佳佳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旨在探讨抗 Xa 活性测定在监测 LMWH 治疗的临床意义，判断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在

LWMH 抗凝治疗中是否有临床价值。并比较 APTT 与抗 Xa 活性的相关性。 

方法  通过法国 STAGO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对 LMWH 治疗的 32 例住院患者进行用药前及用药后抗

Xa 活性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测定，同时分析两者相关性。 

结果  1.用药前 APTT 为 41.80±8.02，用药后为 44.21±13.45，用药后较用药前升高，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2. 用药前抗 Xa 活性为 0.03±0.04，用药后为 0.30±0.17，用药后较用药前有所升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APTT 监测 LMWH 达到治疗剂量的符合率为 3%，抗 Xa 活性

为 41%；4.LMWH 用药后 APTT 和抗 Xa 活性有相关性(P<0.05)。 

结论  抗 Xa 活性测定是简便，快速和有效的监测 LMWH 的方法，利于指导临床用药；APTT 监测

LMWH 抗凝效果不佳。 

 
 

PU-1103 

外周血红细胞碎片的检测与临床运用进展 

 
文清钦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对红细胞碎片不同检测方法的调查比较，探讨其在临床应用方面的价值。 

方法  查阅相关标准及文献资料，比较不同检测原理，不同仪器关于红细胞碎片的检测应用。 

结果  1.红细胞碎片检测方法：显微镜人工镜检、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如 Sysmex XN 系列和

Siemens ADVIA 120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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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红细胞碎片参考区间：ADVIA 120 系列全自动分析仪研究表明，正常成人红细胞碎片的参考区间

为 0.2%-0.4%，最大值小于 0.5%；新生儿为 0.19 % –1.24 %。而 XN 系列新生儿参考区间为

0.12%–11.65%。但其参考范围尚无统一定论，普遍认为上限低于 1%。 

3.疾病诊断：红细胞碎片＞ 1%诊断血栓性微血管病（TMA） ，肾衰患者为 0. 6%，先兆子痫妇女

为 0．45%，人工心脏瓣膜正常运作的患者 0．48%，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巨幼细胞性贫血、急性

肾功能衰竭患红细胞碎片百分比中位数分别为 1．20%、1．30%、1．35%。严重烧伤、骨髓异常

综合征等疾病时其也会增加。 

结论  关于红细胞碎片，目前还没有规范的检测方法，也没有共识性的参考区间，对于不同疾病的

临床诊断价值有待进一步研究。 

 
 

PU-1104 

超敏 C-反应蛋白结合血常规检测 

应用于新生儿细菌感染性疾病中的诊断价值 分析 

 
潘珂 

绵阳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目的  探讨超敏 C-反应蛋白结合血常规检测对新生儿细菌性感染的临床诊断价值 。 

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所收治疑似细菌感染新生儿 200 例为研究对象，均予以

超敏 C-反应蛋白、血常规检测，比较两种检查间差异。 

结果  200 例新生儿中，hs-CRP 检查阳性率为 73%、血常规检查阳性率为 51%，组间比较，X2为

16.745，P＜0.01，差异具有显著性；联合检测阳性率为 89%，明显高于 hs-CRP 阳性率，X2 为

15.611，P＜0.01，差异具有显著性。 

结论  超敏 C-反应蛋白结合血常规检测可有效提升新生儿细菌感染性疾病诊断阳性率，对提升临床

诊疗水平具有积极意义，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105 

正常妊娠及妊娠不良患者抗凝指标变化 

 
李涛,袁梦,屈晨雪,龚岩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100000 

 

目的  观察了正常妊娠和妊娠不良患者（复发性流产患者以及不孕症患者）的纤维蛋白原定量

（FIB-C）、D-二聚体（DD）、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FDP）、抗凝血酶（AT）、蛋白 C

（PC）和蛋白 S（PS）以及狼疮抗凝物的水平，以期为妊娠不良的鉴别诊断和治疗监测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7 年 9 月-2018 年 1 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产科门诊就诊的正常妊娠孕妇 19 例，就

诊于同院生殖与遗传中心与产科门诊的反复流产患者 40 例，就诊于同院生殖与遗产中心的不孕症

患者 68 例。检测项目包括纤维蛋白原定量（FIB-C）、D-二聚体（DD）、纤维蛋白（原）降解产

物（FDP）、抗凝血酶（AT）、蛋白 C（PC）和蛋白 S（PS）以及狼疮抗凝物的水平，用统计学

方法分析不同组各指标的差异 

结果  FIB、DD、FDP 的含量在孕早、中、晚三期之间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反复

流产组与不孕症组同正常妊娠组相比，FIB、DD、FDP 的含量显著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正常妊娠过程中，随着孕周的增加，AT 活性减弱，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蛋白 C 活性、蛋白 S 活性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反复流产组与不孕

症组同正常妊娠组相比，AT 活性增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蛋白 C 活性减弱，差异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蛋白 S 活性显著增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正常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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娠组的狼疮抗凝物阳性率为 0，反复流产组的阳性率为 12.5%，不孕症组的阳性率为 13.24%，差

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正常妊娠的过程中，FIB、DD、FDP 含量升高，AT 活性减低，蛋白 C、蛋白 S 活性无明

显改变，机体处于高凝状态，是正常的生理过程。对于反复流产患者，蛋白 C 活性的减弱可能导致

易栓症的发生，从而造成流产，因此需要重点对蛋白 C 活性指标进行监测。同时，反复流产患者以

及不孕症患者的狼疮抗凝物阳性率升高，可导致抗磷脂综合症，是诱发流产或不孕的病因，因此也

需要对狼疮抗凝物指标进行重点监测。 

 
 

PU-1106 

Systematic characterization of sperms piRNAs as 
molecular biomarkers for male asthenozoospermia patients 

 
Yeting Hong1,Zheng Xu1,Qi Ruan1,Yu Chen1,Guangzhong Song1,Jianxin Lyu1,Xi Chen2 

1.College of Laboratory Medicine， Hangzhou Medical College， Hangzhou， Zhejiang 310053 

2.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harmaceutical Biotechnology， Jiangsu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MicroRNA 

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 NJU Advanced Institute for Life Sciences (NAILS)，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163 Xianlin Avenue， Nanjing， Jiangsu 210046， China 

 
Objective Our previous study has demonstrated that PIWI-interacting RNAs (piRNAs), a class of 
small RNAs known to play pivotal roles in spermatogenesis, are downregulated in seminal 
plasma of asthenozoospermia patients and can serve as molecular biomarkers for male infertility. 
However, the profile of piRNAs in asthenozoospermia patient sperms remain obscure.  In this 
study, we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d the profles of sperms piRNAs in asthenozoospermia males 
to identify piRNAs that are altered during asthenozoospermia and evaluate their diagnostic 
value.  
Methods Solexa sequencing technology was employed to screen piRNA profles in sperms 
samples pooled from healthy controls and asthenozoospermia patients. The results identifed 
many altered piRNAs in asthenozoospermia patient group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Subsequently, qRT-PCR assay was investigated in the training and validation sets to measure 
and confrm the concentrations of altered piRNAs. 
Results The results identifed a panel of 2 piRNAs that were signifcantly decreased in sperms of 
asthenozoospermia patien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ROC curve analysis and risk scor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diagnostic potential of these 2 piRNAs to distinguish 
asthenozoospermic individuals from healthy controls was high. 
Conclusions In summary, this study identifes a panel of piRNAs that can accurately distinguish 
fertile from asthenozoospermia patients. This fnding may provide pathophysiological clue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asthenozoospermia patients. 
 
 

PU-1107 

染色体荧光原位杂交技术及核型分析在产前诊断中的对比研究 

 
王珏,钱源,段勇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与羊水细胞染色体核型分析相比,荧光原位杂交(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FISH)

技术在产前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972 例孕妇抽取羊水体外培养后进

行染色体核型分析,其中所有羊水标本同时应用 FISH 技术直接对间期核细胞进行 13、18、21、

X、Y 的染色体数目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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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972 例中,共完成羊水细胞核型分析 970 例,诊断成功率为 99.8%(970/972),其中异常染色体

核型占 5.14%(50/972),报告时间平均为(25.32±4.23)d。(2) FISH 检测 972 例患者,FISH 诊断成功

率为 100%,共发现染色体异常 39 例,占 4.01%(39/972); (3)在染色体数目的诊断上,972 例的 FISH

检测与染色体核型分析的一致率为 100%,包括唐氏综合征患儿 25 例，18-三体综合征患儿 8 例，

13 三体综合征患儿 3 例，特纳综合征患儿 2 例，克氏综合征患儿 1 例，平均报告时间为 5d。 

结论  (1)FISH 技术应用于产前诊断染色体数目异常,成功率高,准确可靠,较常规核型分析方法有效缩

短报告时间。(2)对于可能存在染色体结构异常的患者,单纯使用 FISH 将发生漏诊。(3)FISH 不能完

全替代常规染色体核型分析,疑有染色体结构异常者,必须同时行羊水细胞染色体核型分析。 

 
 

PU-1108 

尿红细胞人工显微镜检查与干化学法检测的比较 

 
唐诚 

绵阳市肛肠病医院,621000 

 

目的  比较尿红细胞人工显微镜检查与干化学法检测的效果。 

方法  随机抽取我院检验科自 2018 年 3 月至 2018 年 5 月采集的朝阳社区老年人体检尿液 1162

例，分别予以人工显微镜检查与干化学法检测，而后对干化学法检测结果分组对比 A、B 两组患者

尿液中的 RBC。 

结果  RBC 符合率为 92.00％ （416／452），阴性符合率为 88.70％（630／710），假阳性符合

率为 7.96％（36／452），假阴性符合率为 11.30％（80／710）。 

结论  干化学检测法检测患者的尿液，具有便捷、高效的特点，但是此类检测方法的假阴性和假阳

性较高，并不能完全代替人工显微镜。 

 
 

PU-1109 

miRNA 在乳腺癌上皮－间质转化中的研究进展 

 
程实,郑利华,庞博 ,刘贵建 

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100000 

 

目的  上皮－间质转化使原发癌细胞获得间质特征，参与乳腺癌的浸润和转移，最终导致治疗失

败。miRNA 是一类长度为 18-24 个核苷酸，参与基因转录和表达的非编码单链小分子 RNA。在不

同肿瘤组织中均有表达，可以通过调节肿瘤细胞发生、迁移等相关基因的表达，参与肿瘤生长、转

移、诱导血管形成等程序。研究证明，miRNA 在乳腺癌 EMT 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本文对乳腺

癌 EMT 过程中相关 miRNA 的研究进展，以及该过程中 miRNA 与关键的转录调控、转录因子之间

的相互作用进行了简要综述。 

 
 

PU-1110 

红细胞相关外泌体的研究进展 

 
孙士鹏,安成,刘贵建 

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100000 

 

目的   细胞分泌的细胞外囊泡 (EVs)包括外泌体（exosomes）、外体（ectosomes）、微泡

（microvesicles）、微粒（microparticles）、凋亡小体（apoptotic bodies）等成分。这些细胞分

泌的胞外囊泡存在很大的异质性，目前依据透射电镜、免疫电镜和其他生物化学的方法，可把 E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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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为外泌体和微泡两大类。外泌体是多种活细胞晚期内体分泌的 30-100nm 的小囊泡体,在蔗

糖密度梯度溶液中密度范围为 1.13～1.19g/ml。外泌体的主要功能是作为蛋白质、脂质和 RNAs 的

递送载体，介导体内不同细胞类型之间的细胞间通讯，从而影响正常和病理状态。最初外泌体的发

现源于红细胞成熟，外泌体与红系分化关系极为密切。外泌体及其携带的 miRNA 等分子的功能研

究主要集中在红细胞发育分化成熟的调控以及临床用红细胞制品领域，红细胞生成以及贫血机制的

研究是全球亟待解决的难题。相对于外泌体在肿瘤和炎症等领域取得的成果来说，红系分化和红细

胞制品相关的外泌体研究虽然有所进展，但是仍然进展缓慢。相信随着红细胞相关外泌体研究的深

入很有可能为贫血等相关疾病的治疗带来新的思路和突破。 

 
 

PU-1111 

1472 例小儿腹泻 A 群轮状病毒感染情况 

 
李泳霖 

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2017 年 1 月-2018 年 5 月北川县羌族自治县地区小儿腹泻 A 群轮状病毒感染情况。 

方法  选自 2017 年 1 月-2018 年 5 月北川县羌族自治县地区就诊的腹泻患儿 1472 例作为研究对

象，进行常规大便检测及 A 群轮状病毒抗原检测，分析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腹泻患儿

A 群轮状病毒感染情况。 

结果  不同性别腹泻患儿 A 群轮状病毒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月份腹泻患

儿 A 群轮状病毒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段腹泻患儿 A 群轮状病毒阳性

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2017-2018 年北川县羌族自治县地区小儿腹泻 A 群轮状病毒感染好发于 0～3 岁小儿，且趋

于流行。 

 
 

PU-1112 

长春市绿园区 2015～2017 年 2~＜8 岁儿童贫血情况调查 

 
郭雯佳,贾亚男,周琪,许建成,索朗卓嘎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130000 

 

目的  了解长春市绿园区 2~＜8 岁儿童贫血情况，为预防儿童贫血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 2015～2017 年长春市绿园区妇幼保健院体检 2~＜8 岁儿童共计 26740 人，使用

Sysmex XE-18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进行血常规检测，分析贫血占比 

结果  2015～2017 年长春市绿园区妇幼保健院检出贫血儿童检出人数分别为 92、149 和 57 人，比

例分别为 1.05%、1.68%和 0.63%，三年贫血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6.14，P＜0.001)；男

孩和女孩贫血检出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2015 = 0.55，χ22016 = 0.27，χ22017 = 0.22，P＞

0.05)；对同年 2~＜8 岁不同年龄组儿童贫血检出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2015=122.66，

χ22016=36.93，χ22017=27.76，P＜0.001) 

结论  长春市绿园区 2~＜8 岁儿童贫血检出率低于国家要求水平，7~＜8 岁儿童贫血检出率较高。

应加强健康教育，降低贫血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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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13 

血小板相关抗体及淋巴细胞亚群的检测在 ITP 中的研究进展 

 
欧红利,番云华 

德宏州人民医院 

 

目的  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是自身免疫引起的一种获得性出血疾病，病因迄今未明，病

理机制主要与自身免疫系统失耐受产生抗血小板抗体导致血小板破坏过多及生成不足有关。 

方法  从 ITP 的发病机制，及近年来 ITP 实验室筛查中的血小板相关抗体和淋巴细胞亚群的检测的

临床实验室研究作一综述，旨为 ITP 的发病机制、诊断及治疗等方面提供理论依据。 

结果  免疫功能异常在 ITP 的发病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T 淋巴细胞、B 细胞及自然杀伤细胞均参

与其中，且通过不同的作用机制导致 ITP 的发生，因此对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的水平变化进行检测

以提高对 ITP 的实验室诊断及在临床治疗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结论  原发性 ITP 患儿存在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紊乱，血小板相关抗体和淋巴细胞亚群水平检测的

联合使用对原发性 ITP 的诊断、疗效评估有较好的实用价值 

 
 

PU-1114 

12 例异常血红蛋白 Hb Rush 基因型和血液学表型分析 

 
番云华,葛世军 

德宏州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不稳定异常血红蛋白 Hb Rush 病例的血液学表型和基因型特征。 

方法   对 12 例散发病例进行血液学常规检测和血红蛋白电泳，并检测 β 珠蛋白基因序列。 

结果  12 例病例中 5 例儿童表现小细胞低色素贫血，7 例成人中 6 例血液分析表型基本正常，1 例

表现小细胞低色素贫血，12 例血红蛋白电泳（毛细管电泳）均有异常条带（Z8）（30.0～

58.2%），均携带有不稳定血红蛋白 Hb Rush 突变（HBB CD101 GAG>CAG, Glu>Gln），其中 2

例还分别合并有-α3.7和 Hb E 地中海贫血突变。Hb Rush 异常血红蛋白条带位于 Hb F 区，凝胶电

泳导致 Hb F 定量值明显增高。 

结论  成人单纯 Hb Rush 突变杂合子可以无贫血的血液学表型特征，合并 β 地贫时可出现贫血表

现，儿童携带者有不同程度的小细胞低色素贫血，因此对地中海贫血和 HbF 定量值明显增高或出

现异常电泳区带的病例进行诊治时需考虑对 Hb Rush 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PU-1115 

M2a 型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治疗后再发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一例 

 
马鸣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患者，女性，14 岁。因“咽喉肿痛、血常规白细胞分类异常、外周血涂片发现幼稚粒细胞” 于

2014 年 6 月 9 日来我院儿科就诊。患者神志清楚、精神好、无发热、咳嗽。查体：无皮疹、出

血，右侧扁桃体Ⅲ度肿大，左侧扁桃体Ⅱ度肿大，咽充血、口腔黏膜光滑、完整，双肺未闻及干、

湿啰音，肝、脾及浅表淋巴结均未触及，既往无血液病病史。 

方法  骨髓象： 骨髓有核细胞增生极度活跃，粒系异常增生，以原始粒细胞为主，占 0.760，可见

Auer 小体（图 1），红、巨两系明显受抑，成熟红细胞大小不等，血小板少见，原始细胞过氧化酶

（POX）染色呈阳性（图 2）。流式细胞术检测结果显示：65%原始细胞群体，MPO、HLA-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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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33、CD38 及 CD11b 均呈阳性表达，CD3、CD13、CD4、CD34、CD8、CD14、CD20、

CD22、CD7、CD117、CD61、CD41、CD79a、CD19 及 CD56 均呈阴性表达。；诊断为急性髓

系白血病（AML）-M2a。给予 DAE 方案（盐酸柔红霉素、阿糖胞苷、依托泊苷）化疗，骨髓缓解

后，常规维持用药 1 年后，停药 1 年零 2 个月，期间 11 次骨髓穿刺检查，均显示缓解，无明显变

化。 

结果  2016 年 8 月 14 日，该患者因化脓性扁桃体炎再次来我院儿科就诊，骨髓象：骨髓有核细胞

增生明显活跃。原始细胞高度增生，占 0.850，该细胞核型较规则、染色质稍粗、核仁隐显不一，

胞质量较少、染蓝色、可见紫红色颗粒（图 3）。红系仅见少量幼红细胞，成熟红细胞大小不一。 

巨核细胞 2 只，血小板少见。POX 染色呈阴性（图 4）。PAS 染色呈颗粒状阳性。流式细胞术检

测结果显示：68%异常细胞群体，CD79a、CD19、HLA-DR、TdT 及 CD38 均呈阳性表达，部分

细胞表达 CD15、CD22 及 CD34，cIgM、CD3、CD117、CD33、CD13、MPO、CD56 及 CD10

均呈阴性表达，诊断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Pro-B ALL 可能）。 

结论  现患者仍在治疗中。 

 
 

PU-1116 

D 二聚体在临床血液病中的意义研究进展 

 
马鸣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Ｄ二聚体是纤维蛋白单体通过交联活化因子后，经纤溶酶水解而形成具有特异性的降解产

物，其含量在正常人体血浆内含量很低，但在病理状态下，其含量可增高。 

方法  Ｄ二聚体含量的增高反映了机体凝血和纤溶系统的激活。如肺部疾病、肾脏疾病、产科并发

症、各种术后、恶性肿瘤、白血病等，血浆 D 二聚体含量均明显增多而且能有效地反映体内凝血-

纤溶系统活性 

结果  同时在疾病的演变过程中，由于血浆 D 二聚体检测结果与肿瘤的分期、肿瘤的转移密切相

关，所以实时监测血浆 D 二聚体的含量，能够及时指导临床的治疗， 

结论  故近年来血浆 D 二聚体的测定越来越得到广泛应用，其在不同疾病临床诊断中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对于促进医学检测技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PU-1117 

外周血单核细胞计数与食管癌根治性放疗预后关系的研究 

 
闫可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通过观察分析食管癌患者在放疗期间外周血单核细胞计数的变化趋势及其与预后关系，试图

发现能预示食管癌预后方便有效的血液学免疫指标，以便更准确地评估判断食管癌放疗后的长期生

存。 

方法  回顾分析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我科接受根治性放疗且符合入组条件的食管癌患者

248 例，收集放疗前及放疗期间每周检测的外周血结果，详细记录中性粒细胞计数（ANC）、淋巴

细胞计数(ALC)、单核细胞计数（AMC）及血小板（PLT）的数值，计算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

（N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比值（LMR），比对分析不同血细胞

水平对预后的影响。采用 Kaplan-Meier 法计算 OS、PFS 并 Log-rank 检验和单因素预后分析，

COX 模型行多因素预后分析。 

结果  随访截止至 2017 年 12 月，全组患者 1、2、3 年 OS 率为 75.0%、48.8%、35.7%，中位

OS 期 23.1 个月；1、2、3 年 PFS 率为 58.8%、40.7%、32.0%，中位 PFS 期 14.3 个月。在放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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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ALC、LMR 呈指数下降，而 AMC 呈缓慢上升趋势。单因素分析显示 AMC 最大值、AMC 平

均值及 LMR 平均值为 OS 及 PFS 的影响因素（P=0.044、P=0.006、P=0.011；P=0.036、

P=0.006、P=0.045)。多因素分析显示放疗期间 AMC 平均值为 OS、PFS 的独立影响因素

(P=0.010、P=0.018)。对可能影响 AMC 均值大小的临床病理因素进行多因素分析，发现性别为

AMC 平均值的独立影响因素（P=0.006，HR:2.08）。 

结论  食管癌放疗期间单核细胞计数缓慢上升，且升高幅度显著者提示预后不良，单核细胞计数的

高低可能存在性别差异，有待进一步研究。 

 
 

PU-1118 

Spife 3000 全自动蛋白电泳仪检测 HbA2 

在地中海贫血筛查中的应用研究 

 
陈雅斌,蒋燕成,陈紫萱,杨伟,张志珊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 HbA2 在地中海贫血筛查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应用 Spife 3000 全自动蛋白电泳仪检测 α 地中海贫血、轻型 β 地中海贫血和健康人群的

HbA2 水平，比较三组之间 HbA2 的水平变化，并进一步通过 ROC 曲线评估 HbA2 筛查地中海贫

血的价值。 

结果  三组之间 HbA2 水平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但 α 地中海贫血内各临床分组，各组之间差异

没有统计学意义。ROC 曲线分析得出当 HbA2<2.55 %时，筛查 α 地中海贫血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

别为 16.5 %和 94.4 %，当 HbA2>3.9 %时，筛查轻型 β 地中海贫血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86.5 

%和 96.7 %。 

结论  HbA2 筛查轻型 β 地中海贫血的能力优于 α 地中海贫血，可为大规模人群中筛查出地中海贫

血提供帮助。 

 
 

PU-1119 

流式细胞术与实时荧光 PCR 两种方法 

检测 HLA-B27 患者的结果比较 

 
张敏,李雨艳,许友强,周婷婷 

吉林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目的  应用流式细胞术和实时荧光 PCR 法对人类白细胞抗原 B27(HLA-B27)进行检测并对两种检测

方法的结果进行分析比较。 

方法  用 Beckerman Coulter FC500 MCL 流室细胞仪、美国 BD 公司抗 HLA-B27 FITC/CD3 PE 荧

光抗体和美国 ABI 7500 型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博奥晶典 HLA-B27DNA 检测试剂盒，对 2016

年 5 月 25 日至 2017 年 6 月 1 日期间所有吉林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检测的 2474 例患者的

HLA-B27 进行检测。 

结果  2474 例患者中应用流式细胞术法检测阳性患者为 536 例，阴性患者 1938 例，阳性率

21.66%。其中男性患者 1476 例，阳性患者 383 例，阳性率 25.95%，女性患者 998 例，阳性患者

153 例，阳性率 15.33%，应用实时荧光 PCR 法检测阳性患者为 530 例，阳性率 21.66%。其中男

性患者阳性患者 379 例，阳性率 25.67%，女性阳性患者 151 例阳性率为 15.13%，两种检测方法

结果符合率为 98.88%；应用两种检测方法对男性患者及女性患者分别按年龄分组进行检测，结果

显示：21-30 岁患者阳性率最高为 37.44%，其中患者 422 例，阳性患者 158 例，男性阳性患者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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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段，患者 291 例，阳性患者 125 例表达率为 42.96%，女性阳性患者该年龄段，患者 131 例，

阳性患者 33 例，阳性率为 25.19%，此年龄段两种检测方法结果符合率为 100%。 

结论  实时荧光 PCR 法与流式细胞术两种检测方法对人类白细胞抗原 B27 检测结果均准确、可

靠，HLA-B27 男性患者阳性率明显高于女性患者，不同年龄组别 21-30 岁之间患者结果阳性率最

高分别为 42.96%，25.19 %，21-30 岁男性患者阳性率是女性患者的近 1.7 倍。 

 
 

PU-1120 

ROC 曲线评估 UF1000i 尿液分析仪筛查尿路感染的价值 

 
陈雅斌,何诗玲,田孟茶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第一医院 

 

目的  应用 ROC 曲线评估 UF1000i 尿液分析仪筛查尿路感染的价值。 

方法  严格按照无菌操作步骤，留取中段尿进行定量细菌培养和白细胞、细菌计数检测。以定量细

菌培养作为金标准，比较尿培养阴、阳性两类标本的白细胞、细菌计数结果，应用 ROC 曲线分析

UF1000i 尿液分析仪筛查尿路感染的 cut off 值。 

结果  白细胞、细菌计数阳性的均数±标准差分别为 1722.98±3403.82 个/μl、11757.50±16016.82

个/μl，和阴性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以细菌培养为金标准，UF1000i 尿液分析仪筛查尿路

感染的白细胞计数阈值为 202.5 个/μl，其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 62.8%、67.3%，而细菌计数阈值

为 1699.0 个/μl ，其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 71.8%、89.2%。 

结论  UF1000i 尿液分析仪作为初筛尿路感染的白细胞计数阈值和细菌计数阈值分别为 202.5 个

/μl、1699.0 个/μl ，尿常规检测可比定量尿细菌培养更早应用于筛查诊断尿路感染。 

 
 

PU-1121 

肿瘤病人与 D-二聚体的相关性 

 
童永桃 

甘肃省肿瘤医院,730000 

 

目的  讨论通过对肿瘤患者手术前后 D-二聚体变化的意义 

方法  收集恶性肿瘤患者术前与术后的标本，使用全自动血凝仪进行检测，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恶性肿瘤患者术后 D-二聚体后一日有明显升高，后出现下降，术后五日后再次升高。 

结论  监测 D-二聚体对恶性肿瘤患者术后血栓并发症具有重要意义 

 
 

PU-1122 

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血小板平均体积等 

指标在 T2DM 中的变化分析 

 
龙璐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探讨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NLR）、血小板平均体积

（mean platelet volule,MPV）、中性粒细胞绝对值等指标在 2 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中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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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住院确诊为 2 型糖尿病的 544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设为 T2DM 组。

其中男 289 例，女 255 例。另选同一时间段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接受体检的 126 例正常人为健康

对照组。比较两组间 NLR、MPV、中性粒细胞绝对值和淋巴细胞绝对值水平等指标。采用全自动

血液分析仪检测的血常规以及生化常规项目。 

结果  (1)T2DM 疾病组全血中性粒细胞比例（NEUT%）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P＜0.01），而

T2DM 疾病组全血中淋巴细胞比值（LY%）低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T2DM 组中性粒细胞计数为

（69.26±9.066），高于于对照组的（54.53±5.701）；观察组 MPV 为（10.59±1.54）fL，高于对

照组的（10.09±0.69）fL；而 T2DM 淋巴细胞为（20.12±4.02），低于对照组的（35.59±5.81）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2)在 T2DM 组中，NLR、MPV 水平随着病程越长而显著升高（P

＜0.01）；(3)通过相关性分析可得出随着患者患病时间越长，其微血管病变和炎症反应也明显加

强。 

结论  1.全血中的 NLR、MPV 随着疾病的进展而增高，在疾病的监测治疗方面有一定临床价值。

2.logistics 回归分析得出 NLR、MPV 为 2 型糖尿病的危险因素。 

 
 

PU-1123 

CEA、CK-19 及常见血液检测指标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应用价值 

 
龙璐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探究肿瘤标志物细胞角蛋白 19 片断抗原、癌胚抗原及常见的血液检查指标如中性粒细胞淋巴

细胞比值、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等在非小细胞肺癌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 年 3 月-2017 年 4 月在某院就诊的经过活检确诊为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96 例患者，

取其外周血进行细胞角蛋白 19 片断抗原、癌胚抗原、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血小板与淋巴细

胞比值、血小板、红细胞比值、降钙素原、D-二聚体、C-反应蛋白、纤维蛋白原水平的检测。另

100 位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 

结果  细胞角蛋白 19 片断抗原、癌胚抗原、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血

小板与红细胞比值在正常人和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间的差异都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小板

与淋巴细胞比值、血小板与红细胞比值升高可能是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危险因素。D-二聚体、肺癌

的早、晚期（Ⅰ-Ⅲ期、Ⅳ期）、肺癌的分型（腺癌、鳞癌）均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基因分型结

果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NLR 和 PLR 在对于完全切除术前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与不良预后及 TNM 分期及病理分型有

关，但是在对于经治患者并不具有相同的预测价值；NLR 和 PLR 可作为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危险

因素。CEA 可作为一种预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TNM 分期及病理分型的肿瘤标志物。D-二聚体升高

可作为是否基因检测的参考指标之一。 

 
 

PU-1124 

血浆 D-二聚体对急性心肌梗塞患者的临床价值 

 
凌晨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15000 

 

目的  讨急性心肌梗塞（AMI）患者血浆 D-二聚体(D-D)水平及其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检测并较 80 例体检健康者及 80 例急性心肌梗塞（AMI）患者血浆 D-D 水平，用 ROC 曲线

评价 D-D 的诊断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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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健康人对照组及 AMI 患者血浆 D-D 水平分别为 0.28（0.17-0.38）和 0.74（0.40-1.28）

mg/L；AMI 患者血浆 D-D 水平高于健康人对照组（Z=-8.685,P<0.001）。D-D 诊断 AMI 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98（0.852-0.943），当 cutoff 值为 0.40mg/L 时，D-D 诊断 AMI 的敏感性为

76.2%，特异性为 87.5%。 

结论  AMI 患者血浆 D-D 水平显著增高，血浆 D-D 可作为急性心肌梗塞诊断的参考指标。 

 
 

PU-1125 

综合护理用于化疗致 IV 度骨髓抑制肿瘤患者中的效果 

 
吴朝君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恶性肿瘤化疗引起的重度骨髓抑制是最常见的剂量限制性不良反应，其表现主要为外周血白

细胞迅速减少，其次是血小板和红细胞。易并发口腔及身体各部位皮肤黏膜的感染、出血等，从而

影响化疗的进行，甚至危及患者的生命因此，对这类患者进行综合护理治疗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

目的是探析综合护理用于化疗致 IV 度骨髓抑制患者中的效果。 

方法  我科 2017 年 9 月---2018 年 4 月住院的 49 例 IV 度骨髓抑制的患者，在对症治疗的基础上进

行综合护理。包含为患者创造卫生病房环境、层流床的应用、对患者进行科学的饮食指导，对患者

化疗导致的口腔溃疡的护理、对患者进行及时的心理护理，对患者的皮肤进行卫生护理，在患者治

疗期间的发热现象进行护理，对患者血小板减少的护理，对患者骨髓抑制期的有效的健康宣教。 

结果  49 例 IV 度骨髓抑制惠者经过对症治疗和综合护理后，46 例患者康复出院，2 例患者因病情

恶化死亡,1 例转到重症监护病房。 

结论  IV 度骨髓抑制患者在对症治疗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护理，增强患者的免疫力，提高患者的治疗

信心，提高患者治疗的配合度，减少患者的并发症，延缓并防止患者的病情恶化。 

 
 

PU-1126 

探讨脓毒血症患者中不成熟血小板部分与血培养结果的关系 

 
刘玲玲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130000 

 

目的  探讨脓毒血症患者中不成熟血小板部分（IPF%）与血培养结果的关系。 

方法  选取本院重症监护室住院患者 202 例，其中经诊断为脓毒血症的患者 48 例，在留取血培养

标本当日以患者血常规样本检测 IPF%，根据血培养结果将脓毒血症患者分为血培养阴性组、革兰

染色阴性组和革兰染色阳性组。统计学软件分析三组脓毒血症患者中 IPF%是否有显著性差异。 

结果   血培养阴性组 IPF%均值为 6.16%，（2.10-8.10）%，革兰染色阴性组 IPF%均值为

11.36%，（7.55-13.17）%，革兰染色阳性组 IPF%均值为 6.95%，（2.81-9.08）%，经过独立样

本的 T 检验分析，革兰染色阴性组和血培养阴性组 IPF% P=0.01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革兰染色

阴性组和革兰染色阳性组 IPF% P=0.04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革兰染色阳性组和血培养阴性组

IPF% P=0.67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脓毒血症患者中，血培养结果为革兰染色阴性菌时，其 IPF%值明显高于血培养结果为阴性

和革兰染色阳性菌时，IPF%值可以做为辅助判断革兰阴性菌血行感染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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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27 

吉林地区健康成人网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的参考区间建立 

 
陈显秋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130000 

 

目的  建立吉林地区健康成人网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Ret-Hb）正常参考区间，为本地区临床对

贫血性疾病的诊疗提供诊断依据，为本地区网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正常参考区间建立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7 年 4 月-2018 年 12 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体检中心健康体检者静脉血 1240 例，采

用 SysmexXN-9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进行网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Ret-Hb）检测，用于建立

Ret-Hb 参考区间。采集合格全血样本，在采集后 4 小时内完成检测，对所有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

分析，采用（P 2.5，P 97.5）区间确定参考区间。 

结果  按性别分组男性参考区间和女性参考区间，不同性别之间 Ret-Hb 参考区间结果有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按年龄段划分参考区间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地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 Ret-Hb 参考区间结果是有差异的。应对本地区建立 Ret-

Hb 参考区间。对贫血的诊断、鉴别诊断、疗效判断以及早期监测造血功能恢复的程度具有重要的

临床价值。 

 
 

PU-1128 

全外显⼦组测序技术在⼦童多发畸形综合征临床诊断中的应⼦ 

 
吴胜男,张泓 

上海市儿童医院 

 

目的  随着⼆代测序技术实验平台和⼆物信息分析技术的⼆速发展，利⼆全外显⼆组测序分析精确 

化⼆童多发畸形综合征的临床诊断。 

方法  收集患⼆及其⼆⼆的静脉⼆，提取基因组 DNA，通过⼆代测序和⼆物信息分析平台，获得该 

患⼆及其⼆⼆基因组 DNA 的变异。详细记录患⼆及⼆⼆表型。根据美国分⼆遗传和基因组学学院 

（ American College of Medical Genetics and Genomic， ACMG）的指南对变异进⼆解读。 

结果  患⼆1 为⼆名 10 岁男孩，在临床上表现为智⼆障碍，发育迟缓，严重语⼆障碍，⼆聋，矮

⼆，头⼆畸形，⼆部畸形，屈曲指；患者 2 为⼆死胎，在临床上表现为严重的先天性⼆脏缺损，胸

主动脉缺失，巨脑室，多指。两对⼆⼆表型均正常。 对两位患者及其⼆⼆进⼆全外显⼆组测序和

分析，结果显⼆两位患者分别携带 CDC42 基因的两个不同变异，分别为 p.Tyr64Cys 和

p.Lys16Arg，且均为⼆发突变（ de novo）。其中 p.Tyr64Cys 突变是⼆个热点突变，多次在

Takenouchi-Kosaki 综合征患者中被报道。这两个突变在 12 万⼆健康⼆数据库中未有检测到。根

据 ACMG 变异分类指南，这两个突变是致病突变 

 结论  通过对该两例临床上未明确诊断的多发畸形患者进⼆全外显⼆组测序分析，发现两例患者在 

分⼆⼆平上诊断为 Takenouchi-Kosaki 综合征（ OMIM： 616737）。 

  
 

PU-1129 

尿糖与尿微量白蛋白联合检验对糖尿病早期肾损伤诊断价值分析 

 
曹君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15000 

 

目的  观察尿糖与尿微量白蛋白的联合检验对糖尿病早期肾损伤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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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我院 100 例观察对象（2016 年 1 月 17 日到 2017 年 3 月 17 日期间），将其依据诊断结

果进行分组，分为对照组（健康体检人员）--男、女性患者占比各为 28、22 例；年龄范围上限

值：78 岁，下限值 33 岁，年龄平均值（55.59±1.45 ）岁。观察组（糖尿病早期肾损伤）--男、女

性患者占比各为 29、21 例；年龄范围上限值：77 岁，下限值 33 岁，年龄平均值（55.23±1.02）

岁。对比 2 组观察对象尿糖与尿微量白蛋白水平。 

结果  观察组患者尿微量白蛋白（26.69±1.58）mg/L，尿糖（3.84±1.03）mmol/L，均高于对照组

（16.13±1.58）mg/L 和（2.31±1.28）mmol/L，2 组数据存在统计学差异，P 值＜0.05。 

结论  对糖尿病早期肾损伤患者进行尿糖与尿微量白蛋白检测，能够有效提高临床诊断价值，值得

研究。 

 
 

PU-1130 

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氯吡格雷反应性 

 
赵磊,徐双,贾玫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100000 

 

目的  通过光密度比浊法（LTA）获得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

术后氯吡格雷低反应性（CLR）的发生率，探讨 CLR 与临床相关因素及术后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

（MACE）的关系。 

方法  选择 2014 年 5 至 11 月，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住院拟行 PCI 治疗的 ACS 患者 214

例。其中男性 168 例（78.5%），年龄 31～82（61.32±10.79）岁，女性 46 例（21.5%），年龄

46～80（68.72±8.38）岁，记录现病史、既往史、临床用药、冠状动脉造影结果等临床资料。所

有患者给予氯吡格雷 75 mg/d 治疗≥4 d 后，采用 LTA 法检测 ADP 诱导最大血小板聚集率（LTA-

ADPMAX）（%），统计 CLR 发生率；按照是否诊断为 CLR 对患者分组，比较 CLR 组与非 CLR

组临床资料差异，将有显著差异变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相关因素与发生 CLR 的关系；所有

患者随访 6 个月，分析 CLR 与 MACE 的关系。 

结果  检出 CLR 115 例(53.7%），CLR 组与非 CLR 组在年龄、吸烟史、PCI/CABG 史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t =2.829，P =0.005；χ2 =11.058，P =0.001；χ2 =4.252，P =0.039）。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吸烟（OR=0.390,P=0.001）是 CLR 的独立保护因素，脑血管意外病史

（OR=2.499,P=0.037）是 CLR 的独立危险因素。PCI 术后 6 个月内，CLR 患者共发生缺血事件 6

例（5.2%），出血事件 0 例；非 CLR 患者共发生缺血事件 10 例（10.1%），出血事件 3 例

（3.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1.834，P =0.176；χ2=1.682，P =0.195）。 

结论  LTA 法检测 CLR 检出率 53.7%。吸烟是发生 CLR 的独立保护因素，脑血管意外病史是发生

CLR 的独立危险因素。氯吡格雷反应性不是 ACS 患者近期发生 MACE 的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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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31 

细胞形态学协诊 MDS/MPN 伴环形铁粒幼细胞和血小板增多一例 

 
陈朴,陈楠,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00 

 

目的  鉴别诊断 MDS/MPN 伴环形铁粒幼细胞和血小板增多（Myelodysplastic/myeloproliferative 

neoplasm with ring sideroblasts and thrombocytosis , MDS/MPN-RS-T）。 

方法  结合病史资料及患者血常规结果提示贫血伴血小板增多，JAK2 基因阳性，骨髓涂片结果提示

粒系、红系及巨核系均有病态改变，结合铁染色可见到约 27%环铁粒幼细胞，骨穿报告综合考虑

MDS/MPN-RS-T 可能，并建议临床进行 SF3B1 基因检测。后加送基因及骨髓活检。 

结果  基因外送结果提示 DNMT3A 基因、SF3B1 基因均检查到突变，骨髓活检报告网状纤维仅轻

至中度增生，结合血常规、骨髓形态学、铁染色及 JAK2 基因检查诊断为 MDS/MPN-RS-T。 

结论  （1）高达 85%的 MDS/MPN-RS-T 患者伴有 SF3B1 基因突变，其中约 50%合并 JAK2 基因

突变，更加解释了该疾病同时具有增殖及增生不良两方面特征的发病基础，两者同时突变则更明确

指向 MDS/MPN-RS-T 的诊断；（2）MDS/MPN-RS-T 较罕见，表现较隐匿，临床认识不足，与骨

髓纤维化前期、MDS-RS、ET 的鉴别有一定的困难。作为经济、便捷的检查手段，骨髓形态学中

发育不良表现与环形铁粒幼红细胞出现可为疾病诊断提供重用线索，为其他分子及遗传学技术的介

入指明方向，是形态学联合分子遗传学综合诊断的典型案例。 

 
 

PU-1132 

外周血红细胞分布宽度检测在冠心病患者中的临床应用及意义 

 
樊鹏鹏 

河南省漯河市中医院 

 

目的  检测红细胞分布宽度(RDW)在冠心病患者外周血中的分布特点，探讨其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227 例冠心病患者作为冠心病组，健康人 198 例为健康对照组，采用血液分析系统检测外周

血 RDW 水平，采用全自动生化仪检测 C 反应蛋白(CRP)、白介素-6（IL-6）及肿瘤坏死因子

（TNF）.讨论其相关性。 

结果    冠心病组 RDW3 及 RDW4 分布多于健康对照组（p﹤0.01）；冠心病组 CRP 及 TNF 水平

呈现随 RDW 四分位数增高而升高趋势。Spearman 相关性分析显示 RDW 与 CRP 水平有正相关性

（r=0.171,p=0.036﹤0.05）；吸烟是否高血压及 RDW 是冠心病独立影响因素（P﹤0.05） 

结论  RDW 水平与冠心病具有相关性，可作为冠心病发病的独立影响因素。 

 
 

PU-1133 

Roche Cobas 6500 尿液分析仪 

与多台尿液分析仪及尿沉渣显微镜镜检结果的比较 

 
王蓓丽,王冲,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00 

 

目的  观察罗氏 cobas 6500 尿液分析仪与 Arkray 4030、Urisys 2400、Sysmex UF-1000i 在尿十

联、尿沉渣检测结果之间的可比性，探讨未来实验室尿液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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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分别对 cobas u 601 与 Arkray 4030、Urisys 2400 在尿十联检测性能及 cobas u 701 与

Sysmex UF-1000i、KOVA 人工计数在尿沉渣检测性能方面的比较。比较 cobas 6500 系统与

Arkray 4030、Sysmex UF-1000i 联合检测时的 TAT 差异。 

结果  cobas u 601 与 Arkray 4030、Urisys 2400 的尿十联结果比对符合率均超过 90%；Urisys 

2400 检测尿红细胞，有 3 例（12%）出现携带污染；Arkray 4030 检测尿葡萄糖，在维生素 C 浓

度为 1000mg/L 时，检测结果从 2+变为±。Sysmex UF-1000i 在检测尿红细胞低值标本时，差异较

大（SD：14.8/µL；`x：18.3）。 

结论  cobas u 601、cobas u 701 与其他仪器检测结果的符合率较高，在检测重复性、携带污染

率、抗维生素 C 干扰方面较好，整体 cobas 6500 仪器能提高检验科日常 TAT。 

 
 

PU-1134 

Real-time PCR for quantitative detection of mitochondrial 
DNA from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 in patients 

with HBV-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Zhen Xun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alteration of mitochondrial DNA (mtDNA) content could affect the expression of 
genes which causes many tumor diseases. However,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tDNA content in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 (PBMC) and hepatitis B virus (HBV)-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remains undetermined. First of all, establishing a reliable assay to detect 
mtDNA content is of great clinical significance. 
Methods In this study, the method of real-tim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qPCR) 
with SYBR Green I was established to evaluate mtDNA content in PBMC of healthy controls 
(n=23) and non-surgical HBV-related HCC cases (n=46).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to assess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mtDNA content for diagnosing 
HCC. 
Results Consequently, linear range of the assay was between 1×1010 copies/μl and 1×103 
copies/μl. Sensitivity was 800 copies/μl. Besides, HCC cases had a significantly lower mtDNA 
content than healthy controls (378.55 [58.20-784.85] vs 715.48 [292.00-1280.00]; P<0.001). 
When 489.90 copies/μl was set as the cut-off point,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mtDNA 
content to diagnose HCC were 82.6% and 71.7%,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a simple, cost-effective, highly sensitive and specific method to 
detect mtDNA content is established. This method can be applied to clinical laboratory for 
detecting mtDNA content. Moreover, our study provides the first epidemiological evidence that 
mtDNA content in PBMC i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HCC. mtDNA content in PBMC could 
serve as a novel clinical diagnostic indicator for HCC which may need more researches to 
validate. 
 
 

PU-1135 

凝血检验中 APTT 和 DD 异常结果的真实性分析 

 
李晓燕, 支文宇, 李亚楠 ,丁舒纯, 申培培 ,杨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凝血检验中标本微弱凝集对凝血检测结果的影响，进而判断结果的真实性。 

方法  收集我院进行凝血检测的住院患者，对凝血检验 APTT 和 DD 结果出现异常的给予再次抽血

复查，比对同一患者（累计 50 例）4 小时内前后两次 PT、FIB、APTT、DD 检测结果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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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对凝血检验 APTT 和 DD 结果出现异常的给予再次抽血复查，两次结果比较，PT 和 Fib-C 结

果无显著性差异（P>0.05），而 APTT 和 DD 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对于 APTT 降低且 DD 明显升高的，我们应当给与关注，为了提供准确的 DD 结果，则应仔

细查是否有凝块并建议复查，必要时重抽血复查，以免给临床提供假阳性结果。 

 
 

PU-1136 

冷冻新鲜血浆用于血浆粘度质控物的制备与应用评价 

 
赖雯斓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目的  应用临床上报废的滤白冷冻新鲜血浆（来源于献血者）作为血液流变学中血浆粘度的质控

物，并对结果进行分析和评价。 

方法  将临床输血科报废的两份滤白冷冻新鲜血浆分别及时的取出 5ml 用于定值，确定各自的靶值

及靶值范围。其余分别以 500μl/支分装后，直接放置于-20℃的冰箱中保存。随后每天取自制冰冻

血浆各一支，置于 37℃水浴箱中温浴溶解后用于室内质控。自制室内质控连续开展 45 个工作日并

同时绘制质控图表，观察分析结果。应用 Excel 软件进行质控图标绘制及统计学计算分析。 

结果  从图形上看，数据走势、离散程度及对出控的检出均符合质控规则。且自制质控血浆在-20℃

冷冻保存期间稳定性良好，易于保存。 

结论  本科室认为可将临床上报废的滤白冷冻新鲜血浆（来源于献血者）作为血浆粘度的室内质控

物使用。 

 
 

PU-1137 

137 例成人继发性噬血现象患者的临床分析 

 
杨清清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骨髓及血液检查对继发性噬血细胞淋巴组织增多症(HLH)患者诊断意义 

方法  回顾性对 2008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院 137 例临床疑似 HLH 成人患者病因、临床症

状、实验室及特殊检查、临床转归进行分析，根据 HLH2004 诊断标准分为确诊组及排除组。入组

为疑似患者条件如下：年龄＞14 周岁，无 HLH 家族史，骨髓穿刺或肝脾淋巴结活检可见噬血现

象，在穿刺活检进行前后三天内外周血检查显示至少出现一系以上减少。所有入组患者均在骨穿前

后三天内检测体温、肝脾大小，并同时收集外周血象、铁蛋白、甘油三酯、纤维蛋白原、LDH、微

生物学、病理学、细胞形态学检测结果。统计学方法：应用 SPSS13.0 软件进行分析，所有计量数

据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多个样本不同组间比较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及 x2 检验，P＜0.05 认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37 例疑似 HLH 患者中 118 例最终确诊为 HLH，其中死亡 29 例；原发病以感染患者居多，

其次为肿瘤；所有患者均有发热，其中高达 91.5%患者发热＞38.5℃，大多数患者抗生素治疗效果

不显著。71.2%患者出现外周血两系以上减少。74.2%患者出现肝功能异常。111 例患者出现铁蛋

白的增高(＞500ng/ml)；死亡组年龄、铁蛋白水平明显高于非死亡组，其余在白细胞计数、血红蛋

白水平、血小板数、LDH、纤维蛋白原水平、胆红素及甘油三酯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HLH 病情凶险，且发展迅速，死亡率极高。临床症状缺乏特异性，骨髓穿刺查找噬血现象以

及铁蛋白水平变化是目前条件下诊断 HLH 的直接有效检查。铁蛋白水平升高对 HLH 诊断敏感性

强，可通过动态监测铁蛋白水平提高 HLH 早期诊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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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38 

XE-2100 血细胞分析仪不同进样模式测定结果比较 

 
杨明,李亚楠, 丁舒纯, 申培培 

海军总医院 

 

目的  研究血细胞分析仪手动进样与仪器自动进样不同模式测定血细胞相关参数结果是否有差异，

为血常规标准化操作提供理论和试验依据。 

方法  采集 80 例住院患者 EDTA 抗凝静脉血标本，同一台 XE-21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进行自动进

样和手工进样检测，数据分析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 

结果  XE-21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在两种进样模式下测定结果经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无显著性差异

（P>0.05），且各项参数高度相关，WBC、RBC、Hb、HCT、PLT 相关系数分别为 0.997、

0.997、0.994、0.999 和 0.995。 

结论  XE-21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两种进样模式检测结果一致性较好，应用于临床检测结果具有互

通性。 

 
 

PU-1139 

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 VCS 参数在细菌感染性疾病 

早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简子娟,梁湘辉,刘文恩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探讨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 VCS 参数在早期诊断细菌感染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利用 Beckman Coulter DxH800 血液分析仪分析 40 例血流感染患者、47 例局部感染患者和

69 例健康对照者的 WBC、NE%（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和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的 VCS 参数，对

以上参数进行组间差异比较。绘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指标的 ROC 曲线，计算灵敏度、特异性和

AUC 值。 

结果  血流感染组和局部感染组与对照组比较时，MNV（中性粒细胞平均体积）、MNV-SD（中性

粒细胞平均体积的标准差）和 MMV（单核细胞的平均体积）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1）。中性粒细胞光散射值只有 UMALS（高中位角光散射）、UMALS-SD 和 LMALS（低中位

角光散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核细胞的光散射值只有 MALS（中位角光散

射）、LMALS 和 UMALS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流感染组的 MNV、MNV-SD 和

MMV 值显著高于局部感染组（P＜0.01），可用于鉴别诊断。MNV 用于鉴别血流感染与局部感染

的临界值为 155.5 时，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 0.85 和 0.723；MNV-SD 的临界值为 21.35 时，灵

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 0.9 和 0.681；MMV 的临界值为 185.5 时，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 0.6 和

0.745。 

结论  监测 MNV、MNV-SD 和 MMV 有利于细菌感染性疾病的早期诊断，较 WBC 和 NE%有更高

的灵敏度和特异性，且可为临床鉴别血流感染和局部感染提供实验室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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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40 

肺泡灌洗液常规检测发现巨噬细胞内含不定形玻璃样物质 

 
张蕾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200000 

 

目的  当人们生活工作的环境中存在较多的有害物质如粉尘粒子、有毒气体时，这些有害物质通过

呼吸道进入肺部，可引起呼吸道、肺对异物的防御及清除反应，同时对支气管、细支气管壁、粘膜

组织造成不同的损伤，从而引起肺内一系列的生理、病理的改变。 

方法  利用支气管肺泡灌洗技术分析在各种肺部疾患时灌洗液中各种细胞数量及形态的变化 

结果  现从一长期从事硬金属粉尘的劳动者肺部灌洗液中发现巨噬细胞除含黑褐色颗粒外另吞噬有

带折射光的不定形玻璃样物质，根据其职业暴露史、临床表现、影像学、肺组织病理、体液细胞学

等诊断为硬金属尘肺。 

结论  支气管灌洗液取样于下呼吸道及肺泡腔内的细胞及非细胞成分，包括接触的粉尘等物质，与

血、痰相比更能反应肺部的病理变化，在诊断中提供重要的诊断及鉴别诊断的依据 

 
 

PU-1141 

RDW 与系统性红斑狼疮疾病活动性的关系探讨 

 
谢婷彦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探讨红细胞分布宽度（RDW）与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活动性关系。  

方法  收集 70 例 SLE 患者及 70 例健康体检者 RDW、ESR 及尿蛋白结果,将 SLE 患者分为活动期

组和缓解期两组，观察 RDW 在各组中的差异，分析 RDW 与疾病活动度 SLEDAI 评分、ESR 及尿

蛋白之间的相关性，探索 RDW 对 SLE 的诊断性能。 

结果   RDW 值在 SLE 活动期高于缓解期，且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三组之间两两比较，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RDW 与 SLEDAI 分值及 ESR 呈正相关（p<0.05）；RDW 对 SLE

诊断效能的 ROC 曲线下的面积为 0.840。 

结论  红细胞分布宽度（RDW）的测定对判断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疾病活动性具有一定的临床

价值。 

 
 

PU-1142 

北京市通州区不同人群无偿献血血液检测结果分析 

 
杨思佳, 张雅芳,阳剑,支文宇,佟雪莲,陈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观察对北京市通州区不同无偿献血人群的血液样本进行检测，了解不同献血人群血液检测情

况，为安全供血提供技术保证。 

方法  选择 2011 年 4 月到 2011 年 9 月，在通州区中心血站不同人群采集血液的检测资料进行分

析，采用 ELISA 检测献血人群的艾滋病病毒抗体(抗一 HIV)、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梅毒螺

旋体抗体(抗-TP)、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HCV)进行检测，四种指标检测阴性的血液样品才能允许

临床应用。 

结果  男、女献血者,血液检测不合格率男性高于女性，差异显著，有统计意义(P<0.05)。根据年龄

比较，以 18～30 岁献血者血液不合格率最低，与其他年龄组比较，差异显著，有统计意义(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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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不同职业以学生、医务人员、军人献血者血液不合格率较低，与其他职业比较，差异显著，

有统计意义(P< 0.05)，初次献血者不合格率高于多次献血者，差异显著，有统计意义（P<0.05)。 

结论   选择献血者过程应该严格质量控制，军人、学生、医务人员和多次献血者是低危安全人群，

可以作为无偿献血的主要招募对象。 

 
 

PU-1143 

乙型肝炎患者 5 项结果及心理状态分析 

 
杨思佳 1, 佟雪莲 2,陈明 2 

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100000 

2.北京市通州区中心血站 

 

目的  探讨乙肝五项检验在乙型肝炎诊断中的意义，并分析乙肝患者的心理状态。 

方法  纳入 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1 月期间来我院就诊的乙肝患者 234 例作为观察组，纳入同时期

来我院行健康体检的志愿者 40 例作为对照组。应用 ELISA 技术对乙肝患者乙肝五项进行检测，应

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所有受试者的心理状态进行检测。 

结果  乙型肝炎患者乙肝五项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HBsAg（53.85%）、HBsAb（20.09%）、HBeAg

（ 10.68%）、HBeAb（ 30.34%）、HBcAb（ 51.71%），HBV-DNA≥102U/ml 的乙肝患者

HBsAg、HBsAb、HBeAg 阳性检出率远高于 HBV-DNA＜102U/ml 的乙肝患者，HBeAb、HBcAb

检出率则低于 HBV-DNA＜102U/ml 的乙肝患者（P＜0.05）。乙型肝炎患者 SCL 量表 3 个症群人

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评分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 

结论  乙肝五项结果与乙肝病毒的感染情况呈密切相关性，绝大多数乙肝病毒携带者并无传染性，

乙型肝炎患者心理健康状况较差。 

 
 

PU-1144 

外周血有核红细胞对新生儿白细胞计数分类的影响分析 

 
尚志容 

绵阳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目的  讨论研究外周血有核红细胞对不同出生体重的新生儿白细胞计数及分类的影响。 

方法  选择我院新生儿科 100 例新生儿血常规检查结果及外周血涂片有核红细胞计数结果，并根据

出生体重进行分组，包括超低体重儿、极低体重儿、低体重儿及足月儿。使用外周血涂片有核红细

胞校正全自动血液分析仪获得的白细胞计数结果与之前测得的白细胞计数结果进行比较并分析不同

组获得结果的差值。 

结果   早产儿外周血 NRBC 均值为 47.1 个/100 个 WBC，显著高于足月儿 1.12 个/100 个 WBC，

且外周血 NRBC 计数结果随新生儿体重增加而逐渐降低。校正前后 WBC 计数结果随新生儿体重增

加而逐渐上升，但校正前后差值随体重增加而差值变小。 

结论   外周血有核红细胞会对新生儿白细胞计数产生影响，对于早产儿尤其是超低体重、极低体重

早产儿来说需进行白细胞计数校正，再根据校正后结果进行疾病诊断与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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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45 

血小板计数异常引起血小板假性减低及分析 

 
陈晓怡 

甘肃省肿瘤医院,730000 

 

目的  探讨大血小板及血小板聚集引起的血小板减少。 

方法  选取 100 例血小板直方图异常的血液标本，进行手工复查计数后，与仪器进行对比。 

结果  在直方图提示异常和与历史结果出入较大的情况下，进行二次手工复查，比较后手工计数高

于仪器测定。 

结论  当血小板异常时（大血小板、血小板聚集）常导致血小板假性减低，在实际工作中，对于血

小板直方图异常及与历史结果出入较大的标本，应及时进行二次手工复查，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

性。 

 
 

PU-1146 

全自动数字细胞形态学分析系统 Sysmex DI-60 

在外周血白细胞分类的临床应用评估 

 
刘新,金子铮,王文静,范冉,闫旭,沈琳,马捷,房忠军,娄金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目的  分析 DI-60 型全自动数字化细胞形态识别分析系统（简称 DI-60 系统）对外周血细胞的识别

和分辨能力，评估 DI-60 系统在外周血白细胞分类应用中的性能。 

方法  随机选取 110 例临床白细胞分类标本，经 SP-1000i 全自动推片染色机进行制片、染色，DI-

60 系统自动阅片进行细胞预分类，最后人工审核纠正预分类结果。观察 DI-60 预分类重复性，以

及各类细胞预分类与人工审核后的符合率，分析 DI-60 人工审核后结果与金标准即人工镜检结果的

相关性、DI-60 人工审核后结果与 XE-5000 全血分类结果的相关性。 

结果  DI-60 系统预分类重复性较好，偏差较小。110 例标本中未分类细胞占 4.4%，预分类结果与

人工审核后结果符合比例从高到低分别为中性分叶核粒细胞（98.8%）、淋巴细胞（96.2%）、嗜

碱性粒细胞（59.5%）嗜酸性粒细胞（56.9%）、中性杆状核粒细胞（46.7%）、单核细胞

（43.6%）。除嗜碱性粒细胞外，其他细胞人工审核后结果与人工镜检具有较好的正相关性，相关

系数从高到低分别为淋巴细胞（r=0.95，P<0.01）、中性分叶核粒细胞（r=0.93，P<0.01）、嗜酸

性粒细胞（r=0.88，P<0.01）、中性杆状核粒细胞（r=0.84，P<0.01）、单核细胞（r=0.67，

P<0.01）。人工审核后结果与全血细胞计数分类结果相关性的趋势与人工镜检相关性趋势基本一

致，从高到低依次分别为淋巴细胞（r=0.95，P<0.01）、中性粒细胞（r=0.94，P<0.01）、嗜酸性

粒细胞（r=0.89，P<0.01）、单核细胞（r=0.74，P<0.01）。 

结论  DI-60 型全自动数字化细胞形态识别分析系统有助于提高实验室形态学报告的工作效率及一

致性，可减少耗时、节省人力，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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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47 

外周血细胞参数与原发性青光眼的关联探究 

 
凌梦珂 1,曹文俊 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000 

2.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200000 

 

目的  通过将不同类型的青光眼人群部分外周血红细胞和血小板参数与正常人群作对比，探究青光

眼人群外周血红细胞、血红蛋白、血小板与青光眼之间的联系。 

方法  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设计。分别收集 2017 年 1 月至 12 月于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

院确诊为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POAG）、急性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APACG）、慢性原发性闭

角型青光眼（CPACG）的患者作为病例组，并分别另外收集年龄和性别相匹配的表观正常人群作

为对照组。使用全自动血常规分析仪测定其血常规各项参数。使用 SPSS 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

计。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较，POAG 组外周血血红蛋白浓度（HGB）水平显著升高（145.21±16.35 g/L 

vs. 139.66±11.02 g/L, p=0.048）。APACG 组外周血 HGB 水平也显著升高（136.41±10.63 g/L vs. 

131.16±11.03 g/L, p=0.021）。APACG 组外周血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MCHC）水平

（333.73±8.36 g/L）显著高于对照组（326.07±8.35 g/L，p<0.001），CPACG 组外周血 MCHC

水平（333.14±10.22 g/L）也显著高于对照组（327.02±8.38 g/L， p=0.005）。POAG 组外周血血

小板体积分布宽度（PDW）水平显著升高（14.14±2.74 % vs. 12.42±1.69 %, p=0.005）；APACG

组中出现外周血血小板计数（PLT）水平的显著升高（224.63±52.21 ×109/L vs. 201.55±36.46 

×109/L, p=0.018）以及血小板比容（PCT）水平的显著升高（0.22±0.05 % vs. 0.21±0.03 %, 

p=0.047）的情况。 

结论  POAG、APACG 和 CPACG 患者外周血血红蛋白含量上升，血小板体积分布宽度和血小板

计数均发生显著变化。上述结果显示原发性青光眼患者外周血红细胞和血小板参数均发生显著变

化，提示红细胞和血小板的变化与原发性青光眼相关。 

 
 

PU-1148 

两种方法同时检测肺炎支原体 Ig M 抗体的比较分析 

 
贺岩,罗梅,张凌凌 

北京市石景山医院,100000 

 

目的   通过胶体金免疫层析法和被动凝集法检测肺炎支原体（ＭＰ）抗体的结果比较，探讨两种检

测方法在临床诊断中的价值，以及两种方法联合测定对临床确诊及用药的指导意义。 

方法  选取 20 1 7 年 11 月至 20 1 8 年 4 月我院 0-1 3 岁疑似肺炎支原体感染的住院儿童 129 例, 

同时采用两种方法测定肺炎支原体抗体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29 例怀疑肺炎支原体感染患儿同时检出的阳性率为 45.7%。胶体金免疫层析法检测肺炎支

原体的阳性率为 55.0%。被动凝集法检测肺炎支原体的阳性率为 52.7%。两种方法的符合率为

83.7%。两种方法的误差率为 16.3%。 

结论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操作简便 、检测快速 、灵敏度高 ，适用于 Mp 感染的早期筛查诊断，被

动凝集法适用于用药预后的疗效观察。两种方法联合检测可以提高 MP 的诊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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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49 

热灭活在 Nijmegen 法检测凝血因子Ⅷ抑制物中的应用探讨 

 
李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评价血浆样本热灭活处理在 Nijmegen 法检测 FⅧ抑制物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同时应用 Nijmegen 法及增加热灭活步骤的 Nijmegen 法检测 52 例中、重型 HA 患儿血浆中

凝血因子Ⅷ抑制物滴度。以抑制物滴度≥0.60 BU/mL 判为阳性结果，对两种方法检测结果的阳性率

及抑制物滴度水平进行分析。 

结果  两种方法的抑制物阳性率检测无明显的统计学差异（P>0.05）,但有两例中间型 HA 患儿的血

浆用原方法检测为阴性但加热处理后检测为阳性。两种方法检测的抑制物滴度水平具有显著的相关

性(r=0.9908，P<0.0001)。在两种方法检测均为抑制物阴性的患儿中，血浆热灭活处理组的抑制物

滴度(0.37BU，0.17～0.48BU)明显高于无热灭活处理组(0.12BU，0.02～0.34BU)（P<0.01）；而

在抑制物阳性组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待测血浆样本热灭活处理在 Nijmegen 法检测 FⅧ抑制物检测中的结果可信，且检测前增加血

浆热灭活处理步骤可提高检测的敏感性。 

 
 

PU-1150 

北京市石景山地区儿童肺炎支原体 IgM 抗体检测结果分析 

 
薛暄,刘丽,戴丽娜 

北京市石景山医院,100000 

 

目的  通过对北京市石景山地区呼吸道感染患儿血清中肺炎支原体 IgM 抗体的检测，了解肺炎支原

体抗体感染与患儿性别、年龄和季节的关系。 

方法  采用肺炎支原体 IgM 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检测呼吸道感染患儿血清中肺炎支原体

IgM 抗体，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6 月到 2018 年 5 月 22685 例患儿肺炎支原体 IgM 抗体检测结果。 

结果   22685 例呼吸道感染患儿中共检出阳性 8503 例，阳性率为 37.5%，男女患儿阳性率分别为

30.4%和 44.9%，性别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随着年龄的增加，阳性率也逐步增加,<l 岁年龄组阳

性率明显低于其他年龄组，7 岁以上阳性率最高。MP 感染一年四季均可发病，但具有季节性差

异，秋冬季阳性率较高。 

结论  本地区 MP 感染在性别、年龄和季节上存在差异。 

 
 

PU-1151 

冠心病患者 CD16+单核细胞比例 

与体质量指数之间的相关性研究 

 
庞博 1,张丹丹 2,赵娟 1,武婧 2,侯雪筠 1,崔向宁 2,刘贵建 1 

1.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检验科 

2.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心血管科 

 

目的  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增加是较为公认的冠心病的危险因素之一，但对于已确

诊的冠心病患者，体质量指数与患者死亡率等预后参数的关系并不明确，且有研究指出，经皮冠状

动脉介入术后，肥胖患者较正常体质量指数患者的死亡率和并发症反而更低，也即存在“肥胖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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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本研究在冠心病患者中分析 CD16+单核细胞比例是否与体质量参数相关，并探索其临床应

用价值。 

方法  连续纳入冠心病患者共 48 名，以体质量指数 25kg/m2 将其分为两组，体重正常组 21 名，体

重增高组 27 名。收集患者一般情况、常规临床检测指标，利用流式细胞仪检测 CD14、CD16 等指

标，用合适的圈门策略分析 CD16+单核细胞占全部单核细胞的比例。将结果用 SPSS 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方差相等时运用 t 检验，方差不等时利用校正 t 检验或非参数检验进行分析，利用

pearson 或 spearman 方法进行相关分析，p<0.05 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体重增高组 CD16+单核细胞比例显著高于体重正常组(p<0.05)，同时伴 RBC、HGB 显著更

高(p 值分别小于 0.05 和 0.01)。其余指标如 WBC、PLT、LDL、CHO、TG 等均未见具有统计学差

异。spearman 相关分析显示，CD16+单核细胞比例与 BMI 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288，

p<0.05)。 

结论  在冠心病患者中，CD16+单核细胞比例可能是十分理想的体质量指数体外检测指标，监测该

值对于预测分析体质量指数变化以及在探索冠心病患者 BMI 与预后的关系中都可能有重要应用价

值。 

 
 

PU-1152 

血小板聚集功能检测的质量控制 

 
魏丽晶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130000 

 

目的  通过探讨影响血小板聚集功能试验因素质控品等，提出改进意见和措施，以提高血小板聚集

试验的检测水平和质量。 

方法  采用美国 AggRAM 血小板聚集功能检测仪测定，质控品是自制的新鲜血浆，用当天体检人员

凝血常规，血小板正常，排除溶血，贫血，黄疸，脂血等因素的存在下，做正常质控品，与检测样

本同时处理。 

结果  采血过程顺利，一针见血，防止溶血和血小板在体外激活，4h 之内完成检测，测定标本前病

人不服用任何药物，包括处方药和非处方药，戒烟戒酒。标本在溶血，贫血，黄疸，脂血，脂肪性

食物过多的情况下，可降低血浆透光度，掩盖血小板聚集的变化，改素食三天后重新采血测定。 

结论  由此可见，血小板聚集结果准确性取决于正确的抽血和质控品的制备，同样也贯穿病人准备

等全过程。 

 
 

PU-1153 

1 例重症巴贝虫感染实验室诊断及临床分析报告 

 
温珠妹,柳丽娟 

福建医科大学孟超 

 

目的  回顾一例脾切除 4 周后出现反复发热的感染性溶血性贫血患者，辗转 3 家医院最终确诊为田

鼠巴贝虫感染的过程，分析患者的实验室检测结果及临床表现，为巴贝虫的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和流行病学资料及实验室检测结果；采集患者外周血进行涂片镜检，用

荧光 PCR 的方法检测田鼠巴贝虫 18S rRNA, 同时也将患者的血液标本及切除的脾组织送到上海复

旦大学病原虫研究室进行核酸检测及测序。 

结果  外周血涂片可见大量红细胞内有环状体，疟原虫快速免疫学检测阴性，血液荧光 PCR 检测巴

贝虫核酸阳性，经测序证实为田鼠巴贝虫，同源性 99%；脾组织巴贝虫核酸检测阴性；血清生物

化学检测，显示患者出现了显著的脂代谢异常，随着病情的进展甘油三酯(TG)显著升高，同时高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脂蛋白 a（LPa））显著降低, HDLC 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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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下线（<0.10mmol/l），LPa 下降 10 倍；血常规检测表现为 RDW 增大,直方图波峰降低、变

宽。感染 RBC 不能被溶血剂有效破坏,在散点图上分布在非 WBC 区,即在左下角出现大量颗粒。 

结论  患者确诊为巴贝虫病；做血常规时发现细胞参数及图形异常，结合患者有不规则发热、贫血

等临床症状,应镜检找血液寄生虫,以免漏诊；疟原虫快速免疫学检测有助于虫体的鉴别；病原学检

查不典型时，分子生物学检测是重要的诊断依据；脂代谢异常的程度与疾病的进程相关；不能排除

输血传播巴贝虫感染。 

 
 

PU-1154 

血液常规分析中血小板复检方法的探讨 

 
李福林,侯香萍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寻求一种新的、简单、可靠的血小板复检方法。 

方法  对 316 例血液常规检测中血小板（PLT）参数出现异常报警提示的患者,用不加抗凝剂的真空

管重新采集新鲜静脉血并立刻用 Sysmex XE-5000 血液细胞分析仪进行检测获得阻抗法血小板

(PLT-I)值和光学法血小板(PLT-O)值；同时取 20uL 血液加入 0.38ml1%草酸铵稀释液中,采用人工

显微镜法计数 PLT(PLT-M)。根据仪器报警提示的不同分为五组,采用 Pearson 相关对各组病例获

得的三种 PLT 值进行相关性分析,以人工法 PLT 值为参考,通过配对 t 检验评价新的复检方法。 

结果   各组通过检测无抗凝新鲜静脉血获得的 PLT-O 值与 PLT-M 值相关性较好

(r=0.993,0.991,0.995,0.996,0.991,p ＜ 0.05) ； PLT-I 值 与 PLT-M 值相关性较前者明显 低

(r=0.965,0.712,0.577,0.932,0.360,p＜0.05)；配对 t 检验后,除了 PLT 分布不均且 PLT 减少组的

PLT-I 值与 PLT-M 值无统计学差异(t=0.066,p＞0.05)外,其他四组 PLT-I 值与 PLT-M 值均有显著性

差异（t=2.446,7.597,4.875,10.888,p＜0.05）；各组获得的 PLT-O 值与 PLT-M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t=1.318,3.096,1.171,1.587,0.071,p＜0.05）。 

结论   对 PLT 参数出现异常报警提示的患者,采用无抗凝剂的真空管采集新鲜静脉血并立刻检测获

得 PLT-O 值是一种简单、准确、可靠的血小板复检方法。 

 
 

PU-1155 

脑脊液细胞学检查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中的临床应用 

 
唐敏洁,刘晓峰,李雯,欧启水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350000 

 

目的  探讨脑脊液细胞学检查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临床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近一年来检验科 589 例患者脑脊液细胞学检查结果。其中脑脊液细胞学检查

采用德国 Cellspin-Ⅱ玻片离心法进行脑脊液细胞制片，而后行迈-格-姬（MGG）染色并由两位高年

资的检验师分类镜检并复核。 

结果  589 例患者脑脊液标本中白细胞计数升高和脑脊液细胞学反应异常者 207 例，约占 35.1%。

其中，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患者 106 例，约占异常病例的 51.2%；脑血管病变患者 20 例，约占异常

病例的 9.6%；而脑脊液中发现肿瘤细胞的患者 13 例（包括 2 例血液系统肿瘤），约占异常病例的

6.3%。在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中以病毒感染多见（55 例约占 51.8%），细胞学反应以淋巴细胞为

主，可出现少量单核及激活单核。其次是结核菌感染（18 例约占 16.9%），表现为以中性粒细胞

为主的混合细胞学反应，随病情的好转逐渐转为以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为主的正常细胞学表现。再

者隐球菌感染（16 例约占 15.1%），其中 11 例脑脊液涂片发现隐球菌菌体，菌体阳性率约

68.8%，表现为以淋巴细胞为主的混合细胞学反应。而化脓性脑膜炎相对较少见（11 例约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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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急性期主要为嗜中性粒细胞反应，甚至涂片可见致病菌。在 20 例脑血管病变中早期表

现为以中性粒细胞为主的混合细胞学反应，考虑为术后感染的可能性大。 

结论  脑脊液细胞学检查可为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脑血管病变及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等疾病的诊断及

鉴别诊断提供细胞学层面的客观依据，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具较高临床应用价

值。 

 
 

PU-1156 

儿科异常淋巴细胞检测在血细胞分析仪末梢血模式的可信性分析 

 
蒲宁婧,刘华伟,张玲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610000 

 

目的   评价末梢血检测异常淋巴细胞，在 BC-6800 全血细胞分析仪可靠性。 

方法  选取 204 例样本在 BC-6800 全血细胞分析仪上检测，其中出现异常淋巴报警的 132 例，无

异常淋巴报警的 72 例，记录报警标本的 HFC%值，并对所有标本同时进行人工涂片染色镜检，记

录涂片镜检结果（以%表示），并对结果作进一步分析处理。 

结果    在未对 HFC%值作分组时，BC-6800 全血细胞分析仪对异常淋巴的敏感度达 100%，特异

性 53%，误诊率 47.1%，诊断符合率为 68.7%，阳性预测值 51.5%，阴性预测值达 100%。在对

HFC%值进行分组（分别为 0%-2%；2%-3%；3%-5%；＞5%四个组别），在 HFC%值介于 0%-

2%及 2%-3%间时假阳性率最大达 66.7%，当 3%<HFC%<5%及>5%时，假阳性率分别为 11.1%

及 8.3%。采用 SPSS 统计软件分析后发现，在所有分组中，各组内的镜检法与仪器法结果均存在

统计学差异。 

结论    BC-6800 对异常淋巴细胞报警的敏感性高，阴性结果可排除异型淋巴；检测的特异性与仪

器报警 HFC%值呈负相关；阳性报警的标本均需作涂片染色复检分析。 

 
 

PU-1157 

血小板聚集仪 AggRAM 的性能评价 

 
郭艳,楚熙,赵婷茹,刘帅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对 AggRAM 血小板聚集分析仪进行批内精密度、通道一致性、等性能评价。 

方法  根据美国临床医学检验部门修正法规(CLIA’88)和国国家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 NCCLS)颁

布的 EP5-A2 文件、C28-A、EP15-P 等文件，对本室 AggRAM 血小板聚集分析仪进行批内精密

度、通道一致性等性能评价。 

结果   AggRAM 血小板聚集测定批内精密度,三种诱导剂时 CV（%）分别为 8.49、4.78、3.95，均

小于 10%(1/4TEa),仪器精密度良好。通道一致性检测，三种诱导剂时，平均 SE（%）分别为

3.61、1.28、4.61，均小于 20%（1/2TEa），甚至可小于 10%（1/4TEa），双通道一致性良好。 

结论  综上，AggRAM 血小板聚集分析仪仪器性能良好，可投入临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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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58 

降钙素原在化疗致粒细胞减少伴发热患者中的临床意义 

 
郝青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联合检测血清降钙素原(PCT)、淀粉样蛋白 A（SAA）、C 反应蛋白（CRP）、中性粒

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在白血病化疗后粒细胞减少伴发热患者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6 年 3 月－2018 年 3 月本院白血病化疗后中性粒细胞减少伴发热患者，根据患者临

床症状、体征、病原学及影像学资料，将患者分为感染组 108 例和非感染组 66   例，同时选取健

康体检者 67 例作为对照组，用 GraphPad Prism5.0 统计学软件，分析三组血清 PCT、SAA、

CRP、NLR 结果差异。 

结果  PCT、SAA、CRP、LNR 水平在感染组分别与非感染组、健康对照组比较 P< 0.05，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在非感染组与健康对照组中 PCT、SAA 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根据 ROC 曲

线分析，PCT 曲线下面积（AUC）0.8553,SAA 曲线下面积 0.8284，CRP 曲线下面积 0.8709，

NLR 曲线下面积 0.5722，CRP 的 AUC 高于 PCT、SAA、LNR,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CT

的 AUC 高于 SAA，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NR 的 AUC 低于 PCT、SAA、CRP，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PCT 截断值 0.285ng/mL，敏感度 86.76%、特异性 80.4%，SAA 截断

值 12.79mg/L,敏感度 98.53%、特异性 67.84%，CRP 截断值 0.8709mg/L,敏感度 94.12%、特异

性 67.84%，LNR 截断值 2.358，敏感度 82.35%、特异性 50.25%。由此可见在敏感度方面

SAA>CRP>PCT>LNR，特异性 PCT>SAA、CRP>LNR。 

结论  血清 PCT、SAA、CRP、NLR 联合检测在白血病化疗后中性粒细胞减少伴感染的早期诊断具

有重要意义，尤其 PCT 在判断发热原因方面具有较高的特异性，而联合检测可提高临床对感染的

诊断效率。 

 
 

PU-1159 

临床血液学指标对布鲁氏菌病临床诊断作用研究 

 
朱鹏飞,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布鲁氏菌病（简称布病）患者常，我们回顾分析布病的相关临床特征，为临床诊治提供理论

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确诊布病的 115 例成人患者的血液学指标，

评估 WBC，Hb，PLT，淋巴细胞计数（LYM），中性粒细胞计数（NEU），单核细胞计数

（MO），嗜酸细胞计数（EO），平均红细胞体积（MCV），红细胞分布宽度（RDW），血小板

分布宽度（PDW），中性粒细胞数/淋巴细胞数比值（NLR）和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R）及

炎症指标降钙素原（PCT），C 反应蛋白（CRP）和血沉（ESR）与 115 名年龄和性别匹配的健

康成人的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布病患者 Hb 和 HCT 比健康对照组显著降低（P<0.05），MO，EO，MCV，RDW，PDW，

ESR 和 CRP 比健康对照组显著增加（P<0.05）。而 WBC，PCT，NLR 和 PLR 在患者和对照组

之间无差异（P>0.05）。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MO，EO，MCV，RDW，PDW，ESR 和 CRP 可作为布病诊断的辅助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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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60 

WBC、PCT、SAA、hs-CRP 联合检测 

对小儿感染性疾病鉴别的诊断价值 

 
张瀚月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白细胞（WBC）、淀粉样蛋白 A(SAA)、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降钙素原（PCT）联

合检测对感染性疾病鉴别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2018.1-2018.5 我院 300 名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病毒感染组、细菌感染组和正

常对照组，检测各组的 WBC、PCT、SAA、hs-CRP 浓度，分析其对小儿感染性疾病的鉴别诊断

效能。 

结果  细菌感染组患儿血清 WBC、CRP、SAA、PCT 水平明显高于病毒组和正常对照组患儿；细

菌感染组患儿 SAA/CRP 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病毒感染组患儿 SAA/CRP 明显高于细菌感染组，

病毒感染组患儿 SAA 和 SAA/CRP 水平都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病毒感染组 CRP 水平和正常对照

组 CRP 水平无统计学意义。此检测中对病毒与细菌感染鉴别诊断效能最大的指标为降钙素原。 

结论  WBC、PCT、SAA、hs-CRP 联合检测可用于小儿感染性疾病的鉴别。能为临床诊断和后续

用药提供可靠的依据。 

 
 

PU-1161 

网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在轻型地中海贫血患者 

妊娠期铁缺乏筛查中的应用评价 

 
彭碧 1,马永能 1,杨渝伟 2,曾覃平 1,蒋伟 1,何芳 1,张洁 1,万红芳 1 

1.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621000 

2.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评价网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CHr)在筛查轻型地中海贫血患者妊娠期铁缺乏状态中的诊断价

值。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2018 年 4 月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妊娠期铁缺乏孕妇 72 例(ID 组)、缺铁

性贫血孕妇 39 例(IDA 组)、轻型地中海贫血孕妇 35 例(TT 组)，以及健康孕妇 76 例(对照组)。分析

SF、RBC、Hb、MCV、MCH、MCHC、Ret#和 CHr 与疾病风险的关联程度，然后分析疾病风险

关联密切指标与患者贫血程度和缺铁状态的关系，及其对妊娠期铁缺乏的诊断性能。 

结果  各指标水平在不同孕妇组中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3.968~161.348，P<0.01)。在疾病风

险 上 ， 仅 SF(OR=0.563 ， P<0.001) 与 ID 的 关 联 密 切 ； SF(OR=0.688 ， P<0.001) 和

Hb(OR=0.441，P<0.001)与 IDA 的关联密切；CHr(OR=0.243，P<0.001)和 Hb(OR=0.515，

P<0.001)与地贫的关联密切。上述 3 个指标，Hb(rp=-0.784，P<0.001)和 CHr(rp=-0.169，P=0.048)

与患者贫血程度关系密切，而 SF(rp=-0.825，P<0.001)和 CHr(rp=-0.190，P=0.023)与患者缺铁状

态关系密切。就不同疾病而言，SF 在 IDA 孕妇(rp=-0.640，P<0.001)和地贫孕妇(rp=-0.330，

P=0.001)中与缺铁状态关系密切，而 CHr 在 ID 孕妇(rp=-0.269，P=0.025)和地贫孕妇(rp=-0.199，

P=0.036)中与缺铁状态关系密切。进一步经 ROC 曲线分析，CHr 对地贫孕妇缺铁状态的诊断效

能，显著高于 ID 组(z=4.785，P<0.001)和 IDA 组(z=2.024，P=0.043)。 

结论  CHr 不仅可用于地贫与 IDA(或 ID)孕妇的鉴别诊断，也适用于地贫孕妇铁缺乏的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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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62 

Granular B-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characterization 
of its morphology, immunophenotype and ultrastructure 

 
HUANLING WU1,BING LIU2,BOQING LI3,YONG WANG1,HAIBO WANG1,BINGCHANG ZHANG1,WANG WEI4 

1.Shan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2.The Tumor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3.Shandong WEI-YA Biotech Company 
4.MD Anderso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characterize the morphology, immunophenotype and ultrastructure of granular B-
ALL. 
Methods Described a case of granular B-ALL and explored the property of cytoplasmic granules 
using light microscope, flow cytometry and electronic miscroscopy. 
Results Bone marrow biopsy showed sheets of blasts that were intermediate to large sized with 
abundant large and purplish cytoplasmic granules. Blasts were positive for B cell markers and 
CD34 and negative for MPO and CD3 (surface and cytoplasmic). The blasts were negative for 
myeloperoxidase (MPO), and positive for Periodic acid-Schiff reaction (PAS) and a-naphthol 
acetate esterase (a-NAE). Ultrastructural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these cytoplasmic granules in 
G-ALL were low-electron-density vesicular structure most consistent with swollen endoplasmic 
reticulum. 
Conclusions we characterized the morphology, cytochemistry, immunophenotype and 
ultrastructure of granular B-ALL. We concluded that cytoplasmic granules in granular B-ALL may 
be endoplasmic reticulum, which offers a clue to explore the pathogenesis of granular B-ALL. 
 
 

PU-1163 

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和 C 反应蛋白 

 
郑力辉,高春波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150000 

 

目的  探讨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CR)和 C 反应蛋白(CRP)在细菌性社区获得性肺炎(CAP)早

期诊断和鉴别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检测 40 例细菌性肺炎，40 例肺炎支原体肺炎，40 例病毒性肺炎及 40 例健康体检者的

NLCR、白细胞总数、中性粒细胞数、淋巴细胞数和 CRP 含量，并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细菌性 CAP 的 NLCR 和 CRP 显著高于支原体组、病毒组和正常对照组(P<0.05)。ROC 曲线

分析显示 NLCR 和 CRP 在细菌性 CAP 诊断中的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11 和 0.896，对细菌

性 CAP 的诊断均具有良好的敏感度和特异性 

结论  外周血 NLCR 比值和 CRP 含量对细菌性 CAP 的早期诊断和鉴别诊断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PU-1164 

反应性淋巴细胞 VCS 参数的变化研究 

 
王丹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贝克曼库尔特 LH750 血液分析仪通过使用 VCS 技术提供一组研究性参数，包括体积

（volume, V）、电导率（conductivity，C）和光散射（scatter, S）的均值和标准差。反应性淋巴

细胞可见于感染，过敏疾病，应急状态，自身免疫疾病，内分泌疾病以及恶性疾病等。由于抗原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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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淋巴细胞的激活，基因的转录激活，从而使其形态上多样性改变，体积变大，胞核和胞浆都有变

化。本探究主要探讨淋巴细胞 VCS 参数在反应性淋巴细胞中的变化以及与正常淋巴细胞中的鉴别

作用。 

方法  以健康成人 20 例为对照组，用贝克曼库尔特 LH750 血细胞分析检测良性反应性淋巴细胞组

20 例，并分析淋巴细胞 VCS 参数。 

结果  反应性淋巴细胞组与健康对照组相比，V 参数增大，CS 参数减少，VC 参数 SD 明显增加

（p<0.05），而 S 参数 SD 则无变化（p>0.05）。 

结论  反应性淋巴细胞的 VCS 参数的变化与其形态变化一致，形态学多样，体积变大，在反应性淋

巴细胞的鉴别中具有一定意义。 

 
 

PU-1165 

血栓弹力图动态监测 AIS 患者瑞通立静脉溶栓过程及其应用 

 
许红霞 

山东省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瑞通立静脉溶栓过程中血栓弹力图（TEG）的变化。 

方法  选取 2013.10-2015.8 在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43 例，从发病到

溶栓治疗时间在 4.5 h 内，并在溶栓前、溶栓后 0.5h、溶栓后 1h、溶栓后 2h 及溶栓后 4h，抽其

静脉血测定 TEG 和凝血分析。 

结果  在瑞通立静脉溶栓过程中，TEG 测定参数的反应时间（R）, 凝血时间(K), 凝固角(Angle) 和 

最大振幅(MA)均发生了变化。溶栓后 0.5h R 值较溶栓前增高，溶栓后 1h 达最高；K 值在溶栓后

0.5h 升为最高；Angle 角和 MA 值在溶栓后 0.5h 达最低值；R 值溶栓后 1h 与溶栓前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01），K 值、Angle 角和 MA 值溶栓后 0.5h 分别与溶栓前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结论  本研究表明 TEG 是在瑞通立静脉溶栓过程中进行动态检测来判断凝血状态的有用工具。 

 
 

PU-1166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survivin and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mRNA detection in the peripheral  

whole blood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Shunhua W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RNA expression of survivin and VEGF in whole blood of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and explore the value of these two factors as biomarkers for possible early 
detection.   
Methods Levels of survivin and VEGF mRNA expression in the whole blood of 43 early stage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nd 25 normal controls were detected by qRT-PCR and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 acteristic (ROC) curve for each factor was constructed.   
Results As a result, the levels of suvivin and VEGF mRNA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ere 2.24 
and 2.92 folds compared to normal controls, respectively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003 and P<0.0001, respectively). The cutoff value for differentiating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nd normal people was 8.081×10-3 for survivin and 13.23 ×10-3 for VEGF. At the cutoff value, 
the area under ROC curve (AUC) for survivin was 0.7674,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83.72% and 64%, respectively; For VEGF, it was 0.9163,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93.02% and 88%, respectively. When combined the two factors, the AUC was 0.8981,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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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reached to 95.35% and 84%,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we foun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survivin and VEGF mRNA (r=0.3970, p=0.0084).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these two factors and the 
clinical pathological data.  
Conclusions We came to a conclusion that it was a convenient and sensitive method to detect 
survivin and VEGF mRNA in the whole blood using qRT-PCR, and these two factors could be 
useful tumor biomarkers for early detection of breast cancer.  
 
 

PU-1167 

凝血常规检测的影响因素分析 

 
万雪峰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南岗分院 

 

目的  止血与凝血是近几年新兴的一门学科，它涉及临床各种疾病的发生、发展、诊断、治疗及预

后等各个方面。除了能对出血性疾病筛查与诊断外，对于各种血栓性疾病及血栓前状态的诊断和预

测，DIC 的实验诊断及使用各种抗凝药物剂量监测及预后评估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保证检测结

果的准确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方法  统计方法 

结果  凝血常规检测的影响因素非常多 

结论  掌控好凝血常规分析前、分析中、分析后的各种影响因素，对于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具有

重要的意义。 

 
 

PU-1168 

急性髓系白血病中的 NOTCH 基因变异很少 

 
李洁,付璐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50000 

 

目的  在此我们希望通过本试验可以明了 AML 中是否存在 Notch 基因的变异。 

方法  在 12 例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与 8 例急性髓系白血病细胞株中寻找 Notch1 基因变异。应用

nested-PCR 法，银染色-sscp，direct sequencing 法分析。 

结果   在患者 9 的白血病细胞中 PEST 部位发现点突变(7316C/T)，氨基酸也随之发生变异

(Pro2439Leu)。本基因变异是首次在 AML 细胞中发现的 Notch1 基因变异。 

结论  由于在此患者的完全缓解的骨髓细胞中没有发现本突变，因此本突变不是 SNP。有关本变异

的具体作用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PU-1169 

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骨髓侵犯患者 

凝血功能变化及其临床意义研究 

 
焦文静,王丽虹,张金艳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探讨发生骨髓侵犯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 DLBCL)患者凝血功

能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745 

 

方法  常规检测 18 例正常对照组、27 例未发生骨髓侵犯 DLBCL 患者及 19 例发生骨髓侵犯

DLBCL 患者的凝血功能（包括 APTT、PT、TT、FIB、AT-Ⅲ、D-DIMER、FDP、PA、APTT-R、

TT-R 及 INR。并对比各不同程度骨髓侵犯瘤细胞比例及不同疗效患者各项凝血功能检测指标的差

异。 

结果  发生骨髓侵犯 DLBCL 患者 PT、FDP、FIB 及 D-DIMER 值较对照组明显增加（P<0.05），

PA 较对照组明显减少（P<0.05），且异常程度随骨髓中瘤细胞比例增加而趋于严重；而 INR、

TT、APTT-R、AT-Ⅲ及 TT-R 均较对照组无明显变化（P>0.05）；且发生骨髓侵犯的 DLBCL 患者

各项凝血指标之间明显高于未侵犯组（P<0.05）；治疗后缓解患者 FDP、FIB 及 D-DIMER 均较治

疗前明显下降，而 PA 明显增高（P<0.05），而治疗无效组则较治疗前无明显改变（P>0.05），

同时明显高于完全缓解组（P<0.05）。 

结论  发生骨髓侵犯 DLBCL 患者存在明显凝血功能异常，凝血功能检测可作为 DLBCL 治疗过程中

病情监测的重要指标。 

 
 

PU-1170 

MM 患者 LDH、HBDH 及 β2-MG 检测的临床意义 

 
焦文静,张金艳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探讨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MM)患者血清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α-羟丁酸脱氢酶（HBDH）与 β2 微球蛋白（β2 microglobulin，β2-MG）的表达及其临床意

义。 

方法  临床选取 23 例正常对照组和 65 例 MM 患者，根据患者治疗前、后及疗效分为未治疗组、部

分缓解组、完全缓解组及复发组。常规生化检测 LDH、α-HBDH 与 β2-MG 的水平。并对比患者治

疗前、后及治疗后部分缓解组、完全缓解组、复发组外周血血清三种生化指标值。 

结果  MM 患者治疗前 LDH、α-HBDH 与 β2-MG 水平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

(P<0.01)；治疗后，部分及完全缓解组 LDH、α-HBDH 与 β2-MG 水平均明显低于治疗前，二者差

异均有显著性(P<0.01)，而复发组患者三项指标均较治疗前无明显改变(P>0.05)。 

结论  MM 患者血清 LDH、α-HBDH 与 β2-MG 水平与病程密切相关，因此，上述三项指标测定可

作为 AL 辅助诊断指标，为临床治疗提供实验依据。 

 
 

PU-1171 

应用 ROC 曲线评价三种 APTT 试剂检测狼疮抗凝物的初筛价值 

 
付璐,董丽梅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50000 

 

目的  探讨三种 APTT 试剂作为狼疮抗凝物质（LAC）初筛实验的临床价值。 

方法  收集自 2017 年 11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期间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诊 63例

LAC 阳性患者作为观察组，同时期的 58 例 LAC 阴性患者作为对照组。采用三种试剂对其血浆进行

APTT 检测，并对结果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的三种试剂的 APTT 均较高并都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ROC 曲线分析

结果显示，三种试剂 ACTIN、FSL、SynthAsil 的线下面积分别为 0.726、0.777、0.800，均>0.7

而且 P 值都<0.0001；诊断敏感度分别为 0.581、0.613、0.468。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746 

 

结论  APTT 依然是最为经济有效的狼疮抗凝物质阳性初筛试验。三种试剂中 SynthAsil 试剂对于

LAC 阳性的诊断效能最高。 

 
 

PU-1172 

Notch 配体刺激对白血病细胞内 Cleaved Notch1 蛋白 

及基因表达的影响 

 
付璐,董丽梅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50000 

 

目的  通过对在 Notch 配体刺激下白血病细胞蛋白与基因表达的变化的监测，解析 Notch 信号系统

在细胞内的作用。 

方法  应用被 Notch 配体包被的培养皿，培养 TMD7 和 THP-1 细胞株，进行短期细胞增殖效果的

评估。并且在被持续 Notch 配体刺激的不同时间段后回收细胞抽取蛋白质，应用免疫印迹法对

Notch 蛋白的活性进行检测，同时抽取 RNA，应用定量 RT-PCR 法测定各种基因表达的变化。 

结果  Delta1 和 Delta4 对 TMD7 细胞株的增殖有促进作用，3 种 Notch 配体对 THP-1 细胞株的增

殖有抑制作用。根据免疫印迹法的结果，在 Notch 配体刺激 30 分钟之后活性化 Notch1 蛋白片段

开始出现，并不断持续增加直至 24 小时，在此之后开始逐渐减少。定量 RT-PCR 法的结果，在

Notch 配体刺激下，HES1 的 mRNA 的发现量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另外，TMD7 在 Notch 配体

刺激下，OCT4 的 mRNA 的发现量随时间的推移增加，而 NFKB2、RELB、c-FOS 的的 mRNA 的

发现量随时间的推移减少。THP-1 在 Notch 配体刺激下，NFKB1 等 mRNA 基因的发现量随时间的

推移增加，而 c-MYC 等 mRNA 基因的发现量随时间的推移减少。 

结论  Notch 配体刺激对白血病细胞的细胞增殖有着不同的效果。并且，这些白血病细胞在受到

Notch 配体刺激后，各种基因的发现量的变化是不同的。然而同一细胞株对 3 种 Notch 配体刺激的

反应基本类似。在 Notch 配体刺激下，显示 2 种不同分子量的活性化 Notch1 蛋白片段，这一现象

正在探讨中。Notch 信号系统比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更为复杂，对于细胞来讲，可能存在着两种正向

和负向的影响。将来，将 Notch 信号系统作为标志的分子水平上的治疗开发，必须要考虑细胞作用

的多样性。 

 
 

PU-1173 

D 二聚体在临床血液病中的应用 

 
焦文静,张金艳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Ｄ二聚体是纤维蛋白单体通过交联活化因子后，经纤溶酶水解而形成具有特异性的降解产

物，其含量在正常人体血浆内含量很低，但在病理状态下，其含量可增高。 

方法  Ｄ二聚体含量的增高反映了机体凝血和纤溶系统的激活。如肺部疾病、肾脏疾病、产科并发

症、各种术后、恶性肿瘤、白血病等，血浆 D 二聚体含量均明显增多而且能有效地反映体内凝血-

纤溶系统活性。 

结果  同时在疾病的演变过程中，由于血浆 D 二聚体检测结果与肿瘤的分期、肿瘤的转移密切相

关，所以实时监测血浆 D 二聚体的含量，能够及时指导临床的治疗，故近年来血浆 D 二聚体的测

定越来越得到广泛应用 

结论  其在不同疾病临床诊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促进医学检测技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故本文就 D-D 二聚体在临床中的应用做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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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74 

湖北汉族 RhD 阴性住院患者 Rh 表型分布特征调查 

 
徐朴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430000 

 

目的  了解湖北地区汉族 RhD 阴性住院患者 Rh 表型分布特征。 

方法  采用 3 个不同批号的抗-D 血清对筛查的 RhD 阴性患者标本进行确认，对确认的 612 例 RhD

阴性患者标本用 Rh 分型试剂检测 Rh 表型。 

结果  在 612 例 RhD 阴性患者中，A 型和 O 型女性人群显著多于男性，共检出 7 种 Rh 表型，其中

ccee 的表型频率为 62.1%，Ccee 的表型频率为 27.6%，CCee 的表型频率为 6.5%、ccEe 的表型

频率为 1.6%，CcEe 的表型频率为 1.5%，ccEE 和 CcEE 的表型频率均为 0.3%。 

结论  湖北地区汉族 RhD 阴性住院患者中，A 型和 O 型女性多于男性，Rh 表型频率以 ccee 表型

为最高，以 ccEE 和 CcEE 表型为最低，这对临床 RhD 阴性患者安全输血具有重要意义。 

 
 

PU-1175 

红细胞分布宽度和 D-二聚体联合评估类 

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病情的活动度 
 

徐楚,张平安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430000 

 

目的  探讨红细胞分布宽度（Red bloo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RDW）和 D-二聚体（D-dimer，

DD）在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病情活动中的监测价值。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2017 年 7 月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住院，确诊为 RA 的患者 104 例，并收集

与疾病相关的临床资料（关节疼痛、肿胀以及患者对疾病的总体评价）。根据 RA 疾病活动评分

（Disease activity score in 28 joints，DAS28）规则对患者的病情活动度进行评分，将 DAS28 评

分£2.6 分计为病情缓解组，>2.6 分计为病情活动组。收集同期年龄性别匹配的健康体检人员 95 例

作为对照组，检测血常规、DD、红细胞沉降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ESR）、C 反应

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类风湿因子（Rheumatoid factor，RF）和抗环瓜氨酸肽

（Cyclic citrullinated peptide，CCP）抗体水平。比较各组 RDW 和 DD 水平，并对 RDW 和 DD

与其它指标的相关性进行分析，探讨两者在 RA 病情活动中的监测价值。 

结果  RA 患者组 RDW 和 DD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且病情活动组 DAS28、

RDW、DD、CRP、ESR、RF 和抗 CCP 抗体水平均明显高于病情稳定组（P<0.05）。RA 患者

RDW 与 DAS28、CRP 和 ESR 均有相关性，r 值分别为 0.767，0.402 和 0.426（P 均<0.05）；

DD 与 DAS28、CRP 和 ESR 均有相关性，r 值分别为 0.522，0.616，0.648（P 均<0.05）。根据

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RDW 和 DD 单独检测诊断

RA 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e，AUC）分别为 0.797 和 0.953，二者联合诊断 RA 的

AUC 为 0.966。 

结论  RA 患者 RDW 和 DD 水平与疾病的活动存在显著相关性，且两项指标联合检测对 RA 病情活

动有一定的监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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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76 

1802 例患者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回顾性分析 

 
金玲,谢风,王海,李敏,孙晓盈 

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中日联谊医院）,130000 

 

目的  探讨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在患者病因诊断中的临床价值。了解 2012 年和 2015 年两年血液系

统疾病谱的变化。 

方法  对 2012 年和 2015 年共 1802 例在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检验科进行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的

标本，进行瑞氏-姬姆萨染色、铁染色和过氧化物酶等细胞化学染色，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形态和染

色结果，分析患者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  

结果  在 1802 例患者中，由感染、药物或其它系统疾病导致的白细胞、血小板数量异常患者 717

例（39.7%），其余为 1085 例贫血类疾病，其中确诊为造血和淋巴组织疾病患者 813 例(45.1%)，

导致贫血的病因主要为缺铁性贫血、增生性贫血、白血病和巨幼细胞性贫血 4 种类型。描述性诊断

骨髓象及感染骨髓象共 272 例(15.1%)。缺铁性贫血由 2012 年的 207 例降至 2015 年的 128 例，

白血病由 2012 年的 57 例降至 2015 年的 24 例,巨幼细胞性贫血由 2012 年的 41 例降至 2015 年的

29 例，而增生性贫血由 2012 年的 122 例增长至 2015 年的 134 例。 

结论  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对查找患者病因起着重要作用，有助于临床进行针对性治疗。  
 
 

PU-1177 

血小板直方图异常及血涂片对血小板检测影响 

 
杨志雯 

大理州中医医院 

 

目的  对 XN-1000 血液细胞分析仪所测血小板直方图出现异常峰现象进行显微镜及血涂片复检的重

要性的原因进行了初步探索方法 

方法  对 232 例血细胞分析仪检测结果中血小板计数及直方图出现异常的血液标本进行显微镜下血

涂片复检。在制作检测涂片时，严格遵守血涂片制备和染色质量控制要求，确保血涂片质量，使细

胞均匀分布。对血涂片染色之后进行镜检，首先使用低倍镜，然后换高倍镜观察血细胞的分布情况

以及各类血细胞、血小板的比例关系，确定血小板直方图的异常情况。 

结果  1. 对 232 例血小板偏低及直方图结果异常进行显微镜下复检，结果发现血小板假性偏高及偏

低 149 例，占 64.2%，。其中导致血小板假性降低和增高的原因中抽血不顺利 10 例；测定时混匀

不够充分 20 例；采血后放置时问过长或过短的 18 例；抗凝管内肉眼见有小血凝块，而血涂片镜检

见有血小板成堆聚集 23 例；大血小板 42 例；小血小板 25 例；EDTA-K2 依赖 1 例。其中血小板

直方图显示曲线峰的右侧以较大斜率抬起，出现类似双个高峰。显微镜下血涂片显示红细胞体积普

遍偏小。 

结论  当用仪器法计数血小板时，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而出现错误的值。但由于操作简单快速，

可以成批检测，精密度、效率高等优点，以致在检验科广泛应用。可以通过血小板直方图的形态，

简单决速的了解测得的值是否正确，达到初筛的作用。当血小板直方图的形态正常时，仪器法测得

的值往往正确的，对一些特殊情况，可以通过了解病人的情况加以纠正。对于血小板直方图异常

者，一定要目视法计数，有时还需涂片染色镜检来综合判断，才可以得出正确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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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78 

冠心病及冠心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红细胞系指标变化及临床意义 

 
乐娟,崔艳,李艳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430000 

 

目的  研究红细胞系统指标在冠心病（CHD）及 CHD 合并高血压（HBP）患者的变化及临床意

义。 

方法  收集 CHD 患者 200 例；CHD 合并 HBP 患者 274 例，并按照患者血压水平将其分为三个亚

组；以及同时期同科室因胸闷胸痛等症状进行冠状动脉造影技术排除 CHD 的患者 200 例为对照

组。比较三组红细胞计数（RBC-C）、血红蛋白（HB）、红细胞比积（PCV）、红细胞平均体积

（MCV）、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含量（MCH）、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浓度（MCHC）、红细胞分

布宽度标准差（RDW-SD）、红细胞分布宽度变异系数（RDW-CV）的水平差异，并探究 CHD

合并不同严重程度 HBP 患者以上指标的变化趋势。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CHD 组、CHD 合并 HBP 组 RBC-C、HB、PCV、MCV、MCHC 水平均低于

对照组，而 RDW-SD、RDW-CV 水平高于对照组，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 HBP 级

别的升高，RBC-C、HB、PCV、MCV、MCH、MCHC 的水平降低，呈现明显下降趋势；而

RDW-SD、RDW-CV 的水平随之升高，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结论  RBC-C、HB、PCV、MCV、MCHC、RDW-SD 与 CHD 及 CHD 合并 HBP 的发生发展关系

密切，对于诊断评估 CHD 患者，及 CHD 合并 HBP 有一定的价值。 

 
 

PU-1179 

新生儿红细胞比容对凝血指标的影响 

 
郭晓倩,任玮,李艳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430000 

 

目的  以新生儿为例，探讨红细胞比容对常规凝血项目的影响。 

方法  纳入 134 例新生儿（男性 91 例，女性 43 例）。记录新生儿妊娠年龄、出生体重、分娩方式

等基础资料，并检测总胆红素、血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红细胞比容及常规凝血指标（PT、

APTT、TT、FIB）水平。根据红细胞比容水平进行分组，对比分析凝血指标差异。并将红细胞比

容与有关凝血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新生儿红细胞比容均值为：0.51，较正常偏高。PT、APTT、TT 在三组中呈升高趋势，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Χ2=7.888, 7.136, 10.310; p=0.019, 0.028, 0.006）。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红

细胞比容与 PT（r=0.216; p=0.012）、APTT（r=0.212; p=0.014）、TT（r=0.239; p=0.005）呈正

相关，与 FIB（r=-0.175; p=0.043）呈负相关。 

结论  红细胞比容增高或降低的患者，应进行抗凝剂的校正，以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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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80 

嗜酸性粒细胞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的临床应用 

 
王宁,白志瑶,朱星成 

曲靖市第二人民医院,655000 

 

目的  探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急性加重期、COPD 临床稳定期患者及健康体检者的血清

嗜酸粒细胞水平，并观察其影响因素。 

方法  对 COPD 急性加重期患者 120 人，COPD 临床稳定期患者 59 人和健康体检者 200 人，测定

其 EOS、EOS%水平及肺功能，记录患者年龄、性别、BMI、身高、年龄、吸烟史，肺功能、用吸

入糖皮质激素治疗情况，并利用 SPSS 17.0 软件将三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 Logistic 进行

回归分析。 

结果  COPD 急性加重期患者组，COPD 临床稳定期患者组和健康体检组的 EOS、EOS%间进行统

计学比较，结果无统计学差异（P>0.05）。急性加重期患者组，COPD 临床稳定期患者组和健康

体检组的 EOS≥2%所占比例分别为 45.4%、37.5%、49.8%。在急性加重期患者组将血 EOS%以

2%为界值进行分类，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吸烟史、吸入糖皮质激素与血清

EOS%有关。 

结论  COPD 患者血清 EOS 水平较正常人较低，其差异无显著性；急性加重期与临床稳定期水平

无明显差异但受吸入型糖皮质激素（ICS）影响。血清 EOS%水平受性别、吸烟史、吸入糖皮质激

素史的影响。 

 
 

PU-1181 

生物电阻抗分析法（BIA） 

在评估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 营养状况中的应用 

 
刘方芳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应用生物电阻抗法、人体测量、实验室检查法对维持性血液透析（MHD）患者进行营养评

估。对不同评估方法测得结果进行相关分析，以评价生物电阻抗分析法在对 MHD 患者营养评估中

的作用。 

方法  在患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对我院血液净化中心的 80 名患者进行人体成分分析、人体测量和

实验室检查。其中，人体测量包括身高、体重、肱三头肌皮褶厚度、上臂围；实验室检查包括血清

白蛋白、血清前白蛋白检测。随后，计算 BMI 和上臂肌围并作营养评价。 

结果  1、采用不同评价指标评估 MHD 患者的营养状况，发现 MHD 患者存在不同类型的营养不

良。关于营养不足，生物电阻抗测得结果，58.75%的患者存在骨骼肌不足的情况；13.75%的患者

存在体脂肪消耗的情况；人体测量方面，以体质指数为营养不良评估指标，营养不足的发生率为

16.25%；以上臂围为评估指标，营养不足发生率为 13.75%；以肱三头肌皮褶厚度为评估指标，有

体脂消耗的患者占 2.50%；以上臂肌围为评估指标，存在肌肉消耗的患者占 58.75%。实验室检查

结果，以血清前白蛋白为评估指标，3.33%存在营养不良；以血清白蛋白为评估指标，营养不足的

发生率为 48.33%。2.关于营养过剩，生物电阻抗的结果显示，体脂肪过量的患者占 56.25%，体脂

百分比则说明有 68.75%存在超重或肥胖，腰臀比表明有 48.75%的患者存在中心性肥胖；BMI 测

量结果显示，有 38.75%的患者超重或肥胖；肱三头肌皮褶厚度测得结果表明肥胖的发生率为

77.50%。 

结论  MHD 患者普遍存在肌肉含量偏低，且体脂肪含量偏高；3、生物电阻抗分析法操作简单，操

作人员无需特殊培训，非侵入性，且与人体测量结果有较好的相关性，在评估 MHD 患者营养状况

时有一定的临床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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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82 

细胞形态学异常对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诊断价值 

 
王文渊 

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山西省中医院,030000 

 

目的  探讨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诊断中，细胞形态学异常的临床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接诊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 36 例作为观察组，另选取非造血干细胞克隆性疾病的

患者 36 例作为对照组，对两组进行外周血细胞和骨髓采集，并制作成涂片，观察血细胞形态学变

化。 

结果  观察组幼粒细胞、原粒细胞、幼红细胞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原粒细

胞、核出芽、Auer 小体、假性 PELGER-HUET 异常、胞质颗粒异常、核空泡、核浆发育不平衡、

多分叶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花瓣核、核间桥、Hb 充盈欠佳、大小不均、核

出芽、多核、幼红细胞、巨幼变、大红细胞、核碎裂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

淋巴样小巨核、多圆核、单圆核、畸形血小板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诊断中，细胞形态学异常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PU-1183 

凝血异常诊断思路 

 
戎丽娟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诊断病例因子是因子缺乏还是存在抑制物 

方法  APTT 纠正实验和因子平行实验 

结果  纠正实验结果如下：（1）患者血浆 APTT 118.5s；（2）患者血浆+健康人混合血浆即时试

验 APTT 59.6s；（3）患者血浆+健康人混合血浆 37℃孵育 30min 后 APTT 98.4s；（4）患者血

浆+健康人混合血浆 37℃孵育 1h 后 APTT 105.9s。患者因子平行实验显示，VIII 因子稀释曲线与

定标曲线平行，但 IX、XI 因子稀释曲线与定标曲线均有交叉 

结论  患者 VIII 因子缺乏且体内存在因子抑制物 

 
 

PU-1184 

血栓弹力图辅助临床治疗一例 

 
戎丽娟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判断 PCI 术后患者反复支架内血栓形成原因 

方法  应用血栓弹力图检测，判断 PCI 术后患者反复支架内血栓形成原因 

结果  患者凝血因子活性高，AA 抑制率 26.4%，ADP 抑制率 25.6%，调整治疗方案后，AA 抑制率

62.5%，ADP 抑制率 67.7% 

结论  调整治疗方案前，患者对抗血小板药物不敏感，更改治疗后，患者对抗血小板药物反应较前

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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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85 

三种方法联合检测尿红、白细胞的评价 

 
何海珍,唐敏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用尿干化学分析仪、尿沉渣分析仪和显微镜镜检法检测同一份尿液标本中的红、白细胞，以

探讨尿干化学分析仪与尿沉渣分析仪结果的准确性。 

方法  用尿干化学分析仪、尿沉渣分析仪分别对 470 例住院随机患者的新鲜晨尿标本进行尿红细胞

和尿白细胞检测；再用显微镜镜检法复检，以显微镜镜检法为标准，计算尿干化学分析仪和尿沉渣

分析仪检测尿红细胞、白细胞的灵敏度、特异度、假阳性率、假阴性率以及符合率；采用 χ2 检验

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处理与分析。 

结果  尿干化学分析仪检测尿红细胞的灵敏度为 95.77%、特异度为 95.73%、假阳性率为 4.27%、

假阴性率为 4.23%，检测尿白细胞的灵敏度为 92.05%、特异度为 95.30%、假阳性率为 4.70%、

假阴性率为 7.95%；尿沉渣分析仪检测尿红细胞的灵敏度为 91.55%、特异度为 94.21%、假阳性

率为 5.79%、假阴性率为 8.45%，检测尿白细胞的灵敏度为 92.72%、特异度为 94.98%、假阳性

率为 5.02%、假阴性率为 7.28%；三种检测方法中检测尿红细胞、尿白细胞的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尿干化学分析仪与尿沉渣分析仪检测尿红细胞、白细胞的灵敏度和特异度都较高，对尿液中

的红细胞、白细胞有较好的检测能力；显微镜镜检法可以进一步提高检验结果的准确率，降低误检

和漏检的发生。 

 
 

PU-1186 

脑脊液细胞学联合病理免疫组化诊断肺腺癌脑膜转移 1 例 

 
宋颖博,蒋菲,张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医院,830000 

 

目的  探讨脑脊液细胞学联合病理免疫组化在脑膜转移癌的诊断价值。 

方法  对 1 例卒中样起病患者进行常规实验室、超声和影像学等相关检查，同时行腰椎穿刺，采用

薄层离心细胞学技术制备脑脊液细胞学涂片，瑞士染色后显微镜观察脑脊液细胞形态，发现异常细

胞后进行病理石蜡包埋免疫组化染色。 

结果  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糖类抗原 15-3 和糖类抗原 19-9 结果异常，其它常规实验室

检查结果无特殊。脑脊液表现为脑脊液细胞总数略偏高，脑脊液蛋白升高，脑脊液葡萄糖与氯化物

轻度降低。脑脊液细胞学检查发现片中散在或聚集的肿瘤细胞，肿瘤细胞特征：细胞体积大小不

等；胞浆嗜碱性深染，并含紫红色颗粒；胞膜多毛刺样突起；核大，核染色质粗，核浆比例失调，

核仁增多且清晰，亦见双核细胞和有丝分裂细胞。脑脊液石蜡包埋切片免疫组化结果提示腺癌细

胞，免疫组化：CK7（+）、CK20（-）、Villin（-）、CK8（+）、TTF-1（+）、P63（-）、

CK5/6（-）和 GFAP（-）。颅脑增强 MRI 示脑膜异常强化；双肺 CT 增强示左肺下叶背段异常改

变，纵膈内肿大钙化淋巴结影，双侧胸膜增厚，提示肺癌。患者最终诊断：肺腺癌。 

结论  脑脊液细胞学联合病理免疫组化有助于确定脑膜转移癌细胞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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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87 

血浆 FM FIB DD 检测在妊娠晚期的临床应用 

 
白垚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探讨血浆纤维蛋白单体（FM）、纤维蛋白原（FIB）、D-二聚体（D-D）三者联合检测在正

常妊娠晚期妇女中的变化及对妊娠期糖尿病、高血压的诊断价值。同时探讨不同孕龄妇女 FM、

FIB、D-D 三者含量的变化。 

方法  对 22 例正常非孕妇女，34 例妊娠期糖尿病、高血压妇女，46 例孕晚期正常妇女进行纤维蛋

白单体（FM）、纤维蛋白原（FIB）、D-二聚体（D-D）水平的检测，并进行相关统计分析。 

结果   妊娠期糖尿病、高血压组及正常妊娠组 FM、FIB 及 D-D 水平均高于正常对照组

（P<0.05），妊娠期糖尿病、高血压组的 D-D 水平高于正常妊娠组（P<0.05）。 

结论   FM 在非显性 DIC 代偿早期阶段的检测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标志物，且在 DIC 早期诊断方面，

FM 比 D-D 具有更好的监测效果。联合检测孕妇血浆中 FM、FIB、D-D 水平，能更加有效地预测和

早期发现 DIC。 

 
 

PU-1188 

初探干化学基体效应在临床工作中的应用与评价 

 
黎颖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研究校准品、质控品、室间质评品在不同检测系统中的基体效应，探究一个适合于各实验室

质控品选择的方案以及做好室间质评工作管理及运用。 

方法  分析 6 种非人源样本在 4 种不同检测系统中引入的基体效应。 

结果  强生配套质控品在检测系统间的基体效应可接受；三方质控品在检测系统间的基体效应不可

接受；2017 年干化学室间质评品检测结果在 FS350 上有明显统计学差异，在其余机型上无明显统

计学差异；计量检测所提供的标准物质检测结果在各检测系统间均存在明显统计学差异。 

结论  证明了正确选择校准品，以及验证了在室间质评工作中不能随意选择质评品，不可随意选择

分组和分析室间质评结果，从而提高室间质评的科学性和适宜性。不可随意将参考方法定值的非人

源样本作为计量学考。 

 
 

PU-1189 

探讨 HBV 感染后 IL-10 的表达量与 GR 相关性分析 

 
王海霞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阐明 HBV 感染后发生非可控性炎症时 IL-10 表达调控与 GR 相关性。 

方法  本研究生物信息学分析显示糖皮质激素受体（GR）在 IL-10-592 存在结合位点，提示 GR 可

能与 IL-10 启动子结合，调控 IL-10 转录。因此，本研究收集大三阳、小三阳、HBsAb 阳性，正常

人病人标本，分离单个核细胞，PCR-RFLP 方法检测疾病组和对照组 IL- 10 基因多态性，统计学

分析 IL- 10- 592 基因多态性与 IL- 10 转录活性的相关性，ELISA 试剂盒检测过量的 GR 是否对 IL-

10 的表达有影响，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方法检测 GR 与 IL-10-592 是否存在结合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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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收集到的病人标本共 32 例，其中 HBV 阳性病人 20 例，HBV 阴性病人 12 例，PCR 结果

显示 HBV 阳性病人 20 例中有 9 例发生突变，HBV 阴性病人 12 例中有 3 例发生突变，表明 HBV

感染病人的 IL-10 基因多态性不同于正常人。 

2. ELISA 实验结果表明当糖皮质激素浓度为 7 umol/L 时 IL-10 分泌最多，且在 HBV 感染的病人中

IL-10 分泌高于正常人和产生抗体的病人。 

3. 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结果显示：实验组 GR 过表达质粒与 IL-10 野生型和 IL-10 突变型（IL-10 基因

多态性位点）均与结合作用，表明 IL-10 与 GR 的结合位点与 IL-10 基因多态性位点无关。 

结论  GR 可调控 IL-10 的表达，但不是 IL-10-592 特异性表达调控位点。 

 
 

PU-1190 

SYSMEX XN-1000 hSA 体液模式对脑脊液细胞计数 

及白细胞分类的能力评估 

 
王红旭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评价 SYSMEX XN-1000 hSA（High sensitivity analysis，高灵敏检测）体液模式在脑脊液常

规检测中的应用能力,特别是对低值红细胞计数的能力及在白细胞计数及分类应用中的性能。 

方法  按照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研究院的标准和指南文件在 SYSMEX XN-1000 hSA 体液模式下检

测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的本地计数、精密度、携带污染率及线性范围验证。人机比对：分别采用

SYSMEX XN-1000 hSA 体液模式与手工镜检方法计数 40 例临床脑脊液标本的 RBC-BF、WBC-

BF、多个核细胞百分比(PMN%)及单个核细胞百分比(MN%)，并对两种方法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XN-1000 分析仪本地计数 RBC 为 4.00x10^6/L,WBC 为 0.00X10^6/L，符合仪器厂商厂商标

准；携带污染率 WBC、RBC 分别为 0.01%和 0.08%，均小于厂商标定的判断标准；检测白细胞线

性范围，高值标本 WBC 的范围为（683-6842）x10^6/L，中值标本为(74-751)x10^6/L，低值标本

为(8-82)x10^6/L, 三个浓度水平的线性良好（P<0.05）； RBC 线性范围：高值 RBC 标本的范围为

（9854-98936）x10^6/L，中值标本为(997-10063)x10^6/L，低值标本为(102-1011)x10^6/L, 三个

浓度水平的线性也均良好（P<0.05）。人机比对 RBC-BF、WBC-BF、PMN%以及 MN%结果

（R=0.987，R=0.998，R=0.955，R=0.951）具有良好的相关性。批间精密度、批内精密度满足

SYSMEX XN-1000 hSA 体液模式标定的值，线性理想（R 接近于 1）。 

结论  SYSMEX XN-1000 hSA 体液模式在脑脊液细胞计数及白细胞分类应用中满足质量目标要求

和和厂商声明的分析性能［a］，可应用于临床。 

 
 

PU-1191 

血栓调节蛋白在非 ST 段抬高型急性冠脉综合征中应用的研究 

 
周窈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探究非 ST 段抬高型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血浆血栓调节蛋白（TM）水平变化及其在疾病危险

分层中的价值。 

方法  收集我院 2017 年 2 月到 5 月入院治疗的非 ST 段抬高型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共 58 例，其中

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26 例，不稳定性心绞痛 32 例，以及阴性对照组 20 例。收集所有患者的

临床资料及相关生化指标。所有患者完成心电图以及冠状动脉造影术。应用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浆

TM 水平，由于 TM 仅由肾脏代谢而消除，故计算了 TM 与内生肌酐清除率（Cr）的比值

（TM/Cr）用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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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非 ST 段抬高型急性冠脉综合征组中 TM 及 TM/Cr 水平增高，且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组

的 TM/Cr 水平明显高于不稳定性心绞痛组(均为 P ＜0.05)但 TM 没有统计学意义。(2)非 ST 段抬高

型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的 TM 及 TM/Cr 水平与冠脉造影下病变血管支数无关(P 值分别为 0.82，

0.2)，TM/Cr 水平与主要病变血管狭窄程度呈正相关(P =0.015)，TM 水平无关（P=0.07）。 

结论  血栓调节蛋白（TM）水平在非 ST 段抬高型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血浆中增高且增高程度与患

者病变广泛程度无关，与病变血管狭窄程度有关；血栓调节蛋白（TM）水平有助于预测非 ST 段抬

高型急性冠脉综合征危险程度的分层。 

 
 

PU-1192 

血小板分布宽度、超敏 C 反应蛋白与白蛋白的比值在早期诊断消

化道恶性肿瘤及预后评估中的意义 

 
林鑫,孙轶华 

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  研究血小板分布宽度、超敏 C 反应蛋白与白蛋白的比值在诊断早期消化道恶性肿瘤中的意

义。 

方法  回顾分析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收治的 200 例早期消化道恶性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

利用卡方检验分析 PDW 和 CRP/ALB，根据 ROC 曲线确定临界值及敏感度。采用单因素和 Cox

回归模型进行预后分析，评估各项指标与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及总生

存期（overall survival，OS）的关系。 

结果  消化道恶性肿瘤组血小板分布宽度和超敏 C 反应蛋白与白蛋白的比值在早期消化道恶性肿瘤

中检出率较高,并对判断 OS 及 PFS 有一定意义。  

结论  PDW 和 CRP/ALB 水平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降低的

PDW 和 PA 与消化道恶性肿瘤的 PFS 和 OS 缩短有关。 

 
 

PU-1193 

Platelet lymphocyte ratio is a better predictive serum 
biomarker than neutrophil lymphocyte ratio for 

 differentiating prostate cancer from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Gaohui Wei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Key Laboratory of Laboratory Medicine of Henan province 

 
Objective To assess diagnostic value of platelet lymphocyte ratio (PLR) and neutrophil 
lymphocyte ratio (NLR) inprostate cancer (PCa) and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BPH). 
Methods PLR, NLR andthe diagnostic value of them were evaluated in 96 newly diagnosedPCa 
and BPH patients. 
Results The median PLR of PCa was 103.6 (IQR, 88.1-120.7)and BPHwas 127.2 (IQR, 91.0-
183.8); themedian NLR ofPCa was 1.95 (IQR, 1.4-2.8)and BPH was 2.6 (IQR, 1.7-4.5). BothPLR 
and NLR in PCa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in BPH (P<0.05).The difference of PLR and 
NLRbetween PCa and BPH was independent of thelevelsof serum PSA.ROC curves were used 
fordiagnosis ofPCa in the PCa and BPH, andthe optimal cutoff level for PLR was 145 and NLR 
was 2.55. The predictive values of PLR<145 including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are 56.5%, 88.0%, 92.9% and 42.3%, respectively,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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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NLR<2.55 they are 55.6%, 70.7%, 71.4% and 54.7%, respectively. Thesensitivityof PLR is 
better than NLR (chi-squared test, P=0.01). 
Conclusions Both PLR and NLR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PCa than that in BPHfornewly 
diagnosed patients. PLR is superior toNLR in the diagnosis of PCa and distinguishing PCafrom 
BPH. 
 
 

PU-1194 

ICU 危重症患者合并深静脉血栓的危险因素分析 

 
付阳 1,宋天歌 2,刘玉梅 1,金亚雄 1,江虹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2.四川大学临床医学院医学检验系 

 

目的  研究重症监护室危重症患者发生深静脉血栓（deep venous thrombosis, DVT)）的危险因

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3 月到 2016 年 12 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ICU 病房血栓高危患者 141 例，

其中发生血栓的患者 47 例为实验组，未发生血栓的病人 94 例为对照组。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包括

年龄，性别，吸烟史，饮酒史，血脂，血栓相关指标，炎性因子等，分别采用单因素 Logistic 和多

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危险因素。 

结果  对重症监护室的危重症患者，血浆 TM、DD 是其发生血栓的独立危险因素，D-D：OR 

1.055，95%CI（1.007-1.105）；TM：OR 1.107，95%CI（1.053-1.164）。 

结论  ICU 危重症患者，应积极监测患者 TM、DD 水平变化，及时采取血栓预防相关措施，为患者

提供精准化个体治疗提供依据。 

 
 

PU-1195 

2016-2018 年度江油地区儿童、青少年 

全血微量元素缺乏情况追踪分析 

 
王军文 

四川江油市人民医院 

 

目的  追踪调查分析江油地区 2016-2018 年度青少年、儿童体内铁、铜、镁、钙、锌 5 种微量元素

的缺乏情况，并分析各微量元素的缺乏的具体原因，为本地区青少年、儿童体内微量元素的补充提

供合理性的科学依据。 

方法  采用原子吸收光谱法（博晖.全血多元素分析仪 BH2100T）对 2016-2018 年度 14569 例儿童

抗凝全血的标本进行微量元素检测，并按 0-2 岁、2-4 岁、4-7 岁、7-12 岁、12-17 岁 5 个年龄组

对检测结果进行综合分析。 

结果  2016-2018 年江油地区青少年、儿童体内铁、铜、镁、钙、锌 5 种微量元素缺乏率分别为：

23.70%、0.91%、0.65%、17.63%、11.49%，且不同年龄段间各种微量元素的缺乏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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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96 

LBY-NJ4A 全自动血小板聚集仪性能验证 

 
李勤,凌莉琴,刘超男,陈思,周静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验证和评价 LBY-NJ4A 全自动血小板聚集仪的主要性能指标。 

方法  应用二磷酸腺苷(Adenosine  phosphate，ADP），花生四烯酸（Arachidonic Acid，AA） 和

胶原(Collagen，COL) 3 种血小板诱导剂，对 LBY-NJ4A 全自动血小板聚集仪的精密度（（批内、

日间）、携带污染率、参考范围等性能进行评价和验证；与 Chrono-log700 血小板聚集仪进行检测

结果的相关性分析。 

结果   批间精密度 CV 分别为 3.66%和 4.59% ; 用 ADP、AA 和 COL 做诱导剂，批内精密度 CV 分

别为 4.73%和 4.76%、4.34%和 4.50%、4.39%和 4.66%；仪器的携带污染率分别为 3.27％、4.17

％、3.92％；与仪器 Chrono-log700 检测结果相关性良好（三种诱导剂的 R 分别为 0.847、0.915

和 0.929， P 值均<0.05）；三种诱导剂对健康人的检测均有 90%以上的检测结果在厂家提供的参

考范围内。 

结论  LBY-NJ4A 全自动血小板聚集仪性能指标均表现良好，全自动化检测, 快速、准确、简便，能

较好地满足临床工作。 

 
 

PU-1197 

Potential diagnostic value of circulating microRNA-320a/b 
in deep vein thrombosis patients 

 
Zhiyun Jiang,Junfen Ma,Jiedan Ping,Liang Mi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D-dimer tests have been widely used to rule out deep venous thrombosis (DVT), but 
with low specificity. Circulating microRNAs (miRNAs) are novel promising biomarkers in diverse 
diseases. The purposes of our study were to identify the diagnostic abilities of circulating miRNA-
320a/b and assess their correlation with plasma D-dimer in DVT and post-thrombotic syndrome 
(PTS) patients. 
Methods  Plasma samples were taken from 30 DVT patients, 30 PTS patients and 30 age- and 
sex- matched healthy volunteers.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qRT-PCR) assay and turbidimetric 
immunoassay were conducted to assess the concentrations of miRNA-320a/b and D-dimer in 
plasma. 
Results Circulating miRNA-320a and miRNA-320b were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DVT 
patients with fold changes of 1.58 and 1.79 respectively.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nalysis presented that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values of 0.70 (95% 
CI:0.56-0.83) for miRNA-320a and 0.79 (95% CI: 0.67-0.90) for miRNA-320b. Moreover, plasma 
levels of miRNA-320b were associated with D-dimer values (r =0.52, 95% CI: 0.19-0.74) in DVT. 
While, no significant changes of plasma miRNA-320a/b and D-dimer were detected in PTS 
patients. 
Conclusions Compared with controls, circulating miRNA-320a/b was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Simultaneous detection miRNA-320a/b with D-dimer may improv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D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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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98 

Diagnostic value of circulating microRNA-27a/b in patients 
with acute pulmonary embolism. 

 
Qian W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Circulating microRNAs (miRNA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suggested as biomarkers for 
numerous diseases. The aims of this study were to evaluate the expression of plasma miR-27a/b 
in patients with acute pulmonary embolism (APE) and determine the possibility of miR-27a/b as 
diagnostic biomarkers for APE. 
Methods Seventy-eight APE patients diagnosed by computed tomographic pulmonary 
angiography (CTPA) and 70 age and gender matched normal volunteer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he levels of miR-27a and miR-27b were measured by quantitative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 and the concentrations of plasma D-dimer were measured 
using immunoturbidimetric assay. 
Results The levels of plasma miR-27a and miR-27b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APE patients 
(P<0.001) 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nalyses showed that plasma miR-27a was superior to miR-27b for the diagnosis of APE 
(AUC=0.784, AUC=0.707, respectively). Combining miR-27a or miR-27b with D-dimer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diagnostic capacity of APE.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circulating miR-27a and miR-27b might be potential novel 
diagnostic biomarkers in APE patients. 
 
 

PU-1199 

Circulating microRNA expression and their target genes in 
deep vein thrombosis 

 
Zhiyun Jiang,Junfen Ma,Fan Wu,Liang Mi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Deep vein thrombosis (DVT) refers to abnomal clot fomation in a deep vein, mostly of 
the  lower extremities. Patients with DVT may have affected extremity swelling, erythema, and 
tenderness. In clinical, D-dimer is the only established biomarker for the diagnosis of DVT, but 
has low specificity. Several publicitions have illustrated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circulating 

microRNAs（miRNAs）and their potential diagnostic values in DVT patients. Therefore, we 

systematically evaluated current researches and further performed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so as 
to provide new insights into the diagnosis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DVT. 
Methods Databases PubMed, Web of Science, and Embase were searched from January 2000 
to April 2017. Articles on circulating miRNAs exprssion in DVT were retrived and reference lists 
were handpicked. Bioinformatics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for further evaluation.  
Results Eventually, the eligibility criteria for inclusion in this study were met by 3 articles. 13 
specially expressed miRNAs and 149 putative target genes were identified  in our study. Among 
which, miR-424–5p upregulation was reported in two articles. The GO and KEGG enrichment 
analysis showed that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and phosphatidylinositol 3'-
kinase(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participated in the regulatory network of thrombosis.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we identified 13 abnormally expressed miRNAs and 149 predicted 
target genes in patients with DVT. Our comprehensive analysis helps to explore the underlying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DVT and may further provide candidate or complementary noninvasive 
diagnostic biomarkers. However, more in-depth and larger sample invetigations are needed to 
pave the way for circulating miRNAs used in clinical routine.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759 

 

PU-1200 

Prognostic value of 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and 
platelet-to-lymphocyte ratio in acute pulmonary embolism: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Qian W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NLR) and platelet-to-lymphocyte ratio (PLR) have been 
reported to predict prognosis of acute pulmonary embolism (PE). However,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NLR and PLR remained inconsistent between studies. The aim of this meta-analysis was to 
assess the prognostic role of NLR and PLR in acute PE. 
Methods We systematically searched Pubmed, Embase, Web of Science and CNKI for relative 
literature up to March 2017. The pooled statistics for all outcomes were expressed as odds ratio 
(OR)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95% CI). The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using 
Review Manager 5.3.5 analysis software and Stata software. 
Results Totally 7 eligible studies consisting of 2323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our meta-analysis. 
Elevated NLR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overall (short-term and long-term) mortality (OR 
10.13, 95% CI 6.57-15.64, P<0.001) and short-term (in-hospital and 30 days) mortality (OR 8.43, 
95% CI 5.23-13.61, P<0.001). And elevated PLR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overall 
mortality (OR 6.32, 95% CI 4.52-8.84, P<0.001), short-term mortality (OR 6.69, 95% CI 2.86-
15.66, P<0.001) and long-term mortality (OR 6.11, 95% CI 3.90-9.55, P<0.001). 
Conclusions Our meta-analysis revealed that NLR and PLR are promising biomarkers in 
predicting prognosis in acute PE patients. We suggest NLR and PLR be used routinely in the PE 
prognostic assessment. 
 
 

PU-1201 

Identification of microRNAs as diagnostic biomarkers for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Asian population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Qian W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MI) is one of the leading causes of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worldwide. Recently, several studies have revealed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circulating 
microRNAs (miRNAs) for AMI detection. However, the diagnostic capacity of miRNAs for AMI is 
still controversial due to the inconsistent results among studies. 
Method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search was conducted to retrieve relevant articles in PubMed 
and other databases up to February 2017. The pooled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likelihood 
ratio (PLR), negative likelihood ratio (NLR), diagnostic odds ratio (DOR), and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overall test performance of miRNAs. Subgroup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sources of heterogeneity. We evaluated the publication 
bias by the Deeks' funnel plot asymmetry test and all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using 
Meta-disc 1.4 and Stata software. 
Results A total of 26 articles comprising 1973 AMI patients and 1236 healthy controls were 
included in this meta-analysis. The overall pooled diagnostic data was as follows: the pooled 
sensitivity of 0.76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75-0.78), the pooled specificity of 0.82 (95% CI: 
0.81-0.84), the pooled PLR of 4.68 (95% CI: 3.92-5.59), the pooled NLR of 0.28 (95% CI: 0.25-
0.32), and the pooled DOR of 18.66 (95% CI: 14.11-24.68). The AUC value was 0.8661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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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 summary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 Subgroup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miRNA-
499 had better diagnostic accuracy over other miRNAs. 
Conclusions MiRNAs may serve as promising diagnostic biomarkers in the early diagnosis of 
AMI. Further studies were need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miRNAs for AMI before 
clinical application. 
 
 

PU-1202 

Association of lymphocyte-to-monocyte ratio with in-
hospital and long-term major adverse cardiac and 

cerebrovascular events in patients with ST-elevated 
myocardial infarction. 

 
Qian W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In recent years, lymphocyte-to-monocyte ratio (LMR) has become a novel indirect 
marker of inflammation, which has been demonstrat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of 
oncology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The aim of the study was to ass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MR on admission and in-hospital and long-term major adverse cardiac and 
cerebrovascular events (MACCE) in patients with ST-elevated myocardial infarction (STEMI) after 
primary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 
Methods A total of 306 STEMI patients were enrolled and grouped according to tertiles of LMR 
from the blood samples obtained in the emergency room on admission. Total white blood cell 
count, differential count of neutrophil, lymphocyte, monocyte, and other factor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The median follow-up period was 21 months (1–36 months). As the LMR decreased, in-
hospital nonfatal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cardiovascular mortality increased (P = .002, P = .009, 
respectively). And long-term stroke/TIA, TVR, nonfatal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cardiovascular 
mortality also increased with decreasing LMR (P = .012, P = .001, P = .003, P = .002, respectively).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of LMR for predicting MACCE showed the 
sensitivity of 76% and specificity of 78% and the optimal cut-off value was determined as 2.62. In 
multivariate analysis, after adjusting for confounders, LMR was an independent predictor of in-
hospital and long-term MACCE (odds ratio [OR] 1.192 [1.069–1.315] P < .001, OR 1.239 [1.125–
1.347] P < .00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LMR is an independent predictor of in-hospital and long-term MACCE in 
patients with STEMI after primary PCI.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is simple, inexpensive, 
relatively available inflammatory marker may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STEMI. 
 
 

PU-1203 

Functional miR-146a, miR-149, miR-196a2 and miR-499 
polymorphisms and the susceptibility to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Lei Zhe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of miRNA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To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our common miR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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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146a rs2910164; miR-149 rs2292832; miR-196a2 rs11614913 and miR-499 rs3746444) 
and HCC risk, an updated meta-analysis was performed. 
Methods 32 studies including 12405 HCC cases and 15056 controls were used for this meta-
analysis. There were 22 studies with 7894 cases and 10221 controls for miR-146a, 9 studies with 
2684 HCC cases and 3464 controls for miR-149, 17 studies with 6937 cases and 8217 controls 
for miR-196a2 and 16 studies with 4158 cases and 5264 controls for miR-499. Odds radios (ORs)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s)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HCC risk. 
Results Meta-analysis showed that miR-146a was associated with HCC risk under the 
heterozygote model (OR=1.10, 95%CI=1.03-1.17, P=0.007), whereas no association was found 
in Caucasian using all genetic models. For miR-196a2 polymorphism, an increased risk of HCC 
was observed based on four models (C vs T: OR=1.15, 95%CI=1.05-1.26, P=0.003; CC vs TT: 
OR=1.35, 95%CI=1.12-1.63, P=0.002; CC+CT vs TT: OR=1.20, 95%CI=1.04-1.37, P=0.01 
and  CC vs CT+TT: OR=1.23, 95%CI=1.06-1.42, P=0.006). Association of miR-499 with HCC risk 
was only detected in the subgroup of studies which didn’t us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d 
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PCR-RFLP) under the allelic, heterozygote and 
dominant models. However, negative results were obtained for the association of miR-149 and 
HCC susceptibility.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miR-146a and miR-196a2 polymorphisms ar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isk of HCC, especially in Asian. 
 
 

PU-1204 

Association between FOXP3 gene polymorphisms and risk 
of 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Lei Zhe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Foxp3 plays important roles in autoimmune and inflammatory diseases as well as 
human malignancies.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oxp3 gene 
polymorphisms and the susceptibility to 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s (DTC). 
Methods Genotyping was performed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PCR-RFLP) in 350 DTC patients and 306 healthy controls. FOXP3 relative 
expression was measured by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qRT-PCR). 
Results AA/AC genotype of Foxp3-rs3761548 was associated with a higher risk of DTC. The 
frequency of Foxp3-rs2280883 CC/CT genotype was lower in DTC patients. Besides, the AA/AC 
genotype of rs3761548 was more frequent in female DTC than male DTC.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2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TC was 
further analyzed. We found that rs3761548 AA/AC genotype was more frequent in severe DTC 
patients (tumor diameter >1cm) compared with the relative tender DTC patients (tumor diameter 
<1cm). On the contrast, the frequency of rs2280883 CC/CT genotype was lower in severe DTC 
patients. Additionally, the Foxp3 relative expression in DTC with AA/AC genotype of rs3761548 
was higher than DTC with CC genotype.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Foxp3 polymorphisms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risk of 
DTC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762 

 

PU-1205 

华法林相关遗传因素及预测模型建立 

 
裴林,贾玫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100000 

 

目的  通过飞行质谱法研究影响华法林稳态剂量的遗传因素，并结合非遗传因素共同建立更加适合

中国汉族人群的华法林稳态剂量预测公式。 

方法  连续选取 2014 年 9 月～2015 年 12 月间接受心脏瓣膜置换术，术后接受华法林治疗达稳态

（INR 1.5～3.0）的汉族成人 1225 例，分为建模组（1008 例）和验证组（217 例）。采用飞行质

谱法检测可能影响华法林稳态剂量的 13 个基因上的 38 个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对建模组人群采用

逐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建立华法林稳态剂量预测公式，运用验证组对预测公式预测准确性进行验

证，同时将新建立的公式与国内外其他 5 个公式进行比较，确定新公式是否更适合预测我国汉族患

者接受华法林治疗的稳态剂量。 

结果  采用飞行质谱方法检测基因型。最小等位基因频率（minor allele frequency，MAF）与其他

汉族人群研究结果基本一致。维生素 K 还氧化物还原酶复合体亚基 1(VKORC1 rs9923231)、细胞

色素 P450 2C9(CYP2C9 rs4917639) 、 CYP2C9 rs1934968 、还氧化物水解酶 1(EPHX1 

rs2234922)、EPHX1 rs2260863 和蛋白 C 受体(PROCR rs1415774)的 MAF 分别为 8.2%、

8.6%、41.0%、11.2%、3.2%和 33.2%，与全球研究结果不一致。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建立的华法

林稳态剂量预测公式可反映 58.9%的华法林稳态剂量变异。 

结论  本研究建立的预测公式对中国汉族患者华法林稳态剂量具有较高的临床符合率，提示建立种

群特异的稳态剂量预测公式更适合临床使用。 

 
 

PU-1206 

标本采集量对凝血结果影响 

出现的系统误差为临床不可接受的临界点研究 

 
杜建明,陈琳 

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150000 

 

目的  标本采集量对凝血结果影响出现的系统误差（SE）为临床不可接受的临界点探讨。 

方法  用注射器采集健康体检者 120 人份空腹血液，每人采 8.0ml 血量分别注入美国 BD 浅蓝色凝

血管（含 109mmol/L 枸橼酸钠 0.3ml）2.7ml、2.0ml、1.8ml、1.5ml，对应的枸橼酸钠：血液

=9:1、6.7:1、6:1、5:1，分别对应为 A 组、B 组、C 组、D 组，以 A 组为对照组，将各组标本和抗

凝剂充分混匀后，经 3000r/min 离心 10min，试剂在 37℃预温后，仪器在控的状态下测定各组标

本凝血酶原时间（PT）、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值（ INR）、部分活化凝血活酶时间

（APTT）、纤维蛋白原（FIB）含量。 

结果  随着标本采血量的减少，凝血酶原时间（PT）、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值（INR）、活化

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逐渐延长，纤维蛋白原（FIB）含量逐渐减少。与对照组（A 组）比

较：B 组 INR、APTT 无显著性差异（P＞0.05），FIB 有显著差异（P＜0.05），C 组 INR 无显著

差异（P＞0.05），APTT、FIB 有显著差异（P＜0.05），D 组 INR、APTT、FIB 都有显著性差

异。根据临床使用要求，以总允许误差（TEa）的 1/2 为评价标准，即系统误差（SE）＜1/2 总允

许误差（TEa），认为系统误差（SE）属于可接受水平，B 组 INR、APTT、FIB 有显著差异（P＜

0.05）， C 组 INR 有显著差异（P＜0.05），APTT、FIB 无显著性差异（P＞0.05），D 组 INR、

APTT、FIB 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根据临床使用要求，以总允许误差（TEa）的 1/2 为评价标准，得出 1.8ml 血液（血量：枸橼

酸钠=6:1）为出现系统误差（SE）不可接受的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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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07 

雅培 I2000 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叶酸和丙戊酸性能评价 

 
张磊,郭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评价美国雅培 I2000 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仪（CMIA 分析仪，简称 I2000 分析仪）检测

叶酸和丙戊酸时的性能指标，并对我科目前使用的两台 I2000 分析仪进行比对分析。 

方法  使用 I2000 分析仪对叶酸和丙戊酸进行检测，参照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ISI)颁

布的 EP 文件及相关检测系统性能验证文件 EP15-A2 、EP6-A、EP10-A 的方法对叶酸和丙戊酸的

精密度、线性范围及携带污染率进行评价，并按照 CLIA’88 的要求比对我科两台 I2000 仪器（仪器

序列号 Isr50162 和 Isr01291）。 

结果  叶酸高值、低值总精密度（CV）分别为 3.1%和 5.9%，小于厂商规定的 12%，在仪器检测

的线性范围 1.8ng/ml-18ng/ml 内，线性误差（Error）为 1.9%，小于线性允许误差（TEa）15%，

携带污染为 0.24，小于允许误差 0.44；丙戊酸高值水平、低值水平总精密度（CV）分别为 3.5%

和 2.7%，小于厂商规定的 7%，在仪器检测的线性范围 2.33ug/ml-114.34ug/ml 内，线性误差

（Error）为 0.9%，小于线性允许误差 10%，携带污染量为 0.024，小于允许误差 0.482；两台仪

器上的结果差异均小于允许总误差。在叶酸检测线性范围 2.4ng/mL-18.2ng/mL 之间进行两台仪器

比对，平均误差 (Y-X)/TEa 为-0.22，两台仪器相关系数为 0.9984，斜率为 0.988，截距为-0.29。 

结论  i2000 分析仪检测叶酸和丙戊酸的精密度、线性范围、携带污染率均达到要求，我科两台

I2000 仪器结果相关性良好，能满足临床要求。 

 
 

PU-1208 

3 种系统检测 6 项血液凝固试验结果的一致性比较 

 
王悦 1,屈晨雪 2,龚岩 2,高学硕 1,王国洪 1 

1.北京大学肿瘤医院,100000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100000 

 

目的  比较 3 种系统测定 6 项血液凝固试验项目结果的一致性，并观察质控物的基质效应。 

方法  挑选不同水平的患者样本 100 例在日本 Sysmex 株式会社 CA7000、美国 IL 公司 Top700 和

日本积水医疗株式会社 CP2000 3 款全自动血液凝固分析仪上同时检测凝血酶原时间（PT）、国

际标准化比值（INR）、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纤维蛋白原（FBG）、凝血酶时间

（TT）、D-二聚体（D-dimer）和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FDP）6 个项目，采用线性回归分析

不同系统检测病人样本结果的相关性，采用两两系统间病人样本结果的偏差除以平均值计算系统间

的相对偏差。选取 18 种不同来源的市售凝血质控品在上述 3 种检测系统上同时检测 PT、FBG 和

D-二聚体，采用回归和偏差分析观察质控物的互换性。 

结果  不同系统检测病人样本 PT、INR、FBG 的结果具有良好的相关性（R²在 0.91 至 0.99）和较

小的偏差，两两系统间的偏差分别小于 15%、15%、20%；不同系统检测病人样本 APTT、TT 的

结果具有中等程度相关性（R²在 0.56 至 0.76）。CA7000 和 Top700 检测的 APTT 较 CP2000 系

统偏低，CP2000 和 Top700 检测的 TT 较 CA7000 系统偏高；3 种系统均采用积水医疗试剂盒及

配套校准品检测 FDP，系统间 FDP 检测结果具有良好相关性（R²＞0.99），Top700 测定结果最

低，CP2000 检测的介于 CA7000 和 Top700 之间；不同系统检测 D-dimer 的结果相关性良好（R²

在 0.92 至 0.99），但两两间测定的结果差异显著。18 种质控物的 3 项凝血试验项目结果在 3 种检

测系统间均无互换性。 

结论  不同检测系统间不同血液凝固试验结果一致可比的程度不同，血凝质控物显著的基质效应是

其在不同系统上测定的结果偏差大于病人样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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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09 

多发性骨髓瘤免疫分型及结果转阴的研究 

 
董海新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272000 

 

目的   探讨多发性骨髓瘤免疫分型及结果转阴的时间。 

方法  采用法国 SEBIA HYDRASYS 2 电泳仪对已确诊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每周进行血清免疫固定

分型并跟踪其结果变化。 

结果  100 例 MM 患者血清免疫固定电泳分型：IgG 型 60 例（60%），其中 K 轻链型 32 例，L 轻

链型 28 例；IgA 型 30 例（30%），其中 K 轻链型 18 例，L 轻链型 12 例；IgM 型 2 例（2%）;游

离轻链型 8 例（8%），其中 K 轻链型 4 例，L 轻链型 4 例。对 4 个月的结果跟踪调查，其中 13 例

转为阴性：IgA-LAMBDA 型 3 例（转阴时间分别为 14 天、28 天、120 天）;IgG-LAMBDA 型 3 例

（转阴时间分别为 28 天、41 天、90 天）;IgG-KAPPA 型 3 例（转阴时间分别为 7 天、34 天 55

天）;轻链 LAMBDA 型 4 例（转阴时间分别为 24 天、34 天、35 天、48 天）。 

结论  免疫固定电泳技术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好的特点，能快速、准确地进行 MM 分型，多发性

骨髓瘤经有效治疗后 M 蛋白可消失，目前我院 100 例调查结果看消失时间 7 天至 120 天不等。 

 
 

PU-1210 

10637 例中孕期母血清学产前筛查结果分析 

 
孙凤春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272000 

 

目的  探讨中孕期母血清学标志物甲胎蛋白(AFP)、β-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h CG)和游离雌三醇(u 

E3)进行胎儿常见染色体异常和开放性神经管缺陷(NTD)筛查的临床价值。 

方法  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对本实验室 10637 例孕 15~19+6 周的孕妇进行血清 AFP、β-hCG

和 u E3 检测，结合孕妇年龄、体重、孕周等因素,采用腾程产前筛查分析软件进行综合风险评估。 

结果  10637 例孕妇中，共筛出高风险孕妇 1010 例，阳性率为 9.49%。其中唐氏综合征、18-三体

综合征和开放性神经管缺陷高风险阳性率分别为 7.42%、0.25%和 1.82%。经产前诊断确诊唐氏综

合征 5 例,18-三体综合征 1 例,其他染色体异常 1 例,开放性神经管缺陷 4 例。 

结论  中孕期母血清学产前筛查是一种简便、经济、无创性的有效检测手段，结合产前诊断，对减

少出生缺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具有重要作用。  

 
 

PU-1211 

Detection and quantification of intracellular miR-222 to 
estimate drug resistance of breast cancer 

 
Jiahua Hu1,Zhian Liu2,Jianhua Zhao1 

1.Jiangsu Cancer Hospital & Jiangsu Institute of Cancer Research & The Affiliated Cancer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Nanjing Xinruikang Biotechnology Co.， Ltd 

 
Objective Breast cancer, one of the most common malignancies in women, has become a major 
deadly cancer. The main obstacle to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breast cancer is the formation of 
acquired-drug resistance. Growing evidence shows that miRNAs take part in the development, 
metastasis, and drug resistance of breast cancer, and our previous study has demonstrate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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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222 is a specific miRNA for breast cancer drug resistance. In the process of drug resistance 
formation, miR-222 is selectively enriched by cells to their exosomes and then transferred to the 
surrounding sensitive breast cancer cells, which results in the spread of acquired-drug resistance. 
And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miR-222 in breast cancer cells by exogenous importing can also 
lead to a corresponding change in cell resistance. As the functions of miRNAs are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there are more 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miRNA expression, including Northern 
blotting, microarray and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All of these methods are able to 
analyze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NAs, but the downside is that they require the lysis of a cell 
population. Thus, the above method can not assess the miRNA abundance of a single cell. 
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FISH) is a hotspot technology developed in recent years to 
detect miRNAs, as it can detect miRNAs without cleavage of cells. Locked nucleic acid (LNA) 
oligonucleotides can be used as hybridization probes to provide the spatial localization of 
miRNAs at the tissue, cellular and subcellular levels. However, combining FISH with LNA (LNA-
FISH) only provides tissue and intracellular distribution of miRNAs, it still can not provide accurate 
quantitative expression of miRNAs. Enzyme-labeled fluorescence (ELF) is an excellent solution to 
overcome the above shortage. The ELF signal amplification system is a unique 
immunofluorescence amplification technique to achieve high specificity and sensitivity. In this 
study, we utilize the brand new and ultra-sensitive FISH method which is able to quantify miRNA 
copy number at single-cell level and to further detect changes in drug resistance of breast cancer 
cells. 
Methods Human breast cancer cell line Michigan Cancer Foundation-7 (MCF-7) and the 
adriamycin-resistant subline at 500-nM adriamycin, established by exposing the parental MCF-7 
to gradually increasing concentration of adriamycin in vitro,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Cells were 
cultured in a common manner. Exosomes are isolated by differential centrifugation and 
ultracentrifugation of the supernatants, and the morphology of the exosomes was observed under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In uptake assays, exosomes were labeled with a red 
fluorescent dye and co-incubated with 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 (GFP), and the expression was 
examined using a confocal laser scanning microscope. Individual miR-222 molecules in MCF-7 
cells were detected by FISH, combined with locked nucleic acid probes and enzyme-labeled 
fluorescence (LNA-ELF-FISH).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s defined by randomly selecting MCF-7 
cells transfected with exosomes from adriamycin-resistant MCF-7 cells which have a high 
expression of miR-222. The control group is defined by randomly selecting MCF-7 cells 
transfected with exosomes from drug-sensitive MCF-7 cells which have a low expression of miR-
222. The blank group is defined by randomly selecting MCF-7 cells not transfected with 
exosomes from other MCF-7 cells. Then the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miR-222 copy number 
and the total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the cells was established to estimate the number of miR-
222. Cell viability was assessed by MTT assay and apoptosis assay. 
Results After LNA-ELF-FISH, miR-222 could be visualized by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as bright 
photostable fluorescent spots and then the quantity of miR-222 per cell could be counted. The 
images show that the average amount of miR-222 in drug-resistant MCF-7 cell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drug-sensitive MCF-7 cells. The chemoresistance of exosome-treated MCF-7 
cells was assessed by apoptosis rate and IC50. The study shows that apoptosis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much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blank group but the 
IC50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blank group, suggesting that the 
resistance of breast cancer cells was related to the expression of intracellular miR-222. 
Conclusions Breast cancer treatment is mainly realized by chemotherapy, and adriamycin is one 
of the major chemotherapeutic drugs used in treatmen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possible 
mechanism of acquired-drug resistance, we have introduced a new techniqu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exosomes in development of drug resistance. In this study, we show that exosomes 
isolated from drug-resistant can be taken in by drug-sensitive recipient cells, and then 
transmitting drug resistance by transferring miR-222. In conclusion, miR-222 can change drug 
resistance of MCF-7 cells. The superiority of the method provided in this study by in situ 
hybridization of miR-222 to detect the resistance of breast cancer cells is that this method can 
visually obtain the number of intracellular miRNA-222 without destroying cells. And the numb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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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NA-222 can be investigated to understand the extent of the drug resistance of breast cancer 
cells. 
 
 

PU-1212 

全自动血沉动态分析仪的比对分析研究 

 
薛海阔,孙改河,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对同一实验室的不同 XC-A30 全自动血沉动态分析仪测定红细胞沉降率(ESR)的结果分析比

较，分析 XC-A30 全自动血沉动态分析仪仪器之间的一致性。 

方法  随机抽取的 60 例样本，运用全自动血沉仪分别对样本进行测定，两组结果的相关性分析用线

性回归分析方法，差异性分析用双样本等方差假设 t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本实验室 2 台 XC-A30 全自动血沉动态分析仪所测得标本的结果具有一致性，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结论  本实验室 2 台 XC-A30 全自动血沉动态分析仪的测定能力一致。 

 
 

PU-1213 

哮喘患者外周血 PLR 和 NLR 两种比值的临床意义 

 
时光,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 NLR)和血小板-淋巴细胞

比值(platelet-lymphocyte ratio, PLR)在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患者中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 月~2016 年 5 月期间确诊的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患者 262 例为病例组及

130 例健康体检者为正常对照组。根据其急性发作期病情严重程度，将哮喘患者分为危重组 87

例、非危重组 175 例。记录病例组和健康对照组性别、年龄等临床资料和血常规结果，并计算

NLR 和 PLR。比较 3 组间中性粒细胞绝对值、淋巴细胞绝对值、血小板计数、NLR、PLR 的差

异，以 ROC 曲线评价各指标对哮喘的诊断价值。 

结果   各组间中性粒细胞绝对值、淋巴细胞绝对值、NLR、PLR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01），各组血小板计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971）。哮喘危重组淋巴细胞绝对值低于哮

喘非危重组、健康对照组（P < 0.0001），而中性粒细胞绝对值、NLR、PLR 显著高于哮喘危重

组、健康对照组（P < 0.0001）。哮喘非危重组中性粒细胞绝对值、淋巴细胞绝对值、NLR、PLR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中性粒细胞绝对值、淋巴细胞绝对值、NLR、

PLR 对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危重患者诊断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02、0.784、0.873、0.795

（均 P < 0.01）。NLR 诊断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危重患者的最佳临界值为 2.58，敏感度为

82.8%，特异度为 81.1% 

结论  支气管哮喘患者外周血 NLR、PLR 均升高，对支气管哮喘的诊断和病情监测有一定临床指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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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14 

MUC4 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意义 

及其对上皮间质转变的影响的研究 

 
朱峰 

平顶山学院 

 

目的  探讨 MUC4 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及其意义，同时进一步研究其对上皮间质转变的影响 

方法  收集标本 38 例，实时荧光定量 PCR（qRT-PCR）、免疫荧光实验检测 MUC4 在癌和癌旁正

常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合成三条 MUC4-siRNA 并导入直肠癌 SW620 细胞

中， Western Blot 实验检测 MUC4、E-cadherin、Vimentin 在两组中的表达变化，使用倒置显微

镜观察试验组和对照组细胞的形态特征改变，Transwell 细胞侵袭试验比较试验组和对照组细胞的

侵袭转移能力，CCK8 实验检测细胞增殖活性。 

结果  1、组织 HE 染色：组织病理类型符合预期，细胞形态结构完整；2、组织标本的免疫荧光及

qRT-PCR 实验： MUC4 在结直肠癌细胞中含量少，在癌旁正常组织细胞中含量高 （P﹤0.01）；

MUC4 表达高低与性别、年龄、部位、无关（P﹥0.05），MUC4 在无淋巴结转移组中的表达 

较有淋巴结转移组的表达高（P﹤0.01）；3、细胞株实验：用脂质体 2000 将 MUC4-siRNA 导入

直肠癌 SW620 细胞中发现，SW620 细胞出现 EMT 样改变，实验组的 MUC4 以及上皮细胞典型标

记物 E-cadherin 表达明显降低（P﹤0.01），而间质细胞标记物 Vimentin 表达明显升高 （P﹤

0.01）；4、倒置显微镜结果：实验组 SW620 细胞的形态从卵圆形转变为纺锤形，细胞极性消

失、细胞接触松散及排列无序；5、Transwell 细胞侵袭实验：，实验组出现侵袭迁移的细胞数较对

照组明显增多 (P﹤0.01)；6、CCK8 实验：实验组着色细胞的数量较对照组明显增多 (P﹤0.01)。 

结论  1、结直肠癌标本组织免疫荧光及 qRT-PCR 试验表明 MUC4 低表达与结直肠癌细胞的淋巴

结转移有关 2、细胞株实验表明 MUC4 粘蛋白低表达可诱导 SW620 细胞发生上皮间质转变 

 
 

PU-1215 

塞来昔布逆转 T 细胞淋巴瘤耐药株对顺铂耐药的作用 

 
马鸣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研究塞来昔布对耐顺铂（CDDP）T 淋巴瘤细胞株耐药性的逆转作用，并初步探讨其作用机

制。 

方法  构建耐顺铂 T 淋巴瘤细胞株 Jurkat/CDDP，MTT 法检测不同浓度塞来昔布对 Jurkat 和

Jurkat/CDDP 细胞增殖活性的影响；MTT 法检测 CDDP 联合塞来昔布，对 Jurkat 和 Jurkat/CDDP

细胞增殖活性的影响，并计算 IC50 值；流式细胞术检测塞来昔布联合 CDDP 对 Jurkat 和

Jurkat/CDDP 细胞凋亡水平的影响；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塞来昔布对 Jurkat 和 Jurkat/CDDP 细

胞株表达 P-gp、MRP1 及 P65 蛋白水平的影响。 

结果  塞来昔布对 Jurkat 和 Jurkat/CDDP 增殖活性均具有一定抑制作用，且可明显促进 CDDP 对

Jurkat 和 Jurkat/CDDP 细胞的抑制作用（P < 0.01）；在塞来昔布作用下 Jurkat 和 Jurkat/CDDP

细胞的凋亡水平较单独应用 CDDP 时明显增加 （P < 0.01）；CDDP 联合塞来昔布对 Jurkat 和

Jurkat/CDDP 细胞增殖活性影响的 IC50 值较单独应用 CDDP 时降低（P < 0.01）；与塞来昔布共

培养的 Jurkat 和 Jurkat/CDDP 细胞，其表达 P-gp、MRP1 及 P65 蛋白的水平均明显下降（P < 

0.01）。 

结论  塞来昔布可通过调控耐药相关基因的表达而逆转耐顺铂 T 淋巴瘤细胞株的耐药性，因此在 T

细胞淋巴瘤的临床治疗中具有广泛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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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16 

末梢血和静脉血对血常规检验结果的影响研究 

 
张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末梢血和静脉血对血常规检验结果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我院行血常规检验的患者 94 例，分别采集末梢血和静脉

血，行常规血液检测，比较两组血常规检验结果。 

结果  末梢血血小板（PLT）、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MVHC）、平均红细胞体积（MCV）、

红细胞压积（ Hct ）、血红蛋白（ Hb ）、红细胞（ RBC ）、白细胞（ WBC ）水平

[ （ 206.34±31.27 ） ×109/L 、（ 303.23±14.39 ） g/L 、（ 83.24±3.43 ） fL、（ 0.40±0.02 ）、

（ 10.02±3.36 ） g/L 、（ 3.53±0.25 ） ×1012/L 、（ 5.32±0.91 ） ×109/L] 均明显低于静脉血

[ （ 228.78±36.27 ） ×109/L 、（ 327.89±16.53 ） g/L 、（ 92.38±3.68 ） fL、（ 0.48±0.04 ）、

（12.94±9.25）g/L、（3.87±0.36）×1012/L、（6.53±1.13）×109/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末梢血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 MVH ）水平 [ （ 26.34±6.19 ） pg] 与静脉血

[（25.51±6.24）pg]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末梢血抗凝后 0min、10min 及

30minWBC、PLT 水平均明显低于静脉血，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末梢血抗凝后

10min、30min WBC、PLT 水平与抗凝后 0min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与末梢血比较，采集静脉血行血常规检验稳定性较好，较少的影响检验结果，故在血常规检

验中应采集患者静脉血，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PU-1217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在体液白细胞检测中的应用分析 

 
晁丹阳 

柘城县人民医院,476000 

 

目的  为有效解决显微镜下白细胞计数与分类中面临的问题，寻找新的检测方法应用于体液白细胞

的临床检测，对 SYSMEX XE-5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在体液白细胞检测中的应用效果进行观察与

探究，分析其应用于临床检测的可行性。 

方法  采用 SYSMEX XE-5000 体液模式与显微镜镜检对 179 例体液标本进行检测，对体液标本的

白细胞进行计数与分类，其中含胸腹水标本 93 例，脑脊液标本 86 例，分别记录两种检测方法的检

测结果，并对相关数据作统计学分析与处理，比较两种检测方法在体液白细胞计数与分类应用之间

存在的差异。 

结果  应用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对体液白细胞计数，与显微镜镜检法相比，当体液白细胞数量＜

50×106/L 时，P＜0.01，结果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当体液白细胞数量为（50-1000）×106/L 时，

P＞0.05，结果无统计学意义；当体液白细胞数量＞1000×106/L 时，亦无明显差异。比较血性组与

非血性组两种检测方法，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通过对两种方法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

示，二者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关性，分析其对白细胞分类计数的差异，P＞0.05，差异无显著统计学

意义。 

结论  在体液的常规检验中，在显微镜下进行白细胞计数与分类，具有认为误差大、操作繁琐等问

题，可对体液检验的效率以及准确度产生较大影响。而采用 SYSMEX XE-5000 等全自动血液分析

仪，能够有效解决此类问题。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在胸腹水、脑脊液等体液白细胞计数与分类应用中

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尤其是在体液标本的自动化分析中，可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可在体液白细胞

检测中考虑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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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18 

一种基于正己烷萃取系统的乳糜实验方法的建立 

 
王贝晗 

武警总医院,100000 

 

目的  建立一种基于正己烷萃取系统的乳糜（正己烷）实验方法。 

方法  取乳糜（乙醚）实验阳性的胸腔积液样本，用正己烷替代乙醚，评估方法的可行性，并寻找

正己烷萃取系统的试剂与样本最适体积比；对苏丹 III 染色环节进行改良，建立新的乳糜（正己

烷）实验和标准操作流程。选取 120 份人血清为模拟乳糜标本，根据甘油三酯含量不同将其分为 3

组：A 组（TG≤1.7 mmol/L），B 组（5.6＜TG＜12.8 mmol/L），C 组（TG≥12.8 mmol/L 或者外

观为临床乳糜血样），每组 40 份。小样本为 50 份体液样本进行效果评估和方法学验证。收集各类

体液标本 134 份，查阅临床病历中对结果采用情况，计算临床符合率。 

结果  正己烷替代乙醚可行，1 ml 样本＋400 μl 正己烷体系为最佳的萃取体系，苏丹 III 试管染色法

优于原来的直接涂片。乳糜（正己烷）实验与标准的乳糜（乙醚）实验有很好的一致性（Kappa 值

为 0.95）。实际应用检测的 134 份标本的结果与临床符合率可达到 94.8%（127/134）。  

结论  成功建立了乳糜（正己烷）实验，此方法具有方便快捷、安全性高、污染小等特点，有较广

的临床应用价值。 

 
 

PU-1219 

体腔液细胞形态学检查在浆膜腔积液检测中的应用 

 
李俊虹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通过收集体腔液标本相差显微镜下图谱（典型、非常见、恶性、良性等），探讨体腔液细胞

形态学观察在浆膜腔积液检测中的价值和意义，提升浆膜腔积液常规实验室检测的能力和质量。基

于目前从事体腔液细胞学检验工作人员的能力，在全国检验科临床检验实验室的基本队伍，整体较

薄弱，特别当遇到细胞形态复杂、有大量的异常细胞时，检验工作者显微镜下细胞的认定增加了大

量的难度，无法准确完整地去报告细胞的性质。本研究通过收集各类临床病例的体腔液细胞图，结

合病理、临床诊断确定细胞的性质和类型。汇集图谱，为各级医院的体腔液细胞形态交流学习、远

程会诊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参照由国际标准化组织 TC-212 技术委员会的 15189 实验室认证要

求，进行体腔液细胞学分析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 

方法  收集 2013 年 5 月至 2016 年 12 月就诊于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患者浆膜腔积液标本 289 例，

将标本用手工制片瑞氏染色后，在相差显微镜下观察有核细胞的形态和结构，拍下图片、收集、保

存并做病例回访。 

结果  从本研究的浆膜腔积液标本中，选取显微镜下具有代表意义和特殊异常的细胞图谱，编辑图

谱集。>并做病例回访。 

结论  显微镜下细胞形态学观察对各种体腔液性质的初步判断能够提供非常重要的依据，是鉴别炎

症和非炎症性积液、恶性和良性积液的一个基础性指标，对临床各种疾病的早期诊断、鉴别诊断及

疗效观察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收集到的体腔液细胞图谱对正在迅速发展的检验医学事业起到一定

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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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20 

血液分析仪 XT-4000i 应用于自动化体液细胞检测的研究 

 
李俊虹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通过全自动血球分析仪 XT-4000i 体液模式及手工显微镜法对收集到的体液标本 198 例进行

检测分析，结合相差显微镜下形态观察。以手工法为参考方法，旨在评价仪器法和手工法的相关

性，对仪器的性能进行验证。并对高荧光参数值(HF-BF%)筛查异常形态细胞的能力进行研究。 

方法  回顾性研究。收集 2013 年 5 月至 2016 年 12 月就诊于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门诊以及住院患

者体液标本 198 例，用手工计数法、仪器法进行检测。并在相差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形态。 

结果   1、仪器法： A 组 CV%（11.32），（r0.537）。B 组 CV%(6.52)，（r0.962）。C 组

（CV% 2.68），（r0.984）。D 组（CV% 8.26），（r 0.942）。2、高荧光参数值结果统计：良

性标本在 10%<HF-BF≤20%组所占的比例最高，肿瘤细胞主要分布在 HF-BF>20%组，其次是

10%<HF-BF≤20%组。 

结论  全自动血球分析仪 XT-4000i 体液模式通道能部分代替手工法进行体腔液标本的检测，但应根

据体腔液标本的种类、细胞数量结合手工法。在体腔液标本浓度较高或较低时（特别是脑脊液标

本），仪器法误差较大，应选用手工法进行计数，细胞形态分析应结合显微镜下形态观察。高荧光

参数能给临床提供一个初步筛查异常细胞的依据，当高荧光参数(HF-BF>20%)，应结合临床充分

考虑异常细胞的可能，必须进行显微镜下形态观察。 

 
 

PU-1221 

肿瘤标记物检测在积液性质鉴别中的应用 

 
李俊虹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通过选取 135 例积液标本进行肿瘤标记物检测，分别检测了癌胚抗原（CEA）、甲胎蛋白

（AFP）、糖链抗原（CA125）、CA199、CA724、糖链抗原（CA153）、SCC（鳞状细胞癌相

关抗原）、CYFRA21-1、NSE）的水平结果，对其中 80 例恶性积液标本与 55 例良性积液标本肿

瘤标记物水平检测进行比对，选取肿瘤标记物明显增高典型病理标本，与病理检测结果及相差显微

镜下形态观察相互应证，旨在研究肿瘤标记物检测对鉴别良恶性积液性质的价值和意义。 

方法  回顾性研究，收集 2013 年 5 月至 2016 年 12 月就诊于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患者的恶性胸腹

水 80 例和良性胸腹水 55 例，按标准化操作上机（其中 CA724、CYFRA21-1、NSE 在罗氏

Cobas6000 免疫分析仪上检测，其余项目在免疫_雅培 I2000_2 检测），选取肿瘤标记物增高的积

液标本进行涂片染色，在相差显微镜下进行形态学观察。 

结果  1、恶性积液标本肿瘤标记物检测水平结果明显增高。2、恶性积液标本与良性积液标本肿瘤

标记物水平检测进行比对，结果显示:组间存在显著性的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

示恶性积液肿瘤标记物的检测阳性率明显增高。 

结论  体腔液肿瘤标记物检测对鉴别良恶性积液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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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22 

80 例慢性乙肝患者合并肝硬化后骨髓象实验室分析 

 
孔庆飞,班立芳,江卓,唐杰,王彦淇,张成伟,陈艳,冯煦,李峰,于永敏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乙肝肝硬化患者骨髓象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对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12 月收治入院的 80 例乙肝合并肝硬化患者行骨髓穿刺

获得骨髓涂片、染色、显微镜检查，同时进行外周血细胞分析，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80 例乙肝肝硬化骨髓象特点：多呈增生象，但有少数骨髓增生低下。骨髓有 5 种不同类型：

脾功能亢进骨髓象 42 例(52%)，缺铁性贫血 16 例(20%)，继发性贫血 5 例(8.9%)，大致正常 15 例

(18%)，再生障碍性贫血 1 例(1%)，外周血细胞分析与其符合。 

结论  肝硬化脾功能亢进患者血液学异常原因较多，贫血也是其主要合并症。骨髓细胞学检查比血

细胞分析更能准确反映骨髓造血异常。将骨髓穿刺术作为常规检查之一，为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依

据。>，缺铁性贫血 16 例(20%)，继发性贫血 5 例(8.9%)，大致正常 15 例(18%)，再生障碍性贫血

1 例(1%)，外周血细胞分析与其符合。 

 
 

PU-1223 

Sysmex XN-350 血液分析仪检测单核细胞性能评价 

 
王永锋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710000 

 

目的  评价 Sysmex  XN-350 血液分析仪检测单核细胞的计数性能。 

方法  将经 Sysmex  XN-350 血液分析仪检测的 400 例标本分为两组，其中 200 例仪器分类单核细

胞比例正常（3%-8%）为一组，其中 200 例仪器分类单核细胞比例增高（＞8%）为一组。对两组

标本经仪器检测完毕后进行涂片，每份标本涂片两张，染色后进行镜检分类，每片分类 200 个白细

胞，共计分类 400 个白细胞，计算单核细胞百分比，并与仪器分类单核细胞百分比进行比较。 

结果  对仪器分类单核细胞比例正常的 200 例标本，结果经统计为：5.0%±2.5%，人工镜检分类结

果经统计为：4.9%±2.6%，两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镜检时未发现其他异常血细胞；对

仪器分类单核细胞比例增高的 200 例标本，结果经统计为 15.0%±8.0%，人工镜检分类结果经统计

为 8.0%±2.5%，二者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镜检时在部分标本中发现原始细胞、异型淋

巴细胞、幼稚粒细胞、巨型多分叶中性粒细胞等异常血细胞。 

结论  Sysmex  XN-350 血液分析仪检测单核细胞结果不准确，在仪器检测结果中如发现单核细胞

比例增高，应进行涂片人工镜检，以防止异常血细胞漏检。 

�检时未发现其他异常血细胞；对仪器分类单核细胞比例增高的 200 例标本，结果经统计为

15.0%±8.0%，人工镜检分类结果经统计为 8.0%±2.5%，二者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镜

检时在部分标本中发现原始细胞、异型淋巴细胞、幼稚粒细胞、巨型多分叶中性粒细胞等异常血细

胞。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772 

 

PU-1224 

FDP 和 D-二聚体联合检测 

在老年患者肺部感染早期诊断中的应用 

 
王永锋 

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原:西安军工医院) 

 

目的  探讨 FDP 和 D-二聚体联合检测在老年患者肺部感染早期诊断 

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我院呼吸科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 月的 242 名老年住院患者（平均年龄 70±12 岁），在

明确诊断肺部感染之前所检测的 FDP 和 D-二聚体结果进行分析，并与同期健康体检的 200 名老年

人（平均年龄 69±12 岁）所检测的 FDP 和 D-二聚体结果进行。 

结果  242 名呼吸科住院患者的 FDP 和 D-二聚体的检测结果分别为：FDP：15±5.0mg/L， D-二聚

体：5.0±3.0 mg/L；同期健康体检老年人的 FDP 和 D-二聚体的检测结果分别为：FDP：4.0±2.0 

mg/L ，D-二聚体：0.8±0.3 mg/L 两组比较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FDP 和 D-二聚体联合检测对老年患者肺部感染早期诊断具有一定应用价值，对于具有呼吸系

统相应症状的老年患者，若 FDP 和 D-二聚体联合检测结果偏高，应警惕肺部感染的可能性，进一

步全面检查，以免漏诊。 EN-US>D-二聚体的检测结果分别为：FDP：4.0±2.0 mg/L ，D-二聚体：

0.8±0.3 mg/L 两组比较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PU-1225 

高浓度 FDP、D-二聚体对 Sysmex  XN-350 血液分析仪 

检测 MCV 结果的影响 

 
王永锋 

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原:西安军工医院) 

 

目的  探讨高浓度 FDP、D-二聚体对 Sysmex  XN-350 血液分析仪检测 MCV（红细胞 

平均体积）结果的影响。 

方法  对 Sysmex  XN-350 血液分析仪检测的 121 例 Hb（血红蛋白）在正常参考区间内，临床无

贫血症状但 MCV＞100fl 的血常规标本，同时观察其 FDP、D-二聚体的检测结果，并将 121 例血

常规标本离心后弃去血浆，并以弃去血浆等量 0.85%NaCl 溶液洗涤，重复三遍后重新上机检测。 

结果  121 例血常规标本其同期检测的 FDP 和 D-二聚体结果皆高出正常参考区间，血常规标本经

0.85NaCl 溶液洗涤三遍后重新检测，MCV 结果正常。 Cl 溶液洗涤，重复三遍后重新上级检测。 

结论  高浓度 FDP、D-二聚体可使 Sysmex  XN-350 血液分析仪检测 MCV 结果偏高，在实践工作

中，如遇 Sysmex  XN-350 血液分析仪检测 MCV 结果偏高，而 Hb 正常的标本，应将标本以

0.85%NaCl 溶液等体积洗涤后再行检测，以排除高浓度 FDP、D-二聚体对 MCV 检测造成的干

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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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26 

肝细胞生长因子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血清水平 

检测在急性白血病患者临床诊断中的应用效果 

 
范骁 

旺苍县人民医院,628000 

 

目的  探讨肝细胞生长因子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血清水平检测在急性白血病患者的临床诊断应用成

效。 

方法  通过选自于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在我院进行治疗的白血病患者 70 例。所有患者

均经过肝细胞生长因子检测，以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血清水平检测。 

结果  通过对急性白血病患者施以肝细胞生长因子以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血清水平检测含量具体

为 735.32±256.81ng/L 和 1332.24±292.15ng/L，相较于正常患者的血清含量明显较高，两者存在

显著差异。 

结论  通过对急性白血病患者的肝细胞生长因子以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血清水平检测，能够有效的

确诊急性白血病的病情，并且急性白血病患者的肝细胞生长因子以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血清水平能

够显著的表现其病理特征，有着较为显著的临床检测价值，具有推广意义。 

 
 

PU-1227 

重症急性胰腺炎血清降钙素原含量对机体感染程度的评估价值 

 
高静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探讨重症急性胰腺炎血清降钙素原含量对机体感染程度的评估价值。 

方法  2015 年 1 月-2017 年 9 月间本院收治的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 68 例作为胰腺炎组，同期在本

院进行体检的健康志愿者 50 例作为正常对照组。对比两组研究对象血清中 PCT、炎症反应 CRP、

胰腺炎标志物（AMY、LPS）指标含量的差异，采用 Pearson 检验评估 PCT 含量与重症急性胰腺

炎病情的相关性。 

结果  胰腺炎组患者血清中 PCT 的含量低于正常对照组；血清中 AMY、LPS 的含量高于正常对照

组；血清中 CRP 的含量高于正常对照组。Pearson 检验发现，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血清 PCT 含量

与机体感染程度损伤呈直接相关。 

结论  重症急性胰腺炎血清 PCT 含量异常增高，具体含量与机体感染程度呈直接相关。 

 
 

PU-1228 

ABO 亚型的研究进展 

 
石宇,谢风 

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中日联谊医院）,130000 

 

目的  ABO 亚型和变异型的产生多数是由于 ABO 基因变异形成的，其中 A 基因变异形成 A 亚型、

B 基因变异形成 B 亚型，O 基因由于不表达糖基转移酶活性，所以只形成新的 O 等位基因。ABO

亚型的研究对于临床输血安全等方面有重要意义。 

方法  ABO 亚型或变异型的鉴定必须综合分析血型血清学检测的检测结果，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红细胞与抗-A、抗-A1、抗-B 及抗-AB 的凝集程度，包括强、弱和混合外观凝集；（2）红细

胞上 H 物质活性的强弱(红细胞 H 抗原数量顺序为 O>A2>B>A2B>A>AB)；（3）血清中是否存在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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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分泌型个体可检测唾液中的 A、B 和 H 物质；（5）红细胞或血清中 A、B 糖基转移酶

活性；（6）ABO 基因检测；目前大多数 ABO 亚型都观察到相应的等位基因，这些等位基因的变

异多很明确，可通过 PCR 检测变异碱基，或直接进行 ABO 基因序列分析。 

结果  ABO 亚型患者的临床输血治疗方法，目前的研究表明：ABO 亚型受血者在输注红细胞时应

优先选用 O 型洗涤红细胞；输注血浆或冷沉淀时应优先选用 AB 型或该亚型对应的正常血型；输注

血小板时应优先选用亚型对应的正常血型。但是对于某些呈现 ABO 亚型的危重患者，由于血型鉴

定时要做的补充实验过多、洗涤红细胞的时间过长，在紧急情况下，则需要特殊处理。《临床输血

技术规范》一文中规定了三个输血原则：自身输血、同型输血、配合性输血。在紧急情况下，应在

确保配血相合的条件下，采用应急方式挽救患者生命。 

结论  ABO 亚型检测对临床输血有重要意义。 

 
 

PU-1229 

西南地区儿童脂溶性维生素 A、D、E 营养水平的研究 

 
王晶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了解西南地区 1~16 岁儿童脂溶性维生素 A、25-(OH)D、维生素 E 水平。 

方法  以 2017 年 1 月至 12 月在绵阳市中心医院儿保门诊接受健康体检的 750 名健康儿童作为研究

对象，采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LC-MS/MS）法检测血清维生素 A、25-(OH)D、维生素 E 水平进

行检测。 

结果  血清维生素 A 为（445.26±249.70）ng/mL；血清 25-(OH)D 为（27.27±11.38）ng/mL；血

清维生素 E 为（9.18±5.75）mg/L。血清维生素 A 无年龄差异（P=0.606),血清 25-(OH)D

（P=0.033)与维生素 E（P=0.001）有统计学意义。血清维生素 A 总亚临床缺乏率和疑似亚临床缺

乏率分别为 17.5%和 17.3%，过量率占 16.9%；血清 25-(OH)D 总缺乏率为 16.0%，不足率为

28.4%，且随着儿童年龄增长，缺乏率和不足率均呈增加趋势；维生素 E 缺乏率与不足率均较明

显，750 名研究对象中仅有 252 例（33.6%）为正常水平。 

结论  西南地区 1~16 岁儿童脂溶性维生素 A、25-(OH)D、E 的营养状况不容乐观，应提高对脂溶

性维生的监测，提高预防意识，增加富含维生素 A、25-(OH)D、E 的食物摄入，必要时在医生指导

下及时补充维生素制剂。 

 
 

PU-1230 

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 PCT 和凝血功能联合检测的评价 

 
薛冰蓉,徐鹏,蒲姝陶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探求 PCT 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中与 PT 和 APTT 联合检测的价值，为临床治疗提供帮

助。 

方法  选择我院血液科于 2016 年 3 月-2017 年 5 月期间同步送检 PCT 和凝血功能试验的患者检测

结果。依据脓毒症患者 PCT 的诊断届值及参考区间，将患者分为 A 组（正常值组）、B 组（临界

值组）和 C 组（异常组）；依据 PT 和 APTT 的参考区间及医学决定水平，将患者分为Ⅰ组（正常

值组）、Ⅱ组（临界值组）和Ⅲ组（临床意义组）。 

结果  318 例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的 PT 和 APTT 结果与 PCT 浓度均呈正相关（r 依次为 0.163、

0.249，P 均<0.05）；方差检验显示 PCT3 组间 PT、APTT 的结果差距具有统计学意义（F 依次为

20.566、33.527，P 均<0.05），A 组与 B 组、B 组与 C 组、A 组与 C 组间的 PT、APTT 结果均有

差别（P 均<0.05），且 A 组、B 组、C 组的结果依次递增；Speaman 等级相关性显示 PT 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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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TT 各组与 PCT 各组间明显相关（r 分别为 0.448、0.415，P 均<0.05），Pearson 卡方检验证

实 PCT 浓度对 PT、APTT 结果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χ2 分别为 68.436、60.419，P 均

<0.05）。 

结论  同步监测 PCT 和凝血功能，对判断血液系统疾病的严重程度及治疗有重要参考价值。 

 
 

PU-1231 

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在血流感染中的诊断价值 

 
蒲姝陶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探讨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和降钙素原（PCT）水平对血流感染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10 月血培养阳性的患者 197 例为血流感染组，血培养阴性的患者 197 例为

对照组，在血培养的同 1 天抽取静脉血，检测血常规和 PCT 水平。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

曲线评价 NLR 和 PCT 诊断血流感染的性能。 

结果  血流感染组 CRP 和 NLR 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NLR 诊断血流感染的受试者工

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为 0.753，临界值为 15.61，以>15.61 诊断血流感染，敏感性为

54.8%，特异性为 86.3%；PCT 诊断血流感染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69，临界值为

0.724ng/mL，以>0.724ng/mL 诊断血流感染，敏感性为 74.6%，特异性为 67.5%。 

结论  PCT 和 NLR 均有助于诊断血流感染，二者联合检测将提高诊断的敏感性。 

 
 

PU-1232 

外周中性粒/淋巴细胞比例和白蛋白检测对膀胱癌预后的判断意

义 

 
薛莉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探讨术前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和白蛋白与膀胱癌术后病理肌层浸润、

肿瘤分期、组织学分级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0 月-2015 年 10 月行经尿道膀胱肿瘤切除术（TURBT）患者 97 例，分

析患者术前外周血 NLR 和白蛋白与术后病理肌层浸润性、病理分期及组织学分级的相关性。分析

肌层浸润性膀胱癌与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患者 NLR 与白蛋白水平差异及对患者术后复发的预测价

值。 

结果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发现术前 NLR 和白蛋白与肿瘤肌层浸润、T 分期和组织学分级显著相

关（P＜0.05）。从相关性分析，肌层浸润与 NLR 呈高度相关，与白蛋白水平呈弱相关；肿瘤 T 分

期与 NLR 呈高度相关，与白蛋白水平呈中等相关；组织学分级与 NLR 呈中等相关，与白蛋白呈弱

相关。分析术前 NLR 和白蛋白与肿瘤是否发生肌层浸润的关系，发现高 NLR＞2.5 和白蛋白＞

55g/L 发生肌层浸润几率更高（P＜0.05）。对患者进行 2 年随访，NLR 值≤2 或＞2 在复发率方面

有显著性差异（P＜0.05），而不同白蛋白水平 2 年内复发率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术前 NLR 和白蛋白可作为预测肿瘤是否存在肌层浸润及肿瘤分期的参考指标，高 NLR 和白

蛋白预示肿瘤恶性程度较高、浸润肌层，且 NLR 可作为预测肿瘤复发的参考指标。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776 

 

PU-1233 

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血清 25-(OH)D2+D3 水平 

及其与 T 细胞亚群的相关性研究 

 
吴碧涛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探讨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患者血清 25-(OH)D2+D3 及其

外周血 T 细胞亚群的变化及二者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6 年 4 月～2018 年 3 月间本院风湿免疫科收治的 SLE 患者 137 例为研究对象(SLE

组)，选取同期健康体检者 74 例作为对照组（体检组）。采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LC-MS/MS）法

检测各组血清 25-(OH)D2+D3 水平，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外周血 T 细胞亚群比例及绝对值，

并分析 SLE 患者血清 25-(OH)D2+D3 与各 T 细胞亚群的相关性。 

结果  与体检组相比，SLE 组血清 25-(OH)D2+D3 水平降低，P<0.05；Ts 比例升高，Th/Ts 值降

低，P<0.05；T 细胞总数绝对值、Th 绝对值及 Ts 绝对值均降低，P<0.05；SLE 患者血清 25-

(OH)D2+D3 水平与各 T 细胞亚群比例及绝对值变化无相关性。 

结论  SLE 患者血清 25-(OH)D2+D3 水平明显降低，各 T 细胞亚群比例及绝对值存在明显异常，但

二者并无相关性。 

 
 

PU-1234 

凝血检验的影响因素观察 

 
吴丹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分析观察凝血检验中的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从 2017 年 7 月－2017 年 8 月 100 例行凝血检验患者，其中对照组采取常规凝血检验

50 例，观察组采取质量控制凝血检验 50 例，对比两组诊断准确率，并分析有关影响因素。 

结果  观察组中有 1 名患者出现误诊，诊断的准确率为 98%，对照组中 10 名患者出现诊断有误，

诊断的有效率为 80%。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误诊原因主要为样品保存不当、

仪器因素、内源性因素等因素。 

结论  在凝血检验中采取质量控制，能使凝血检验误诊率得到有效降低，有助于患者后期的治疗，

也对于患者的后期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PU-1235 

疟疾伴嗜酸性粒细胞增高 1 例 

 
苏洋,曹杰贤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个案讨论 

方法  病史追踪 

结果  本例患者临床症状复杂，外周血白细胞总数急剧增高，呈现急性感染样血象，其中尤其以嗜

酸性粒细胞增高最为显著 

结论  本例患者临床症状复杂，外周血白细胞总数急剧增高，呈现急性感染样血象，其中尤其以嗜

酸性粒细胞增高最为显著，考虑以下几种原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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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药物引起嗜酸性粒细胞增高  有研究者指出抗疟疾药能引起嗜酸性粒细胞增高,严重的甚至能危

及生命 

   ②疟原虫虫体蛋白过敏  疟原虫感染机体后，虫体蛋白刺激机体 Th2 细胞产生大量的白介素 5(IL-

5，也被称为嗜酸性粒细胞分化因子)，促进骨髓释放嗜酸性粒细胞入血，导致外周血循环嗜酸性粒

细胞增多； 

③ 患者自身蛋白过敏  考虑主要因疟原虫在红细胞内进行裂体增殖，受感染的红细胞破裂后，释放

出大量的裂殖子及代谢产物，相当数量的红细胞碎片及代谢产物等自体蛋白会被机体的免疫细胞识

别为新的变应原，参与机体的免疫应答， T 淋巴细胞活性增强，促使其产生 IL-4、IL-5、IL-13，刺

激骨髓嗜酸性粒细胞进入外周血。 

④ 炎症反应 疟原虫感染机体后会出现炎症反应，有学者提出，一旦嗜酸性粒细胞到达炎症部位，

可能会发生细胞凋亡并迅速被巨噬细胞清除。但若收到 IL-3、IL-5 或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

子(GM-CSF)刺激，嗜酸性粒细胞的生存时间会延长，并对其它活化物质的反应加强。嗜酸性粒细

胞表达多种膜受体和可溶性受体，这些受体对嗜酸性粒细胞功能的发挥有重要意义。 

 
 

PU-1236 

Plasma miR-1273 is more highly expressed in plasma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compared to healthy volunteers 

 
huan guo 

1.Gansu provincial cancer hospital 
2.Lan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Circulating miRNAs have caught our attention as promising biaomarkers in human 
disease, such as breast cancer ( BC ). With the discovery of new markers, many miRNAs have 
been found and published, but they have not been focused as biomarkers in Chinese population. 
Here, we used a two-stage microRNA analysis using plasma samples from BC patients and 
normal controls ( NC ), aiming to find candidates for diagnostic biomarkers of BC in Chinese 
population. 
Methods In discovery stage, using Human microRNA Microarray platform (Release21.0, Agilent), 
we compared the differential miRNA expression in plasma of BC patients (n=4) and NC 
individuals (n=4). In validation stage, a large cohort of 79 individuals including sporadic BC cases 
(n=39) and NC (n=40) were validated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qRT-PCR). The diagnostic 
value was illustrated through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Results MiRNA microarray assay showed that 4 miRNAs (miR-21-5p,  miR-1273g-3p ) were 
aberrantly expressed with 2-fold change. MiR-1273 and miR-21-5p were shown to be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the plasma of BC patients compared with NC by qRT-PCR. ROC curve analysis 
revealed the significant and independent value of the miR-1273 (P=0.0414) and miR-21 
(P=0.0154) expression in plasma. In addition, the plasma level of miR-6068 and miR-21-5p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NM stage. 
Conclusions Our study first identified the up regulation of miR-1273 in the plasma of BC patients. 
Although this miRNA is required being validated and further investigated, it could be potential 
candidate for BC biomarker and used for early diagnosis compared to miR-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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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37 

贝克曼库尔特 Navios 流式细胞仪性能评价 

 
唐洁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对贝克曼库尔特（Beckman coulter，BC） Navios 流式细胞仪进行性能验证评价。 

方法  以医药行业标准《YY/T 0588-2005 流式细胞仪》为依据，结合国内外参考文献，对 BC 

Navios 流式细胞仪进行性能验证评价。评价指标包括：荧光灵敏度、荧光线性、前向角散射光检

测灵敏度、仪器分辨率精密度、前向角和侧向角散射光分辨率、表面标志物检测准确性、表面标志

物检测重复性、携带污染率和仪器稳定性等。 

结果  Navios 流式细胞仪各项性能指标均满足行业标准技术要求。 

结论  通过验证，我室 BC Navios 流式细胞仪能够满足临床应用需求。本方案对医学实验室流式细

胞仪的性能验证评价有一定指导价值。 

 
 

PU-1238 

血小板活性影响因素研究 

 
张丽霞 1,许德翔 2 

1.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南京市红十字医院 

 

目的  血小板活性与多种疾病相关，且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平均血小板体积和平均血

小板内容物浓度等参数来评估血小板的活性，研究其与年龄、性别、血脂和 BMI 指数等因素的关

系。 

方法   随机选取南京市红十字医院体检人群 280 例，应用 ADVIA 2120i 全血细胞分析仪和

TOSHIBA TBA-120FR 进行血常规和血脂检测，并根据身高体重计算 BMI 指数。分析血小板活性

和年龄、性别、BMI 指数以及血脂水平的关系。 

结果  血小板随着年龄增长，活性增强，与 BMI 指数成负相关，而与血脂、性别则无明显相关。 

结论  临床应用血小板相关活性参数时，应考虑年龄及 BMI 指数等因素的影响。 

 
 

PU-1239 

心肌梗死后山楂对心肌细胞的影响 

 
韩升波,曹珂 

郑州市中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在急性心梗后山楂对心肌细胞的影响机制 

方法  大鼠分为四组，假模型组、瑞伐他汀组、培哚普利组和山楂组，大鼠称重后，水合氯醛

0.3ml/100g 腹腔注射，麻醉满意后置于手术台上，四肢及皮下连接心电图电极，记录标准Ⅱ导联心

电图，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进行机械通气。大鼠右侧卧位固定于台上，左前胸去毛，消毒铺巾，沿

肋间隙方向于胸骨左旁第 3 肋间隙切开皮肤，逐层分离皮下组织、肌肉，撑开进胸，剪开心包，在

左心耳下缘与肺动脉圆锥间可见左冠状动脉前降支起始部，用 6-0 尼龙缝线结扎中 1/3，待动物的

数十次心动周期后，收线打结，以心电图心肌梗死的特征性改变为指标确定模型复制成功。观察数

分钟后，增大潮气量，提高呼吸频率，充分扩张肺后彻底止血，逐层关胸，关胸过程中于切口内放

置引流管。待小鼠自主呼吸恢复，拔出气管插管。术后肌注青霉素 2 万 U。假手术组：在左冠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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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前降支置缝线但不结扎冠状动脉, 其余操作与手术动物相同，以此作为对照组。治疗组：心肌梗

死造模手术成功后，各组分别灌胃瑞伐他汀 10 mg/kg/d；  培哚普利  4 mg/kg/d；  山楂

200mg/kg/d 4 周。然后检测血液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心脏指标及 Bcl-2、Bax 等凋

亡指。 

结果  山楂治疗组大鼠心梗面积比对照组减小，同时，山楂能够改善心脏重构中的不利因素，保护

心脏功能，降低血脂，减少纤维化，减少细胞凋。 

结论  山楂对心肌梗死后的心肌细胞有很好的保护作用，能够对临床心血管病人的治疗提供一种潜

在治疗措施。 

 
 

PU-1240 

血栓弹力图的临床应用现状及展望 

 
李琦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血栓弹力图的临床应用现状及展望 

方法  血栓弹力图最早于 1984 年发明并被运用于临床，主要用于出凝血状态的检测。随着不断改

进和发展，目前已经被用到监测凝血功能、评估抗血小板药物的效果、指导临床成分输血、诊断纤

溶亢进等多个领域。 

结果  与传统凝血实验室检查项目相比，TEG 可以更加快速检测出患者的凝血状态，形象具体的反

映血液从凝块形成直到纤维溶解的全过程，能更全面地表现凝血因子与血小板之间的相互作用及患

者的整体凝血状况。 

结论  TEG 作为一种新兴的凝血检验项目，虽存在一定缺陷，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在实践过程中不

断完善，TEG 将会在临床发挥更加广阔的应用，届时将会有更多的患者受益其中。 

 
 

PU-1241 

Cross-platform comparison of four leading technologies 
for detecting EGFR mutations in pleural effusions and 

plasma from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patients 

 
Ting Xu1,Jiafang Ma2,Budong Zhu2,Guobing Xu1 

1.Key Laboratory of Carcinogenesis and Translational Research (Ministry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Peking University Cancer Hospital & Institute， Beijing， China 

2.Key Laboratory of Carcinogenesis and Translational Research (Ministry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Day-

care Ward， Peking University Cancer Hospital & Institute， Beijing， China 

 
Objective In the absence of tumor tissue samples, genetic profiling can be conducted using liquid 
biopsy on body fluids such as blood plasma or pleural effusion (PE). Using alternative genomic 
sources, however, presents new clinical challenges. We aimed to compare the ability of 
four leading platforms to detect common EGFR mutations in PE and matched plasma. 
Methods Four platforms - an amplification refractory mutation system (ARMS), MALDI-TOF Mass 
Spectrometry (MS), droplet digital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ddPCR) and a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Firefly NGS) platform - were applied to detect 3 common EGFR mutations (19del, 
L858R and T790M) in 3 genetic sources: blood plasma, pleural effusion supernatant (PE-S) 
and cell pellet (PE-CP) DNA from 31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patients.  
Results 26, 14 and 9 EGFR mutations were identified across 31 PE-S, 29 PE-CP and 16 plasma 
specimens, respectively. Nine mutations with allele frequencies below 1% were detected by both 
Firefly NGS and ddPCR but not ARMS and MS. Correlation between mutation frequ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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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ed by both ddPCR and Firefly NGS was greatest across 3 sample types. Detection rates in 
P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PE-CP and plasma. Compared with EGFR detection 
results recorded in medical history, the concordance rate of PE-S was higher than PE-CP (90.3% 
vs. 86.2%), and the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of PE-S and PE-CP was above 85%. 
Additionally, eight PE samples without tumor cells was detected as EGFR mutated.  
Conclusions Firefly NGS and ddPCR were more sensitive than ARMS and MS. PE-S may have 
advantages over PE-CP and plasma for detecting EGFR mutations. Considering the high PPV of 
PE detection, patients are likely to benefit from TKI when tumor tissue was not available but PE 
was EGFR mutated. PE specimens without tumor cells could be used for EGFR test. 
 
 

PU-1242 

UF-1000i 尿沉渣分析仪对孕妇尿液白细胞检测的假阳性分析 

 
林花,黄健,陈艳玲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 UF-1000i 尿液分析仪在孕妇与非妊娠女性尿液分析中白细胞假阳性率的差异性 

方法  随机选择 200 例孕妇的中段尿和 200 例非妊娠女性的中段尿 10ml，充分混匀后采用全自动

尿沉渣分析仪 UF-1000i 进行检测，然后显微镜复检，正常参考值：UF-1000i：白细胞<26.0 个

/μ；显微镜镜检：白细胞<5 个/HP，超过此范围为阳性，比较其白细胞结果，分析孕妇组与正常对

照组假阳性率上的差异。 

结果  对照组 200 例样本中，经 UF-1000i 尿沉渣分析仪检测白细胞阳性例数有 109 例，其中显微

镜复检阳性例数有 95 例，阴性例数有 14 例，即 UF-1000i 尿沉渣分析仪在非妊娠女性人群中检测

白细胞假阳性率为 12.8%；孕妇组 200 例样本中，经 UF-1000i 尿沉渣分析仪检测白细胞阳性例数

有 86 例，其中显微镜复检阳性例数有 60 例，阴性例数有 26 例，即 UF-1000i 尿沉渣分析仪在孕

妇人群中检测白细胞假阳性率为 30.2%。UF-1000i 尿液分析仪在孕妇与非妊娠女性尿液分析中白

细胞假阳性率的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UF-1000i 尿沉渣分析仪在孕妇尿液分析中的白细胞假阳性率高于正常对照组。妊娠期妇女由

于雌激素及孕激素分泌的增加，且阴道、子宫颈血流加快、组织水分较多，阴道分泌物会增多，而

孕妇留取尿液标本时，即使留取中段尿，也难免混入少量分泌物，从而使尿液中存在较多上皮细胞

和细菌。上皮细胞中的裸核、小圆上皮细胞的大小、核物质含量与白细胞相似，仪器进行分析时困

难，导致白细胞假阳性结果的增多；由于染料对细菌膜的渗透性低，染色后荧光强度和前向散射光

强度也较低，当尿中的细菌达到一定量时，相互聚集成团，其大小与白细胞相近，导致仪器误认为

白细胞。因此，孕妇尿液中的上皮细胞和细菌会对白细胞检测产生干扰，当孕妇尿沉渣白细胞检测

结果阳性时，应进行显微镜复检，以免误诊。 

 
 

PU-1243 

血浆可溶性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受体 

与肺表面活性蛋白 A 在新生儿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中的表达 

 
李维春,谢瑞玉 

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239000 

 

目的  观察血浆可溶性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受体(sRAGE)与肺表面活性蛋白 A(SP-A)在新生儿急性

呼吸窘迫综合征中的表达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新生儿病房收住的 37 例急性呼吸窘

迫综合征患儿入院时、24 小时、72 小时的血浆标本，同时，收集 20 例同期入住非呼吸系统疾病

file:///D:/%E8%BD%AF%E4%BB%B6%E5%AE%89%E8%A3%85%E4%BD%8D%E7%BD%AE/YoudaoDict/6.3.69.8341/resultui/frame/javascript:void(0);
file:///D:/%E8%BD%AF%E4%BB%B6%E5%AE%89%E8%A3%85%E4%BD%8D%E7%BD%AE/YoudaoDict/6.3.69.8341/resultui/frame/javascript:void(0);
file:///D:/%E8%BD%AF%E4%BB%B6%E5%AE%89%E8%A3%85%E4%BD%8D%E7%BD%AE/YoudaoDict/6.3.69.8341/resultui/frame/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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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三个时间段血浆作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测定 2 组新生儿 sRAGE 与 SP-A

浓度，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呼吸窘迫综合征患儿入院时、24h、72h 的 sRAGE 与 SP-A 水平均高于非呼吸系统疾病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呼吸窘迫综合征患儿 3 个时间点的血浆 sRAGE 及 SP-A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而非呼吸系统疾病组 3 个时间点的 sRAGE、SP-A 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血浆可溶性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受体与肺表面活性蛋白 A 在新生儿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儿

高度表达，其水平可能与初始病情有关。 

 
 

PU-1244 

血浆水通路蛋白 5 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在新生儿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中的表达及意义 

 
谢瑞玉,李维春 

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239000 

 

目的  观察血浆水通路蛋白 5（AQP5)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在新生儿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ARDS)中的表达及变化 

方法  收集 37 例 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新生儿病房收住的入院时、

24h、72h 的呼吸窘迫综合征患儿血浆标本，同时，收集 20 例非呼吸窘迫综合征患儿作为对照研

究。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测定 2 组新生儿 AQP5 与 VEGF 浓度，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儿入院时、24h、72h 的 AQP5 与 VEGF 水平均高于非呼吸窘迫综合

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呼吸窘迫综合征患儿血浆 AQP5 水平在入院时、24h、72h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呼吸窘迫综合征患儿血浆 VEGF 水平在入院时、24h、72h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非 RDS 组 AQP5 在 3 个时间点的水平比较无差异，而

VEGF 水平逐渐下降(P=0.03)。 

结论  血浆水通路蛋白 5 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在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中高表达，它们可能参与了

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的发生、发展 

 
 

PU-1245 

恶性肿瘤疾病并发静脉血栓栓塞的实验室研究进展 

 
郑洋洋,李琪,杨正亮,季洪良,马润瑶,张钦政 

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 

 

目的  探讨恶性肿瘤疾病患者合并血栓性疾病时实验室分子标志物的早期诊断价值。 

方法  选择 2017 年 9 月-2018 年 4 月于牡丹江市肿瘤医院就诊的符合纳入及排除标准的恶性肿瘤患

者 134 例及健康体检人群 60 例为研究对象,采用西森美康 HISCL－5000 全自动化学发光分析仪器

检测血栓调节蛋白(TM)、凝血酶-抗凝血酶复合物(TAT)、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 复合物

(t-PAIC)、纤溶酶-抗纤溶酶复合物(PAP)。计算各指标的灵敏度、特异性及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

值。 

结果  根据影像学及病理学检查结果，将恶性肿瘤患者 3 个月内是否形成血栓分为恶性肿瘤血栓组

27 例和恶性肿瘤非血栓组 107 例。血浆中的 TAT、t－PAIC 及 PAP 水平:恶性肿瘤血栓组＞恶性肿

瘤非血栓组＞对照组(P＜0.05),血浆中 TM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AT 和 PIC 的灵敏度

(86.86%,83.5%,)高于 TM 和 t-PAIC(67.41%,53.57%),TM 和 t-PAIC 的特异性(87.10%,82.75%)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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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TAT 和 PIC(72.46%,60.5%)；TM、TAT、t-PAIC、PAP 的阴性预测值均高于阳性预测值；联合

TM、TAT、t-PAIC、PAP 检测灵敏度和特异度(90.22%,89.90%)均高于单一检测。 

结论  恶性肿瘤患者形成血栓前的血浆 TAT、t-PAIC 及 PAP 水平显著增高,具有良好的早期诊断性

能,并且联合检测 TM、TAT、t-PAIC、PAP 可提高早期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可作为恶性肿瘤患

者随访 3 个月内血栓形成的早期诊断方法。 

 
 

PU-1246 

丹七胶囊对血小板聚集功能的影响 

 
陈思 1,凌莉琴 2,廖娟 1,刘超男 1,陈豪 2,江虹 1,周静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2.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610000 

 

目的  本文通过研究丹七胶囊对血小板聚集功能的影响，进一步探讨丹七胶囊影响血小板功能的生

理机制，为丹七胶囊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32 名健康志愿者，随机均分为空白对照组和实验组（低剂量（1g/次）、高剂量（2 g/次）和

超高剂量（3 g/次）三个剂量组）四个组，实验组连续口服丹七胶囊（空白对照组服用安慰剂）1

周，每日 3 次，于服药 1 周后采集空腹静脉血，检测血常规、凝血常规、生化常规和血小板最大聚

集率(MA)（诱导剂为二磷酸腺苷 ADP，花生四烯酸 AA，肾上腺素 EPI）。 

结果  服药 1w 后，三个组的血常规、凝血常规、生化常规指标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高剂

量组和超高剂量组中 ADP 和 EPI 诱导的血小板最大聚集率较空白对照组下降，且有统计学差异

（P<0.05）。 

结论  口服丹七胶囊不影响健康人的凝血和肝肾功能。丹七胶囊可降低 ADP 和肾上腺素诱导的血小

板聚集功能，其作用机制可能为丹七胶囊可阻断 ADP 和 EPI 诱导血小板聚集的共同途径，发挥其

抗血小板作用。 

 
 

PU-1247 

Two Case of Ael Genotype in Obstetrical Transfusion 
Preparation 

 
Liping Wu 

Chengd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ABO subtype identification, according to 2 pregnant 
women in obstetrics specimens, who have discrepancy in the results of ABO blood typing.  
Methods Blood samples were identified by gel microcolumn assay, conventional tube test, 
adsorption and elution tests and gene direct sequencing.  
Results In routine serological blood typing, the red cell typing of both pregnant women were O, 
whereas serum typing were A. In adsorption and elution tests, presence of A antigen was found 
on Ael red cell. Finally, the two pregnant women have been proved to be Ael04/ O02 and 
Ael01/O02 by direct sequencing analysis. In obstetrics transfusion, O washed RBC and A plasma 
were best choice when there wasn’t homo-blood donor.  
Conclusions Ael is a rare subtype of ABO blood type, characterized by the least amount of A 
antigen on the red cell and anti-A1 in the plasma. In routine serological blood typing, the blood 
cell always showed weak agglutination or no agglutination. In a result, the ABO typing was 
wrongly identified to be O, which bring the risk to patients in transfusion, especially in obstetrical 
and neonates department. When there were individuals with discrepancies in the results of ABO 
phenotyping, ABO genotyping is needed for an accurate evaluation of their blood type, in order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ransfusion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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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48 

XE-2100D 血细胞分析仪 3 种模式 

测定红细胞数及其相关参数的比较分析 

 
童兰庭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10000 

 

目的  比较 XE-2100D 血细胞分析仪 3 种不同的分析模式红细胞计数（RBC）及其相关参数：血红

蛋白（HGB）、红细胞比容 HCT）、平均红细胞体积（MCV）、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

（MCH）、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MCHC）的偏倚分析。 

方法  分别用 XE-2100D 血细胞分析仪 3 种不同进样模式：①手动开盖进样模式（模式 1）；②自

动闭盖进样架模式（模式 2）；③手动闭盖进样架模式（模式 3）测定 50 例新鲜全血标本，对其

RBC 及 5 种参数结果进行相关分析和对 RBC 、HGB、HCT 在各自的医学决定水平处进行偏倚分

析。 

结果  3 种模式测定 50 例标本结果，模式 2 和模式 3 与模式 1 测定 RBC 数及其相关参数（HGB、

HCT、MCV、MCH、MCHC）结果间的相关系数为：（0.9704～0.9984）；模式 2 和模式 3 与模

式 1 在 2 个医学决定水平处 RBC（1012/L）（Xc=4.50 和 5.90）；HGB（g/L）（Xc=120 和

170）；HCT（%）（Xc=35 和 50）的相对偏倚（%）分别为：RBC（0.56%和 0.76%）、HGB

（0.26%和 0.15%）、HCT（0.50%和 0.68%）和 RBC（0.13%和 0.24%）、HGB（0.81%和

0.48%）、HCT（3.93%和 3.05%）。相对偏倚的评价标准分别为：RBC≤2.0% 、HGB≤2.0%、

HCT≤3.0%。 

结论  3 种模式间 RBC 及 5 种参数测定结果相关性较好（r>0.95）；与模式 1 比较的相对偏倚：模

式 2 的 RBC 、HGB、HCT 和模式 3 的 RBC 、HGB 相对偏倚小于评价标准，而模式 3（手动闭管

进样模式）的 HCT 相对偏倚大于评价标准。 

 
 

PU-1249 

尿液隐血临床检验分析 

 
肖建波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研究尿液干化学分析仪隐血检验结果和尿沉渣红细胞检测结果的符合性分析。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 2017 年 3 月-9 月 1740 例患者尿液常规检查，患者尿液样本分别以

SYSMEXUF-1000i 尿沉渣分析仪、迪瑞尿干化学分析仪 H-800 检测，对于沉渣阳性的标本用显微

镜检测法进行复核；对比显微镜和干化学的进行比较。 

结果  1740 例患者通过尿液干化学分析仪检测出尿隐血 1320 例阳性，其中 250 例+，252 例++，

807 例+++；通过显微镜检测出 1227 例阳性，无红细胞 513 例。在尿液分析仪检测结果为+时，两

种方法检测结果的符合率低于尿液分析仪检测结果为阴性、++和+++时（P＜0.05）。 

结论  尿液干化学分析仪隐血检测结果可靠性较好，在检测结果异常时，应辅以尿沉渣和显微镜检

测法联合检测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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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50 

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在结直肠癌诊断 

与辅助分期中的临床意义 

 
丁伟峰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结直肠癌（CRC）是常见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我国城市 CRC 的发病率居恶性肿瘤第三

位，且与城市化程度正相关，死亡率占因癌死亡人数超过 10%，CRC 防治形势依旧严峻。早期的

研究确认了 CEA 在结直肠癌中预测预后、辅助分期及随访中的价值。近年来，国内外研究发现炎

症在多种肿瘤的发生及转移中发挥关键作用，而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 (neutrophil-to-

lymphocyte ratio, NLR)被证实可以作为炎症反应的替代标志物，本研究将以大样本数据回顾性分析

NLR 与结直肠癌的辅助诊断、分型、分期及肿瘤大小的关系，以期为结直肠癌患者的快速辅助诊

断和辅助分期等提供大样本的临床指导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7 月-2015 年 12 月南通大学附属医院胃肠外科 2056 例结直肠癌手术患

者术前外周血血细胞分析的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及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与结直肠

癌的辅助诊断、分型、分期及肿瘤大小的关系。对照组选择本院体检中心的 201 例年龄性别匹配的

健康对照人群外周血血细胞分析的数据。 

结果  相对于 201 例年龄性别匹配的健康对照人群（平均中性粒细胞数目=3.407 X 109/L、平均

NLR=1.707），CRC 患者平均中性粒细胞数目和平均 NLR 均显著增高，分别为 3.81 X 109/L 和

3.05；以健康对照人群及 CRC 患者的外周血 NLR 做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可以发现

NLR 的曲线下面积 AUC=0.71、特异性 0.76、敏感性 0.59。进一步分析上述 2056 例 CRC 患者的

术前外周血 NLR 与患者结直肠癌分型、分期、肿瘤大小的关系。我们发现，NLR 与 CRC 患者分

期负相关：低分化 CRC 患者平均 NLR=3.417，中分化者平均 NLR=3.020，高分化者平均

NLR=2.530；而与 CRC 分型、肿瘤大小无相关性。 

结论  结直肠癌患者中性粒粒细胞和 NLR 显著升高，随着 CRC 的分期由高分化到低分化，即恶性

度升高，NLR 也显著升高，NLR 可用于结直肠癌的辅助诊断和辅助分期。 

 
 

PU-1251 

骨髓形态学检验在难治性贫血 

与巨幼细胞性贫血鉴别诊断中的意义 

 
周玉莲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观察分析骨髓细胞形态在难治性贫血与巨幼细胞性贫血中的差异，探讨骨髓形态学检验对两

种贫血鉴别诊断的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我院 2015 年 3 月到 2017 年 12 月收治的贫血患者 55 例，按照临床最终诊断分为难治性

贫血组（RA）21 例，巨幼细胞性贫血组（MA）34 例，对比两组骨髓形态检验结果。 

结果  难治性贫血组在粒系病态、红系病态及淋巴样小巨核的占比率与巨幼细胞性贫血组有显著差

异（P<0.05），且巨幼变的晚杆粒、原早红细胞胞体直径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

粒系巨幼变、红系巨幼变及多圆巨核的占比率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难治性贫血患者骨髓中粒、红、巨三系病态造血突出，可重点观察淋巴样小巨核细胞；巨幼

细胞性贫血患者应多关注粒红两系巨幼变细胞的胞体大小变化。另有核红细胞 PAS 阳性率也有助

于鉴别诊断，阳性率高者应为难治性贫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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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52 

107 例儿童急性髓细胞白血病的细胞遗传学特征及预后分析 

 
陈万紫,杨景辉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探讨我院收治的儿童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AML）的细胞遗传学特征

及其临床预后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0 月~2015 年 3 月就诊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的 107 例初诊

AML 患儿的常规核型分析结果。其中染色体制备成功（或 FISH 证实存在相应核型）且规范治疗的

AML 共 92 例，将其分为 4 组：A 组，伴 t(15;17)(q22;q12)；B 组，伴 t(8;21)(q22;q22)或 inv(16) 

(p13; q22)或 t(16;16) (p13; q22)；C 组，伴 -7 或复杂核型；D 组，正常或其他细胞遗传学改变。

统计分析了各组患儿在年龄、性别、初诊 WBC 数量与无事件生存时间（event free survival，

EFS）的差异。 

结果  （1）FAB 分型结果：107 例患儿中，M0 9 例，M1 6 例，M2 26 例，M3 13 例，M4 2 例，

M5 47 例，M6 3 例，M7 1 例。（2）107 例骨髓标本培养成功者 81 例，占 75.7%；其中核型异常

者 60 例(占 74.07％) ；最常见的核型异常为 t(8;21)(q22;q22)，其次为 t(15;17)(q22;q21)，-X/Y，

涉及的其他异常染色体有 7（7/81）、4（5/81）、9（5/81）、11（5/81）、3（4/81）和 5

（4/81）等。（3）四组患儿在年龄、性别与初诊时的白细胞计数上无统计学差异（P >0.05）；四

组的 EFS 分别为 51.00±13.29、35.23±17.56、18.16±14.48 与 31.40±12.53 个月，A 组与其余三

组患儿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006，0.000，0.000)，B 组与 C 组患儿之间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 =0.000），C 组与 D 组之间也存在显著性差异（P =0.002），但 B 组与 D 组之间差

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4）。 

结论  我院初治 AML 患儿的染色体异常发生率与国内其他报道相似，细胞遗传学改变是 AML 独立

的预后因素。 

 
 

PU-1253 

Sysmex XN-350 血液分析仪性能验证 

 
户小均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对 XN-350 各项性能指标进行实验室验证，核实其性能是否符合血液分析的质量要求。 

方法  参考 WS/T 406-2012《临床血液学检验常规项目分析质量要求》、WS/T246-2005《白细胞

分类计数参考方法》等血常规检查项目的质量要求，对 XN-350 的本底计数、携带污染率、批内精

密度、批间精密度、正确度、临床可报告范围、线性、仪器间可比性进行验证。 

结果  本底计数符合要求，携带污染率低，批内精密度和日间精密度结果明显低于允许范围，表明

该仪器重复性好，正确度符合要求，线性良好。通过与 XN-D 比对，仪器各检测项目可比性也符合

要求。 

结论  XN-350 各项性能都符合质量要求，可以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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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54 

SYSMEX XN-9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 

检测外周血有核红细胞的可靠性评价 

 
黄丹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对 SYSMEX XN-9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检测外周血有核红细胞（nucleated red blood cell，

NRBC）的可靠性进行评价。 

方法  选取本院 2017 年 10 月到 2017 年 12 月 SYSMEX  XN-9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检测出

NRBC＞0/100 个 WBC 的标本共 324 例，同时段仪器检测出 NRBC 为 0/100 个 WBC 的标本共

100 例，同时采用镜检法计数有核红细胞。 

结果  324 例 NRBC 阳性标本的仪器法与镜检法计数 NRBC 结果呈明显正相关（R2=0.9994），仪

器法与镜检法计数 NRBC 的结果差异的 95%一致性界限为（1.98±9.76）个 NRBC/100 个 WBC，

仅有 7 例（2.16%）在一致性界限范围外，且仪器法检测 NRBC 的灵敏度为 99.7%，特异性为

96.1%。 

结论  SYSMEX XN-9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检测外周血 NRBC 结果可靠，基本可替代镜检法检测

外周血 NRBC，缩短检测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PU-1255 

UF-500i 尿液分析仪的性能验证 

 
王建平,孔莉,沙伟,张露,许可欣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10000 

 

目的  评价 UF-500i 尿液分析仪的性能指标。 

方法  采用 UF-500i 尿液分析仪对尿液有形成分的高和低值的实验室标准差、总精密度、线性方

程、携带污染率、准确度进行评价  

结果  尿液有形成分高和低值的实验室标准差分别为：红细胞（4.78 和 1.72）、白细胞（11.96 和

3.28）、上皮细胞（8.57 和 2.77）、管型（4.44 和 1.74）及细菌（23.56 和 7.57）；红细胞与白

细胞线性回归方程及相关系数分别为：（y=1.0026x+56.14 和 0.9994、y=1.0091x+79.52 和

0.9669）；红细胞、白细胞及细菌的携带污染率（%）分别为：（0.17、0.10、0.01）；质控品测

定值与理论值比较，其高值和低值的平均相对偏差（%）分别为：RBC（2.96 和 0.34）、WBC

（2.13 和 2.73）、EC（1.59 和-0.29）、CAST（0.20 和 9.33）、BACT（2.96 和-5.81）。 

结论  UF-500i 尿液分析仪大大节约了人力，降低了检测成本，提高了检测速度，经验证的项目总

精密度、线性方程、携带污染率、准确度结果可靠。 

 
 

PU-1256 

CELL-DYN Sapphire 血液分析仪有核红细胞检测的性能评价 

 
夏琳,张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430000 

 

目的  对 CD-Sapphire 血液分析仪自动检测有核红细胞（NRBC）的分析性能和准确性进行评估。 

方法  对该仪器检测 NRBC 的本底计数、携带污染率、精密度、线性范围等方面进行验证，并以手

工显微镜镜检法为参考方法，与仪器法进行比对，以评价其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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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NRBC 的本底值为 0.00，携带污染率为 0.0%，批内精密度为 3.18%（低值）、2.79%（中

值）、1.27%（高值），批间精密度为 3.08%(高值)，NRBC 检测的线性验证范围为（0～40.5）

×109/L（r=0.9986,P＜0.05）。以手工镜检法为标准，与仪器法检测 NRBC 比对的一致性范围为-

5.874～8.167 NRBC/100 个 WBC，偏移为 1.146 NRBC/100 个 WBC；线性回归方程为

Y=0.9840X-0.4902，相关系数 r=0.9970，P＜0.05。 

结论   Abbott CELL-DYN Sapphire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检测 NRBC 的敏感性高、精密度良好、与手

工镜检法比对的准确性高，能满足临床实验室对 NRBC 的检测要求。 

 
 

PU-1257 

MTHFR 与 NKX2.5 基因多态性 

对成人心血管疾病致病作用的关联性研究 

 
聂杰 

贵州省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研究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基因（MTHFR）、Nkx2.5 基因（同源盒转录因子）多位点单核

苷酸多态性与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心血管疾病患者 108 例，对照组 105 例来自同期体检的健康人，两组人群在年龄和性别

上无统计学差异。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结合 DNA 测序技术对 MTHFR 基因 rs1801131、

rs1801133 和 Nkx2.5 基因 rs3729753、rs2277923 的多态性位点进行序列扩增、检测和基因分型

分布分析。 

结果  rs1801131 位点，携带突变等位基因 C 个体的患病风险是携带野生型等位基因 A 个体的 2.38

倍。与野生型纯合子（AA）比较，杂合子（AC）个体患病的风险较高；纯合子（CC）个体患病风

险是野生型的 5.46 倍。rs1801133 位点，携带突变等位基因 T 个体的患病风险是携带野生型等位

基因 C 个体的 1.96 倍。与野生型纯合子（CC）比较，杂合子（CT）个体患病的风险增高，纯合

子（TT）个体患病的风险增高。突变型等位基因 C 和野生型等位基因 G 在两组中的分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rs2277923 位点，携带突变等位基因 A 个体的患病风险是携带野生型等位基因 G 个体

的 2.36 倍。与野生型纯合子（GG）比较，杂合子（GA）个体患病的风险增高；纯合子（AA）个

体患病的风险增高。组合基因型分析显示 rs1801133 与 rs1801131 位点、 rs1801131 与

rs2277923 位点、rs1801133 与 rs2277923 位点对心血管疾病存在联合作用。 

结论  MTHFR 基因 rs1801131、rs1801133 和 Nkx2.5 基因 rs3729753、rs2277923 位点突变是心

血管疾病的风险因素。rs1801133 与 rs1801131 位点、rs1801131 与 rs2277923 位点、rs1801133

与 rs2277923 位点对心血管疾病患病风险存在联合作用。 

 
 

PU-1258 

一个血小板无力症家系的基因诊断 

 
王雄,鲁艳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430000 

 

目的  血小板无力症是一种由于 ITGA2B 或 ITGB3 基因突变导致的隐性遗传性出血病。本研究旨在

为一名 28 岁男性重度贫血、胃出血患者进行基因检测。 

方法  对患者进行血常规、血栓弹力图、血小板聚集试验、ITGA2B 和 ITGB3 基因突变检测。 

结果  患者血常规检测显示，RBC: 2.26X 1012/L (↓)，Hb: 36g/L (↓)，血小板: 124X109/L。血栓弹

力图提示血小板性低凝。血小板聚集试验显示，6μM ADP :6.6% (↓)，0.3g/L 花生四烯酸：10.3% 

(↓)，1.5g/L 瑞士托霉素：62.4，5mg/L 胶原：1.8% (↓)，180μM 肾上腺素：1.6% (↓)。基因检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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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患者携带 ITGA2B c.655G>T 纯合错义突变，该突变导致蛋白质第 219 位氨基酸从甘氨酸突变成

半胱氨酸(p.Gly219Cys)。家系验证发现，患者父母均为 ITGA2B c.655G>T 杂合突变携带者。

ITGA2B c.655G>T 突变在 dbSNP、ClinVar、1000G、ExAC、HGMD 等数据库均未见报道。多个

软件预测提示为致病性突变。 

结论  该血小板无力症患者可能是由于 ITGA2B c.655G>T 纯合错义突变导致。 

 
 

PU-1259 

多项临床检查指标在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中的诊断价值 

 
张辉,唐宁,张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430000 

 

目的  应用 Logistic 回归和 ROC 曲线探讨多项临床检查指标，如 LDH、IBIL、Cr、BUN、D-D、

PLT、HGB、SCH、F、NS 等对 TTP 的诊断价值。 

方法  对 28 例确诊为 TTP 者及 62 例疑似而非 TTP 者（对照组）的血生化、血栓特检、血常规、

外周血形态学进行检查，并应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绘制 ROC 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来

评价各临床检查指标的诊断价值。 

结果  通过比较发现，TTP 组的 LDH、IBIL、SCH、NS 均高于对照组（P＜0.05），而 PLT、

HGB 则低于对照组（P＜0.05），而 F、Cr、BUN 等检查指标在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对有差异的指标建立 Logistic 回归模型，发现 PLT、SCH、NS 与 TTP 的诊断呈独立相关

（P＜0.05），  ROC 曲线分析显示，SCH 诊断 TTP 的效率最高，D-D 诊断效率最低，SCH、

LDH、IBIL、NS、PLT、HGB、D-D 的 AUC 分别为 0.858、0.856、0.843、0.810、0.789、

0.749、0.617；  

结论  用于诊断 TTP 的多项指标中，SCH、LDH、IBIL、NS 的诊断效率较高，其中 PLT、SCH、

NS 与 TTP 的诊断呈独立相关；HGB、D-D 的诊断效率较低；Cr、BUN、F 指标与 TTP 的诊断相

关性不大（P＞0.05）。重点关注 SCH、LDH、IBIL、NS 、PLT 这五项指标对于早期诊断和及时

治疗，降低 TTP 的死亡率有着重要的意义。 

 
 

PU-1260 

Monitor J100+血沉仪的性能评价 

及武汉地区健康人群红细胞沉降率的参考区间调查 

 
张驰,董云洲,雷泽恺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430000 

 

目的  对 Monitor J100+ 全自动血沉仪（以下简称 Monitor J100+）的检测性能及准确性进行评价，

同时针对该仪器型号，对武汉健康成人 ESR 参考区间进行调查。 

方法  以重复测定样本来检验其批内和日间精密度；以 Westergren 手工法为参考方法，与仪器法

进行比较，以评价其准确度；标本放置 24 小时后重复测定已检验其时间稳定性；并通过对武汉地

区 21～70 岁的健康成人的 ESR 检测,以对其参考区间初步调查。 

结果  Monitor J100+血沉仪检测结果的批内精密度为 4.10%～24.80%，日间精密度为 6.17%～

33.33%；仪器法与魏氏法比较，其结果差异的 95%一致性范围为（-15.3～14.7）mm/h，偏倚为-

0.3mm/h；标本放置 24 小时后的时间稳定性的 r2=0.985；调查 ESR 健康成人参考区间发现，女性

高于男性，且均随年龄增长而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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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Monitor J100+血沉仪的精密度好、准确度高、标本放置的时间稳定性合格，其具有快速、简

便、生物危害低，适合大批量样本的检测等优点，而其参考区间的建立则给临床医生的诊疗工作提

供了有效的帮助。 

 
 

PU-1261 

三例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临床分析及 PLASMIC 评分的应用 

 
岳道远,王旭,张辉,黄铭,唐宁,张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430000 

 

目的  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thrombotic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TTP）是一种严重的微血

管性血栓-出血综合症，临床上并不常见，其临床表现不具特异性，鉴别比较困难，常以体内血小

板（platlet，PLT）聚集，外周血出现大量红细胞碎片为特征。该病起病急，进展快，病情凶险，

如不得到有效治疗，死亡率高达 90%，因表现为 PLT 减少, 如盲目输注 PLT 有可能加重血栓形成

并造成严重后果；2017 年我院共诊治 3 例 TTP. 

 
 

PU-1262 

不同孕期正常孕妇抗凝、纤溶指标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程云 

昆明市延安医院,650000 

 

目的  探讨不同孕期正常孕妇体内 D-二聚体（D-D）、纤维蛋白降解产物（FDP）、抗凝血酶Ⅲ

（ATⅢ）等抗凝、纤溶指标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对本院 400 例健康孕期妇女和非孕期妇女的 D-二聚体、FDP、ATⅢ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其

中孕早期（10-20 周）100 例，孕中期（20-30 周）100 例，孕晚期（30 周以后）100 例，非孕健

康妇女 100 例作为对照组。 

结果  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妇女 D-二聚体、FDP 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且随着孕周的不断增加呈进行性升高。ATⅢ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孕期内无明显变化。 

结论  不同孕期正常孕妇体内抗凝、纤溶系统存在变化，对孕妇体内 D-二聚体、FDP 水平进行检

测，可反映孕妇健康状况，对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PU-1263 

WS/T405 2012 血常规标准在不同性别 及不同年龄间的应用评价 

 
李文庆 

昆明市延安医院,650000 

 

目的  评价新颁布的《血细胞分析参考区间》行业标准在昆明地区健康成人中的适用情况。并探讨

该标准未在昆明地区普遍应用的原因。 

方法  按照卫生部新颁布《血细胞分析参考区间》行业标准
【1-2】，筛选昆明地区 23640 例 20—89

岁健康成人并采集静脉血，用 Sysmex XT-4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检测血常规，统计行业标准中列

举的 11 个白细胞参数(WBC、Neut#、Lymph#、Eo#、Baso#、Mono#、Neut％、Lymph％、Eo

％、Baso％和 Mono％)在性别和年龄之间的差异，分析超出参考区间的个体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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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各分类参数均有一定数量参考个体的结果在新参考区间以外，其中 6.70％（1584/23640）个

体 Lymph#参数不在新参考区间内，5.43％ （1274/23640）的个体 Neut# 参数不在新参考区间

内，5.22%（1233/23640）的个体 Lymph%参数不在新参考区间内，其余白细胞相关参数均<5％

的个体在新参考区间以外。 

结论  大部分新修订的白细胞相关参数的参考区间适用于本地区，部分参数还需与临床沟通或完善

验证方案后进一步评价。 

 
 

PU-1264 

红原藏区健康成人血红蛋白、红细胞参考值范围研究 

 
刘国雄 1,刘勇 2,刘韵丽 2,张丽文 2,谢新月 2 

1.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621000 

2.红原县人民医院,624000 

 

目的  建立阿坝州红原藏区健康成人静脉血血红蛋白(HGB)浓度、红细胞(RBC)计数参考值,并比较

性别、地区的差异。 

方法  选择世代居住在红原县全县 11 个乡镇的健康藏族成人 1150 名,年龄 16-60 岁。其中男性 648

名，平均年龄 38 岁；女性 502 名，平均年龄 39 岁。清晨采集空腹静脉血，使用日本 Sysmex XS-

800i 型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及配套试剂进行红细胞计数与血红蛋白浓度检测,并与对照资料进行比

较。参考值范围采用 X±l.96s 表示 

结果   血红蛋白浓度男性为 158～209g/L,女性为 129～186g/L,红细胞计数男性为 4.81～

6.57×1012/L,女性为 4.17～5.89×1012/L 

结论   RBC 和 HGB 计数男性均高于女性,且有显著性差(P<0.05),不同性别及海拔高度的健康成年

人的 HGB、RBC 均有显著性差异。红原藏区成人静脉血的 HGB 值略高于同海拔的甘肃省玛曲

县，而 RBC 值两地无明显差别。经本次调查分析。初步确立了红原藏区健康人群静脉血 HGB 和

RBC 的地区参考值。该统计学显示红原藏区的 HGB 和 RBC 参考值范围与现行的《全国临床检验

操作规程》(第四版)参考值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也为今后对不同海拔地区、不同民族健康人群进

行更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提供了帮助。 

 
 

PU-1265 

子痫前期异常表达的 circ_0088227 

诱导滋养层细胞凋亡的机制研究 

 
周文柏 

常州市妇幼保健医院（常州市第五医院）,213000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索发现子痫前期（PE）孕妇胎盘中差异表达的 circRNA，阐述其与该病发生发

展关系。 

方法  通过高通量测序和生物信息学分析筛选，鉴定了子痫前期和正常孕妇胎盘组织差异表达的

circRNA，并在扩大样本的胎盘和血浆中 QPCR 验证。通过进一步生物信息学分析预测和 QPCR

验证与 circRNA 可能有分子海绵结合作用的 miRNA 以及下游靶基因。 

结果  通过临床与细胞干扰等实验发现：PE 孕妇 circ_0088227 表达降低的同时，与之有较高丰度

的结合位点的 miR-1224-5p 表达显著增高，miR-1224-5p 的靶基因 CREB1 及 Bcl-2 显著降低、凋

亡相关蛋白 Caspase-3 增高。 

结论   零星研究显示 circRNAs 可能与 PE 有一定关系，但机制不明。我们的结果提示

circ_0088227 可吸附 miR-1224-5p 通过调控下游的 CREB1/Bcl-2，进而增加滋养细胞凋亡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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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发生发展。本研究将根据 circRNA-miRNA-靶基因这一分子海绵调控模式，阐述 circ_0088227

通过 miR-1224-5p 调控滋养细胞凋亡的机制，为 PE 的预测和治疗提供了新的潜在分子靶点。 

 
 

PU-1266 

上海市 1 例输入性罗阿罗阿线虫感染临床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蔡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000 

 

目的  对上海市 1 例输入性罗阿丝虫病病例进行临床诊治分析及流行病学调查。 

方法  采集患者上午 11 点骨髓及外周血，晚间 9 点外周血，制作骨髓涂片、外周血厚薄血膜涂片、

外周血浓缩法涂片行瑞氏染色后显微镜检。采集患者外周血进行罗阿丝虫分子生物学检测。检测患

者住院期间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评估伊维菌素的疗效。并对该例患者及相关人群进行流行病

学调查。 

结果  上午 11 点采集的骨髓涂片中观察到 2 条微丝蚴，平均每张外周血厚血膜涂片中检出微丝蚴

3~4 条，血常规检查嗜酸性粒细胞计数结果为 8.2×109/L。晚间 9 点采集的外周血中未查见微丝

蚴，血常规检查嗜酸性粒细胞计数结果为 7.6×109/L，并检测到罗阿丝虫基因片段。经会诊确认为

罗阿丝虫病，进行伊维菌素用药治疗。治疗 2 周后外周血厚薄血膜片中均未查见虫体，8ml 全血离

心浓缩后检出 12 条微丝蚴，上午 11 点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水平降至 6.39×109/L。该患者同

期赴非务工人员及其亲属朋友中未发现罗阿丝虫感染。 

结论  目前输入性罗阿丝虫不能在我国传播，临床应加强对输入性寄生虫的认识及检测能力，警惕

输入性寄生虫病。 

 
 

PU-1267 

应用免疫胶体金层析法快速检测甲型/乙型流感病毒的流行情况 

 
张清华 

四川绵阳四 0 四医院 

 

目的  应用免疫胶体金层析法快速检测甲型/乙型流感病毒抗原来了解流感病毒在绵阳地区的流行情

况，为该地区流感的防治工作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方法  选取四川绵阳四〇四医院收治的 3208 例具有流感样临床表现的上呼吸道感染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应用免疫胶体金法快速检测患者鼻咽拭子甲型/乙型流感病毒抗原，分析不同性别、年龄段

甲型/乙型流感病毒检测的阳性率。 

结果  3208 份样本中甲流阳性率为：男 15.68%（503/3208），女 12.56%（403/3208）；乙流阳

性率：男 12.87%（413/3208），女 12.21%（392/3208）。0-5 岁组：甲流阳性率为 37.15%

（ 529/1424)，乙流阳性率为 23.17%（ 330/1424）； 6-10 岁组：甲流阳性率为 28.85%

（ 208/721），乙流阳性率为 29.40%（212/721）； 11-20 岁组：甲流阳性率为 16.92%

（ 99/585），乙流阳性率为 31.79%（ 186/585）； 21-40 岁组：甲流阳性率为 18.85%

（ 36/191 ），乙流阳性率为 18.32% （ 35/191 ）； 41-60 岁组：甲流阳性率为 16.43%

（23/140），乙流阳性率为 17.86%（25/140）；>61 岁组：甲流阳性率为 7.48%（11/147），乙

流阳性率为 11.56%（17/147）。 

结论  免疫胶体金法快速检测甲型/乙型流感病毒抗原，可以早期监测和筛查甲型/乙型流感病毒，应

用效果满意。但免疫胶体金法因受抗原类检测试剂方法学的限制，分析灵敏度普遍较核酸试剂低，

其结果只能作为初步参考，最终的确认结果应以核酸检测或病毒培养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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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68 

高光谱成像系统在白细胞分类中的应用 

 
郭平,王剑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000 

 

目的  白细胞分类作为最常用的实验室检查在血液系统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监测方面具有重要临床价

值。但人工镜检往往耗时费力，易受主观因素影响。近年来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已引起高度

关注。本文旨在通过基于高光谱成像系统的细胞识别分析方法评价其在白细胞分类中的价值。 

方法  收集 300 例健康成人 EDTA-K2抗凝全血标本，通过自动推染片机制片。利用高光谱成像系统

采集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高光谱图像共 2200 幅，其

中 500 幅用于建立形态学及光谱标准，1700 幅用于分类准确度评价。提取包括圆近似度、曲率、

对角线长度、灰度标准差在内的细胞形态特征，同时提取白细胞特征光谱曲线。支持向量机

（SVM）学习形态及光谱特征后进行白细胞分类，以人工镜检结果为标准评价单独应用形态学特

征、组合应用形态学特征与联合应用形态光谱特征条件下白细胞分类准确性。 

结果  单独应用形态学特征对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进行

分类的平均准确性分别为 69.0%, 70.4%, 74.7%, 63.7%, 66.0%。组合应用形态学特征分类准确性

最低的是嗜酸性粒细胞 75.3% （256/340）， 最高的是淋巴细胞 82.4% （280/340）；联合应用

形态与光谱特征分类准确性最低的是单核细胞 89.4%（304/340），最高的是嗜碱性粒细胞 92.9%

（216/340）。 

结论  联合应用形态与光谱特征能获得较高的分类准确性。基于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和自动化算法

在降低主观因素影响的同时可减轻人员工作强度。高光谱成像系统用于细胞识别分析将具有巨大发

展潜力。 

 
 

PU-1269 

六西格玛质量管理在 ABX120 血液分析仪中的应用 

 
池志芳,刘伟,杨丽楠 

太原市第三人民医院太原市传染病院,030000 

 

目的  应用六西格玛(6σ)规则管理血细胞分析仪质控数据，进行性能评价。 

方法  收集 2017 年 ABX120 血细胞分析仪室内质量控制和室间质量评价数据，将低、高两个水平

质控品室内质控累积在控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CV)作为估计值，室间质量评价的百分

差值作为实验室的偏倚估计（Bias %），采用卫生部室间质评标准血细胞分析项目可接受范围作为

允许总误差(total error allowance，TEa)，计算白细胞（WBC）、红细胞（RBC）、血红蛋白

（HGB)、血小板（PLT）、红细胞平均体积（MCV）、红细胞比容（HCT）、平均血红蛋白量

（MCH）、平均血红蛋白浓度（MCHC）的 σ 值和 QGI。根据 σ 水平统计这些指标的 σ 值分布情

况，评价分析性能。 

结果  低水平室内质控：MCV 的 σ≥6，WBC、HCT 的 σ 在 4-5 之间，RBC、HGB、PLT、MCH、

MCHC 的 σ 在 3-4 之间；高水平室内质控：MCV 的 σ≥6，HCT、MCH、MCHC 的 σ 在 4-5 之

间，WBC、RBC、HGB、PLT 的 σ 在 3-4 之间。 

结论    6σ 质量管理应用于血细胞分析仪提出质量控制方案，逐步提高血常规项目的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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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70 

子痫前期患者凝血及抗凝功能的变化 

 
陈波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研究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的凝血、抗凝功能的变化。 

方法    测定 60 例健康孕妇（对照组）和 90 例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孕晚期的凝血及抗凝指标。

90 例患者分为妊娠期高血压组（30 例），轻度子痫前期组（31 例）和重度子痫前期组(29 例)。 

结果  子痫前期组（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及 D-二聚体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抗凝血酶Ⅲ

则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较于对照组，重度子痫前期组纤维蛋白原

明显高于对照组，凝血酶时间（TT）明显延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子痫前期出现凝血因子消耗和纤溶活性增强以及抗凝活性的减弱有可能增加产妇出血及其他

并发症的风险，应积极预防相关风险事件的发生。 

 
 

PU-1271 

国产疟疾快速检测试剂盒的临床应用价值探讨 

 
韩俊岭,周成林,李加兴 

泰州市人民医院,225300 

 

目的  探讨疟疾快速检测试剂盒（RDT）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疑是疟疾患者的 146 份新鲜全血标本，采用前瞻性的分析方法来评估疟疾快速检测试剂

盒的应用价值；采用双盲的方式将 RDT 结果和急诊人员镜检结果对比，分析其差异性。最终结果

由经验丰富的两位专职镜检人员复核，且所有阳性标本经 PCR 方法确认。 

结果  RDT 对恶性疟原虫的敏感性达到 98.2%，且在虫体密度达到 1000/μL 以上时其敏感性达到

100%，虫体密度在 100/μL 以下时其敏感性则为 83.3%，检测中未出现假阳性；试剂盒检测结果显

示：52.6%的恶性疟病例不能排除混合感染，对于恶性疟之外的三种疟原虫不能做出虫种鉴定，但

对于恶性疟原虫的鉴别能力明显高于急诊镜检人员；RDT 对疟原虫感染的敏感性及特异性与急诊

人员镜检结果对比差异显著，尤其对于自行服药的患者其诊断效率明显高于急诊镜检人员。 

结论  疟疾快速检测法是一种有效的疟疾感染的诊断方法，能有效的检出疟原虫，并能区分恶性疟

原虫与非恶性疟原虫；可以用于门诊诊断以及批量标本的筛查，对于就诊前自行用药患者有很高的

诊断效率。 

 
 

PU-1272 

新的复合杂合突变的 FVII 缺陷症引起的颅内出血 

 
苏正仙,毕晓洁,张慧斐,金先富,沈波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浙江省台州医院 

 

目的  对 1 个非近亲婚配的遗传性凝血因子Ⅶ（FⅦ）缺陷症家系进行表型和 F7 基因突变分析，探

讨其分子发病机制。 

方法  检测先证者及其家系成员（共 2 代 4 人）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APTT）、纤维蛋白原（FIB）、血浆 FⅦ活性（FⅦ:C）等来明确诊断。PCR 扩增先证者全部外

显子及其侧翼序列、5’和 3’非翻译区及家系成员相应的突变位点区域，PCR 产物纯化后直接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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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突变位点，以反向测序验证所发生的突变；使用生物信息学软件（ PolyPhen-2 和

MutationTaster）预测突变位点对蛋白质功能的影响 

结果  先证者 PT（61.4s）和 FⅦ:C（8%）明显异常，家系中其余 3 位成员 PT 值均正常，FⅦ:C

均略低于正常对照组；基因分析显示先证者 F7 基因 1 号外显子存在 c.27_28delCT 杂合无义突

变，8 号外显子中 760 号碱基 T→C，即 TGT→CGT（Cys254Arg）错义突变，，先证者父亲及哥

哥的 F7 基因分析显示有 c.760T>C 杂合型突变,先证者母亲的 F7 基因分析显示有 c.27_28delCT 杂

合无义突变；两种生物信息学软件都提示 Cys254Arg 突变会引起蛋白功能变化，有致病性。 

结论  该家系 F7 基因存在 c.27_28delCT、c.760T>C 两种突变，复合杂合突变的存在是引起先证

者 FⅦ:C 低水平的主要分子机制，也是引起先证者颅内出血的主要原因,先证者两种杂合突变基因

分别遗传自杂合子父母。 

 
 

PU-1273 

应用 XT-4000i 血细胞分析仪对恶性胸腹水的检测研究 

 
吴燕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730000 

 

目的  探讨 Sysmex XT-4000i 血细胞分析仪体液模式研究参数高荧光强度细胞值（HF -BF）与恶性

胸腹水中肿瘤细胞出现的关联性以及仪器提示标本含有恶性肿瘤细胞的 HF –BF 的临界值的设定。 

方法  在已用仪器检测的胸腹水标本中随机选取恶性与非恶性标本各 40 例，分析二者的 HF –BF 是

否存在差异，并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判定 HF –BF 对恶性胸腹水中肿瘤细胞的识别能力

及最佳诊断界值。 

结果  恶性与非恶性胸腹水的高荧光强度细胞绝对值（HF-BF#）有明显差别（P=0.042），而二者

的高荧光强度细胞百分比（HF-BF%）无明显差别（P=0.246）。经 ROC 曲线分析，HF-BF#虽对

恶性胸腹水中肿瘤细胞的识别能力优于 HF-BF%但能力不强（曲线下面积 0.632>0.425）, HF-BF#

的最佳诊断界值为 39.5（*106/L）。将 39.5（*106/L）设为仪器提示标本含有恶性肿瘤细胞的

HF –BF 的临界值，则仪器研究参数 HF -BF 检出恶性胸腹水的灵敏度为 65%，特异性为 67.5%，

阳性似然比为 100%，阴性似然比为 51.85%。 

结论   Sysmex XT-4000i 血细胞分析仪体液模式研究参数 HF-BF#可作为恶性胸腹水的筛查指标，

阳性标本应结合胸腹水生化，脱落细胞检查，肿瘤标志物及影像学等结果进一步明确诊断。 

 
 

PU-1274 

广东珠三角地区异常血红蛋白病的分布调查 

 
张玲,潘建华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510000 

 

目的  研究广东珠三角地区异常血红蛋白的分布类型及相应临床血液学表型。 

方法  收集 2010 年 3 月至 2017 年 12 月送往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检测碱性琼脂糖凝胶血红蛋白电泳

筛查出的异常血红蛋白病标本 493 例样本结合血液学表型及采用 PRIMUS 高效液相（HPLC）或

SEBIA 毛细管电泳进行验证的同时，并对部分标本以 PCR-DNA 测序法进行异常血红蛋白基因突

变的鉴定。 

结果  从电泳初筛 493 例异常血红蛋白样本中随机抽取 258 例进行基因测序进一步确认，均检测到

氨基酸结构的改变，存在基因突变，258 例结果从初筛验证到确认，其符合率为 100%。研究数据

显示我国珠三角地区异常血红蛋白病分布类型分别是以 HbE 所占比例为 25%（116/493）、

HbG/Q 占 26%（130/493）、HbJ 占 10%（53/493)、HbD 占 7%（49/493），以及 HbK（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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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rk）占 32%（160/493）。其中以异常血红蛋 Hb New York、Hb Q-Tailand/ Hb G-Coushatta、

Hb G-Chinese、HbE 突变频率较高，分别占 32% 、26%、25%，其中，还发现 Hb Q-Tailand 与-

α4.2 高度关联，异常血红蛋白 Q-Tailand 的峰值含量与 α 基因的缺失个数成正相关。Hb G-

Coushatta、Hb G-Chinese、HBJ-Bangkok 在珠三角地区也较常见。Hb G- Taipei、Hb D-

Punjab、 Hb Ottawa 在该区也有分布。同时，在本次研究中通过 β-珠蛋白基因测序还发现一例少

见型 β-地中海贫血-90 (C->T) beta+杂合突变(HBB:c.-140C>T)及一例 β 链 96 号密码子发生基因序

列突变异常血红蛋白 Hb Debrousse CD96 CTG>CCG（Hb Debrousse(beta 96(FG3) Leu>Pro)。 

结论  我国珠三角地区异常血红蛋白类型丰富，主要以异常血红蛋 Hb New York、Hb Q-Tailand/ 

Hb G-Coushatta、Hb G-Chinese、HbE 为主，HbD 和 HbJ 较少，本研究结果对开展遗传咨询，

产前诊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PU-1275 

FA-160 粪便分析处理系统在临床上的应用价值 

 
李亚芹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 FA-160 自动粪便分析前处理系统检测粪便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该院住院患者 1457 例临床标本，分别通过 FA-160 自动粪便分析前处理系统和传统手工

方法进行常规检查和隐血试验，观察两种方法检测结果的一致性。 

结果  在进行检测的 1457 例标本中，手工法检出红细胞 44 例，占 3.0%，仪器法检出红细胞 40

例，占 2.7%；手工法检出白细胞 44 例，占 3.0%，仪器法检出白细胞 33 例，占粪便常规检查

2.3%。隐血试验共检测 150 例，其中胶体金法检测出 21 例阳性，阳性率 14.0%（21/150）；FA-

160 自动粪便分析前处理系统检测出 17 例阳性，其阳性率为 11.3%（17/150）。两种方法诊断结

果一致性较高，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通过 FA-160 自动粪便分析前处理系统和传统手工方法，对粪便进行显微镜检查（包括红细

胞、白细胞）和隐血试验的比较发现，两者有较高的一致性，值得广泛推广使用。 

 
 

PU-1276 

混合纠正试验对 APTT 或 PT 延长结果的评估 

 
王凊 1,柔鲜古丽·达伍提 1,2,胡志东 1 

1.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300000 

2.天津医科大学,300000 

 

目的  APTT/PT 是反映内外凝血途径和共同凝血途径的功能。是检测凝血因子功能，抗凝治疗以及

抗凝药物监测的重要诊断指标。除了接受抗凝治疗患者导致 APTT 或 PT 延长以外还有凝血因子缺

乏，因子抑制物或者非特异性抗凝物都会导致 APTT/PT 延长。血浆混合纠正试验可以鉴别凝血因

子缺乏或抑制物，有助于解释 APTT/PT 延长原因。进行混合纠正试验这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临床

医生更为准确的判断延长原因，诊断下一步检测项目，从而避免多检测其他项目，减轻患者经济负

担。本研究以导致 APTT/PT 延长的患者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混合纠正试验，进一步探讨其背后

引起延长原因潜在的影响因素，以期为临床治疗提供一定的指导。 

方法  收集 55 份凝血酶原时间 PT≥18.0s 或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APTT≥46.0s，而且凝血酶时间

TT 为正常的血液标本，其分为 PT 异常，APTT 异常，PT 和 APTT 都异常三个组，将其与自制正

常混合血浆 1:1 混合后即可即刻测定 PT/APTT，37℃水浴箱孵育 2h 后再次检测。计算其纠正率和

纠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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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73.3%（44/60）可被正常混合血浆纠正，26.7%（16/60）不能被正常混合血浆纠正。总标

本中因子缺陷过缺乏而导致 APTT/PT 延长占 28.3%，因子抑制物或抗凝物导致的 APTT/PT 延长

占 15%，其他因素导致的 APTT/PT 延长占 56.7%。 

结论  对 APTT/PT 延长患者样本进行正常混合纠正试验，基本判定导致延长的原因，从而更为准确

的诊断下一步检测项目，给临床医生一定的诊断价值，给患者减少经济负担和更为准确的治疗方

案。 

 
 

PU-1277 

XN-9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预稀释模式的性能评价 

 
王玮婧 1,张驰 2,周玉娟 1 

1.湖北中医药大学检验学院 

2.武汉市同济医院 

 

目的  对 Sysmex 公司 XN-9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预稀释模式的性能进行实验评价。 

方法  按照 ICSH、CLSI 和 WS/T 406-2012 标准，从本底计数、携带污染率、精密度、正确度、线

性方面对 XN-9000 预稀释模式进行全面实验评价；并和全血模式测得的数据进行比对。 

结果  XN-9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预稀释模式所测得的结果中，本底计数、携带污染率、批间精密

度、线性范围符合标准质量要求，批内精密度和正确度的 HGB 项目并未达标。 

结论  武汉市同济医院的 XN-9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的预稀释模式，除 HGB 项目的批间精密度和

正确度并未达标外，是一台需血量少、检测快捷、性能优良的血细胞分析仪；其 HGB 项目的批间

精密度和正确度与仪器对 HGB 的校准有主要关系，应及时联系厂家技术人员对预稀释模式的 HGB

项目进行校准。并且建议预稀释模式测得的结果，最好能结合全血模式和既往检测的结果对病人进

行评估。若遇到可疑的检测结果，结合手工推片法进行人工复查。 

 
 

PU-1278 

白塞病患者外周血中 T/B/NK 淋巴细胞亚群分析 

 
王斐 1,黄春梅 1,吴卫 1,崔巍 2 

1.北京协和医院,100000 

2.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100000 

 

目的  研究白塞病（Behcet’s disease，BD）患者外周血 T/B/NK 淋巴细胞亚群分布情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5 月至 2018 年 5 月就诊于北京协和医院的白塞病患者（114 例）的外周

血淋巴细胞亚群分布情况，所有患者均根据国际白塞病研究组于 1989 年制定的诊断标准进行诊断

和分类，并选用 75 例表观正常、无系统性炎性疾病和其他疾病的健康人群作为对照。统计分析采

用 Graphpad Prism5 软件进行处理，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Kolomogorov-Simirnov 检验用

于评价数据的正态性，其中正态分布资料采用（x±S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非配对 t 检验，非正

态分布资料采用中位数[M(P25~P75)]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Kruskal-Wallis 检验。 

结果  白塞病患者外周血中淋巴细胞绝对计数（1.74±0.83）与健康对照组（2.21±0.47）相比明显

降 低 （ p<0.0001 ） ； 其 中 CD3+T 细 胞 所 占 比 例 （ 77.08%±10.00% ） 与 健 康 对 照 组

（ 73.25%±5.23% ） 相 比 明 显 升 高 （ p=0.0026 ） ； CD3+CD4+T 细 胞 所 占 比 例

（35.33%±11.85%）与健康对照组（39.57%±4.66%）相比明显降低（p=0.0036）；CD3+CD8+T

细 胞 所 占 比 例 （ 32.85%±12.71% ） 与 健 康 对 照 组 （ 28.01%±4.69% ） 相 比 明 显 升 高

（p=0.0026）；CD3+CD4-CD8-双阴性 T 细胞所占比例（8.90%±10.60%）与健康对照组

（5.63%±2.79%）相比明显升高（p=0.0097）；NK 细胞所占比例（12.69%±8.60%）与健康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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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14.43%±4.69%）相比没有明显差异（p=0.1125）；B 细胞所占比例（9.66%±5.53%）与健康

对照组（11.69%±2.70%）相比明显降低（p=0.0037）。 

结论  在白塞病发病过程中，除 NK 细胞外，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各群占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值得

注意的是白塞病患者 CD3+CD4-CD8-双阴性 T 细胞明显升高，但该群细胞在白塞病中的发病机制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证实。 

 
 

PU-1279 

UF-1000i 尿沉渣分析仪与干化学联合 

用于尿液有形成分镜检筛选标准的探讨 

 
左斌生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结合 Sysmex UF-1000i 尿沉渣分析仪和 AX-4030 尿液干化学分析仪检测的结果，制定合理

的尿液镜检复检规则。 

方法  收集南方医院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3 月 298 常规标本。所有标本通过 UF-1000i 尿沉渣

分析仪、AX-4030 尿液干化学分析仪及显微镜检测，进行 RBC、WBC、CAST 及 LEU、BLD、

PRO 分析。以镜检的结果为判断标准，根据分析结果制定筛选标准。 

结果  方案一：参照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2011 年第六期的建议的复检规则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

析，真阳性率 25.8%（77/298），假阳性率 17.1%（51/298），真阴性率 52.7%（157/298），假

阴性率 4.4%（13/298）。方案二：在方案一的基础上，对 27 条无需镜检规则重新设定，增加 17

条镜检规则，对 298 份标本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真阳性率 30.2%（90/298），假阳性率 17.1%

（51/298），真阴性率 48.7%（145/298），假阴性率 4.0%（10/298）。 

结论  制定了更为合理适用的尿液有形成分镜检筛选规则，既保证了检测结果的质量，又提高工作

效率。 

 
 

PU-1280 

广州地区 13412 例婚检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结果分析 

 
张玲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510000 

 

目的  了解广州地区婚检人群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简称地贫）筛查结果情况，评估电泳方法作

为婚前地贫筛查的可靠性。 

方法  对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4 月广州地区某医院送往我中心的 13412 例婚检地贫标本作回顾

性分析。样本检测根据广东地贫协会要求:先作红细胞参数检测，若夫妻双方正常，不再进行下一

步检测，否则，存在以下情形之一：（1）MCV<82fl；（2）MCH<27pg； (3）MCV<82fl 和

MCH<27pg，则加做 Hb 电泳和 Heinz 小体生成试验以鉴别 α- 地贫， 同时进一步采用跨越断裂点

多聚酶链反应（gap-PCR）和/或反向斑点杂点（RDB）确诊基因分型，异常 HB 用 PCR-DNA 测

序法进行鉴定。  

结果  13412 例疑似样本，电泳和基因方法同步进行检测分析，β-地贫检出初筛检出率为 16.52%

（2216/13412），基因确诊率为 16.52%（2215/13412），P>0.05,两种方法检测 β-地贫无差异，

突变位点主要为 CD41-42，IVS-II-654，CD -28，CD17 为主，其中一例少见型 β-地贫（-90 (C->T) 

beta+杂合突变）基因未检测到突变；α-地贫初筛检出率为 39.58%（5309/13412），基因确诊率

为 37.72%（5059/13412），其中 α1 检出率 29.24%（3922/13412），α2 检出率 8.48%

（1137/13412），P>0.05，α-地贫检出率比较两种方法无统计学意义，缺失型主要以-- SEA，α-

http://globin.bx.psu.edu/cgi-bin/hbvar/query_vars3?mode=output&display_format=page&i=754&.cgifields=histD
http://globin.bx.psu.edu/cgi-bin/hbvar/query_vars3?mode=output&display_format=page&i=754&.cgifields=his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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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和 α-4.2 杂合子为主，并确诊 16 例 α-3.7 纯合子，12 例双重杂合子，1 例-- SEA 纯合子；共检

出异常血红蛋白病 90 例， Hb E 杂合子 41 例、Hb Q-Thailand  11 例、Hb K-NewYork 14 例、Hb 

J-Bangkok 7 例、Hb G-Chinese 各 16 例、HbD-Punjab1 例； 

结论  运用 Hb 成分分析初筛方法筛查地贫及异常血红蛋白病具有较高的分辨率和检出效果，且能

互补基因方法学局限性，从而提高婚检血红蛋白病的检出率，更好地预防地贫发生率。 

 
 

PU-1281 

急性脑梗死患者凝血检测的临床分析 

 
缪卫华 

南医大二附院,210000 

 

目的   研究分析急性脑梗死患者的血栓弹力图指标与凝血指标。 

方法  分析本院 2017 年 1 月至 12 月神经内科收治的急性脑梗死患者以及正常体检对照组血栓弹力

图和凝血常规指标间的关系 

结果  本次研究中 TEG 参数：观察组患者的凝血反应时间(R)为 5．82±1．72 min，对照组 R 为

6．32±2．09 min；观察组的凝血生成时间(K)为 1.29±O．45 min，对照组 K 为 2.32±O.71 min；

观察组的凝固角(α)角为 68.15 ±6.71，对照组 α 角为 63．12±6.l1；观察组血栓最大幅度(MA)值为

68.36±3.97，对照组 MA 值为 63.89±4.26；凝血常规参数：观察组凝血酶原时间 (PT)为

11.38±1.26s，对照组 PT 为 12.23±1.45s;观察组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为 31.38±1.36s,对

照组 APTT 为 33.32±2.34s;观察组 DD 二聚体（DD）为 0.48±0.12 mg/L，对照组 DD 为

0.23±0.08 mg/L；观察组纤维蛋白原（FIB）4.38±1.75 g/L，对照组 FIB 为 2.39±1.03 g/L。经统计

学分析，弹力图参数急性脑梗死观察组 R 值、K 值、α 角与正常体检对照组统计分析 P 值<0.05,有

统计学差异；凝血常规参数急性脑梗死 PT、APTT 值与正常体检对照组统计分析 P 值>0.05,无统

计学差异；急性脑梗死 DD 和 FIB 值与正常体检对照组统计分析 P 值<0.05,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急性脑梗死患者凝血功能相对增强，凝血反应时间、凝血生成时间较正常对照组缩短，纤维

蛋白原和血小板功能 α 角、MA 明显增强；急性脑梗死患者的 DD、FIB 水平明显上升，而 PT、

APTT 相对缩短。对急性脑梗死患者应用 TEG 和凝血常规功能检测不仅对外源性凝血和内源性凝

血进行反映，而且反应出凝血平衡状况、以及通过血小板药物检测，可以对机体纤维蛋白形成和凝

血因子进行全面反映，为临床诊断提供全面的凝血因子活性、血小板功能等信息。 

 
 

PU-1282 

高通量测序技术在肺癌循环肿瘤 DNA 检测中的应用 

 
邝振展,王穗海,郝文波 

南方医科大学检验与生物技术学院 

 

目的  构建基于高通量测序技术检测肺癌外周血 ctDNA 的方法，并应用到临床肺癌外周血 ctDNA

的检测。 

方法  设计一套覆盖多个肺癌驱动基因核苷酸序列片段的多重 PCR 引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对含有

不同突变频率的 cfDNA 参考标准品进行靶向测序，建立检测 ctDNA 质量控制标准体系。以 10 例

已知基因突变信息的肺癌临床 ctDNA 为样本，验证高通量测序技术靶向测序的质控结果是否符合

上述建立的标准，并用数字 PCR 进行验证。运用高通量测序技术检测 74 例肺癌 ctDNA 样本，并

对测序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突变基因的发生率是否跟肿瘤类型、分期、转移相关。 

结果  高通量测序技术检测 cfDNA 参考标准品，测序深度达 12,000×及以上时，可检测出所有

0.1%的突变核苷酸。根据参考标准品测序结果，建立了高通量测序检测 ctDNA 的质量控制标准。

高通量测序检测 10 例已知基因突变信息肺癌 ctDNA 样本，与组织检测结果的一致性为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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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数字 PCR 与高通量测序结果一致性为 90%（8/9）。高通量测序检测 74 例肺癌 ctDNA

样本，检测出 8 个基因的 36 种突变，其中 TP53 基因突变率最高，达 52.7%。检测结果进行统计

分析，各突变基因的发生率与肿瘤分期和转移无关。EGFR 基因突变在肺腺癌中发生率较鳞状细胞

癌中要高。 

结论  成功建立了高通量测序技术检测肺癌 ctDNA 样本的方法，并将该方法成功地应用于临床肺癌

ctDNA 样本的检测。 

 
 

PU-1283 

25 羟基维生素 D 在诊断不孕症中的临床意义 

 
陈丽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272000 

 

目的  本实验通过检测济宁地区育龄期妇女与不孕症妇女血中 25 羟基维生素 D 的差异，分析 25 羟

基维生素 D 在诊断不孕症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自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2 月在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不孕不育门诊就诊的 96

例不孕症妇女作为实验组，同期就诊的 100 例行孕前检查的健康女性为对照组，检测两组 25 羟基

维生素 D 水平的差别。 

结果  不孕症组 25 羟基维生素 D 水平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不孕症妇女体内 25 羟基维生素 D 水平明显低于健康育龄期妇女，孕前通过检测 25 羟基维生

素 D 水平，对辅助诊断不孕症有临床意义。 

 
 

PU-1284 

毛细管血红蛋白电泳技术筛查新生儿 β 地中海贫血的应用 

 
杨金玲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545001 

 

目的  以 β 地中海贫血基因检测为标准，探讨滤纸干血片筛查新生儿 ß地中海贫血的指标及切值，

评价滤纸干血片毛细管电泳法筛查新生儿 β 地中海贫血的应用价值。 

方法  1.采用毛细管血红蛋白分析技术检测早产儿滤纸干血片血红蛋白成分及相对百分含量,确立早

产儿 β 地中海贫血的指标和切值。 

2.对足月新生儿滤纸干血片血红蛋白成分和含量以及基因检测结果进行分析，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足月新生儿 β 地贫携带者筛查指标，并采用 ROC 曲线判断其切值。 

3.根据胎龄及基因结果分为 6 组，分析各组 HbA 和 HbF 含量。通过受试者工作曲线(ROC)确定筛

查新生儿中重度 β 地中海贫血的切值。   

结果   

1. 早期早产，中期早产儿，晚期早产儿各组切值取 HbA 的 P5 值，分别是 4.7%、5.57%、

6.7%，各组间 HbA 切值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01）；选取各组切值进行早产儿 β 地

中海贫血筛查结果与基因确诊实验结果中高度一致（Kappa 值 0.678 ，P＜0.001）。 

2.  ROC 曲线分析显示在 HbA2=0 组，HbA 筛查切值为 11.6%，灵敏度（85.81%）及特异度

（78.82%）；HbA2≠0 组，HbA 和 HbA2/HbA×100%二联筛查足月新生儿 β 地贫的 AUC

最大。 

3. HbA 筛查新生儿中重度 β 地贫曲线下面积( AUC)为 0.993 大于 HbF 的 AUC 0.697。当

HbA 切值为 2.35%时，灵敏度为 100%，特异度为 99.0%。 

结论  1、毛细管血红蛋白分析检测滤纸干血片 HbA 可以用于早产儿 β 地中海贫血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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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bA 及 HbA2/HbA×100%是筛查足月新生儿 β 地中海贫血携带者的有效指标且具有重要应

用价值，其切值亦可用于筛查新生儿罕见 β 地中海贫血。 

2. 新生儿中重度 β 地中海贫血 HbA 的切值为 2.35%；结合分析 HbF 含量及血红蛋白图谱分

析可以进一步降低假阳性。 

 
 

PU-1285 

山东省济宁地区妊娠期妇女甲状腺功能指标参考区间的建立 

 
黄玉婷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272000 

 

目的  妇女妊娠期间，自身激素水平和代谢过程会发生巨大生理变化，甲状腺激素代谢也不同于非

妊娠妇女，需要建立本地区健康妊娠期妇女各期血清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血清游离甲

状腺素（FT4）和促甲状腺激素（TSH）的正常参考值范围，进行孕期甲状腺功能状态的评估。 

方法  随机抽取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8 月期间在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产科门诊进行妊娠常规检测

的早（1~12 周末）、中（13~27 周末）、晚（28~40 周）期妊娠妇女分别 587 例、670 例、238

例，运用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采用美国国家生化研究院（NACB）推荐的方法，

妊娠期正常参考值范围依据百分位数法确定，即同孕期健康妊娠妇女各指标的第 2.5 百分位数到第

97.5 百分位数范围（P2.5~P97.5）。同时纳入同期非妊娠健康体检者 254 例作为对照。 

结果  血清 FT3 在妊娠早中晚期的参考值范围分别是 3.79~5.81  pmol/L、3.41~5.51 pmol/L、

2.64~5.00 pmol/L，呈下降趋势；FT4 在妊娠早中晚期的参考值范围分别是 12.83~19.87 pmol/L、

10.40~17.63 pmol/L、8.92~15.45 pmol/L，呈下降趋势；TSH 在妊娠早中晚期的参考值范围分别

是 0.22~3.62 mIU/L、0.48~4.10 mIU/L、0.67~5.42 mIU/L，呈上升趋势。而同期非妊娠健康体检

者 FT3、FT4 和 TSH 参考是范围分别是 3.73~5.90 pmol/L、12.59~19.94 pmol/L 和 0.66~4.69 

mIU/L。 

结论  妊娠期妇女甲状腺激素水平不同于非妊娠状态，各地区间地域差异性较大，建立妊娠期特异

性甲状腺激素参考值范围非常有必要，为本地区孕妇甲状腺功能异常的诊治提供了依据。 

 
 

PU-1286 

脑脊液 MRD 联合 β2-MG 

检测在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李凤,梁艳丽,邓劲松,蒲泽晏,冯簏洁 

遂宁市中心医院,629000 

 

目的  了解急性白血病脑脊液 β2-微球蛋白（β2-MG）联合微小残留白血病细胞（MRD）检测在中

枢神经系统白血病（CNSL）早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为临床诊断和病情发展及治疗效果评价提供

实验室诊断依据。 

方法  选择我院住院病人无血液病及中枢神经系统器质性病变、脑脊液常规和生化检验各项指标均

为正常者 30 例做为对照组，骨髓穿剌 FAB 形态学和流式细胞免疫分型确诊的急性白血病（AL）

103 例做为疾病组。用流式细胞术法检测对照组和疾病组脑脊液中的 MRD，用速率法检测对照组

和疾病组脑脊液中 β2-MG 的含量，并对检测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103 例急性白血病患者中，31 例伴中枢神经系统疾白血病脑脊液 MRD 检测阳性者 13 例，阳

性率为 41.94%。72 例无 CNSL 组未检出 MRD。103 例急性白血病患者中 31 例伴中枢神经系统白

血病（CNSL）组脑脊液 β2-MG 含量为 2.66±1.83mg/L，显著高于无 CNSL 组 1.15±1.03mg/L，

两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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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急性白血病脑脊液中 MRD、β2-MG 检测可做为早期诊断 CNSL 的实验室诊断指标，MRD 联

合 β2-MG 检测可提高 CNSL 阳性诊断率。 

 
 

PU-1287 

Concentration and the detection of EGFR gene mutation in 
circulating tumor DNA of patients with non small cell lung 

cancer 

 
Meng Yan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ning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 is the leading cause of cancer-related death 
worldwide terribly harmful to human health. Currently, targeted therapy based on genotype has 
become one of the standard therapies for NSCLC. Befor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arget drugs, 
genotype of target gene need to be detected to select the patient benefited from targeted 
therapy.Recently, circulating tumor DNA(ctDNA) as a "liquid biopsy" material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Lots of literatures compared the consistency of mutation detection by using tissue and 
ctDNA, but the results of each laboratory are quite different. The main reason attributed to the 
difference of plasma ctDNA concentration.  

Methods In this research，thirty-six nude mice were xenografted with human NSCLC cell line 

H1975 which harbored the EGFR T790M mutant. After tumor spontaneous growing in diverse 
volume, the mice were sacrificed and blood were collected to extract cfDNA. cfDNA 
concentration were detected using RT-PCR. T790M mutation were detected by using Droplet 
Digital PCR.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done with SPSS17.0 software. 
Results In xenografts, the plasma cfDNA diverse from nude mice itself were relatively 
stable and the ctDNA diverse from tumor were positive proportion to tumor burden.When using 
cfDNA as the mutation detecting material, mutation detecting rat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umor weight and hctDNA concentration. Only when hctDNA concentration reached a 
definite level, the mutation detecting results were reliable.  
Conclusions Part of cfDNA diverse from normal cells were relatively stable, in clinical practice, 
hctDNA concentration can be replaced by total cfDNA in mutation detecing. 
 
 

PU-1288 

新生儿窒息后外周血有核红细胞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冯斯斯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探讨外周血有核红细胞(NRBC)计数在新生儿窒息后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将 41 例新生儿窒息患儿按 Apgar 评分分为轻度窒息组（34 例）和重度窒息组（7 例），同

一时期健康的足月新生儿 9 例作为对照组，用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 NRBC 绝对计数和百分

比。 

结果  窒息组 NRBC 绝对计数及其百分数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重度窒息组 NRBC 绝对计数

和百分比较轻度窒息组显著升高(P<0.05)。 

结论  NRBC 与新生儿窒息的发生发展有关，检测 NRBC 对新生儿窒息的早期诊断和窒息程度判断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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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89 

未成熟血小板对 PLT 检测的影响及临床应用价值 

 
梁湘辉,李玉琴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探讨在用电阻抗法和荧光法检测血小板中，未成熟血小板对血小板检测结果的影响；探讨存

在未成熟血小板异常的各类疾病的构成比。 

方法  筛选出 2017 年 5 月-2018 年 1 月于本院就诊并存在 IPF 增高的 597 例患者，同时选取同时

间段内于本院体检中心正常健康体检者 41 例，用电阻抗法和荧光散射法检测所有实验研究对象的

血小板（platelet，PLT）等参数，同时对未成熟血小板（Immature platelets，IPF）进行计数，

（1）探究 IPF%在不同区间内，血小板检测结果的方法学差异；（2）分析 IPF 增高的 597 例患者

的疾病构成比。 

结果  （1）IPF%低于 10%时，电阻抗法的检测结果较高，IPF%高于 20%时，荧光法的计数结果

更高；（2）IPF 增高 98%的患者所患疾病主要见于血液系统疾病、肝肾相关疾病、恶性肿瘤、炎

症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疾病。 

结论  （1）IPF 的结果高低会对血小板电阻抗检测方法学产生影响；（2）IPF 的检测结果及动态

变化可以为血液系统疾病、肝肾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及炎症性疾病等的诊断、鉴别诊断、治疗及

预后判断提供帮助，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PU-1290 

红细胞压积对两台全自动血沉仪比较的影响 

 
孙烨 

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山西省中医院,030000 

 

目的  探讨两台全自动血沉仪比较中，因为红细胞压积偏低对结果的影响。 

方法  随机抽取 42 例标本，分别在两台全自动血沉仪上进行检测，将 42 个血沉结果和红细胞压积

≥0.32 的 32 个血沉结果分成两组，进行相关性和差异性的分析比较。 

结果  两台血沉仪比较时，红细胞压积≥0.32 的血沉相关性（r=0.903）比 42 个血沉结果的相关性

（r=0.828）更好，回归方程 Y=aX+b,前者的系数 a 更接近 1，b 更接近 0。差异性分析时，红细胞

压积≥0.32 的血沉结果 P>0.05，无统计学意义；全部血沉结果 P<0.05，差异显著。 

结论  红细胞压积<0.32 的标本不适合在 ROLLER20 血沉仪上检测，其相关性和差异性都较差。 

 
 

PU-1291 

外周血未成熟血小板比率预测儿科脓毒症风险 

 
彭朝阳,林焦军,项文清,沈红强,尚世强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310000 

 

目的  检测儿科感染患者外周血未成熟血小板比率（IPF），探讨 IPF 在儿科脓毒症早期预测中的价

值，同时比较 IPF 与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降钙素原（PCT）在脓毒症早期诊断和疗效观

察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以本院经急诊留观并收治入院的感染性疾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尽量收集到患者从留观、入

院、治疗中、转归各阶段静脉 EDTA 抗凝全血样本，及时检测全血 IPF、全血 hsCRP、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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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脓毒症诊断标准参照儿童脓毒性休克(感染性休克)诊治专家共识(2015 版)，在临床诊断明确

后对前述检测数据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经统计，共有 22 名儿科脓毒症患者符合研究要求，且获取了较全面覆盖病程的全血检测结

果。通过 ROC 曲线分析，IPF 对儿科脓毒症的诊断效能高于 hsCRP 和 PCT；而且 IPF 的升高出

现得比另外两个指标要早，且升高的程度与普通感染患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 hsCRP 和

PCT 差异不明显。同时发现，IPF 与脓毒症患者的疾病进展和转归具有相当的相关性，且其变化的

出现要早于 hsCRP 和 PCT 等传统疗效指标 

结论  外周血未成熟血小板比率能够较好地预测儿科感染性疾病患者的脓毒症风险，对儿科脓毒症

的早期诊断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同时因为与临床治疗疗效也有很好的相关性，IPF 可以用于临床

疗效监测。 

 
 

PU-1292 

瑞吉染色在浆膜腔积液细胞学检查中的应用 

 
刘燕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272000 

 

目的  探讨瑞吉染色方法在浆膜腔积液细胞学检查中的应用。 

方法  参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4 版全血细胞瑞吉染色方法，显微镜下观察 100 例浆膜腔

积液标本的染色并对细胞进行分类，有异常细胞者与病理科脱落细胞学结果进行比对，并同时检测

肿瘤标志物。 

结果  瑞吉染色简单、方便，不仅能够使浆膜腔积液中造血淋巴组织细胞很好的着色，还能够使浆

膜腔积液中的上皮源性细胞着色良好。58 例标本中查见异常细胞，50 例标本肿瘤标志物升高。 

结论  瑞吉染色在浆膜腔积液细胞学检查中应用不仅能对造血淋巴组织细胞进行分类还能及时发现

积液中异常细胞，为临床提供诊断依据。与脱落细胞学以及肿瘤标志物检查相辅相成，提供又一佐

证。 

 
 

PU-1293 

未成熟网织红细胞比率在肺癌中应用价值探讨 

 
俞倩 1,杨守江 2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310000 

2.江苏大学 

 

目的  探讨 IRF 及其相关参数在肺癌中的 TNM 分期、病理分型及辅助诊断上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分别检测 337 例肺癌患者、62 例肺部良性疾病患者、70 名健康对照者的未成熟网织红细胞

比率（ IRF）、网织红细胞绝对值（RET#）、网织红细胞比率（RET%）、红细胞分布宽度

（RDW）、红细胞计数（RBC）、癌胚抗原（CEA）等相关参数。并统计分析 IRF 及其相关参数

在肺癌 TNM 分期、病理分型上的临床应用价值，IRF 与肺癌的推荐肿瘤标志物 CEA 相比较，IRF

在肺癌上的辅助诊断价值。 

结果  肺癌组的 IRF、RDW、RET%均显著高于良性疾病组和健康对照组（P<0.01），RBC 显著

低于健康对照组（P<0.01）,RET#在三组中无统计学差异（P>0.01），良性疾病组与健康对照组

相比 IRF、 RET%无统计学意义,RBC 降低（P<0.01）、RDW 升高（P<0.01）。在肺癌的 TNM

分期中，数据显示肺癌 I 期患者的 IRF 则明显低于肺癌 II、Ⅲ、 IV 期（P<0.01）,RBC 显著性高于

肺癌 II、Ⅲ以及 IV 期的患者（P<0.01）。肺癌 I 期患者与 II 期相比 RDW、RET%无显著性差异

（P>0.01）,另肺癌 I 期患者与Ⅲ期和 IV 期患者相比 RDW、 RET%显著性降低（P<0.01）,RET#

无显著性差异（P>0.01），肺癌 II、Ⅲ、 IV 期相互比较所有参数均无统计学差异（P>0.01）。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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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的病理分型中，腺癌与鳞癌相比 IRF、  RDW 显著性降低（P<0.01），RBC 增高

（P<0.01），RET 参数无统计学意义（P>0.01）。腺癌与小细胞癌相比，IRF 增高（P<0.01），

RBC 显著性降低（P<0.01），RDW、 RET 无统计学意义（P>0.01）。以肺癌的病理诊断作为金

标准做 ROC 曲线，曲线下面积 IRF（S=0.681），CEA（S=0.835），以小细胞肺癌为金标准作

ROC 曲线，曲线下面积 IRF（S=0.700），CEA（S=0.835） 

结论  IRF 及其相关参数与肺癌的 TNM 分期、病理分型密切相关，且在肺癌，特别是小细胞肺癌的

辅助诊断上具有一定的临床参考价值。 

 
 

PU-1294 

六西格玛质量管理在全血细胞分析室内质量控制中的应用 

 
刘慧敏,张新,张艳,葛若卿,陈硕,邓朝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 

 

目的  应用六西格玛（6σ）质量管理方法评价全自动血细胞分析检测项目，选择合适的室内质量控

制规则。 

方法  依据本实验室 2017 年迈瑞血细胞分析仪 BC-6800 8 个检测项目(WBC、RBC、Hb、HCT、

PLT、MCV、MCH、MCHC)的累积变异系数(CV)、允许总误差(TEa)和 偏倚（bias）值，计算 σ

水平及质量目标指数（QGI）。利用 σ 度量图，以误差检出率(ped)>0.90，假失控率(pfr)<0.05 为

标准，制定各项目的室内质控规则，并回顾性分析 2017 年室内质控数据的失控率和假警告率。 

结果  HCT、MCHC 和 MCV 达到 6σ，WBC、MCH、RBC 和 HB 在 5σ~6σ 之间，PLT 在 4σ~5σ

之间。WBC 和 MCH 需采用 13.5s（N=3，R=2）质量控制规则；HCT、MCHC 和 MCV 需采用 15s

（N=3，R=2）质量控制规则；RBC 和 HB 需采用 14s（N=3，R=2）质量控制规则；PLT 需采用

13s 和(2 of 3)2s（N=3，R=2）质量控制规则。2017 年 BC-6800 8 个项目的检测质控总次数为

18255 次，采用 6σ 质控规则后，失控率由 0.56%降至 0.01%，假警告率由 1.25%降至 0%。 

结论  6σ 质量管理方法有助于实验室合理选择室内质控规则，有效降低假失控率及假警告率。 

 
 

PU-1295 

Changes of plasma coagulation, FDP, D-dimer and AT-III in 
pregnant women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of pregnancy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Qi Liang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plasma coagulation, FDP, D-
dimer and AT-III in pregnant women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of pregnancy. 
Methods  368 pregnant wome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7 to February 2018 
were selected as study subjects, including 78 cases in early pregnancy (10-15 weeks of 
pregnancy), 82 cases in the second trimester (20-25 weeks of pregnancy), and pregnancy. 94 
cases of late (pregnancy 30 to 35 weeks) and maternity period 104 cases (37 to 42 weeks of 
pregnancy). Statistical clinical data. 5ml of fasting venous blood was collected to detect D-dimer 
(DD), plasma prothrombin time (PT), thrombin time (TT), activated partial prothrombin time 
(APTT), fibrinogen (FIB), fiber Protein (original) degradation products (FDP) and antithrombin III 
(AT-III). 
Results  In addition to T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T, APTT, and FIB between 
different pregnant women (P<0.05). With the prolongation of gestational age, PT and APTT 
gradually decreased (P<0.05). FIB, FDP, DD And AT-III gradually increased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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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e dynamic monitoring of the changes of coagulation, FDP, D-D and AT-III in 
pregnant wome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eventing postpartum complications. 
 
 

PU-1296 

干化学法检测尿蛋白的影响因素分析 

 
王蕾 1,张俊 2,宁小晓 2,徐玮 3,周芳芳 1 

1.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徐汇分院 

2.上海市龙华医院 

3.上海市交通大学 

 

目的  对常用的尿蛋白定性检测方法进行评价，分析和探讨干化学法检测尿蛋白出现“假阳性”的影

响因素。 

方法  对 2500 例尿液标本（随机尿）分别采用蛋白试纸法及磺基水杨酸法定性检测尿蛋白，对两

种方法检测结果不一致的标本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进行尿蛋白定量，确定阴阳性结果，针对其主要

影响因素潜血、尿 pH 值设计模拟实验，分析蛋白试纸法出现“假阴性”或“假阳性”的原因。 

结果  蛋白试纸法与磺基水杨酸法比对显示两者检测结果间有统计学差异（P<0.05）。当尿液中红

细胞≥1*10^5 时，蛋白试纸法均会出现“假阳性”结果；当尿液 pH 值介于 7.0-8.5 之间时蛋白试纸法

易出现“假阳性”，而当 pH≥8.5 时则可能出现“假阴性”；大剂量青霉素对干化学法测定尿蛋白出现

“假阴性”，而磺基水杨酸法测定尿蛋白出现“假阳性”。 

结论  尿液中红细胞会使干化学法检测尿蛋白出现“假阳性”；当尿液 7.0＞pH＜8.5 时会

出现“假阳性”,而当 pH＞8.5 时会出现“假阴性”结果；大剂量青霉素亦会使干化学法测定

尿蛋白出现“假阴性”。尿干化学法检测尿蛋白的影响因素较多，临床实验室应该给予足

够的重视和关注。 

 
 

PU-1297 

The antithrombosis effect of AAV- shRNA targeting 
coagulation factor XII 

 
江明华,李帆帆,舒旷怡,柳洁,杨啸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To identify the role of shRNA targeting factor XII mediated by adeno-associated virus(AAV) 

in thrombosi 

方法  C57BL/6 mice were injected with AAV, after 21 days, livers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of 

factor XII were detected as well as 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 antigen and 
activity of factor XII in plasma. The influences of thrombus formation were evaluated in venous 
and arterial models induced by different ways. 

结果  The shRNAs carried by AAV could effectively knock down factor XII, especially shRNA2 

which reduced more than half of protein and prolonged APTT in liver or plasma. Meanwhile, only 
shRNA2 inhibited thromboembolism in different models without hemorrhage and side effect 

结论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e approach of shRNA was novel, specific and safe to target 

factor XII and antithromb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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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98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PDW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and Lupus nephritis 

 
Haitao Yu,Ruiqi Liu 

The First Hospit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extensive investigations on platelet distribution width (PDW) 
in many diseases, its roles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remain unclear.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DW and disease activity in patients with 

SLE，an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in Lupus nephriti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study involving 212 SLE patients and 201 healthy controls was 
performed. All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laboratory test of the SLE patients were extracted from 
their medical records. PDW between SLE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were tested, and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PDW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laboratory test were assesse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find the threshold values for 
PDW. Further, PDW was divided into low-PDW, normal-PDW and high-PDW subgroups, and the 
laboratory data and clinical manifestation were assessed in the three subgroups.PDW associated 
with high 24-hour urine protein was used to predict the occurrence of lupus nephritis. 
Results PDW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SLE patien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14.50±3.18 vs. 16.77±0.50, P<0.0001). PDW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LEDAI-2K score 
(r=-0.16, P<0.05), disease duration (r=-0.17, P<0.05) and 24-hour urine protein (r=-0.27, P<0.05), 
and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rum IgG (r=0.17, P<0.05) and IgM ( r=0.19, P<0.05). The 
ROC analysis curve showed that AUC was 0.947 and the optimal clinical cut-off level of PDW 
was 15.85% in SLE patients, which had 98.8% sensitivity and 84.30% specificity (95% CI, 0.921-
0.973; P<0.001) SLE patients with low-PDW have the highest level of 24-hour urine protein and 
SLEDAI-2K scores, the lowest level of serum IgG,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positive anti-dsDNA 
antibodies was the highest among these three groups. At the same time, patients with low-PDW 
had a higher prevalence of lupus nephritis (LN) than patients with normal-PDW or high-PDW, 
which means patients with low-PDW had more serious clinical symptoms, especially Lupus 
nephritis.  24-hour urine protein high alone had the lowest negative likelihood ratio (0.09), the 
highest sensitivity (92.00%) and negative predicted value (95.12%). Low PDW level associated 
with high 24-hour urine protein level had the highest positive likelihood ratio (34.10%), the highest 
specificity (97.81%) and positive predicted value (94.92%), which had a good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to make up the shortcoming of 24-hour urine protein alone in LN diagnosis. 
Conclusions PDW could reflect SLE disease activity and be used as a marker for predicting SLE 
and LN. 
 
 

PU-1299 

粪便自动分析仪 FA160 隐血试验效能评价 

 
张春莹,黄茜,谢恒,熊明,粟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评价粪便自动分析仪 FA160 检测粪便隐血的效能。 

方法  对粪便自动分析仪 FA160 配套使用的隐血卡进行检测浓度梯度测定、携带污染试验；比较仪

器法和手工法对 232 例临床粪便标本隐血试验阳性检出率；并统计、比较 2015 年手工法检测粪隐

血的阳性率和 2016 年仪器法检测粪隐血的阳性率。 

结果  粪便自动分析仪 FA160 配套使用的隐血卡检测灵敏度为 0.1ug/ml，携带污染试验结果显示粪

便自动分析仪检测标本隐血无携带污染；仪器法对 232 例临床标本的检出阳性率高于手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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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粪便自动分析仪 FA160 检测粪隐血的灵敏度为血红蛋白浓度 0.1ug/ml，仪器检测无携带污

染，仪器法隐血试验结果阳性率高于手工法。 

 
 

PU-1300 

MALDI-TOF MS 结合 UF1000i 优化 尿培养流程 

 
郭敏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215000 

 

目的  优化尿培养流程，大大缩短尿培养细菌的报告发放时间。 

方法  对所有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门诊及住院患者无菌采集的中断尿样本，首先进行中断尿常规

定量培养及鉴定，然后再把样本分为三份，第一份进行 UF1000i 检测。第二份采用离心方法富集

细菌后，取一小部分进行细菌革兰染色，确定为单一细菌感染后，直接进行 MALDI-TOF MS 鉴

定。第三份采用离心方法富集细菌后，同样取一小部分进行细菌革兰染色，确定为单一细菌感染

后，再进行短期培养，采集菌膜后用 MALDI-TOF MS 直接鉴定。以中段尿定量培养结合 BD 

phoenix100 微生物鉴定仪检测结果为金标准。 

结果  1、UF1000i 检测细菌数值达到 1000/ul 可以直接进行 MALDI-TOF MS 鉴定，并且鉴定结果

与中断尿常规定量培养及鉴定结果 100%相符。2、UF1000i 检测细菌数值达到 200/ul 并经短期培

养后进行 MALDI-TOF MS 鉴定与中断尿常规定量培养及鉴定结果 100%相符。 

结论  MALDI-TOF MS 结合 UF1000i 可以优化尿培养流程，大大缩短尿培养细菌的报告发放时

间，可以在当天下班前向临床医生发放大多数尿培养初步报告，临床医生可以根据细菌种类的检测

报告及时调整用药，得以更加有效地控制尿路感染。 

 
 

PU-1301 

1280 例精液结果分析及疾病分布探讨 

 
陶亚,谢明珍,易斌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通过对 1280 例男性患者首次精液常规检测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临床上导致精液异常

的疾病分布以及男性不育症患者的精液质量现状，为临床上男性不育等男科疾病的诊疗提供依据。 

方法  对 2016 年 7 月 1 日-2017 年 2 月 28 日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首次进行精液常规检测的 1280

例患者，利用 SQA-V 自动化精子质量分析系统进行精液常规检测。 

结果  1280 例患者中，精液检测各项参数结果完全正常患者 479 例，一项或多项参数异常患者 801

例。801 例精液异常患者中精液总量异常占 15.4%；精液 PH 值异常占 12.1%；精子总活动力异常

占 63.4%；前向活动精子率异常占 78.5%；形态正常精子率异常占 41.1%；精子密度异常占

34.6%；液化时间延长的比例占 8.2%。801 例精液异常的患者中，532 例患者已被临床确诊为男性

不育症，188 例存在前列腺炎，147 例有精索静脉曲张，140 例罹患有泌尿生殖系统感染，51 例存

在性功能障碍，28 例存在生殖系统炎症，18 例存在泌尿生殖系统器质性病变，7 例有内分泌系统

疾病，12 例为其他疾病患者。对 814 例临床已诊断明确的男性不育患者的精液进行常规分析，其

中完全正常者 283 例(34.8%)，异常 531 例(65.2%)，各参数分析显示，精液总量异常 84 例

(10.3%)；精液 PH 异常 60 例(7.4%)；精子总活动力异常 343 例(42.1%)；前向活动精子率异常

430 例(52.8%)；形态正常精子率异常 244 例(30.0%)；精子密度异常 198 例(24.3%)；液化时间延

长 47 例(5.8%)。 

结论  所有男性患者的精液异常主要表现在精子活力的下降及高畸精子率，与不育症患者精液异常

表现一致。精索静脉曲张，前列腺炎等泌尿系统感染对男性生育有较大的影响，临床上应该及时采

取有效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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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02 

Exosomal miR-665 derived from chronic myelogenous 
leukemia modulates adhesive abilities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 
 

YUhuan Jia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whether miRNAs derived from chronic myelogenous leukemia cells(CML) 
are delivered to mesenchymal stem cell (MSC) then affecting their coherent function. Investigate 
the affect of K562 derived exosomes to the adhesive abilities of MSC via delivering miR-665. 
Methods At first we researched miRNAs content in K562 cells derived exossomes by NGS and 
array test results was validated by qRT-PCR. Employee Confocal Laser Scanning Microscope 
and co-culture of K562 exosomes with mesenchymal stem cell verified that miR-665 was 
delivered to MSC.The attachment ability of MSC for human cord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was 
tested, the adhesion molecules CD44 and CXCL-12 of MSC were tested by western blot and RT-
PCR after the co-culture between exosomes and BMSCs, CD44 and CXCL-12 also tested by 
western blot after MSC trasfection with miR-665 mimics or inhibitor. 
Results  Among with the 6356 overexpression miRNAs identified in K562 cells derived exosomes, 
we payed our attention on miR-665 which was founded to be higher expression in exosomes 
compared with K562 cells and has correlation to anhesion abilities of tumor. K562 cell-derived 
exosomes were able to transfer into MSC and the attachment ability of MSC for human cord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was suppressed obviously. The treatment of MSC with K562 cells 
derived exosomes for 12 hours reduced CXCL-12 and CD44 expression at the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beyond that, it also negatively regulate K562 cells adhesion abilities. Transfection in MSC 
of miR-665 inhibitor could reverse the decrease of CXCL-12 and CD44 expression at the protein 
levels while when transfection in miR-665 show opposite effects.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how that miR-665 contained by K562 cells through inhibit adhesive 
abilities of chronic myelogenous leukemia cells to stimulating the progession of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PU-1303 

从讲授脑出血的鉴别方法谈谈如何教学 脑脊液细胞学这门课程 

 
赵莹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730000 

 

目的  在教学过程中，特别对于检验系本科学生而言，如何把握课程的深度和广度，使所学知识既

能符合临床要求，又使学生在实验原理、实验方法及实验设计等多个方面也能得到启发，是教学者

急需解决并值得思考的问题。授课过程要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各个小问题激发学生自己

提问题，独立思考，从被动挺近升华到主动学习 

方法  1.明确教学目标 

2.分析任务 

3.确定学生原有水平 

4.设计课程 

5.实施教学 

6.教学评价 

结果  通过以上教学过程结构的建立，以及在实际教学中各个环节的掌握，提示不仅要运用各种行

之有效的教学，而且要结合教育学和心理学理论，在授课过程中，协调各环节之间关系，适当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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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学习热情，掌握课时进度，从而达到最终目标，让学生们喜欢这门课程，从一个又一个小问

题来激发他们自己提出问题，通过看书或上网等多种形式弄通弄懂，从被动学习升华到主动学习 

结论  通过明确教学目标、分析任务、设计课程、实施教学，以及教学评价等各个方面，结合教育

学和心理学理论，适度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掌握课时进度，从而达到最终目标，让学生们喜欢这

门课程 

 
 

PU-1304 

应用血栓弹力图分析血糖控制与阿司匹林抵抗的关系 

 
杨婉薇,张利,范海波,施建丰,姚孝明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210000 

 

目 的   本 研 究 旨 在 应 用 血 栓 弹 力 图 ， 探 讨 血 糖 和 血 脂 控 制 情 况 与 阿 司 匹 林 抵 抗

（Aspirin resistance, AR）的关系。  

方法  入组 2013 年 11 月到 2016 年 7 月就诊于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中西医结合医院心内科的患者

99 例，年龄≥40 岁，单一服用阿司匹林（100 mg/d）作为抗血小板药物，服药时间在 1 年以上。

用血栓弹力图检测并计算阿司匹林对血小板的抑制率，以抑制率<50%记为 AR，同时检测患者血

清空腹血糖、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和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水平，进而比

较分析血糖和血脂控制情况与 AR 之间的关系。 

结果  99 例病例的 AR 总体发生率为 28.3%。根据空腹血糖结果将入组患者分为血糖正常、糖耐量

异常和糖尿病 3 组，3 组人群的年龄和性别无差异，血小板抑制率分别为（91.55±34.83）%、

（64.0±81.85）%和（70.3±63.3）%，3 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根据血清 TG 结果将患者分

为 TG 正常组（ ≤1.7 mmol/L）和 TG 异常组（＞ 1.7 mmol/L），两组的血小板抑制率

【（82.9±53.85）% vs.（78±62.9）%】和 AR 发生率（27.3% vs. 33.3%）均无统计学差异；根

据血清 TC 结果将患者分为 TC 正常组（≤5.17 mmol/L）和 TC 异常组（＞5.17 mmol/L），两组的

血小板抑制率【（82.65±56.28）% vs.（83.25±77.43）%】和 AR 发生率（28.0% vs. 35.7%）均

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高血糖状态可能是干扰阿司匹林抑制血小板聚集的原因之一，AR 的发生与有血糖控制有关。 

 
 

PU-1305 

浓缩法痰涂片抗酸杆菌阳性肺病 1 例并文献复习 

 
王梅华,潘玉红,曹颖平 

福建医科大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为应对 NTM 病增多的形势，提高对其的诊断与防治水平，现将一例浓缩法痰涂片抗酸杆菌

阳性肺病的诊疗经验作汇报。  

方法  痰标本浓缩法涂片抗酸杆菌检查、直接法涂片抗酸杆菌检查；结核分枝杆菌和非结核分枝杆

菌（NTM）培养； 结核分枝杆菌及耐药位点基因芯片法检测；NTM 基因芯片法菌种鉴定。 

结果  3 月 30 日痰浓缩法涂片抗酸杆菌（++）；4 月 2 日痰浓缩法涂片抗酸杆菌（+），但同时送

检痰 TB-DNA（-），血清 TB-Ab 弱阳性，PPD5U 弱阳性。4 月 28 日浓缩法痰涂片抗酸杆菌（-）, 

5 月 3 日浓缩法痰涂片抗酸杆菌（-）；5 月 8 日浓缩法痰涂片抗酸杆菌（++），同时送检痰 TB-

DNA（-）。其间四次痰直接涂片抗酸杆菌均（-）；分别在 4 月 4 日、4 月 13 日、5 月 8 日、5 月

17 日共送检四次结核分枝杆菌和非结核分枝杆菌培养。4 月 4 日标本结果为疑似非结核分枝杆菌；

4 月 13 日标本培养结果为阴性；5 月 8 日标本培养结果为疑似非结核分枝杆菌，结核分枝杆菌及耐

药位点基因芯片法结果（-），NTM 基因芯片法菌种鉴定结果为龟/脓肿分枝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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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该患者 NTM 肺病的易感因素，可能是进入女性更年期机体免疫系统功能发生变化；或是曾

接受过肺部放射治疗。浓缩法痰涂片抗酸杆菌检查阳性率远高于直接涂片法，能及时提示临床医生

对 NTM 肺病的认识和警惕，以便于早诊断、早治疗。 对于 TB-DNA 阴性，但浓缩法痰涂片抗酸杆

菌阳性的咯血患者，应高度警惕，应多次 TB 和 NTM 培养及菌种鉴定确诊。 NTM 侵袭性较结核分

支杆菌弱，人体与病菌可长期共存，但脓肿分支杆菌等快速生长群分枝杆菌对患者的肺组织及肺功

能在短时间内能达极大的攻击力，甚至危及患者生命。 

 
 

PU-1306 

治疗前网织红细胞荧光强度比例是鼻咽癌新的独立预后影响因素 

 
贺巧 1,曾华敏 2,刘梦茹 2,黄叶才 3,冯梅 3,张莉 1,宋晓玉 1 

1.四川省肿瘤医院检验科 

2.西南医科大学检验系 

3.四川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目的  探讨治疗前网织红细胞荧光强度比例对接受新辅助化疗联合放疗的鼻咽癌患者预后的价值。 

方法  分析 299 例接受新辅助化疗联合放疗的初诊鼻咽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采用 cutoff finder 

(http://molpath.charite.de/cutoff/) 确定治疗前网织红细胞荧光强度比例的最佳临界值，Kaplan-

Meier 法比较生存差异，COX 风险比例回归模型寻找独立预后因素。 

结果  患者 3 年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 OS)及无进展期生存率(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分

别是 92%、83.8%。 根据低荧光强度网织红细胞比率（low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reticulocyte 

rati o, LFR）临界分为高水平组＞95.05%和低水平组≤95.05%；两组间 RBC、RET#、HGB 均存

在明显差异（Pall＜0.05），＞95.05%组总生存率及无进展期生存率均较≤95.05%组好（Pall＜

0.05）。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吸烟史、饮酒史、N 分期、LFR 是鼻咽癌总生存时间（OS）的独

立预后因素，多因素结果显示高水平组 LFR 患者预后较好（P=0.004，HR=0.253，95%CI=0.099-

0.642）。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结果均显示高荧光强度网织红细胞比率（high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reticulocyte ratio, HFR）HFR 为鼻咽癌无进展期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多因素分析结

果：HFR（P = 0.005，HR=3.256，95%CI=1.426-7.433）。 

结论  治疗前 LFR 和 HFR 分别是行新辅助化疗联合放化疗鼻咽癌患者总生存率及无进展期生存率

的独立预后因素。 

 
 

PU-1307 

D-二聚体在门诊急性胸痛患者中的探讨与应用 

 
徐梦瑶,李强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通过对血浆 D-二聚体在门诊急性胸痛患者的检测结果分析，探讨门诊急性胸痛患者的 D-二聚

体在心脏血栓性疾病中的临床应用意义。 

方法  按照确诊为心脏血栓性疾病与否，将 214 例急诊胸痛初次来院检查的患者分为确诊组（26

例）和未确诊组（188 例），未确诊组均为无明显动脉血栓性疾病诊断，采用免疫比浊法快速检测

D-二聚体，并分析讨论 D-二聚体在动脉血栓性疾病中的敏感度、特异度及阳性预测值。 

结果  检测结果表明，血浆 D-二聚体的含量在确诊组和未确诊组的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27%、15%，

阴性检出率为 73%、85%。在血栓性疾病中的敏感度为 27%、特异度为 85%、阳性预测值为

20%、阴性预测值为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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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浆 D-二聚体对因急性胸痛而初次入院检查的患者来说，其结果阳性时不能确诊为动脉血栓

性疾病，结果阴性时也不能用以完全排除上述疾病，故而单独的 D-二聚体检测在门诊急性胸痛患

者中不足以指导诊断动脉血栓性疾病，在急性心肌梗死等心脏血栓性疾病中的应用尤为有限。 

 
 

PU-1308 

Quantitative proteomic analysis of 4,234 proteins in 
Alzheimer serum samples 

 
Bing Bai 

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 

 
Objective Alzheimer disease (AD) is becoming an increasingly serious problem, but serum 
markers for its diagnosis are still lacking. 
Methods Here, we employed a mass spectrometry and TMT based LC-MS/MS proteomic 
analysis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serum samples of six AD patients and five age-matched 
non-demented controls. 
Results In the results, 4,234 proteins were quantitatively identified, providing the largest scale in 
the serum proteomics field. Data analysis revealed that about 250 proteins were significantly 
changed in the AD samples, enriched in inflammation, endocytosis, and other biological 
processes. Validation of particular protein candidates as AD serum biomarkers is now under 
investigation. 
Conclusions In summary, our proteomics pipeline is able to quantitatively identify proteins in the 
serum sample at an unprecedented scale, and is expected to find unique serum markers for 
diagnosis of this challenging disease. 
 
 

PU-1309 

JAK2 V617F mutation in BCR - ABL negative patients with 
myeloproliferative disorder and its clinic significance 

 
陈颖洁 1,王瑜琛 1 

1.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2.济南市传染病医院,250000 

 

目的  To examine JAK2 V617F mutation in BCR-ABL negative patients with myeloproliferative 

disorders (MPD)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PD. 

方法  JAK2 V617F mutation was detected by AS-PCR.   

结果  JAK2 V617F mutation was detected in 36 of the 56 BCR-ABL negative MPD patients, 

including 17 with PV, 14 with ET, and 5 with MF. The leukocyte ( P =0. 018) and platelet counts 
( P =0.021)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JAK2 V617 positive and negative MPD patients in 
PV group; the leukocyte counts ( P =0.001) and hemoglobin ( P = 0.007)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ET group; and the leukocyte counts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MF group.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also found in the incidences of bleeding, thrombosis between JAK2 V617 positive 
and negative patients in ET group ( P =0.016) , but not in PV or MF group. 

结论   AS-PCR is a sensitive and reliable technique in detecting JAK2 V617F mutation.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JAK2 V617F mutantion positive MPD patients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without the mu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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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10 

2 型糖尿病微血管病变患者糖化血红蛋白对血小板参数的影响 

 
关会霞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患者糖化血红蛋白（HbA1c）对血小板参数的影响。 

方法  选择原沈阳军区总医院住院患者 151 例作为病例组，所有病例均为临床确诊为 2 型糖尿病的

患者。51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组。以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得糖化血红蛋白的浓度，

AVDIA 2120i 全自动五分类血细胞计数仪检测血小板的相关参数即血小板数量（Platelet，PLT）、

血小板平均体积（Mean Platelet Volume，MPV）、血小板平均内容物浓度（Mean Platelet 

Concentration，MPC）、血小板平均内容物质量（Mean Platelet Mass，MPM）和大血小板

（Large Platelet，L-PLT）。（1）将病例组和健康对照组的检测值进行统计学比较。（2）将病例

组分为有微血管病变组和无微血管病变组，对以上检测值进行统计学比较。（3）有微血管病变组

糖化血红蛋白与上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选择原沈阳军区总医院住院患者 151 例作为病例组，所有病例均为临床确诊为 2 型糖尿病的

患者。51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组。以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得糖化血红蛋白的浓度，

AVDIA 2120i 全自动五分类血细胞计数仪检测血小板的相关参数即血小板数量（Platelet，PLT）、

血小板平均体积（Mean Platelet Volume，MPV）、血小板平均内容物浓度（Mean Platelet 

Concentration，MPC）、血小板平均内容物质量（Mean Platelet Mass，MPM）和大血小板

（Large Platelet，L-PLT）。（1）将病例组和健康对照组的检测值进行统计学比较。（2）将病例

组分为有微血管病变组和无微血管病变组，对以上检测值进行统计学比较。（3）有微血管病变组

糖化血红蛋白与上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论    针对原沈阳军区总医院 151 例住院患者的数据研究发现，2 型糖尿病患者存在血小板相关参

数异常，2 型糖尿病微血管病变与 HbA1c、血小板相关参数密切相关，并且 HbA1c 可能是参与血

小板的早期活化的因素之一。 

 
 

PU-1311 

Case Report：Polyparasitism of Rhabditis Axei and 

Enterobius Vermicularis in a Child from Beijing, China. 
 

Shuo Yang1,Junxiong Wang2,Dawei Shi2,Liyan Cui1,Rui Qiao1,Shaogang Li2 
1.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2.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 

 
Objective Rhabditis (Rhabditellae) axe is a common species in soil, which has been reported 
several times in human urine and the digestive system. Human exposure to sewage or 
mistakenly polluted sewage causes the larvae to be infected by the digestive tract or via the 
urethra. We reported a patient infected with Rhabditis axei and Enterobius Vermicularis. The 
migration of the nematodes caused true signs of hematuria, diarrhea and high eosinophil. 
Methods Stool and urine are collected to detect parasite eggs and genotype. Specimen was sent 
fo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based species identification. Amplification of the 18S 
ribosomal RNA gene was performed by PCR as described. 
Results Morphological features and PCR amplification of 18S ribosomal RNA gene confirmed 
Rhabditis axei and Enterobius vermicularis as the pathogen of infection. 
Conclusions Herein, presented case confirmed that Rhabditis axei and Enterobius vermicularis 
infection in humans can be associated with high eosinoph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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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12 

不同型号的凝血仪间检测系统的比对分析 

 
何林波 

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644000 

 

目的   研究 SYSMEX CA7000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 简称 CA7000) 和 SYSMEXCS2000i 全自动血凝

分析仪( 简称 CS2000i) 的检测结果是否具有可比性。  

方法  以 CA7000 为比较方法( X) ，CS2000i 为实验方法( Y) ，分别检测 40 同浓度范围的患者新鲜

血浆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APTT) 、凝血酶原时间( PT)、蛋白原( FIB)、血酶时间（TT）项目，

并对结果进行配对 t 检验和相关回归统计学分析 

结果  CS2000i 的 PT 、APTT、FIB 和 TT 测定结果与 CA7000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相关性分析显示两台仪器的检测结果具有较好的相关性，相关系数（ｒ）均大于 0.95，

最大偏倚均小于 1/2CLIA,88 对应项目值 

结论  CS2000i 与 CA7000 凝血系统的检测结果具有可比性。 

 
 

PU-1313 

Plasma Level of Soluble Fibrin Monomer-fibrinogen 
Complex Elevates in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Tumor 

 
Tingting Yi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usefulness of soluble fibrin monomer-fibrinogen complex (SFMC) 
in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tumor. 
Methods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tumors (27 patients with liver cancer, 25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27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ncer, 21 patients with leukemia and 23 patients 
with other carcinoma)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nd marked as the malignant tumor group. 60 
healthy controls in the same period were enrolled as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and 50 patients 
with 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 (DIC) were enrolled as the DIC control group. 
Plasma levels of SFMC, prothrombin time (PT), partial thrombin time (APTT), thrombin time (TT), 
fibrinogen (Fbg), D-dimer, and platelet count( PLT) in the three groups were detected. 
Results The plasma levels of SFMC, FIB, FDP and D-Dimer in malignant tumor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healthy control group (P < 0.05), and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DIC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plasma levels of SFMC in patients with liver 
cancer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patients with other types of malignant tumor (P < 
0.05). There wer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plasma SFMC level and the PT, FDP, D-
Dimer and Fbg levels (PT: r = 0.333, P<0.001; FDP: r = 0.649, P<0.001; D-Dimer: r = 0.709, 
P<0.001; Fbg: r = -0.229, P=0.011). 
Conclusions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tumor show elevated plasma level of SFMC, and have a 
risk of D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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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14 

厦门地区 2947 例遗传咨询者的染色体核型分析 

 
邱惠国,潘华,洪国粦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染色体检查在遗传咨询者的临床意义。 

方法  对 2947 例遗传咨询者进行外周血淋巴细胞培养并进行 G 显带核型分析。 

结果  2947 例遗传咨询者中异常核型 138 例（4.68%）；其中染色体数目异常 31 例，占异常核型

22.46％；染色体结构异常 107 例，占异常核型 77.54％。 

结论   对遗传咨询者进行外周血染色体检查非常必要，可为优生优育及产前诊断提供科学依据。 

 
 

PU-1315 

1638 例不育男性精液常规检查及病因构成比分析 

 
李淑敏 

菏泽市立医院,274000 

 

目的  探讨菏泽及周边地区不育男性精液质量及病因构成比。 

方法  采用调查表方式，对菏泽市立医院不孕不育中心门诊的 1638 例不育症男性患者进行流行病

学调查和精液常规检查（SFA），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 

结果  被调查对象的平均精子数量，a 级，b 级精子和正常精子的百分率分别为 22.24×106/ml，

33.21%，10.13%，57.72%。对精液常规异常的可能因素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吸

烟：OR=1.158，95%CI=（1.039-1.299）；饮酒：OR=1.171，95%CI=（1.048-1.311）；不育时

间：OR=0.818，95%CI=（0.701-0.903）；以素食为主要副食：OR=0.231，95%CI=（0.079-

0.769）；以荤素搭配为主要摄入：OR=0.351，95%CI=（0.168-0.698）。 

结论  研究对象的子数量，活力，和形态基本达到 WHO 建议的参考范围，但精子的运动能力偏

低。吸烟和饮酒可能是精子质量差的高危因素；副食品食用类别与精子质量有关，与其它相比，以

素食和荤素搭配为主要摄入物的习惯可能对精子质量有保护性作用。 

 
 

PU-1316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Soluble Fibrin Monomer 
Complex  in 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  

Diagnosis and Prevention 

 
Jinhua Zhang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soluble fibrin monomer complex (SFMC) in the 
early diagnosis and disease progression of 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 (DIC). 
Methods  The 288 Disease of heart head blood-vessel and DIC patients  and 94 Healthy 
examined peoples plasma samples were collected , and 50 plasma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clinically diagnosed DIC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progression of disease. All plasma 
samples were determinated PT,APTT,TT,FIB by paramagnetic particle method,determinated 

FDP,ATⅢ,DD,SFMC by Immune ratio method turbidity.The 384 plasma samples were prepared 

normal control group,not DIC group, DIC group and  DIC dominant group by DIC diagnostic 
criteria,the SFMC ROC curve of four groups was drawed,the indexes between group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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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al relations were analyzed. and the indexes before and after DIC progression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DIC grouping demonstrated that soluble fibrin monomer complex (SFMC)SFMC median 
of DIC group and  DIC dominant group significantly elevated,compared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and not DIC group.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between the non-dic group and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 non-dic and non-dominant DIC groups ,non-dic and non-dominant DIC and 
dominant DIC groups ,non-dominant and dominant DIC groups were 
0.695,0.842,0.896,0.697.The SFMC of DIC before treatment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compared theafter treatment(P <0.05).Disease grouping demonstrated that 

SFMC,DD,PT,APTT,FIB,FDP,ATⅢ of DIC group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compared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and Other diseases groups,P<0.05. 
Conclusions Soluble fibrin monomer complex (SFMC) is more accurate index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rethrombotic state (early DIC) and thrombotic disease,SFMC can  diagnosis 
early and  treatment monitore thrombotic disease. 
 
 

PU-1317 

惠州地区 β-地中海贫血的分子流行病学调查及基因检测分析 

 
刘瑞玉 

广东省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目的  调查广东省惠州市地区人群 β-地中海贫血突变基因的携带率、探讨 β-地贫基因突变类型及构

成比。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的门诊和住院患者 13355 例的静脉血

样本进行 β-地贫表型阳性样本的筛查，再用 PCR 结合反向点杂交法进行 β-地贫定型。 

结果  在 13355 例样本中 ，有 659 例测出 β-珠蛋白基因突变，基因携带率为 4.93%，主要突变基

因型有 IVS-2-654（C→T）、-28（A→T）、CD17 （A→T）和 CD41-42（TCTT）。 

结论  本文阐述了惠州市地区中 β-地贫的携带率、基因突变类型和分布特征，研究结果对遗传咨

询、产前诊断及预防 β-地中海贫血有参考价值。 

 
 

PU-1318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The Inhibitory Action 
on Human Myeloid Leukemia Cells K562 of Antimicrobial 

Peptide from the Embryonic Cells of the Musca domestica 

 
Jinhua Zhang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inhibi killing action of the antibacterial peptide from the embryonic 
cells of the Musca domestica on human myeloid leukemia cells K562 and normal human cells. 
Methods The embryonic cells of the Musca domestica were stimulated using 20mg/L LPS. The 
antibacterial peptide was extracted from supernatant fluid. The antibacterial peptide was 
prepared 80, 160, 320 and 640μg/mL four density groups by PBS. Meanwhile the human 
umbilical vein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were been normal control group. The cell cycle and the 
cell apoptosis ratio of  K562 cells were detected in five density groups of antibacterial peptide by 
flow cytometry. The effective inhibition ratio of homoharringtonine and the antibacterial peptide on 
K562 cells and human umbilical vein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was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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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Four density groups produced all rise of the G0/G1 of K562 cells and reduce of the cell 
multiplication index PI.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the apoptosis ratio of  the K562 
cells in various density groups had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The effective killing rate of the 
homoharringtonine group and  the antibacterial peptide group on the K562 cells had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ut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human umbilical vein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Conclusions Compared with the homoharringtonine medicine, the merit of the antibacterical 
peptide from the embryonic cells can kill the tumor cells effectively, but no damage the normal 
person cells. 
 
 

PU-1319 

维替泊芬对人类白血病 HL-60 细胞增殖 

和凋亡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陈敏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维替泊芬对人类白血病 HL-60 细胞的增殖和凋亡的影响及其机制。 

方法  cck-8 检测 HL-60 细胞的增殖活性。Hoechst33342 染色，用倒置荧光显微镜观察细胞凋亡形

态，流式细胞仪检测周期分布情况和凋亡细胞比例。Western blot 检测细胞中 YAP、 p-YAP、

AKT、p-AKT、p-S6、GSK3β、p-GSK3β、cyclinD1、Bcl-2、Bax、PARP 蛋白的表达。用

SPSS17.0 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及 t 检验。 

结果  HL-60 细胞经维替泊芬处理后，细胞活性收到显著抑制（p<0.05）；Hoechst33342 染色后

观察到维替泊芬处理组细胞核碎裂明显增多；流式细胞仪检测到 G0/G1 期细胞明显增多，细胞凋

亡比例明显增加（p<0.05）； p-YAP、p-GSK3β、p-AKT、p-S6、cyclinD1、Bcl-2 蛋白水平明显

下调，Bax、GSK3β 表达明显增加，裂解的 PARP 蛋白明显增加（p<0.05）。 

结论  维替泊芬抑制 HL-60 细胞的增殖，促进细胞凋亡。可能通过调节 AKT/MAPK 信号通路下游

的 GSK3β 分子的表达促进细胞凋亡，通过周期阻滞的方式抑制细胞增殖。 

 
 

PU-1320 

血小板相关参数对 ITP,AA,MDS 早期诊断的应用价值 

以及性别年龄与三者发病率的相关性探究 

 
刘天赐 1,陈建安 2 

1.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2.中山大学附属东华医院 

 

目的  探讨血小板相关参数检测结果对原发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异常增

生综合征三种血小板减少疾病的早期诊断价值，以及性别年龄两个因素与这三种血小板减少性疾病

的相关性探究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0 月～2018 年 3 月期间，中山大学附属东华医院住院患者中首次送骨髓片至

东华医院检验科细胞室并确诊为原发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异常增生综合

征这三种血小板减少疾病其中之一的病人检查结果作为研究原始数据。记录检查结果中血小板相关

参数，病人年龄，性别等信息。利用统计学软件 SPSS 22.0 对原始数据分组进行独立样本 T 检

验，分析血小板相关参数在这三种血小板减少性疾病中不同指标的特异性，以及年龄性别两因素与

三种血小板减少性疾病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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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研究所得结果显示原发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较健康对照组血小板相关参数中 PLT 降低，

MPV 升高且具有统计学意义。儿童和青少年多发且无性别差异，中青年以上女性发病率高于男

性；再生障碍性贫血较健康对照组血小板参数中 PDW 增高，并具有统计性差异；骨髓异常增生综

合征相比于健康对照组血小板参数中 PLT 降低，PDW 升高并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血小板相关参数对原发性血小板减少症，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三种血小板

减少性疾病的早期诊断具有显著性意义，可用于指导临床医生做出及时准确的诊断。原发性免疫性

血小板减少症发病情况与年龄性别具有相关性，当患者体内伴随血小板抗体存在时，外周血中血小

板数目显著降低，患者出现机体出血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临床诊断和治疗过程中需密切关注患者个

人信息，动态监测患者血小板相关参数，抗血小板抗体指标对原发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的有

效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PU-1321 

血清睾酮定量检测方法的建立-竞争免疫光激化学发光分析 

 
崔亚琼 

天津医科大学,300000 

 

目的  基于一种均相高通量免疫检测技术-光激化学发光分析（ light initiated chemiluminescent 

assay, LICA），采用竞争免疫分析模式建立血清睾酮定量检测方法。   

方法  将竞争抗原包被发光微球，生物素标记抗人睾酮单克隆抗体，血清原液（标准品），睾酮解

离剂及包被有链霉亲和素的感光微球构成完整的分析体系，并对该体系进行条件优化、性能评估和

相关性分析。 

结果  经过对竞争抗原的筛选，本实验选择 5-α-二氢睾酮（5-α-DHT）作为竞争抗原,并包被发光微

球。本实验建立的睾酮检测方法批内及批间精密度（变异系数）分别为 3.10% - 8.60%和 5.90%-

 14.50%；功能灵敏度为 13.3 ng/dl，检测范围为 13.3-1200.0ng/dl；添加试验回收率在 98.00%-

104.30%之间；胆红素，甘油三酯，血红蛋白干扰试验的干扰率均在 10%以内；结构类似物及其

他激素类间交叉反应率均在 15%以内；在临床 58 例血清标本睾酮检测中，该方法与

SIEMENS Centarur XP Analyzer 化学发光法具有良好的相关性（r2=0.980）。 

结论  本实验建立的 LICA-Testosterone 竞争法分析模式有良好的分析性能，此外，该方法检测试

剂易制备，链霉亲和素包被的感光微球可以作为检测程序中的通用液，使 LICA 易实现商业化和自

动化；无洗涤环节，全程检测只需 32min（17min+15min），整个操作环节省时、省力，简单易

行，故可满足临床诊断试剂的要求，提高临床诊断效率。 

 
 

PU-1322 

Refined Sample Solution Improves 
Immunochromatographic Fecal Occult Blood Test 

Sensitivity 

 
Sen Wang 

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 

 
Objective The immunochromatographic fecal occult blood test (iFOBT) is commonly used in the 
routine screening of digestive tract cancers, but its sensitivity is limited. 
Methods We tested different buffers and detergents in stool solutions on the sensitivity of this 
test and then used dot immunoblot to confirm the results. 1,122 clinical fecal samples were finally 
collected to evaluate the refined stool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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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different salts exerted minor effects and SDS negatively affected the test. However, 
1% Triton X-100 improved the sensitivity significantly, which was confirmed by the dot 
immunoblotting. With 1% Triton X-100 in the stool solution, the rate of positive iFOBT results in 
patients with digestive tract cancers increased from 40.4% to 49.4%. 
Conclusions 1% Triton X-100 improves the sensitivity of the iFOBT and thu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stool solution for this test as a routine screening of digestive tract cancers. 
 
 

PU-1323 

惠州地区 1588 例缺失型 α-地中海贫血基因检测分析 

 
刘瑞玉 

广东省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目的   调查广东省惠州市缺失型 a-地中海贫血的基因突变类型及其分布特征，为惠州市缺失型 a-地

中海贫血的遗传咨询及产前诊断提供参考数据。 

方法  以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在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就诊的 1588 例患者（门诊及住

院）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跨越断裂点 PCR 技术对常见的 3 种缺失型突变（‐‐SEA、‐α3.7、‐

α4.2）进行基因分析。 

结果  1588 名患者中共检出缺失型 a-地中海贫血 350 例，阳性率为 22.04％，其中静止型 40 例、

标准型 276 例、中间型 34 例，突变类型以东南亚缺失型（‐‐SEA）比例最高。 

结论   惠州市是 a-地中海贫血的高发区，应积极开展 a-地中海贫血的防治工作，防止重型儿出生，

提高人口素质。 

 
 

PU-1324 

活动期肺结核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mir-144 的表达水平及意义 

 
张立营,高鹏 

四川省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活动期肺结核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mir-144 表达水平及临床意义。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在我院就诊的 20 例活动期肺结核患者及 20 例健康体检者作

为研究对象，收集其静脉血，分别提取两组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总 RNA，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比较其外周血 mir-144 的表达水平情况，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 曲线）评估 mir-144 的诊断效能。同时采用 ELISA 法测定两组研究对

象血浆中的 IL-6、TNF-α、IFN-γ 的水平。进一步进行相关性分析评估外周血 mir-144 表达水平与

IL-6、TNF-α、IFN-γ 的相关性。 

结果  活动期肺结核患者外周血中 mir-144 表达水平相比较健康对照组高，且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活动期肺结核患者外周血中 IL-6、TNF-α、IFN-γ 的水平比较健康对照组要高，且差别有统计学意

义。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85，当最佳筛查阳性界值（cut-off 值）为 0.9550 时，敏感性和特异性

均为 85%。活动期肺结核外周血中 mir-144 的表达水平与其血浆中的 IL-6、TNF-α、IFN-γ 的水平

呈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905、-0.910、-0.892。 

结论  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mir-144 的表达水平可能作为活动期肺结核诊断的一个血清学指标，mir-

144 在结核杆菌感染后免疫反应中的作用可能与外周血 IL-6、TNF-α、IFN-γ 的表达水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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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25 

研究红细胞冷凝集对血细胞 

分析各项检测参数检测结果的影响及处理办法。 

 
高嫣妮,陈德东,陈燕 

福建省肿瘤医院,350000 

 

目的  研究红细胞冷凝集对血细胞分析各项检测参数检测结果的影响及处理办法。 

方法  选取本院 2017 年 12 月—2018 年 3 月冷凝集标本 83 例，用 SysmexXN-9000 全自动血细胞

分析仪检测 37℃水浴前、后的红细胞计数（RBC）、血细胞比容（Hct）、红细胞平均容积

（MCV）、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含量（MCH）、血红蛋白浓度（Hb）、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MCHC）、白细胞计数（WBC）、血小板计数（PLT）等参数，再进行结果比较。 

结果  RBC、HCT、MCV、MCH、MCHC 的结果水浴前后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Hb、WBC 和 PLT 水浴前后结果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冷凝集标本会引起血细胞分析过程中多项参数检测结果严重失真并出现直方图、散点图异常

及仪器报警提示。因此，在血细胞分析检测时应保证实验室温度，检验人员应加强质量控制，仔细

审核分析检验结果，及时发现冷凝集标本，立即进行 37℃水浴 30min 后，即刻上机检测。同时应

注意运送过程中的保温，对标本及检验试剂和用具作适当的加温处理，有助于解除标本凝集，从而

使血常规各参数的检测结果得到校正。 

 
 

PU-1326 

The utility of LTS-V800 detected of the fungus and 
trichomonas in Vaginal Discharge 

 
Shangyu Yang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fully automatic analyzer LTS-V800 detected of the fungus and 
trichomonas in vaginal discharge, estimate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for the fungus and 
trichomonas. 
Methods Using direct wet smear, gram stain and the fully automatic analyzer LTS-V800 to 
examine the fungus and trichomonas in 465 cases vaginal secretions,and compared of the 
results. 
Results The detection rate of the fungus by the gram stain, wet smear and LTS-V800 were 
15.27%,14.41% and 9.03% respectively,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am stain and wet 
smear(X2=0.136,P>0.05),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am stain and LTS-
V800(X2=8.472,P<0.05);the area under Curve of the ROC curve of fungus were 0.93 and 
0.66.The detection rate of the trichomonas by the wet smear, gram stain and LTS-V800 were 
1.72%,1.29% and 8.82% respectively,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et smear and gram 
stain(X2=0.29,P>0.05),there was enormou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et smear and 
LTS-V800(X2=23.46,P<0.05);the area under Curve of the ROC curve of the trichomonas were 
0.75 and 0.77.  
Conclusions The accuracy of the diagnosis by LTS-V800 was low ,to reduce misdiagnose and 
missed diagnosis, the fully automatic analyzer LTS-V800 cannot completely replace the 
microscopy to detect fungus and trichomonas in vaginal secre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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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27 

三阴性乳腺癌中 EZH2 及 DNMT1 的表达 

与抑癌基因甲基化的关系 

 
武萍萍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272000 

 

目的  分析 EZH2 及 DNMT1 的表达与抑癌基因 14-3-3sigma、RASSF1A、CDH1、P16、ERα 启

动子甲基化状态间的相关关系，进一步揭示影响抑癌基因甲基化的因素，为三阴性乳腺癌的诊断及

治疗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  免疫组织化学、甲基化特异性 PCR、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c2 检

验分析三阴性乳腺癌中 EZH2 及 DNMT1 的表达与抑癌基因甲基化状态之间的关系，P<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三阴性乳腺癌病例中 14-3-3sigma 、P16、ERα 三个基因的甲基化率在 EZH2 阳性表达组中

均高于阴性表达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14-3-3 sigma 基因甲基化率在 DNMT1 阳性

表达组中高于阴性表达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6） 

结论  三阴性乳腺癌中 EZH2 及 DNMT1 的表达均与 14-3-3sigma 基因甲基化相关; 其中 EZH2 的表

达还可与 P16、ERα 发生甲基化相关。EZH2 和 DNMT1 协同表达可能与三阴性乳腺癌中抑癌基因

甲基化的发生相关。 

 
 

PU-1328 

两种不同血栓弹力图仪检测临床标本的对比分析 

 
费中海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637000 

 

目的  评估分析相同条件下两种血栓弹力图仪器检测同一样本所得参数结果的一致性。 

方法  采集用 3.2%枸橼酸钠抗凝（109 mmol/L 枸橼酸钠，抗凝剂与全血比例为 1:9，美国 Becton 

Dickinson 公司生产）的临床血液标本 42 份，充分混匀后，分别用性能合格的 DRNX-I 型、TEG-

5000 型血栓弹力图仪在 2h 内进行检测。采用 TEG-5000 型仪及配套试剂耗材（简称 A ）、

DRNX-I 型仪+美国 Haemoscope 公司的试剂耗材（简称 B ）、DRNX-I 型仪及配套试剂耗材（简

称 C ）三种方式进行检测，并将所得参数（R、K、a-angle、MA）结果按 A 与 B（简称 1 组）、

B 与 C（简称 2 组）、C 与 A（简称 3 组）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R1、R2、R3、 MA 2、MA 3 值 p<0.05；说明 R、MA 一致性欠佳，K 、a-angle 结果一致性

较好。 

结论  血栓弹力图测定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排除干扰因素外，尽可能应用配套试剂的同时建立独立

的参考区间，特别对于 R、MA 两个项目非常有必要，从而为临床提供可信度更高的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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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29 

SC-120 全自动推片染色机在血细胞形态检查中的应用研 

 
李英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637000 

 

目的  分析 SC-120 全自动推片染色机在血涂片制备及血细胞染色中的效果，并对其在血细胞形态

检查中的应用进行评价。 

方法  选取正常体检者、贫血患者、白血病患者及儿科患者的血常规标本，用 SC-120 全自动推片

染色机和手工方法进行推片染色，由 2 名有细胞形态经验的检验人员进行血细胞形态检查，分析两

种方法对细胞形态识别的影响。 

结果  SC-120 全自动推片染色机的推片效果好，头体尾分明；红细胞、白细胞及血小板染色好，其

正常及异常形态均易识别，不同人员识别的准确性及一致性较高。 

结论  SC-120 全自动推片染色机在血涂片制备及血细胞染色的重复性和效果上优于传统的手工涂片

染色，减少了推片及染色操作对细胞形态的影响，特别是淋巴细胞和红细胞形态的检验准确性高于

传统手工方法，应作为常规推片染色方法用于临床实验室工作。 

 
 

PU-1330 

红细胞不规则抗体筛查及安全输血探究 

 
胡新凤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医院 

 

目的  探讨红细胞不规则抗体筛查及安全输血。 

方法  采用回顾性方法分析，选取我院自 2016 年 1 月-2018 年 1 月的 1328 例拟输血患者，患者或

家属理解并签署该研究制定的知情同意书，自愿参与本次研究，获得医学伦理会同意。男性 539

例，女性 789 例；年龄 0-78 岁，平均年龄（55.45±1.23）岁。采用盐水法、微柱凝胶法、抗球蛋

白法行红细胞不规则抗体检测，并对阳性标本进行抗体鉴定，分析抗体特异性指标：抗-E、抗-D、

抗-C、抗-M、抗-N，抗-e、抗-c，抗-Mur、抗-Len、抗-P1、抗-Fyb、自身抗体、蛋白凝集、药物

性抗体。 

结果  1328 例拟输血患者中，不规则抗体阳性 77 例，阳性率 5.80%。抗-E 在 Rh 血型系统中占据

29.87%，抗-D 为 2.6%，抗-C 与抗-e、抗-c 的比率均为 1.3%，以抗-E 为主。在其他抗体特异性

中，自身抗体占 20.78%。在 MNSs 血型系统中，抗-M 占 12.09%。77 例红细胞不规则抗体筛查

中产科占 29.87%，血液内科 27.27%，消化内科、感染科分别为 6.49%、5.19%。 

结论  通过对红细胞不规则抗体进行筛查，可提高输血安全性，降低溶血性输血的发生率，具有临

床推广应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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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31 

FIB-4、APRI 对“肝积”中医辨证分型的应用价值 

 
杨丽楠 

太原市第三人民医院太原市传染病院,030000 

 

目的  探讨 FIB-4、APRI 对“肝积”中医辨证分型的应用价值 

方法  332 例“肝积”患者，根据中医辨证，分为正虚邪恋 22 例，肝郁气滞 58 例，肝郁血瘀 109

例，肝郁脾虚 100 例，肝郁湿热 33 例。检测 AST、ALT、PLT，记录年龄，计算相应的 FIB-4 和

APRI，100 例健康者做对照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肝郁血瘀组、肝郁脾虚组、肝郁湿热组 FIB-4、APRI 均升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肝郁湿热组 FIB-4、APRI 明显高于其它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

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肝郁血瘀组、肝郁脾虚组、肝郁湿热组 FIB-4 与 APRI 均呈正相关

（P<0.001）。肝郁血瘀组，ROC 曲线确定 FIB-4，APRI 最佳截点值为 2.82，0.775，ROC 曲线

下面积（AUC）为 0.593、0.608，灵敏度为 57.8%、62.4%，特异度为 41.7%，40.1%；肝郁脾

虚组，ROC 曲线确定 FIB-4，APRI 最佳截点值为 3.925，1.035，ROC 曲线下面积（AUC）为

0.646、0.651，灵敏度为 57.0%、61.0%，特异度为 29.3%，32.1%；肝郁湿热组，ROC 曲线确

定 FIB-4，APRI 最佳截点值为 3.965,1.735，ROC 曲线下面积（AUC）为 0.774、0.807，灵敏度

为 84.8%、78.8%，特异度为 31.4%，24.5% 

结论  FIB-4、APRI 对肝郁血瘀、肝郁脾虚和肝郁湿热有临床意义，尤其对肝郁湿热组 

 
 

PU-1332 

结直肠癌患者的国际标准化比值 INR 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杨滇宇,孙祖俊,李冬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200000 

 

目的  探讨结直肠癌患者的国际标准化比值（INR）水平的变化及其在结直肠癌辅助诊断中的临床

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病例回顾性分析研究方法，选择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14 年 7 月至 2017 年 8 月经病

理组织学确认为结直肠癌患者 87 例，收集病人的病史资料和血浆 INR 数据。同时，收集同期 58

例诊断为结直肠良性息肉的患者的血浆 INR 数据作为对照。根据 AJCC-TNM 分期对结直肠癌患者

进行分期、浸润程度和有无转移分别分组。多组间计量资料用非参数 Kruskal-Wallis H 检验，两两

比较用 Mann-Whitney U 检验。INR 与临床参数间的相关性用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Logistic 回

归分析确定诊断结直肠癌转移的独立因素 

结果  结直肠癌组患者的 INR 水平显著高于结直肠良性息肉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直肠癌患者的 INR 水平随临床分期和浸润程度增高而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

转移（包括淋巴结转移和远处转移）的结直肠癌患者的 INR 水平显著高于无转移者，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INR 与 FIB、分期、是否转移有一定相关性（r=0342、0.389、0.347,P 均＜

0.01）。Logistic 回归分析确定 INR 是判断结直肠癌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 ROC ）分析表明， INR 诊断转移性结直肠癌的曲线下面积（ AUC ）为 0.700(95% 

CI=0.591~0.808) 

结论  INR 水平的变化对诊断结直肠癌和提示结直肠癌转移有一定的价值，可以作为临床肿瘤标志

物检测的一个有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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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33 

TAT 检测在胸痛病人中的应用探究 

 
吴楠楠,侯敏 

天津胸科医院 

 

目的  探讨凝血酶抗凝血酶复合物（TAT）的检测在胸痛患者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天津市胸科医院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2 月就诊的胸痛患者的外周静脉血样本共 43 例

作为实验组和同时期入院的健康体检者的外周静脉血样本共 50 例作为对照组，离心后分离出血

浆，将样本编号并放入 Sysmex HISCL-800 仪器中，应用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浆中的血栓四项

（TAT、PIC、TM 和 tPAI·C）的浓度，利用 SPSS 软件分析数据，重点分析 TAT 的检测对胸痛患

者的早期诊断有无意义 

结果  针对 TAT 这一实验室指标进行单一样本 t 检验分析的结果为 P=0.000，P＜0.05 即说明胸痛

患者与健康受试者的血浆 TAT 浓度有显著性差异并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TAT 在胸痛患者和健康受试者中存在显著性差异，可作为心脏疾病发作的早期检测指标 

 
 

PU-1334 

红细胞分布宽度与冠状动脉病变相关性的初步研究 

 
玛依努尔,陈克平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210000 

 

目的   探析红细胞分布宽度变异系数（RDW-CV）和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标准差（RDW-SD）与冠

状动脉病变程度相关性，辅助患者的诊断与治疗 

方法  检索 2017 年 8 月至 2017 年 10 月间在本单位接受冠脉造影检查的患者共 258 例，收集其冠

脉造影结果、肝功能、肾功能、病毒八项等临床基本资料，以及血细胞分析等检测指标。根据冠脉

造影结果，计算 CAD 患者 Gensini 积分\狭窄程度与动脉病变支数，借助 t 检验等统计学方法处理

数据。 

结果  CAD 与非 CAD 患者 RDW-CV 和 RDW-SD 水平 P 值均大于 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冠状

动脉狭窄程度（最大值）与 RDW-CV 和 RDW-SD 无统计学意义。3. CAD 患者冠状动脉狭窄程度

>25%时，病变支数（单支病变，多支病变）与 RDW-CV 存在相关性; CAD 患者冠状动脉造影

Gensini 积分与 RDW-CV 水平存在相关性。 

结论  RDW-CV 水平与冠脉病变支数及 Gensini 积分相关。 

 
 

PU-1335 

500 例小儿腹泻粪便标本检验结果分析 

 
刘莹 

甘肃省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为探讨小儿腹泻的发病原因，机理，从而给临床提供有力的诊断治疗依据，本人对来我院就

诊的 500 例腹泻患儿粪便标本进行常规，隐血，轮状病毒三项检测结果进行了回顾性分析. 

方法  1.1 资料：500 例患儿均三岁以下，1 岁以下患儿 122 例，1-2 岁 184 例，5 岁以下患儿 124

例。春季 138 例，夏季 146 例，冬季 92 例. 

1.2 实验材料 粪便潜血诊断试纸条，生理盐水，轮状病毒检测试剂盒 

1.3 试验方法：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和试剂盒说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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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1 常规检测中，稀水样便或者蛋花样便，镜下没有白细胞少见，脂肪球少量的 233 例，糊

状或者粘液便，镜下有数量不等白细胞和红细胞者 196 例，脓血便镜下有脓细胞和大量红细胞者

71 例。 

2.2 隐血实验阳性 84 例，弱阳性 76 例，阴性 340 例 

2.3 轮状病毒检测 

2.3.1 按年龄段 1 岁以下，阳性 102 例，1-2 岁阳性 82 例，3-5 岁阳性 58 例。 

2.3.2 按季节，春季 72 例，夏季 48 例，秋季 48 例，冬季 74 例。春冬季高发期。 

2.3.3 按粪便性状 500 例粪便标本中，阳性率 242 例，稀水样便阳性的 154 例，糊状便阳性 39

例，脓血便阳性率 7 例，蛋花样便 42 例。 

结论  小儿腹泻常见的原因是消化不良，还有一个现在比较多见的是婴幼儿过敏，也会造成孩子的

腹泻这种腹泻在一岁以下孩子比较多见。此外还有是肠道感染，比如细菌感染夏季多见、病毒感染

造成的腹泻在冬季是高发期。孩子腹部受凉，由于孩子的脾胃功能还不成熟，处于生长发育的过程

当中，所以腹部受凉有的时候也会引起孩子的一过性腹泻。 

 
 

PU-1336 

人血清 exosomal CEA 检测在结直肠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权文强,李冬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200000 

 

目的  分离鉴定人血清中的 exosome，探讨将 exosomal CEA 作为结直肠癌诊断指标的可能性 

方法  选择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普外科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2 月经病理组织确诊结直肠癌

患者 64 例；同期选择良性结直肠疾病患者 20 例及体检科 40 名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离心收集血

清，采用 ExoQuick 试剂盒从血清中提取 exosome，分别用透射电镜、Western blot 对其进行形态

学和分子表型鉴定，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检测血清 CEA 及血清 exosomal CEA 浓

度。采用 t 检验分析比较各组样本血清 CEA 及血清 exosomal CEA 浓度的差异，并通过分析受试

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判断血清 CEA 与血清 exosomal CEA 浓度在肠癌诊断中的敏感度和特异

度 

结果  ELISA 法检测证实人血清外泌体中存在 CEA，直肠癌患者 exosomal CEA 浓度明显高于良性

结直肠疾病患者以及健康对照组（分别 t=3.885, t=6.023,均 P＜0.01）；血清 CEA 正常的结直肠

癌患者 exosomal CEA 浓度为明显高于良性患者和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别 t=4.196, 

t=7.205,均 P＜0.01）；良性患者与健康对照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711, P=0.09）。而

ELISA 法检测 CEA 结果正常的结直肠癌患者血清中 CEA 浓度与良性结直肠疾病患者血清中 CEA

浓度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32, P=0.19）；与健康对照组血清中 CEA 浓度的差异也无统计学意

义（t=1.772, P=0.08）。血清 exosomal CEA 浓度对结直肠癌诊断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5

（95%CI=0.906-0.985）时，灵敏度为 82%、特异度分别为 97.5%；优于血清 CEA 浓度对结直肠

癌的诊断效能 

结论  人血清中可以有效分离得到 exosome，且 exosome 中有 CEA 蛋白表达。 分离并检测血清

exosomal CEA 浓度对结直肠癌的诊断具有良好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有可能成为早期结直肠癌诊断

的更好的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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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37 

Homer1 在胃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明心亮,涂建成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430000 

 

目的  应用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分析研究 Homer1 在胃癌中的基因突变，基因共表

达、差异表达等分析，以其在临床诊断和预后的意义，提高实验研究的可靠性。 

方法  从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收集胃癌数据集，应用 cBioPortal、UALCAN 对 homer1

与胃癌等相关数据进行基因突变、基因共表达、表达量的差异、生存期等分析，探究两者之间的相

关性。 

结果  应用 cBioPortal 分析胃癌数据集，在 478 个胃癌样本中有 58 个样本 Homer1，Homer2 存在

突变，约占 12% ，以二倍体突变为主；进行基因共表达研究发现 HSPA4、NLN、UTP15、GMPS

等基因 mRNA 与 Homer1 表达呈现一定程度的正相关。 同时应用 UALCAN 分析胃癌 TCGA 数据

集发现，Homer1（p<0.001）的 mRNA 水平显着上调，随着胃癌分期发展，上调也越明显，与胃

癌的发生和发展显著相关（P<0.05）；最后我们采用 Kaplan—Meier 法对 392 个样本数据进行生

存预后分析，经过 logrank 检验后发现 P=0.035，结果显示，在胃癌中，Homer1 低表达组和高表

达组的总体生存率存在差异，Homer1 低表达组的总体生存率要好于 Homer1 高表达组。 

结论  数据表明，Homer1 可以作为诊断胃癌发生发展潜在的生物标志物及个体化治疗靶点。 

 
 

PU-1338 

血清铁蛋白和 CRP 与妊娠期糖尿病的相关性研究* 

 
张向晖,程盼盼,靳超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272000 

 

目的  探讨血清铁蛋白（SF）、C 反应蛋白（CRP）与妊娠期糖尿病（GDM）的关系。 

方法  选择 86 例妊娠期糖尿病孕妇（GDM 组），同时选取 120 例糖耐量正常的孕妇（NGT 组）为

对照组，测定 SF、CRP 水平。 

结果   GDM 组血清铁蛋白、CRP 高于正常对照组。 

结论   SF、CRP 与 GDM 的发病有关。 

 
 

PU-1339 

Novel compound heterogeneous SPG11 mutations in a 
Chinese patient with hereditary spastic paraplegia 

 
Juping Du,Shuaishuai Chen,Bo Shen,Yuanlin Zhou 

Taizhou Hospital of Zhejiang Province， Taizhou Enze Medical Center(Group) 

 
Objective Mutations in SPG11 is the major cause of the autosomal recessive hereditary spastic 
paraplegias (AR-HSP) with thin corpus callosum (TCC) and presents with progressive spastic, 
limb amyotrophy and mental retardation. 
Methods Clinical-exome sequencing of HSP-related 37 genes (only the coding region and splice 
site boundaries) was conducted in a 25-year-old male patient with complex HSP symptoms. 
Results In this study, we report a novel compound heterogeneous SPG11 mutation 
(c.5989_5992delCTGT/ p.Leu1997MetfsX60 and c.7152-14_7152-5delGTTTCTTTAT) in the 
proband with gout as initial symptom, then progressively with a spastic gait, weakness of 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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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emities and dysarthria. Abnormal TCC and small bilateral caudate nucleus was detected on 
brain MRI. The newly found mutation (c.7152-14_7152-5delGTTTCTTTAT) is located in the 
acceptor splice site in intron 39 that might truncate the spatacsin protein. 
Conclusions In summary, we report a novel compound heterozygous mutation in SPG11 from a 
Chinese patient with hereditary spastic paraplegia and provide support the usefulness of genetic 
testing in the diagnosis of HSP. 
 
 

PU-1340 

尿沉渣分析仪与尿相差显微镜检查在鉴别血尿来源中的价值 

 
唐玉凤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100000 

 

目的  比较 UF-1000i 尿沉渣分析仪与尿相差显微镜检查 2 种方法在鉴别血尿来源中的价值，进一步

提高对肾性血尿的检出率，替代部分患者的肾活检。 

方法  收集 2017 年 8 月-2018 年 3 月同时送检尿液分析和尿相差显微镜检查的血尿标本 239 例，

用相差显微镜检测尿沉渣的异形红细胞比率、用 UF-1000i 流式尿沉渣分析仪检测尿红细胞前向散

射光分布宽度（RBC-Fsc-DW) 及尿 70％红细胞前向散射光强度(RBC-P70Fsc)等指标，将血尿按

其来源分为肾性、非肾性和混合性 3 种，以临床最终诊断为标准，对 UF-1000i 流式细胞法和相差

显微镜镜检法的临床符合率、灵敏度、特异度、阴性预测值、阳性预测值进行比较。 

结果  以临床诊断为标准，UF-1000i 尿沉渣分析仪鉴别肾性血尿的准确度、灵敏度、特异度、阴性

预测值、阳性预测值分别为 76.6%、75.4%、77.1%、88.5%、57.1%；相差显微镜检查法鉴别肾

性血尿的准确度、灵敏度、特异度、阴性预测值、阳性预测值分别为 80.8%、72.5%、84.1%、

88.3%、64.9%；两种方法与临床诊断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UF-1000i 尿沉渣分析仪筛查尿中红细胞形态的灵敏度较高，速度快，可以作为判断血尿来源

的初筛试验，但红细胞信息易受结晶、酵母菌等物质干扰。相差显微镜检查法与之比较，对尿红细

胞形态的识别特异度更高，对鉴别血尿来源更加客观准确，2 种方法联合应用，是鉴别血尿来源最

有效的手段。 

UF-1000i 尿沉渣分析仪筛查尿中红细胞形态的灵敏度较高，速度快，可以作为判断血尿来源的初

筛试验，但红细胞信息易受结晶、酵母菌等物质干扰。相差显微镜检查法与之比较，对尿红细胞形

态的识别特异度更高，对鉴别血尿来源更加客观准确，2 种方法联合应用，是鉴别血尿来源最有效

的手段。 

 
 

PU-1341 

血清高尔基体糖蛋白-73 

与常见肿瘤标记物在肺癌中诊断价值中的研究 

 
张健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272000 

 

目的  探讨血清高尔基体糖蛋白-73（Gp73）与肿瘤标记物 和 在肺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 择 104 例癌 患 者 50 例肺良性病变患者和 40 例健康体检者为研究对象分别测定组，检测

Gp73 高尔基体糖蛋白与研究对象的血清肿瘤标记物水平。 

结果   Gp73 、CYFRA21-1、NSE、CEA、CA125 水平进行分析 ,  肺癌患者血清 Gp73、

CYFRA21-1、NSE、CEA 及 CA125 水平明显高于肺良性疾病组及和健康对照组。(P<0.05 ) ，而

良性组和常规组比较无差异(P>0.05 ) Gp73 高尔基体糖蛋白在肺癌患者明显升高,比目前常规进行

进行肿瘤标记物要好,Gp73 在肺癌中与其他肿瘤标准物相比敏感性高，在腺癌中最高，对其进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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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有利于肺癌的早期诊断。并且 5 种同时检测临床中应用血清肿瘤标记物联合动态检测在肺癌诊断

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能够提高诊断率。 

结论  Gp73 作为一项新的检测项目在肺癌中有意义。与其他肿瘤标准物相比在腺癌敏感性高。临

床中应用多种血清肿瘤标记物联合动态检测在肺癌诊断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PU-1342 

肝细胞癌中高表达 LncRNA 及其生物学功能概述 

 
李硕,涂建成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430000 

 

目的  肝细胞癌（HCC）是最普遍的原发性肝脏疾病，已成为癌症死亡的第五大原因。HCC 患者早

期阶段几乎没有症状，一旦被诊断出来肝癌，癌症进展太快，无法治愈。因此，很有必要综合方

法，以确定和验证新型肿瘤标志物，并找到更有效的方法和策略来改善 HCC 的诊断、治疗和预

后。 

方法  HULC 是第一个被发现在 HCC 中特异性上调的 ncRNA。在临床 HCC 组织中，HCC 和肝结

直肠癌转移样本在与正常组相比，高度上调且 HULC 的表达与 Edmondson 组织学分级或乙型肝炎

病毒蛋白质阳性状态呈正相关。HCC 患者血浆样本也有相同的检测结论。 

结果  H19 位于 11 号染色体上与 IGF2 相邻的大型保守区域，胎儿肝脏中高度表达，但在正常成人

肝脏中表达微弱。成体组织再生和肿瘤发生过程中被激活并高度表达，而且在肿瘤发生发展中发挥

重要作用。在 HCC 中，H19 的高表达和细胞的增殖，侵袭，转移相关，并可降低化疗的耐药性。 

UCA1（LncRNA-urothelial carcinoma associated-1）在物种间高度保守，广泛表达于人类癌症

中。研究发现 HCC 组织与邻近的非肿瘤组织相比，UCA1 表达显提高。而且，UCA1 的过表达与

临床参数有关。在 HCC 的血清中，UCA1 也显著高于那些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或健康志愿者。HBx

上调 UCA1 表达，并且 UCA1 的过度表达通过靶向调控 miR-203、miR-216b 和 CDKI p27 促进细

胞增殖，EMT，侵袭并抑制细胞凋亡。 

HOTAIR 从 12 号染色体上的 HOXC 基因座转录而来。在 HCC 临床样本中，与癌旁组织相比较，

发现其高度表达，并且与肝移植（LT），淋巴节点转移以及缩短无复发存活期有关。HOTAIR 相关

报告提出其促进细胞增殖，侵袭，自噬并可以减少 HCC 细胞对凋亡刺激物 TNF-α 化疗药物顺铂和

多柔比星的反应。 

结论  高表达 ncRNA 给肝细胞癌的无创诊断甚至治疗提供新的标志物或新的研究靶点，为 HCC 的

检测和预后以及转移提供新的标志物的研究。有待我们不断总结，不断研究，希望通过总结，提升

研究专度和深度。 

 
 

PU-1343 

基于 MRM 技术的不同分化阶段巨噬细胞磷脂组学的的定量分析 

 
张翠萍 1,王益 2 

1.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30021 

2.复旦大学 

 

目的  巨噬细胞的脂质代谢在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反应中扮演重要角色.大量研究表明巨噬细胞脂

质代谢不仅在病毒和细菌的免疫应答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且与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肿瘤以及其

他免疫代谢疾病的发生发展有关.巨噬细胞在不同环境下可进行分化,不同分化方向的巨噬细胞具有

特异的代谢方式并且影响其功能的发挥.巨噬细胞在细菌细胞壁成分脂多糖(LPS)刺激后可向 M1 型

细胞分化,主要发挥抵抗细菌感染的作用.另一方面,巨噬细胞在细胞因子 IL-4 及 IL-13 刺激下向 M2

型细胞分化,起到组织修复,抵抗寄生虫及抗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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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我们将人单核细胞 THP-1 分别用佛波酯(PMA)，LPS，IL-4 及 IL-13 刺激，使其分化成未分

化巨噬细胞(M0),M1 及 M2 细胞.类似地,小鼠巨噬细胞系 RAW264.7 在 LPS 及 IL-4 刺激下分化成

M1 及 M2 细胞.我们应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qRT-PCR)分别检测了 M0,M1 和 M2 的特异性表面标

志物以验证刺激诱导是否成功.其次,我们对不同分化阶段巨噬细胞进行脂质抽提,并应用质谱多反应

监测(MRM)技术进行细胞脂质的定量分析. 

结果  应用 MRM 技术,我们检测巨噬细胞磷脂组成,包括:磷脂酰丝氨酸(PS), 磷脂酰胆碱(PC), 磷脂

酰乙醇胺(PE), 磷脂酰肌醇(PI), 磷脂酰甘油(PG),以及小部分鞘脂.各种脂质的组成在 M1 及 M2 细胞

中没有明显差异.溶血磷脂酰胆碱(lysoPC)被分为是一种活性脂质,并在炎症中升高.在我们的研究中

发现,lysoPC16:0 在 M1 型巨噬细胞中显著升高.PE 是细胞膜结构的主要成分之一,也是多种脂质合

成的前体物质.我们发现 PE(34:1)在 M2 细胞中明显上升,相比与 M0 和 M1 细胞.此外,鞘脂的含量在

不同分化阶段的巨噬细胞有所不同.一磷酸鞘胺醇(S1P)及一磷酸神经酰胺(C1P)分别在 M1 和 M2 细

胞中升高. 

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巨噬细胞不同的分化阶段及极化方向,其脂质组不同.这些差异的脂质

或许影响着巨噬细胞的分化及功能的发挥. 

 
 

PU-1344 

CD55/CD59 和 FLAER 检测对 PNH 的诊断意义 

 
施绍瑞,彭燕梅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644000 

 

目的  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细胞膜表面上的 CD55、CD59 的缺失率，以及检测外周血粒细胞

和单核细胞的嗜水气单胞菌毒素变异体(fluorescent aerolysin，FLAER)，并探讨其在阵发性睡眠性

血红蛋白尿 PNH 中的表达水平的高低及诊断的临床价值。 

方法  采集我院住院病人共 54 例，从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7 月期间的，其中 4 例阵发性睡眠性

血红蛋白尿患者，及 45 例其他血液性疾病组患者及 5 例再生障碍性贫血（aplasticanemia）患

者，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膜上的 CD55/CD59 和 FLAER 的表达水平，并对实验检出的结果进

行综合对比分析。 

结果  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患者红细胞和粒细胞膜上的 CD55/CD59 缺失率为(31.6±17.38，

34.48±23.50. 24.7±7.01. 27.7±10.5); 粒细胞和单核细胞 FLAER 表达率为 (76.15±31.58 ，

80.87±31.26)；PNH 患者粒细胞，单核细胞 FLAER 表达率明显高于红细胞和粒细胞 CD55/CD59

缺失率(P <0．05)；并且与 AA 和其他血液性疾病组相比较，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患者外周血

红细胞和粒细胞的 CD55/CD59 及 FLAER 阴性表达率明显增高(P <0．05)。 

结论  采用流式细胞术的方法进行 CD55/CD59 和 FLAER 的检测分析，对于 PNH 的临床诊断，嗜

水气单胞菌毒素变异体 FLAER 检测方法的敏感性更高，同时检测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的微小

克隆也更加敏感 ，并且对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的诊断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PU-1345 

建立炎症标志物的列线图模型用于预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在行根治性切除术后的预后价值的研究 
 

颜海希,陈帅帅, 蔡林灵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浙江省台州医院 

 

目的  探讨建立炎症标志物的列线图模型用于预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在行根治性切除术后的预后价

值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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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期间在浙江省台州医院行非小细胞肺癌根治术治疗的

817 例年龄≥18 岁以上患者的临床资料，记录患者的年龄，性别，原发肿瘤病理类型等临床资料，

通过 X-Tile 确定炎症标志物的最佳临界值，并采用 Cox 生存分析，对可能影响患者预后的临床因

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最后建立炎症标志物的列线图模型预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术后的总体

生存率（OS）和无病生存率（DFS）并通过两种不同的方法验证列线图模型的预测能力 

结果  用 X tile 软件找到 LMR、NLR、PLR、PDW 和 RDW 的最佳 cutoff 值，得出 LMR 的临界值

为 3.6，NLR 的临界值为 3.6；PLR 的临界值为 132.6；PDW 的临界值为 11.5；RDW 的临界值为

13.1。在 817 名患者中，确诊 562 例（68.8%）非小细胞肺癌的病理类型为腺癌或腺鳞癌，238 例

（29.1％）为鳞癌，17 例（2.1%）为大细胞癌或肉瘤。其中共有 307 例术后复发，510 例未复

发，存活率为 80.7%，而术后 311 例（38.1％）接受了辅助放化疗，506 例（61.9%）未接受辅助

放化疗。多因素 Cox 回归模型来研究临床病理参数。我们的结果显示较高的 NLR（HR = 1.576

（1.019-2.437），P =0.041）和 RDW（HP=1.555（1.117-2.165），P=0.009）与 OS 减少相

关。同时，年龄），T 分期，N 期，神经侵犯被认为是 NSCLC 患者 OS 的独立因素。对于 DFS 而

言，性别，T 分期，N 分期，切缘，是 NSCLC 患者的独立预后因素。根据 OS 和 DFS 的所有显著

独立因素，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 COX 回归模型建立了两个列线图模型，计算得到 OS 和 DFS 预测

c 指数分别为 0.73（95％CI：0.692-0.768）和 0.655（95％CI：0.623-0.687） 

结论  术前外周血炎性生物标志物 NLR 和 RDW 是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OS 的独立危险因素，而且高

数值往往提示预后不良。基于 OS 和 DFS 的 nomogram 模型可作为评估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预后的

实用模型 

 
 

PU-1346 

500 例小儿腹泻粪便标本检验结果分析 

 
刘莹 1,常霞 1,2 

1.甘肃省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 

2.甘肃省白银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为探讨小儿腹泻的发病原因，机理，从而给临床提供有力的诊断治疗依据，本人对来我院就

诊的 500 例腹泻患儿粪便标本进行常规，隐血，轮状病毒三项检测结果进行了回顾性分析，得出结

论 

方法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500 例患儿均三岁以下，1 岁以下患儿 122 例，1-2 岁 184 例，5 岁以下患儿 124 例。春

季 138 例，夏季 146 例，冬季 92 例. 

1.2 实验材料 

 粪便潜血诊断试纸条，生理盐水，轮状病毒检测试剂盒 

1.3 试验方法：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和试剂盒说明操作。 

结果  2.1 常规检测中，稀水样便或者蛋花样便，镜下没有白细胞少见，脂肪球少量的 233 例，糊

状或者粘液便，镜下有数量不等白细胞和红细胞者 196 例，脓血便镜下有脓细胞和大量红细胞者

71 例。 

2.2 隐血实验阳性 84 例，弱阳性 76 例，阴性 340 例 

2.3 轮状病毒检测 

2.3.1 按年龄段 1 岁以下，阳性 102 例，1-2 岁阳性 82 例，3-5 岁阳性 58 例。 

2.3.2 按季节，春季 72 例，夏季 48 例，秋季 48 例，冬季 74 例。春冬季高发期。 

2.3.3 按粪便性状 500 例粪便标本中，阳性率 242 例，稀水样便阳性的 154 例，糊状便阳性 39

例，脓血便阳性率 7 例，蛋花样便 42 例。 

结论  小儿腹泻常见的原因是消化不良，还有一个现在比较多见的是婴幼儿过敏，也会造成孩子的

腹泻这种腹泻在一岁以下孩子比较多见。此外还有是肠道感染，比如细菌感染夏季多见、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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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腹泻在冬季是高发期。孩子腹部受凉，由于孩子的脾胃功能还不成熟，处于生长发育的过程

当中，所以腹部受凉有的时候也会引起孩子的一过性腹泻。 

 
 

PU-1347 

结直肠癌患者外周血红细胞分布宽度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杨滇宇,李冬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200000 

 

目的  探讨结直肠癌患者外周血红细胞分布宽度水平的变化及其在结直肠癌患者辅助诊断中的临床

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病例回顾性分析研究方法，选择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14 年 7 月至 2017 年 6 月经病

理组织学确认为结直肠癌患者 85 例，收集病人的病史资料和全血红细胞分布宽度（red bloo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 RDW）数据。同时，收集同期 54 例诊断为结直肠良性息肉的患者的全血 RDW

数据作为对照。根据 AJCC-TNM 分期标准对结直肠癌患者按分期、浸润程度和有无转移进行分

组。组间两两比较用 Mann-Whitney U 检验。RDW 与临床参数间的相关性用 Spearman 相关性分

析。利用 ROC 曲线评价各标志物对转移性结直肠癌的诊断效能 

结果  结直肠癌组患者的 RDW 水平显著高于结直肠良性息肉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结直肠癌患者的 RDW 水平随临床分期和浸润程度增高而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有淋巴结转移的结直肠癌患者的 RDW 水平显著高于无淋巴结转移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有远处转移的结直肠癌患者的 RDW 水平显著高于无远处转移者，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RDW 与分期、是否转移有一定相关性（r = 0.421、0.384, P 均<0.001）；受试者

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表明，RDW 诊断转移性结直肠癌的曲线下面积（AUC）为 0.721

（95%CI = 0.612～0.831） 

结论  RDW 水平的变化对结直肠癌及其有无转移的诊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作为临床肿瘤标

志物检测的一个有效补充。 

 
 

PU-1348 

济宁地区自然妊娠与辅助生殖术后妊娠胚胎停育患者 

绒毛细胞染色体比较分析 

 
陈新科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272000 

 

目的  对济宁地区自然妊娠与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术后妊娠胚胎停

育患者绒毛细胞染色体进行研究，分析自然妊娠与 ART(辅助生殖技术）术后妊娠绒毛细胞染色体

异常率，并通过二者之间的比较，从遗传学角度来验证 ART 手术是否具有安全性。 

方法  通过搜集患者绒毛组织，按照常规方法制备染色体涂片，通过 G 显带法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

并应用 SPSS13.0 软件统计分析，比较两组之间绒毛细胞染色体异常率的差异。 

结果  共分析 258 例标本，异常核型检出率为 56.20%（145/258），其中自然流产组绒毛细胞正常

核型为 63 例，异常核型为 73 例，异常率为 53.67%（73/136）;ART 组正常核型为 50 例，异常核

型为 72 例，异常率为 59.01%（72/122）。两组绒毛细胞染色体异常率卡方检验 P>0.05。 

结论  早期胚胎停育与胚胎染色体异常密切相关，自然妊娠与 ART（辅助生殖技术）术后妊娠绒毛

细胞染色体异常率没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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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49 

迈瑞 CAL8000 血液分析流水线与血涂片联合应用 

 
姚丽,李恭鹏,张恒丽,程珊,刘文文,李朋 

汶上县人民医院,272000 

 

目的  探讨迈瑞 CAL8000 血液分析流水线与血涂片染色镜检在基层医院血常规检验中联合应用的

价值。 

方法  通过临床资料分析、评价我科制定的复检方案的可行性和可靠性，从而证实血细胞分析仪与

血涂片染色镜检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   

结果   通过对临床资料分析，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我科迈瑞 CAL8000 血液分析流水线复检标准，形

成一套完整复检方案，提高本科室血细胞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结论   血细胞分析仪的复检标准有重要临床意义，能有效的避免血液系统疾病的漏检，特别是白血

病，提高工作效率，为临床诊治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PU-1350 

外周血涂片发现马尔尼菲青霉篮状菌病 1 例报告 

 
柏媚,顾怡,周景艺,张灏旻,刘强,沈薇,李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200120 

 

目的  报道 1 例由外周血涂片检查发现的马尔尼菲篮状菌病，以提高外周血涂片镜检人员对该菌的

认识。 

方法  对本院 1 例肝移植术后儿童马尔尼菲篮状菌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资料，诊断和治疗进行分

析。 

结果  本病患者为肝移植术后儿童，在术后肝功能异常，血小板减少入院随访，主要的临床表现为

寒战、发热、咳嗽、贫血、肝脾淋巴结肿大，怀疑移植术后排异反应，即使用大量激素冲击，但治

疗无效，于不久后死亡。实验室人员在血常规外周血涂片中查见真菌，后真菌培养、肝脏穿刺和真

菌基因组测序确诊为马尔尼篮状菌病。 

结论  马尔尼菲篮状菌常感染 HIV 患者，儿童感染少见，常被误诊和漏诊，临床上需注意识别特征

性的临床表现和鉴别诊断，对常规抗感染治疗欠佳或无效者及早进行真菌培养，早期诊断和治疗是

提高抢救成功的关键。 

 
 

PU-1351 

Diagnostic value of sperm DNA fragmentation for 
predicting outcome of assisted reproduction treatment: A 

Meta-analysis study 

 
Cuihua Fan 

The second hospital of xiamen 

 
Objective To examine whether sperm DNA fragmentation has the predictive value for ART 
outcomes of IVF/ICSI. 
Methods An exhaustive electronic literature search was conducted on PubMed, Embase and 
CNKI databases from database inception to June 2015. The basis of quality assessment for 
studies of diagnostic accuracy (QUADAS) criteria was used to assess quality of the studies. This 
bivariate meta-analysis was performed in a random-effects model using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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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SROC) curves,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and 
95%CIs as effect measures. Heterogeneity was measured using the Cochran’sQ test. Publication 
bias and subgroup analysis were also conducted through Stata 12.0 software. 
Results A total of 6 studies comprising 13 individuals were eligible to analysis outcomes of 
assisted reproduction treatment (ART). The bivariate random effects meta-analysis showed that 
an AUC value was 0.6844 (sensitivity 0.53[95% CI 0.49 to 0.57]; specificity 0.58 [95% CI 0.54 to 
0.61]) for sperm DNA fragmentation assay in predicting ART outcomes after IVF/ICSI. 
Notably, the subgroup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ICSI treatment of sperm DNA 
fragmentation assay (AUC 0.6974; sensitivity 0.67; specificity 0.63) seemed to obtain higher 
accuracy than IVF treatment (AUC 0.6589; sensitivity 0.35; specificity 0.52) in predicting 
ART outcome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among studies for subgroup analysis.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ssays detecting sperm DNA fragmentation confers a modest prognostic 
value for predicting outcome in infertile couples undergoing IVF/ICSI treatments. The data also 
suggest that sperm DNA fragmentation should be recommended to those suffering from recurrent 
failure to achieve pregnancy. Selection of sperm without DNA damage for ART may improve the 
clinical outcomes of IVF/ICSI.  
 
 

PU-1352 

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在多发性骨髓瘤、骨髓转移癌、 

反应性浆细胞增多症中诊断和鉴别诊断的临床价值 

 
石洪琼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呈贡医院） 

 

目的  通过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明确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MM）骨髓转移癌(Bone 

marrow metastasis tumor，BMMT)、反应性浆细胞增多症(Reactive plasmacytosis,RP )鉴别诊

断； 

方法  回顾分析 2016-2018 年，本院已确诊的 86 例 MM、16 例 BMMT 及 25 例 RP 骨髓细胞形态

学特点和实验室相关检验指标，归纳总结三种疾病的病变细胞在骨髓中的异同点； 

结果  骨髓涂片中 MM 骨髓瘤细胞核异形性明显，胞浆易见伪足、可散在或成簇分布，但胞浆不易

融合成团，成熟红细胞多呈缗钱状排列；BMMT 的转移癌细胞胞体大，核仁大，浆深染，核染色质

排列紊乱、胞核或胞浆易发生融合,易成团分布在髓片边缘或尾部；RP 多以形态正常的成熟浆细胞

增多为主，浆细胞比例多不超过有核细胞的 20%,多呈散在分布，浆细胞形态规整，胞核异形性不

明显，成熟红细胞缗钱状排列不明显。三者细胞经过仔细观察基本上可加以区别。实验室相关检查

指标中,多发性骨髓瘤球蛋白患者伴有球蛋白，尿酸升高，免疫球蛋白升高，血、尿轻链升高，M

蛋白阳性。 骨髓转移癌碱性磷酸酶及肿瘤标记物中的 CEA、AFP 多出现结果明显升高。骨髓转移

癌、反应性浆细胞增多症球蛋白多为正常或降低。 

结论  多发性骨髓瘤(MM)是浆细胞系统的恶性肿瘤,常见于中老年人,其临床表现复杂多样, 在骨髓涂

片中浆细胞数量及形态特征呈现多样化，骨髓形态学检验是其诊断的金标准，并具有费用低，检验

周期短等优点。因此，加强对骨髓瘤细胞、转移癌细胞、正常浆细胞的形态学识别能力 ，抓住主

要特征,通过骨髓细胞形态检查并结合实验室相关指标综合分析,将 MM BMMT、RP 加以鉴别，提

高多发性骨髓的检出率和确诊率，减少漏诊或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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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53 

抗凝血因子Ⅹa 活性检测在血液透析抗凝治疗中的应用 

 
欧晴晴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272000 

 

目的  探索长期血液透析患者安全有效的抗Ⅹa（anti-Ⅹa）活性范围，为临床血液透析使用低分子

量肝素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选择使用低分子量肝素的透析患者 60 例，检测透析前后的 anti-Ⅹa、PT、APTT、BUN，并

根据 anti-Ⅹa 活性分为 A 组（0<anti-Ⅹa≤0.3 IU/mL）和 B 组（0.3<anti-Ⅹa≤0.5 IU/mL）；检测透

析后血红蛋白（Hb）；计算透析治疗效率标准（KT/V）值；统计因血压控制不良而提前下机者资

料。 

结果  透析前后 PT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 APTT、anti-Ⅹa 活性透析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B 组在 KT/V、Hb 与 PT 达标率上均优于 A 组，且 B 组提前下机人数少于 A 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间 APTT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 组因血压控制不良

而不能耐受需提前下机人明显多于 B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 组基础疾病为非高血

压的患者（73.3%）明显高于基础疾病为高血压的患者（ 2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长期血液透析患者 anti-Ⅹa 活性维持在（0.3~0.5 IU/mL）的范围安全有效，透析中使用低分

子量肝素的患者可以通过检测 anti-Ⅹa 达到个体化抗凝治疗，PT、APTT 不能指导临床用药。 

 
 

PU-1354 

小鼠精原干细胞的分离、长期培养及诱导分化的研究 

 
范翠花 

厦门市第二医院,361000 

 

目的  建立一种简便有效的体外分离、扩增小鼠精原干细胞（mouse spermatogonial stem cell，

mSSC）mSSC 的方法，为 mSSC 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方法  取 6～8 日龄雄性幼鼠的睾丸组织，机械分离和两步酶消化法获得细胞悬液，使用改良的培养

基进行共培养，待其形成克隆后通过碱性磷酸酶染色、RT-PCR 和间接免疫细胞化学法对其进行初

步鉴定，用维甲酸（retinoic acid, RA）对获得的 mSSC 进行体外诱导，流式细胞技术对诱导后的

细胞进行鉴定。 

结果   本研究所建立的共培养法 2 天后即可观察到明显 mSSC 克隆形成。碱性磷酸酶染色阳性，

RT-PCR 和间接免疫细胞化学法鉴定表明获得的 mSSC 表达相应的分子标志。维甲酸诱导后可观

察到精子样细胞形成，流式细胞技术分析表明诱导后单倍体生殖细胞比例明显升高。  

结论  本研究所建立的 mSSC 分离、培养方法，操作简便、克隆形成率高，为后续精子发生机制的

研究以及其它物种 SSC 的分离、培养提供了很好的技术参考。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834 

 

PU-1355 

阴道分泌物不同检测方法 

在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诊断中的探讨 

 
董一红,王丽芳,张梦,车冬丽,王雪,高萱,王迎辰,李格,刘勍,李佩,谭延国,张岩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100000 

 

目的  评价湿片镜检、革兰染色镜检、阴道炎五联检、阴道炎三联检和核酸杂交法五种不同检测方

法在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实验室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就诊于妇科门诊，具有不同程度的阴道分泌物异常、异味、阴道瘙痒等临床症状的患者

共 211 例，收集其阴道分泌物标本，分别进行湿片镜检、革兰染色镜检、阴道炎五联检、阴道炎三

联检、核酸杂交法检测和真菌培养，以真菌培养法为金标准，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0 统计软

件，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湿片镜检、革兰染色镜检、阴道炎五联检、阴道炎三联检及核酸杂交法五种方法的敏感度分

别为 43.48%、58.70%、63.04%、34.78%和 71.74%；特异度分别为 98.79%、98.18%、

79.39%、96.36%和 98.79；阳性似然比分别为 35.93、32.25、3.06、9.55 和 59.29；诊断符合率

分别为 86.73%、89.57%、75.83%、82.94%和 92.89%；Kappa 值分别为 0.521、0.650、

0.374、0.384 和 0.772。其中核酸杂交法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似然比、诊断符合率及与金标准

的一致性最优。阴道炎五联检与阴道炎三联检与金标准的一致性较差。五种检测方法对 VVC 诊断

价值的比较，AUC 值分别为 0.711、0.784、0.712、0.656 和 0.853，相比较核酸杂交法 AUC 值最

大，三联检 AUC 值最小。革兰染色法、核酸杂交法与真菌培养法联合检测 VVC 的阳性率为 

24.17%。 

结论  核酸杂交法对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的诊断价值最高，其他四种方法各有利弊。实验室应根

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检测方法，有条件的实验室可以选用几种方法联合检测以提高检出率,

为临床医生的诊断提供准确的实验室依据。 

 
 

PU-1356 

南京市育龄妇女地中海贫血基因的产前筛查与分析 

 
蔡丽琼,李艳,赵承承,石国友,司徒秋晨,万文茜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医院,210000 

 

目的  收集 2017.12.1-2017.12.31 期间 279 名南京市江宁医院妇产科产检孕妇的 EDTA-K2抗凝全

血，对其进行地中海贫血（简称地贫）疾病初筛，初筛阳性样本进行基因检测分析，以此获得南京

市育龄妇女地贫基因携带率及分型信息。 

方法  对 279 份 EDTA-K2抗凝全血进行血分析检测，用 MCV<75fl、MCH<27pg 的标准进行初筛，

获得 23 名初筛阳性的样本。阳性样本提取全血细胞基因组 DNA 并进行 PCR 扩增，然后采用

GAP-PCR 与反向点杂交技术检测中国常见的 α 地贫基因和 β 地贫基因突变或缺失的位点，其中缺

失型 α 地贫基因位点包括--SEA/αα、-α3.7/α、-α4.2/α3 种；非缺失型 α 地贫基因位点包括-αQSα、-

αCSα、-αWSα3 种；β 地贫基因突变位点包括 41-42M、-28M、654M、71-72M、17M、43M、14-

15M、-29M、β-EM、IVSI-1M、27-28M 等 17 种。检测结果显示为地贫基因携带的孕妇，通知其

配偶前来同样进行地贫基因检测。若其配偶地贫基因检测为阴性或与该孕妇携带不同的突变或缺失

位点，则建议其继续妊娠；若其配偶与该孕妇具有相同的携带基因，则建议其至上级医院做进一步

羊水穿刺或其他检查确定胎儿的基因型，胎儿若为重型地贫基因纯合子，则建议其中止妊娠。 

结果  一共检测出 9 名地贫基因携带者，其中--SEA/αα2 名， -α3.7/α3 名， 41-42M 3 名， 17M 1

名。目前测得南京市孕妇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率约为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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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地贫基因检测实验可以用于婚前体检，产前诊断，临床贫血性疾病的确证等。这是南京市首

次在育龄妇女中进行地贫基因的筛查，对了解和掌握地区育龄妇女地贫基因的携带率和分型，避免

重症地贫患儿的出生，提高区域产前基因诊断的技术水平，有一定的意义。 

 
 

PU-1357 

Technical Validation of a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Assay for Detecting Clinically Relevant Levels of Breast 

Cancer-related SNVs and CNVs Utilizing Simulated cfDNA 

 
Xin Yang 

Yantai Yuhuangding Hospital 

 
Objective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is commonly used in a clinical setting for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testing of genetic mutations to select optimal targeted therapies.  
Methods Here, we describe the development of a custom NGS assay for detecting single-
nucleotide variants (SNVs) and copy-number variations (CNVs) in a panel of 51 genes related to 
breast cancer. We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a validation strategy in accordance with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developed by the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Standardization of Clinical Testing 
workgroup using artificial, cell-free DNA (cfDNA) with mutant fragments prepared in a simple, 
rapid, and cost-effective manner. 
Results For SNV detection, our test had 96.30% sensitivity at mutant allele frequency (MAF) 
≥0.5% with high specificity (99.9997%) and accuracy (99.9996%). For CNV detection, the 
approach had 95.83% sensitivity for copy numbers at 1.25× (25.6% extra copies) with high 
specificity (99.77%) and accuracy (99.76%). In addition, our NGS-based assay demonstrated 
high intra- and inter-run reproducibility, high consistency compared to digital PCR, and a low 
cross-contamination rate. 
Conclusions An overall assessment using cfDNA and plasma cfDNA samples demonstrated our 
custom NGS assay yields a reliable and robust detection sensitivity with an MAF as low as 0.5% 
for SNVs and copy number of 1.25× for CNVs. 
 
 

PU-1358 

IL-17 在原发性肝癌诊断中的价值研究 

 
范厚臻,杨耀飞 

临沂市中医医院,276000 

 

目的  探讨 IL-17 在原发性肝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诊断价值 

方法  对我院 2014 年 4 月－2015 年 12 月份的 24 例原发性肝癌患者、12 例肝良性肿瘤患者，采

集手术病理组织样本，通过 ELISA 检测患者血清 IL-17 血清水平，通过染色组化观察组织标本中

IL-17＋细胞分布 

结 果   1 ） 血 清 IL-17 表 达 水 平 肝 癌 患 者 （ 7.10±0.18ng/L ） 显 著 高 于 良 性 肿 瘤 组

（3.46±0.17ng/L），2）肝癌组织（210-1632 个） IL-17＋细胞分布多于癌旁组织（67-1202

个），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结论  肝癌患者血清和病理组织中 IL-17 呈高水平表达，可作为临床肝癌诊断及治疗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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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59 

PCSK9 与妊娠糖尿病发病的相关性及临床意义 

 
潘扬,王云,宋红蕾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215000 

 

目的  妊娠糖尿病（GDM）是指孕妇在妊娠期间首次发现或发生的糖代谢异常，是妊娠期常见的并

发症之一。GDM 的并发症有很多，可对孕妇自身和子代造成严重危害。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溶菌素

/kexin9 型（PCSK9）作为一种新型的循环蛋白，因其参与脂代谢的调节，PCSK9 抑制剂作为一类

新型的降脂药物近年来也备受国际关注。本文主要探讨 PCSK9 与妊娠糖尿病发病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来院产检孕妇的血清标本，选择 12-16 孕周的孕妇，记录其年龄、身高、体重、生化指

标（包括 TC、TG、ALT、AST、GGT、FPG）、血压（收缩压和舒张压），待其到 24-28 孕周产

检时，根据 75g 口服葡萄糖耐量的结果判断其是否发展为妊娠糖尿病并记录此时孕妇的体重指数，

根据诊断将受试者分为正常糖耐量（NGR）和妊娠糖尿病（GDM）两组；应用 ELISA 技术检测收

集的 12-16 孕周孕妇的血清 PCSK9 的水平。 

结果   （1）GDM 组孕早期血清 PCSK9 水平明显高于 NGR 组（P<0.01）；（2）年龄

（ r=0.18,P=0.012 ） 、 BMI （ r=0.19,P=0.011 ） 、 TC （ r=0.28,P=0.0001 ） 、 TG

（r=0.28,P=0.0001）、GGT（r=0.16,P=0.024）与 PCSK9 存在相关性，且 TC、TG 与 PCSK9

独立相关；（3）PCSK9 独立于年龄、胎次、BMI、TC、TG、ALT、GGT 和 FPG 与 GDM 的发生

相关；（4）妊娠早期 PCSK9 水平预测妊娠糖尿病的 ROC 曲线，曲线下面积（AUC）为 0.655，

PCSK9 的 Cutoff point 为 95.66ng/ml，灵敏度为 48.9%，特异性为 76.6%。 

结论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的 PCSK9 水平在孕早期就较正常糖代谢孕妇显著升高；孕早期的 PCSK9

水平与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病独立相关。 

 
 

PU-1360 

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 

在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欧阳善聪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常规测定外周血中的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NLR）

等临床指标，结合评估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的 Gensini 评分，探讨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在

冠心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CHD）合并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DM）患者中的应用价

值，期望给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的诊疗提供新的理论基础。 

方法  选取已经行冠状动脉血管造影术（Coronary angiography，CAG）检查的对象 263 例，分为

三组：对照组 78 例；单纯冠心病组 103 例；冠心病合并糖尿病组 82 例。 

结果  冠心病合并糖尿病组空腹血糖(FPG）及 HbA1c值均高于对照组及单纯冠心病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 <0.05 )。对照组与单纯冠心病组两组间 FPG、HbA1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 

单纯冠心病组、冠心病合并糖尿病组外周血 NLR 值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冠心病合并糖尿病组外周血 NLR 值和 Gensini 积分均高于单纯冠心病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单纯冠心病组(r=0.436,P<0.05)、冠心病合并糖尿病组(r=0.609，P<0.05)外周血

NLR 值和 Gensini 积分均呈正相关。冠心病合并糖尿病组外周血 NLR 与 HbA1c 呈正相关

(r=0.610,P<0.05)。 

结论  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的外周血 NLR 值与单纯冠心病组和对照组比较显著升高，且 NLR 值

升高与 HbA1c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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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的外周血 NLR 值与其冠脉狭窄程度和范围密切相关。外周血 NLR 可能

是预测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冠脉狭窄程度和范围的有效标志物。 

 
 

PU-1361 

Increased circulating microparticles in women with 
preeclampsia 

 
Yuncong Zhang1,Cheng Zhao1,Yuan Wei1,Shuo Yang1,Chanjuan Cui2,Jing Yang1,Jie Zhang1,Rui Qiao1 

1.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2.Cancer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Objective Preeclampsia (PE) is associated with hypercoagulability, endothelial dysfunction and 
inflammation, which generate microparticles (MPs).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establish a well-
verified measurement procedure to quantify MPs and their subpopulations through flow cytometry 
and detected the levels of total circulating MPs and their subpopulations in pregnant women with 
PE. 
Methods We established a verified MP measurement procedure to detect MPs.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into sodium citrate anticoagulant tubes and processed within 2 hours. Through 
serial centrifugations, platelet poor plasma (PPP) was ready for analysis. We labelled PPP by 
FITC Annexin V, PE-Cy7 CD41a, PE CD31 and Pacific-blue CD15. MPs were defined as vesicles 
that were less than 1 μm in diameter and Annexin V positive, platelet-derived microparticles 
(PMPs) were defined as Annexin V+/CD41a+ MPs, endothelial cell-derived microparticles (EMPs) 
defined as Annexin V+/CD31+/CD41a- MPs and  leukocyte-derived microparticles (LMPs) 
defined as Annexin V+/CD15+ MPs. TruCount tubes were used to quantify MPs. This method 
had been verified with prepared different origins of MPs. Then 127 subjects were enrolled: 73 
women with preeclampsia, 29 healthy pregnant women, and 25 healthy non-pregnant subjects. 
The levels of MP and subpopulations were evaluated by the approach above. 
Results PMPs, EMPs and LMPs were confirmed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were 
analysed by our established flow cytofluorimetric approach, which showed good specificity for 
determining the cell origin and level of MPs. The levels of total MPs (tMPs) and PMPs in the 
healthy pregna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nonpregnant group (158.78 vs 
93.00 and 45.04 vs 17.41, P = .004 and P = .007, respectively) but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PE group. However, EMPs and LM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PE group 
than in the healthy pregnant group (14.62 vs 11.48 and 8.94 vs 5.03, P = .015 and P < .001,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the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s (AUC) for 
EMPs, LMPs and the combined sum of EMPs and LMPs were 0.661, 0.746 and 0.718, 
respectively (P < . 05); at their optimal cut-off values, the sensitivities were 50.68%, 87.67% and 
46.58%, respectively, and the specificities were 80.77%, 58.33% and 95.65%,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Determining the MP level, especially that of EMPs and LMPs, by a specificity-
verified method may reflect the endothelial dysfunction and inflammation involved in PE 
patho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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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62 

缺铁性贫血对中期妊娠心电图影响的研究 

 
朱喜丹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646000 

 

目的  利用心电图(electrocardiogram, ECG)检测比较缺铁性贫血中期妊娠孕妇和正常中期妊娠孕妇

的心肌功能，以期研究缺铁性贫血对中期妊娠心肌功能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 110 名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2 月来我院就诊的中期妊娠孕妇，对

照组为 55 名孕周为 13 到 27 周的正常中期妊娠孕妇；研究组为 55 名孕周为 13 到 27 周的贫血中

期妊娠孕妇，两组年龄范围均为 24 到 30 岁。应用 SYSMEX XE-2100 全自动五分类血液分析仪和

西门子 AdviaXP 分析仪检测两组的血液学参数和生化指标，心电图检测评估二组孕妇的心肌功

能，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在实验组中 QRS 波时间明显减低（P<0.05），QT 间期（QTC）明显增高（P<0.05），Ⅱ

导联、Ⅲ导联、AVF 导联和 V2-V4 导联出现 T 波异常低平和负性 T 波，其频率明显增高

（P<0.05），且在实验组中 92%患者均出现心动过速和 ECG 异常；血红蛋白（hemoglobin, Hb）

浓度、血清铁蛋白与出现心动过速、ECG 异常频率呈负相关关系。 

结论  缺铁性贫血可导致中期妊娠 ECG 各种改变，提示怀孕期间贫血和容量负荷过重是导致心肌

肥厚的危险因素。  
 
 

PU-1363 

活性氧物质调节因子 1 和癌胚抗原 

在恶性胸腔积液中的诊断价值研究 

 
朱喜丹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646000 

 

目的  探讨活性氧物质调节因子 1（Reactive oxygen species modulator 1, Romo1）和癌胚抗原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对恶性胸腔积液（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 MPE）的诊断

价值。 

方法  收集 48 例 MPE 和 26 例良性胸腔积液（Benign pleural effusion, BPE）标本，应用 ELISA

法测定 Romo1 和 CEA 在胸腔积液中的表达量，根据测得数据绘制受试者工作曲线（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曲线）及联合诊断 ROC 曲线，计算相应曲线下面积

（Area under curve, AUC）、诊断界值、敏感度、特异度。 

结果  Romo1 诊断 MPE 的 AUC 为 0.795，相应敏感度、特异度为 60.4%、88.5%；CEA 的 AUC

为 0.851，相应敏感度、特异度为 64.6%、93.6%；二者联合诊断的 AUC 为 0.916，敏感度、特异

度为 72.9%、96.2%；P 值均<0.001。 

结论  Romo1 和 CEA 均可作为 MPE 的诊断指标，二者联合应用具有更高的敏感度、特异度，有望

在临床中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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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64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ircRNA and its research 
progress in lung cancer 

 
钟琼慧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ircRNA and 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in lung cancer,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the potential role of circRNA in lung cancer 
research. 

方法  Browse the related articles on reading and circRNA and lung cancer on the Pubmed full-

text data retrieval platform, sort them out and summarize them. 

结果  The circRNA can be used as a miRNA sponge to inhibit the miRNA targeting activity, and 

has biological functions such as regulating gene transcription and regulating gene splicing. The 
circRNA related literature shows that circRNA can not only be used as a diagnostic target for lung 
cancer, its prognostic orientation can be used as an observation point in the treatment process, 
and it provides a new idea in the field of molecular biolo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ung cancer. 

结论   circRNA has many biological functions and can regulate lung cancer drive 

genes and immunotherapeutic targets.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study of lung cancer development and immunotherapy.  
 
 

PU-1365 

全自动采血管理系统在临床检验分析前质量控制中的应用 

 
王燕红,黄莎莎,孙玉侠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比较传统采血和智能采血在临床检验标本采集过程中的工作效率，工作人员的错误发生率，

患者满意度。 

方法  收集我院 2015 年 3 月和 2016 年 2 月我院检验科，门诊患者静脉血采集数量和高峰期门诊患

者静脉血采集数量。2017 年 3 月和 2018 年 2 月门诊患者静脉血采集数量和高峰期门诊患者静脉血

采集数量。抽血时间为早 7 点-12 点半，高峰时段为 7 点-10 点。用统计软件比较其高峰期静脉血

采血人数、管数，总的静脉血采集人数、管数，两种方法的错用试管数、错误发生率，患者满意

度。 

结果  两种采血流程高峰期血液采集能力比较,使用全自动智能采血管理系统后，高峰期采血率由

53.1%变为 78.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全自动采血管理系统的应用不仅提高了科室的工作效率，而且有利于优化就医流程，减少医

患纠纷，把医院管理推向科学化，人性化，规范化的方向，值得大力推广。 

 
 

PU-1366 

不稳定性心绞痛合并高血压及糖尿病患者 TEG 的临床应用 

 
陈洁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6000 

 

目的  分析不稳定性心绞痛合并高血压及糖尿病患者的血栓弹力图检测结果，探讨其在疾病中的临

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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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自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经 PCI 手术的不稳定性

心绞痛患者 90 例，按照是否有高血压及 2 型糖尿病并发症，分成高血压组（n=42）、高血压合并

糖尿病组（n=24）以及非高血压非糖尿病组（对照组）（n=24），并统计患者的一些基线数据信

息和 TEG 检测指标，分析三组患者之间的各项指标检测结果的差异性。 

结果  实验数据表明，（1）不稳定性心绞痛患者及合并不同并发症的患者，其年龄、性别、白细胞

数、红细胞数、血红蛋白、血小板数以及甘油三酯等指标经统计学处理，P 值均>0.05，无相关

性，说明不稳定性心绞痛患者及有并发症患者间基线数据资料无差异性；（2） 有高血压及 2 型糖

尿病并发症的患者，经 PIC 治疗后，其血栓弹力图检测结果的 R 值、K 值较低，α 值和 MA 值较

高，与对照组相比，P 值均小于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血栓弹力图检测对判断不稳定性心绞

痛患者单独合并高血压或同时合并高血压及糖尿病的疾病轻重程度有指导意义；（3）有并发症的

二组之间血栓弹力图的 R 值、K 值、α 角、MA 值检测结果经统计学分析，P 值均>0.05，说明有一

种并发症和二种并发症之间，血栓弹力图检测结果无差异性。 

结论  不稳定性心绞痛合并高血压及糖尿病患者，经过 PIC 治疗后的存在易发生凝血及术后血栓的

危险因素。建议临床监测血栓弹力图指标，及早干预治疗，合理使用药物，制定抗栓治疗方案。 

 
 

PU-1367 

XN-9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体液检测能力评估和应用实践 

 
刘冬梅,沈怡敏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15000 

 

目的  对 Sysmex XN-9000 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的体液标本检测能力进行评估，探索其应用于常

规体液细胞学检验并替代手工显微镜计数和分类的可能性。 

方法  分别对 sysmex XN-9000 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进行本底、精密度、携带污染率的评估，并

收集实验室常规检测的新鲜体液标本 115 例（含脑脊液、胸水等），手工镜检分类体液中多个核白

细胞（PMN）、单个核白细胞（MN）的百分比、并记录巨噬细胞、间皮细胞或肿瘤细胞等；同时

将体液标本在 Sysmex XN-9000 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的体液模式下进行检测对比和统计分析。 

结果  Sysmex XN-9000 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体液模式本底测试白细胞计数（WBC-BF）和红细

胞计数（RBC-BF）结果均为 0；检测高中低值体液标本的精密度分别为 2.3%、5.6%、11.4%；

WBC-BF 和 RBC-BF 的携带污染率分别为 0.56%和 0.26%；仪器计数 WBC-BF、RBC-BF、

PMN%、MN%结果与手工计数法结果采用 Passing-Bablok 回归分析均具有良好的相关性，回归方

程分别为：y=1.0211x+0.1469、y=0.9406x-0.0005、y=0.9639x+2.3267、及 y=0.9674x+1.1832，

相关系数 r 分别为 0.9667、0.9975、0.9877、0.9875；进行配对样本的 t 检验分析，各参数在两种

方法间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 XN-9000 体液模式具有精密度高和准确度高的特点，且不受体液标本

类型的影响，本底噪声等非特异性干扰少，下一个低浓度体液标本结果受上一个高浓度体液标本的

影响小，可以作为临床实验室体液细胞学检查的常规方法，尤其是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在检测细

胞数量极少（<0.15×109/L）的体液标本时，与手工计数法相比更加准确和高效，不过在肿瘤细胞

等异常细胞存在时最好能辅以人工显微镜检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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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68 

Methylenetetrahydrofolate reductase C677T polymorphism 
and the risk of unexplained recurrent pregnancy loss: A 

meta-analysis 

 
Zhi Geng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Jining No.1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Purpose C677T polymorphism of the methylenetetrahydrofolate reductase (MTHFR)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RSA). However, results were 
conflicting. The present meta-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derive a precise estimate of the 
relationship. 
Methods We searched the PubMed, Embase, and Web of Science data- bases for case-
control studies related to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C677T polymorphism and the risk of RSA. 
We estimated the summary odds ratio (OR) with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to assess the 
association. 
Results The case–control studies including 3334 cases and 6442 controls were identified. The 
results showed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homozygous TT genotype and RSA risk (OR = 

1.37, 95% CI: 1.19–1.58, p＜0.001), in Asia (OR = 1.61, 95% CI: 1.25–2.07, p＜0.001). Under 

additive model (T vs. C) (OR =1.16, 95%CI =1.08–1.25, p＜0.001), in Asia (OR = 1.28, 95% CI: 

1.12–1.46, p＜0.001). We did not find an association in Europe subgroup. 

Conclusions The meta-analysis suggests an association between MTHFR C677T genotype and 
increased risk of RPL. 
 
 

PU-1369 

霍奇金淋巴瘤相关噬血细胞综合征一例临床分析 

 
冯潜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21000 

 

目的  霍奇金淋巴瘤相关噬血细胞综合征一例临床分析 

方法  患儿，男，11 岁，主因“确诊噬血细胞综合征半年余，发现左侧背部脓肿半月”入院。查体：

神清，精神反应可，全身皮肤未见皮疹、出血点，左侧腋窝可触及一约鸡蛋大小淋巴结，无周围皮

肤无红肿，触之轻微压痛，活动一般，左侧背部可见 1 枚脓肿，约 2.5cm*2.5cm 大小，皮温稍

高，伴疼痛，咽无充血，扁桃体无肿大，呼吸平稳，双肺听诊呼吸音粗，未及明显干湿性啰音，心

率约 90 次/分，律齐，心音有力，心前区未及明显杂音，腹平软，肝脾肋下未及，四肢活动自如，

肌张力正常，无水肿，病理征阴性。 

结果  入院后行血常规、心肝肾功能等检查未见明显异常，刺细胞学检查提示恶性肿瘤细胞可能性

大。请儿外科会诊后转入儿外科于 2018-02-27 在全麻下行左腋窝淋巴结活检+背部肿块切除术，术

后病理回报：本例“背部”与“腋窝淋巴结”两处病变，镜下见弥漫浸润的不典型增生的淋巴细胞，散

在分布异型大细胞，浸润周围脂肪组织，“腋窝淋巴结”局部呈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图像，考虑 1.间

变性大细胞淋巴瘤；2.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免疫组化结果在两处病变并不完全一致，结合 HE 图

像及免疫组化提示，综合考虑，倾向为 ALK 阳性的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患儿家长带病理涂片至

江苏省人民医院病理科会诊后考虑为霍奇金淋巴瘤，予长春地辛、表柔比星、环磷酰胺等化疗。 

结论  HPS 临床表现复杂多样，易与其他疾病症状混淆重合，需对本病提高认识，早期诊断，早期

治疗，以提高生存率。HLH 的诊断标准也在不时地做出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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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70 

Circulating Fibrinogen to pre-Albumin ratio is a promising 
biomarker for diagno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Fan Sun1,Yu-Ao Tan2,Qiu-Fang Gao1,Shu-Qi Li1,Jing Zhang1,Hou-Qun Ying1,Xiao-zhong Wang1 

1.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2.Nanchang University 

 

Objective Colorectal cancer (CRC)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cancer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of CRC in China is increasing in recent years. 
Inflammation and nutrition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initiation and progress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CRC). Accordingly, some novel biomarkers which reflected the 
systemic inflammation and nutritional status were increasingly investigated in the 
prediction of cancer progression and prognosis, such as 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NLR), platelet to lymphocyte ratio (PLR) and the modified Glasgow prognostic 
score (mGPS). However, there was few study to report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these 

inflammation-based biomarkers.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the FAR (FAR=100*Fibrinogen/Albumin) and FPR (FPR=Fibrinogen/pre-
Albumin) in CRC. 
Methods The minimum sample size of the cases and controls were calculated using 
PASS version 11.0.10. A total of 455 CRC patients newly diagnosed at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between Jan 2011 and Dec 2014 was 
enrolled in our study. In addition, 455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polyp were included as 
benign controls, and sex and age matched healthy individuals were enrolled as 
healthy controls. 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NLR), FPR and FAR were 
calculated in 455 newly diagnosed CRC patients, 455 healthy individuals and 455 
benign controls with colorectal polyp.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biomarker for CRC was 
evaluated b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The differences in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were analyzed by using MedCalc version 15.0. Further, 
FPR in conjunction with other markers were analyzed in distinguishing CRC from 
benign diseas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adopted to evaluate the risk factors 
for telling CRC apart from benign disease. 
Results NLR, FAR and FPR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CRC patients compared with 
the benign or healthy controls (p<0.05). ROC analysis showed that FAR owned the 
highest diagnostic efficacy in discriminating cases from healthy controls, and the 
AUC (0.741) was close to that of FPR (0.738). In the cases and benign controls,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FPR was better than FAR, NLR, CEA and CA199 (p<0.05), 
indicating FPR was the best one among these markers to distinguish CRC from 
benign diseas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FPR,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 and 
carbohydrate antigen 19-9 (CA199) had the optimal efficiency in separating CRC 
from benign disease (AUC=0.845, Sensitivity=67.9%, Specificity=85.3%,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83.5%,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70.9%). In addition, FPR was 
markedly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iation of benign disease and CRC in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R=5.532, 95%CI=3.715-8.238, p<0.05). 
Conclusions FPR could be a useful CRC diagnostic biomarker, and the combination 
of FPR, CEA and CA199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in 
discriminating CRC from benign colorectal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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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71 

Th1/Th2 亚群检测的意义及在疾病中的应用 

 
周宇捷 

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山西省中医院,030000 

 

目的  通过阅读文献了解机体 Th1/Th2 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及相应的免疫学功能，以便为临床提供

新方法对疾病的进展及预后进行判断。 

方法  阅读文献，分析文献内容及相关实验。 

结果  Th1/Th2 检测主要是通过检测患者外周血中细胞因子反映两群细胞的变化情况。Th1 细胞主

要分泌 IL-2、IFN-γ 和 TNF-α/β 等，其功能为参与调节细胞免疫、辅助细胞毒性 T 细胞分化、参与

迟发型超敏反应等，主要针对外源性病原体，并在肿瘤的免疫防御中发挥重要作用；Th2 细胞主要

分泌 IL-4、IL-6 和 IL-10,其主要功能为刺激 B 细胞增殖并产生抗体，与体液免疫相关，并参与免疫

抑制、免疫耐受和速发型超敏反应的形成。每种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既作为自身生长因子又可相互

影响。 

结论     Th1/Th2 亚群是 CD4+T 细胞的两个重要亚群，是衡量机体免疫功能的重要指标。机体在正

常情况下，Th1/Th2 亚群处于动态平衡状态，当机体发生肿瘤、血液病等病理状态下，受到异己抗

原攻击导致机体免疫功能平衡发生变化时，Th1 和 Th2 细胞亚群比例发生变化，即所谓的 Th1/Th2

偏移。一般认为 Th 细胞的分化主要受局部环境中细胞因子的影响以及细胞内关键转录因子的调

控。Th 细胞在不同的细胞因子和转录因子的微环境下也可分化为不同的 Th 亚群。临床上可通过检

测 Th1/Th2 亚群观察疾病发展及治疗状态。目前，Th1/Th2 亚群是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PU-1372 

循环 miRNA-192-5p 在多发性骨髓瘤中的临床价值研究 

 
吴洪坤,纪伟,刘畅,周琳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200000 

 

目的  探讨循环 miRNA-192-5p 在多发性骨髓瘤中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份-2016 年 5 月在上海长征医院初次诊断为 MM 的患者和正常对照组各 20

名。应用荧光定量 PCR（qPCR）技术检测 miR192-5p 在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外周血清中的表达情

况。利用 MM 细胞株 LP-1 作为细胞模型，选用健康人骨髓中的 CD138+浆细胞作为正常对照，利

用 qPCR 技术检测 miR192-5p 的表达情况。检测 MM 患者的临床常规指标，进行统计。 

结果  较健康对照者相比，miRNA-192-5p 在 MM 患者外周血清中的表达量显著降低。与 CD138+

正常浆细胞相比，miR-192-5p 在 MM 细胞株 LP-1 中的表达水平较低，与 MM 患者血清中的表达

结果相一致。进一步发现，miRNA-192-5p 在临床初发和复发患者血清中 miRNA-192-5p 表达水平

无显著差异，但其明显低于健康对照者；完全缓解患者血清中的 miRNA-192-5p 表达水平与健康对

照者无显著差异；在 β2-MG 升高的患者组中血清 miRNA-192-5p 的表达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0.66±0.08 VS 0.72±0.12, p=0.03），在血红蛋白和白蛋白正常的 MM 患者血清中 miRNA-192-

5p 表达水平为 0.72±0.05 和 0.75±0.09，显著高于血红蛋白和白蛋白低下的 MM 患者（分别为

0.67±0.08 和 0.64±0.09，P 分别为 0.029 和 0.01）。miRNA-192-5p 在患者血清中的表达量与血

清中 IgG、IgA 以及 κ 和 λ 含量呈负相关（分别为 r=-0.458，P=0.016、r=-0.626，P=0.017、r=-

0.417，P=0.022、r=-0.448，P=0.022）；并且在 t（4；14）和 13q14 突变的两组患者血清中

miRNA-192-5p 表达水平也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 0.6±0.07 vs 0.72±0.11、0.65±0.1 vs 

0.73±0.19，p 分别为 0.01 和 0.02）。 

结论  这些结果表明 miRNA-192-5p 在多发性骨髓瘤的诊断中有一定的辅助诊断价值，在 MM 的疾

病进展监测中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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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73 

AVE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的临床应用价值分析 

 
沈怡敏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15000 

 

目的  本文主要通过比较 AVE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和手工检测法的检测结果的一致性评估粪便自动化

分析仪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采集本院在 2016 年 3 月-4 月的 369 例住院患者粪便检验标本，使用 AVE562 全自动粪便分

析仪进行检测，同时使用人工法进行检测。以人工镜检作为检测的金标准，评价 AVE562 全自动粪

便分析仪在粪便常规检测中的灵敏度、特异度以及与人工检测结果的一致性。 

结果  对于理学指标检测，对颜色 AVE562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检测的灵敏度为 98.13%，特异度为

99.25%，对性状灵敏度为 98.0%，特异度为 99.12%。其次，试纸条与全自动粪便仪器检测隐血

（OB）一致率可达到 98.85%（kappa=0.778）。通过自动粪便分析仪检查红细胞、白细胞、虫

卵、脂肪球、真菌的灵敏度分别为 99.91%、99.73%、99.31%、99.76%、99.56%；特异度分别

为 1.000、99.53%、99.67%、99.33%、99.76%,；kappa 值分别为 0.978、0.919、0.896、

0.915、0.923。 

结论  以人工镜检作为检测金标准，全自动粪便分析仪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同时与人工镜

检有较好的一致性。在操作上，全自动粪便分析仪自动化程度高，留样更符合实验室生物安全要

求，结果重复性好，优势较为明显，因此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PU-1374 

肾移植患者手术后未成熟网织红细胞指数(IRF)的变化 

及临床意义 

 
汪勇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15000 

 

目的  探讨肾移植患者手术后未成熟网织红细胞指数(IRF)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在我院进行治疗（收治于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4 月）的肾移植患者 50 例为观察组研

究对象，选取同期 44 例于我院健康体检中心进行体检的健康人员为对照组研究研究对象，选用

SYSMEX XN-9000 血液细胞分析仪进行血液分析，比较患者手术前后的 IRF、网织红细胞百分数

（Ret%），观察其尿素氮（BUN）、血清肌酐（Cr）和胱抑素 C（Cys-C）的变化情况并作出评

价。 

结果  肾移植后，观察组患者移植手术后 IRF、Ret%明显升高，BUN、Cr 和 Cys-C 明显降低，P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IRF 在肾移植手术后作为贫血改善情况的敏感指标，具有临床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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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75 

妊娠晚期凝血功能四项、D-二聚体、FDP 检测的临床意义 

 
卢榕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检测妊娠晚期凝血功能四项、D-二聚体、FDP 水平，分析其临床意义，为临床工作提供理论

依据。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12 月就诊的 320 例妊娠晚期妇女为妊娠晚期组，选取同期的 50 例健康

非妊娠妇女为健康对照组。比较两组及不同妊娠时期孕妇的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APTT) 、凝血

酶原时间( PT) 、凝血酶时间( TT) 、纤维蛋白原( FIB) 、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FDP)及 D－

Dimer(DD)水平。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妊娠晚期组女性 PT、TT、APTT 均明显缩短，FIB、FDP 及 DD 水平均

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 05)。 

结论  在妊娠晚期，临产孕妇机体处于高凝状态，动态监测凝血功能指标对预防产中及产后异常出

血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PU-1376 

PCI 患者术后抗血小板药物抵抗的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史莉 

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患者术后应用血栓弹力图（TEG）监测双联抗血小板治疗的

效果，并分析发生抗血小板药物抵抗的相关因素。 

方法  入选在我院心内科行 PCI 术患者 80 例，术后接受阿司匹林 100mg 和氯吡格雷 75mg 双联抗

血小板治疗至少 24 小时，清晨空腹采血行 TEG 检测。根据 TEG 监测结果将入选患者分为抗血小

板药物抵抗组和抗血小板药物反应正常组；收集两组患者的临床及实验室资料，运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比较分析可能发生抗血小板药物抵抗的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  80 例中，抵抗组 25 例发生率为 31.25%，反应正常组 55 例。两组中糖尿病史、吸烟史、

HbA1c、CRP 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经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糖尿病史、吸烟

史、HbA1c 升高为抗血小板药物抵抗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糖尿病史、吸烟史、HbA1c 值升高是导致抗血小板药物抵抗的危险因素。 

 
 

PU-1377 

碳酸锂中毒时白细胞的变化情况研究 

 
张建琴 

云南省大理州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碳酸锂中毒时白细胞的变化情况，同时结合临床症状与细菌感染区分开来，为临床避免

误诊误治，合理使用抗生素，及时救治患者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方法  随机抽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在本院住院的 100 例碳酸锂中毒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

采用自身对照的实验方法分为两组，即锂中毒组和对照组。在治疗前和治疗第 14d 后采用流式细胞

染色分析法分别检测患者白细胞，并对实验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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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前与治疗第 14d 后白细胞检测结果比较，治疗前白细胞计数与治疗第 14d 后相比，白细

胞计数升高，有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前淋巴细胞百分比与治疗第 14d 后相比，淋巴细胞

百分比下降，有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前单核细胞百分比与治疗第 14d 后相比，单核细胞

百分比无明显变化，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前中性粒细胞百分比与治疗第 14d 后相比，

中性粒细胞百分比明显升高，有较显著性差异（P＜0.01）。 

结论  碳酸锂中毒会引起白细胞的变化，其中白细胞计数升高，以中性粒细胞升高为主，淋巴细胞

百分比下降，单核细胞百分比没有明显改变。这与细菌感染时白细胞变化有些相似，临床上需要根

据碳酸锂中毒的临床症状与细菌感染区分开来，否则盲目使用抗生素会造成抗生素的滥用。  

 
 
 

PU-1378 

白血病患者外周血 NK 细胞数量 变化及其意义 

 
常鑫 

威海市立医院,264200 

 

目的  观察白血病患者 NK 细胞的数量变化，并探讨其意义。 

方法  白血病患者 37 例，其中未经任何临床干预者 22 例(治疗前组)，经临床放化疗后达到完全缓

解者 15 例(完全缓解组)，另选 35 例门诊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流式细胞术检测三组外周血中 NK

细胞的绝对数和相对数。 

结果  NK 细胞绝对数对照组>治疗前组>完全缓解组，NK 细胞相对数对照组>治疗前组、完全缓解

组(P 均<0．05)；治疗前组与完全缓解组 NK 细胞相对数相近(P>0．05)。 

结论  血病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完全缓解时 NK 细胞数量均低于正常，且完全缓解时 NK 细胞绝对

数较治疗前更低。NK 细胞绝对数比相对数更能确切反映白血病患者体内 NK 细胞数量。 

 
 

PU-1379 

辽宁地区 HPV18 型感染情况分析 

 
董艳,马长剑,赵艳红,佟锦媚 

沈阳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目的  为了解辽宁地区妇女宫颈 HPV 感染情况，本研究 HPV 感染进行检测，并对其中的高危型

HPV18 进行统计分析。 

方法  从 2013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我们对来自我省各市 138 家医院和体检中心女性就诊者的

11502 例样本，采用人乳头瘤病毒基因分型检测试剂盒对高发的进行了 HPV 分型检测，并对其中

的 HPV18 进行分析。 

结果  HPV 检测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37.8 岁，且随着检测例数增加，平均年龄有逐年递增趋势。不

同年龄组 HPV 检测的比较得知 HPV 检测标本主要集中于 21～40 岁组，尤其是 21～30 岁组，总

占比 28%(3226/11502);而 HPV 检测阳性率最高则是﹤21 岁组，阳性率达到了 35.1%，可见 20 岁

以下(含 20 岁)年龄组的 HPV 感染率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不同地区女性 HPV 感染阳性率比较，

各地区 HPV 阳性率有明显差别以辽宁南部为最高 26.6%,以辽宁中部为最低 8.5%，HPV18 检测的

阳性率以＜20 岁组阳性率 21.7%为最高。 

结论  HPV 阳性率的不同地区差异还可能与辽宁的经济发展，明显不均衡，各地不同的教育水平、

生活习惯、经济及社会发展、思想开放程度等不一致有关。导致地区性 HPV 感染率差异的原因有

待于进一步研究，针对高危型 HPV18 感染与宫颈癌的高关联性，因此应对潜在高危人群应开展安

全性行为、减少性伴侣的数量教育，掌握性伴侣冶游史有关信息，为预防防控疾病发生，提升人民

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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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80 

糖化血红蛋白 HbA1c 在妊娠期糖尿病中的诊断价值 

 
张龙,马裕,张靖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浙江省妇女保健院、浙江省妇女医院）,310000 

 

目的  探讨糖化血红蛋白 HbA1c 在浙江地区妊娠期糖尿病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5 月 30 日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就诊妊娠

24-28 周孕妇 15644 例行 OGTT 试验检测以明确是否为妊娠期糖尿病，同时行糖化血红蛋白

HbA1c 检测。 

结果  12969 例为健康妊娠女性，2675 为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妊娠期糖尿病在浙江地区发病率为

17％。HbA1c 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为 0.688，HbA1c 用于诊断妊娠期糖尿病的最佳切点为

5.2％，其敏感性为 52.4％，特异性为 75％。空腹血糖（FPG）的 AUC 为 0.720，FPG 医学决定

水平为 5.1 mmol/l,其敏感性为 22.7％，特异性为 100％。餐后 1 小时的 AUC 为 0.942，医学决定

水平为 10 mmol/l,其敏感性为 68.4％，特异性为 100％。餐后 2 小时的 AUC 为 0.898，医学决定

水平为 8.5 mmol/l,其敏感性为 60.5％，特异性为 100％。当 HbA1c 切点为 5.7％时敏感性为 7.8

％，特异性为 99.1％，HbA1c 以 5.7％为切点联合 FPG（切点为 5.1mmol/l）诊断妊娠期糖尿病敏

感性 26.8％，特异性为 99.1％，FPG 联合以 HbA1c>5.7％为切点用于诊断妊娠期糖尿病在特异性

降低 0.9％情况提升敏感度 4.1％；以 6.5％为妊娠期糖尿病的诊断切点时，但敏感性仅为 0.4％，

特异性为 100％，漏诊率为 99.6％，HbA1c>6.5％的所有孕妇 FPG 均>5.1mmol/l。 

结论   HbA1c 在妊娠期糖尿病中的诊断效能有较低准确性，餐后 1 小时在在妊娠期糖尿病中的诊断

价值最佳， FPG 联合以 HbA1c>5.7％为切点用于诊断妊娠期糖尿病有一定价值，FPG 联合以

HbA1c>6.5％为切点用于诊断妊娠期糖尿病无价值，糖化血红蛋白 HbA1c 并不适合列入浙江地区

妊娠期糖尿病初次诊断标准。 

 
 

PU-1381 

Aggregation-Induced Emission Probe/Graphene Oxide 
Aptasensor for Label-Free and “Turn-On” Fluorescent 

Detection of Cancerous Exosomes 

 
Bo Li,Chunchen Liu,Weilun Pan,Lei Zheng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Exosomes are emerging as noninvasive diagnostic biomarkers of cancer because they 
carry biomolecules that include proteins and nucleic acids for intercellular communication. 
Assessing special surface proteins provides a powerful means of identifying the origins of parent 
cells. 
Methods Herein, we combined the strengths of prostate-specific membrane antigen (PSMA) 
aptamers, the aggregation-induced emission (AIE) Probe for Nucleic Acid and the integration of 
AIE probe and graphene oxide (GO) to develop a label-free and “turn-on” fluorescent sensor 
platform for prostate cancer exosomes. In the presence of prostate cancer exosomes, the non-
specific and weaker binding between aptamers dyed by AIE probes and GO with high quenching 
ability is broken, and the specific and stronger binding between aptamers and exosome surface 
protein displaces aptamers from GO surface. Then aptamers binding with exosmes appear “turn-
on” fluorescent property because the interaction of aptamers with the AIE probes. 
Results Under optimal conditions, the linear range of detection for prostate cancer exosomes is 
estimated to be 1.1×105 to 5.8×106 exosomes/μL with a detection of limit (LOD) of 7.3×104 
exosomes/μL. We further successfully applied it for exosomes quantification in serum samples 
from prostate cancer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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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e AIE/GO aptasensor is expected to become a powerful tool for comprehensive 
exosomes studies. 
 
 

PU-1382 

光散射结合荧光染色多维分析技术（SF Cube 技术）简介 

 
张国昌 

鞍山市中心医院,114000 

 

目的  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血液细胞分析的需求越来越注重异常样本（包含网织红细胞、有

核红细胞、未成熟粒细胞样本等）的识别和报警能力。传统阻抗法、光散射检测方法的识别方面存

在很大的局限性。SF Cube 技术在白细胞计数及分类、未成熟和异常细胞识别（包含网织红细胞、

有核红细胞识别）、老化样本检测、血小板计数、脂类样本检测、疟疾样本检测等方面呈现出了优

异的特性。 

方法  为了更好的确认临床性能，迈瑞公司同国内外多家知名医院一起开展了历时近两年的临床工

作，测试临床样本超过 10 万例. 

结果  临床结果表明，BC-6800 临床性能，包括白细胞计数及分类、异常样本识别、老化样本检

测、血小板计数、脂类样本检测、疟疾样本检测等，已达到了国际一流产品的水平。 

结论  以 SF Cube 技术为核心 BC-6800 很好的满足了国际公立医院、大型私立医院或中心实验

室，国内三甲医院及部分发达地区的二级以上医院、专科医院等各种客户的使用需求。 

 
 

PU-1383 

应用年龄调整 D-二聚体临界点及 4 种临床可能性 

预测量表筛查深静脉血栓形成的诊断效能研究 

 
李俊勋,张帆,叶壮健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评价 D-Dimer Plus 方法、Innovance D-Dimer 方法及年龄调整诊断点测定血浆 D-二聚体水平

联合 4 种临床可能性预测量表(Pretest Probability, PTP 评分)对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nous 

thrombosis, DVT)的诊断价值。 

方法  对 2016 年 12 月－2018 年 3 月于中山一院就诊疑似诊断 VTE 的患者（688 例）以 4 种 PTP

评分表进行评分并行 D-Dimer Plus、Innovance D-Dimer 方法检测，以影像学检查作为临床确诊手

段。 

结果  4 种 PTP 评分表对 DVT 的诊断特异性较高（均达 90%以上），但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

不理想，且灵敏度较低（11.7-47.5%），易漏诊。D-Dimer Plus 方法诊断 DVT 的灵敏度较高

（95.8%），但特异性较差（13.6%），阳性预测值（37.3%）及阴性预测值（85.9%）均不理

想，其 ROC 曲线下面积（AUC）为 0.704。Innovance D-Dimer 方法较 D-Dimer Plus 方法在诊断

的灵敏度（98.8%）、特异性（53.6%）、阳性预测值（53.3%）及阴性预测值（98.8%）均有提

高，AUC 为 0.823。若以年龄调整诊断点，则 Innovance D-Dimer 方法在特异性（71.2%）及阳性

预测值（64.8%）均有进一步提升，其 AUC 为 0.850。结合两种 D-二聚体检测方法与 4 种 PTP 评

分对 DVT 进行诊断，D-Dimer Plus 方法在阳性预测值（61.9%-81.7%）及阴性预测值（88.2-

91.0%）均有提升，其曲线下面积为 0.547-0.556；Innovance D-Dimer 方法的灵敏度（98.8-

99.2%）、特异性（49.8-53.1%）及阴性预测值（98.7-99.1%）变化不大，阳性预测值（70.8-

85.0%）有较大提高，其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43-0.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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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Innovance D-Dimer 方法结合 PTP 评分对 DVT 进行诊断，能充分结合临床情况进行判断，

有较高的诊断价值；Innovance D-Dimer 方法结合年龄调整诊断点对 DVT 诊断则能达到更佳的诊

断效能。 

 
 

PU-1384 

肺部感染对未成熟血小板 

和高荧光强度未成熟血小板生成影响的研究 

 
熊铁,何永建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观察肺部感染患者外周血未成熟血小板比率（IPF）和高荧光强度未成熟血小板比率（H-

IPF）的变化，探讨肺部感染对未成熟血小板和高荧光强度未成熟血小板生成的影响。 

方法  选取诊断为肺部感染且血常规血小板计数（PLT）低于参考范围的标本 41 例，健康对照者 

40 名。应用 Sysmex XN-9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流水线系统检测肺部感染组与健康对照组的外周血 

IPF 和 H-IPF。通过两组计量资料的秩和检验比较疾病组和健康对照组 IPF 与 H-IPF 之间的差异。 

结果  肺部感染组 IPF、H-IPF 与健康对照组 IPF、H-IPF 比较，肺部感染组 IPF 和 H-IPF 均明显

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肺部感染会导致血小板的消耗，但不会抑制血小板的生成，在血小板计数低于正常值时，血

小板会代偿性地加速生成。 

 
 

PU-1385 

潜在输血需要住院患者 RhD 基因分型的检测效果与意义 

 
李俊勋,叶壮健,张帆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调查潜在输血需要住院患者的 RhD 血型，分析 RhD 阴性表型患者的 RhD 基因型及相应的错

配输血几率。 

方法  对 22105 例潜在输血需要的住院患者，采用血清学方法(Technology of Serology)分析其

RhD 血清型,采用聚合酶链反应－序列特异性扩增技术（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Sequence 

Specific Primer, PCR-SSP）检测其中 76 例 RhD 阴性表型患者及同期 120 例 RhD 阴性表型供者

的基因型，统计 RhD 阴性表型的各基因型频率并分析潜在输血需要的住院患者在输入 RhD 阴性表

型血液时的相应错配输血概率。 

结果  76 例 RhD 血清型阴性患者中，无 RhD 变异位点占 55.26%；共发现 RhD 变异型共 34 例

(44.74%)，包括 Del RhD1227A、RhD-CE(2-9)-D 及 Dva(Hus)三种类型。120 例血清型阴性的供

者中，除发现上述三种 RhD 变异性外，尚发现 DVI(Ⅲ)、D15、270A 及 710delC 各一例。预期患

者在接受血清学 RhD 阴性血型的随机输血中，与供者之间 RhD 基因型的错配率分别为：RhD 阴性

型 41.67%，Del RhD1227A 型 15.00%，RhD-CE(2-9)-D 型 31.67%，Dva(Hus)型 40.00%。总体

错配率为 32.48%。 

结论  PCR-SSP 能识别多种 RhD 血清学阴性的基因型；单独靠血清学进行 RhD 表型分型指导临床

输血可导致超过 30%的基因型错配率；PCR-SSP RhD 基因分型的临床应用将对揭示、预防和改

善输血治疗中不明原因的输血反应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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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86 

UniCelDxH 800 血液分析仪体液模式 

在体液细胞检测中的性能评价 

 
王美玲,屈晨雪,张静瑜,汪润,杨明昱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100000 

 

目的  对 UniCelDxH 8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体液模式的相关性能进行评估 

方法  采用新鲜体液标本和仪器配套质控品，评价 UniCelDxH 800 的空白检测、精密度、携带污染

率、线性范围、准确度；评价其与手工法、希森美康 XN-3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体液模式测定结

果的相关性；以离心甩片染色后显微镜检为“金标准”，评价其有核细胞分类计数的准确性。 

结果  仪器空白有核细胞<50/ul，红细胞<300/ul；红细胞批内精密度分别为低水平 5.02%、中水平

0.39%、高水平 1.96%；有核细胞批内精密度分别为低水平 8.19%、中水平 2.56%、高水平

0.85%；红细胞日间精密度分别为低水平 4.92%、中水平 0.43%、高水平 2.04%；有核细胞日间精

密度分别为低水平 9.2%、中水平 2.8%、高水平 1.10%；携带污染率红细胞 0.5%，有核细胞

0.3%；红细胞在 300-800000/ul 呈线性相关（r>0.999,P<0.01）,有核细胞在 150-300000/ul 呈线性

相关（r>0.999,P<0.01）；准确度以 CAP PT 结果为参照，结果为红细胞偏差小于 3.7%，有核细

胞计数偏差小于 7%；细胞计数与手工计数相关性良好（红细胞 r>0.98，P<0.01；有核细胞

r>0.98，P<0.01）；与 XN-3000 分析仪体液模式测定的体液标本红细胞、有核细胞结果相关性良

好，（红细胞 r>0.99，P<0.01；有核细胞 r>0.99，P<0.01）；分类计数与手工分类计数相关性为

单个核 r=0.83，P<0.01，多个核为 r=0.82，P<0.01，绝对计数单个核相关性为 r=0.98，P<0.01，

多个核为 r=0.98，P<0.01；与显微镜分类相关性为单个核 r=0.80，P<0.01，多个核为 r=0.80，

P<0.01。 

结论  UniCelDxH 8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体液模式测定体液标本具有高精密度、低携带污染率、宽

线性范围、高准确度的优点，与手工法及希森美康 XN-3000 具有良好相关性，满足临床体液标本

细胞计数需求。 

 
 

PU-1387 

血常规和全量程 C 反应蛋白联合测定 

在儿童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中的应用 

 
黄亚玫 

昆明市中医院,650000 

 

目的  探讨血常规与全量程 c 反应蛋白联合测定在小儿呼吸道感染性疾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调查 380 例在我院儿科就诊已明确诊断的小儿呼吸道感染的儿童，收集这些病例的全量

程 C 反应蛋白、血常规中的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计数检测结果，运用统计学进行分析，同时检测

40 例健康体检儿童作为对照组。 

结果  细菌感染组与病毒感染组，对照组比较其 c 反应蛋白和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明显升

高，有显著性差异（p<0.05）白细胞升高以中性粒细胞升高为主，且全量程 c 反应蛋白增高比较明

显，出现时间较早。 

结论  在小儿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中，联合检测白细胞、中性粒细胞与 c 反应蛋白有利于小儿感染性

疾病的早期鉴别诊断，对于细菌感染和病毒感染的鉴别诊断有重要价值，全量程 C 反应蛋白更为敏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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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88 

CRP 与 WBC 联合检验在我院儿科中的应用 

 
李云芬 

昆明市中医院,650000 

 

目的  探讨 CRP 与 WBC 联合检验在我院儿科中的应用。 

方法   CRP 检验采用免疫比浊法，血常规采用血球计数仪。 

结果   200 例患儿中 CRP 大于 10mg/L 者 81 例，阳性率 40.5% ，白细胞大于 10×109/L 者 102

例，阳性率 51%， CRP 与 WBC 同时升高者 58 例，阳性率 29%，CRP 与 WBC 均在正常范围内

者 54 例，占 27%。 

结论  CRP 与 WBC 联合检验能极大提高临床细菌感染诊断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及时有效的诊断感

染类型，指导临床合理正确的对症治疗，更有助于观察疾病的进展和预后。CRP 与 WBC 联合检验

应用于儿科，有助于儿科医生对患儿病情进行初步诊断与临床治疗，减少不必要的抗生素的应用，

有效的避免了过度应用抗生素所致的不良后果，有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 

 
 

PU-1389 

探讨尿酮体检测的影响因素及临床意义 

 
周宏 

昆明市中医院,650000 

 

目的   探讨酮体检测阳性的影响因素及临床意义。 

方法   随机选择在我院三个院区门诊患者进行尿酮体检测，第一组为饥饿时间过久，第二组为妊娠

妇女，第三组为对照组，比较三组尿酮体检测结果。 

结果    妊娠期妇女尿酮体阳性率（36.6%）和空腹时间过长患者阳性率（15%）高于对照组

（3.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妊娠期出现尿酮体阳性的患者主要有两类：妊娠伴孕吐者

和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妊娠伴孕吐者总的尿酮体阳率为 54.1%，妊娠期糖尿病患者酮体阳性率为

60.2%，均高于未妊娠妇女（＜0.01）。 

结论  尿酮体阳性，应考虑病人是否饥饿，妊娠等影响因素，尿酮体检测有助于发现妊娠妇女的异

常酮体代谢，使临床医生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酮体对胎儿生长发育的影响。 

 
 
 

PU-1390 

全血细胞计数仪中红细胞 MCV、RDW 参数 

在贫血病因分析的应用价值 

 
胡陶 

昆明市中医院,650000 

 

目的  探讨红细胞平均体积（ MCV）及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RDW）对各型贫血诊断的临床价

值。 

方法  选择 109 例不同病因的贫血病人为观察组，50 例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应用全自动血细胞计

数仪进行全血细胞测定，对两组 MCV 及 RDW 数值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1）50 例缺铁性贫血患者中 48 例 MCV 明显降低，RDW 明显增高，与对照组比较 P<O.Ol，

差异有显著性。2）14 例再生障碍性贫血中 13 例，24 例失血性贫血中 MCV 及 RDW 均在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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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与对照组比较 P>0.05，差异无显著性。3）21 例溶血性贫血中 16 例 MCV 及 RDW 均高

于正常范围，与对照组比较 P<O.01 差异有显著性。 

结论  不同病因的贫血其红细胞 MCV 及 RDW 的改变各具特征，提示红细胞 MCV 及 RDW 对初步

判断贫血病因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PU-1391 

两种采血方法在血液常规检验中的临床对比结果分析 

 
穆剑强 

昆明市中医院,650000 

 

目的  分析两种采血方法在血液常规检验中的临床数据比较。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到我院接受血常规检验的 88 例正常人群为研究对象，随机

将其分为对照组（44 例）与观察组（44 例），分别施以末梢采血方法和静脉采血方法，比较两组

体检人群的各项数据（红细胞、血红蛋白、白细胞、红细胞比容、血小板、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

度）。 

结果  两组患者上述各项数据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两种血液采集方法比较，静脉采血具有更好的效果，能够将血细胞数据准确的反映出来，医

学根据非常强。 

 
 

PU-1392 

健康妊娠妇女不同孕期出凝血指标分析研究 

 
周景艺,赵爱民,沈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200120 

 

目的  对健康妊娠妇女不同孕期的出凝血指标进行分析研究，探讨建立本实验室妊娠妇女专用参考

范围的必要性。 

方法  收集 35 岁及以下无复发性流产史及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史的孕早期妇女 75 例，跟踪

采集其孕早期（8-12 周），孕早中期（13-20 周），孕中期（21-28 周），孕中晚期（29-32 周）

和孕晚期（33-40 周）五个时期的枸橼酸钠抗凝血，使用 Sysmex 7000 全自动血凝仪对妊娠妇女

不同孕期的 APTT，PT，纤维蛋白原（Fib），TT，D-二聚体和 FDP 进行检测。使用 ACL-TOP 全

自动血凝仪进行蛋白 S（PS）检测，使用血小板聚集仪进行 ADP 和花生四烯酸(AA)诱导的血小板

聚集检测。 

结果   D-二聚体与 FDP 水平随着孕程进行逐渐上升，不同孕期组间结果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001）。整个孕期 D-二聚体和 FDP 的单侧 95%置信区间分别为 0-2.9 ug/ml 和 0-18.0 

ug/ml，显著高于本实验室正常参考范围（0-0.5 ug/ml 和 0-5 ug/ml， p<0.01）。Fib 水平在孕早期

开始增高并在整个孕期持续保持高水平，不同孕期组间 Fib 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其双

侧 95%置信区间为 3.1-5.1 g/L，显著高于正常参考范围（2.0-4.0 g/L， p<0.05）。PS 水平在孕早

期就呈下降趋势并在整个孕期维持低水平，不同孕期组间 PS 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其

双侧 95%置信区间为 19-62%，显著低于正常参考范围（63.5-149%， p<0.001）。此外，不同孕

期 AA 或 ADP 诱导的血小板聚集不存在显著差异，双侧 95%置信区间分别为 64-95%和 60-95%，

显著高于正常参考范围（60-80%和 45-78%， p<0.05）。不同孕期 APTT，PT 和 TT 无显著差

异，且双侧 95%置信区间与正常参考范围相比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妊娠妇女血浆中纤维蛋白原、D-二聚体、FDP、PS 存在生理性的升高或降低。与此同时，妊

娠妇女的血小板聚集功能也存在生理性的增强。因此检验科应建立本实验室妊娠妇女专用参考范

围，以供临床医生参考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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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93 

真实世界中服用达比加群酯患者凝血功能的改变 

 
吴雪莲 1,屈晨雪 2,戴菊华 3,李丽萍 2,龚岩 2,袁家颖 2,陆遥 2,倪莲芳 2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捷尔医院）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100000 

3.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目的  观察服用达比加群酯患者药物水平及常规凝血指标的变化，为临床工作中正确认识达比加群

对凝血功能的影响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就诊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服用达比加群酯的患者标本，采用稀释凝血酶时间（diluted 

thrombin time, dTT）检测达比加群浓度，同时检测常规凝血指标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凝血酶时

间（thrombin time，TT）、纤维蛋白原（fibrinogen，Fib）、D 二聚体（D-dimer，D-D）、纤维

蛋白（原）降解产物（fibrinogen degeneration products，FDP），分析达比加群水平与常规凝血

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共收集 40 对（谷值和峰值均包括）及 51 个单谷值血浆，其中男 60 人、女 31 人，年龄

=76.71±11.17 岁。随血浆中达比加群浓度升高，PT、APTT、TT 均延长，Fib 降低。TT 与达比加

群浓度相关性最好（ r= 0.914，P<0.05）。峰值血浆 Fib 浓度较谷值低（2.57±0.73g/L vs. 

2.98±0.55g/L，P<0.05 ）。 

结论  TT 可以作为达比加群水平的筛查指标；服用达比加群酯患者的纤维蛋白原浓度可能会假性减

低。 

 
 

PU-1394 

三种抗凝剂对血细胞分析中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数量 及其

形态影响探讨 

 
侯霞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探讨 EDTA-K2、肝素、枸橼酸钠三种抗凝剂对血细胞分析中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的数

量及其形态的影响。 

方法   使用 SYSMEX  XE-2100 血细胞分析仪检测分别用 EDTA-K2、肝素、枸橼酸钠抗凝的静脉

血标本，同时推片进行瑞氏染色观察血细胞形态是否发生改变。 

结果  与 EDTA-K2 抗凝组相比，使用肝素抗凝时，白细胞、红细胞数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血小板数量明显减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瑞氏染色后，在显微镜下观察细

胞形态，白细胞、红细胞形态无明显变化，易见血小板聚集。使用枸橼酸盐抗凝时，未进行稀释校

正时，白细胞、红细胞及血小板数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稀释校正后，白细胞、

红细胞及血小板数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瑞氏染色后，红细胞及白细胞形态未见明

显变化，血小板多散在分布，偶有聚集现象。 

结论   EDTA-K2 是一种良好的抗凝剂，在血细胞分析中可保持良好的稳定性。肝素会使血小板聚

集，不宜作血细胞分析抗凝剂。在一定条件下,可用枸橼酸钠抗凝静脉血替代 EDTA-K2 抗凝的静脉

血细胞计数，但计数结果需进行稀释校正，并同时观察血小板是否有凝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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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95 

Ⅱ型糖尿病人检测尿电导率的临床意义 

 
方芳,邓德耀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探讨本医院内糖尿病病人检测尿电导率的临床意义 

方法  设置 62 例Ⅱ型糖尿病患者为病例组，以 43 例糖尿病肾病病人为病种对照组，120 例体检健

康者为正常对照组 

结果  与正常组尿电导率（22.04±6.22）ms/cm 比较，Ⅱ型糖尿病无并发症组（18.97±6.83）

ms/cm、糖尿病肾病组间（12.43±3.28）ms/cm 显著降低，三者间有显著差异（P=0.00<0.05） 

结论  Ⅱ型糖尿病无并发症病人、糖尿病肾病均能引起电导率降低，检测尿液电导率对于临床发现

及监测Ⅱ型糖尿病对肾脏功能的损害程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PU-1396 

白细胞、超敏 C 反应蛋白、D 二聚体联合 

检测在急性阑尾炎诊疗的价值 

 
姚瑶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730000 

 

目的  目前许多炎症指标用于急性手术诊断，其中白细胞计数和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在实验室

最常用，而 D 二聚体作为新型的炎症指标亦用于急腹症。本文回顾性分析了近年来收治的急性阑尾

炎患者白细胞（WBC）、D-二聚体（D-D）、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变化与急性阑尾炎的关

系。 

方法   选取本院诊断的急性阑尾炎患者 50 例，根据病理结果将其分为 4 组：急性单纯性阑尾炎、

急性化脓性阑尾炎、坏疽性及穿孔性阑尾炎，阑尾周围脓肿。检测四组急性阑尾炎患者 D-D、Hs-

CRP、WBC 水平。 

结果   急性阑尾炎患者 D-D、Hs-CRP、WBC 水平均比正常对照组高，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5)；通过急性阑尾炎不同病理类型间 D-D、Hs-CRP、WBC 比较，提示急性坏疽性及穿孔性

阑尾炎和其他临床病理类型相比较 D-D、Hs-CRP、水平有显著性升高(P<0.05)；其余各组间无显

著性差异（P>0.05）。 

结论  通过急性阑尾炎不同病理类型间 D-D、hs-CRP 比较，提示急性坏疽性及穿孔性阑尾炎和其

他临床病理类型相比较 D-D、hs-CRP 水平有显著性升高(P<0.05)；其余各组间无显著性差异，说

明急性坏疽性及穿孔性阑尾炎凝血系统改变比急性单纯性阑尾炎、急性化脓性阑尾炎、阑尾周围脓

肿明显。反过来也提示，如果 D-D、hs-CRP 呈现高水平升高，要充分考虑有无坏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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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97 

红细胞及网织红细胞参数与慢性乙肝疾病进程关系的研究 

 
崔晨,王荻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研究红细胞及网织红细胞参数与慢性乙肝疾病的关系。 

方法  收集我院 38 名乙型肝病患者的 EDTA 抗凝外周血，其中慢性乙型肝炎 17 例，乙型肝炎后肝

硬化 21 例。另外收集 20 例健康人的外周血作为对照。对研究对象的红细胞相关参数，包括红细胞

数量（RBC）、血红蛋白含量（Hb）、红细胞平均体积（MCV）、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MCHC）、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含量（MCH）、和红细胞分布宽度（RDW-SD、RDW-CV）；

网织红细胞参数，包括网织红细胞绝对数（RET#）、网织红细胞百分比（RET%）、高荧光强度

网织红细胞（HFR）、中荧光强度网织红细胞（MFR）、低荧光强度网织红细胞（LFR）、未成熟

网织红细胞比率（IRF）和网织红细胞血红蛋白量（RET-He）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具有显著性

差异的参数再纳入多因素回归分析，分析红细胞及网织红细胞参数与不同慢性乙肝疾病进程的关

系。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肝病患者的红细胞及网织红细胞参数（除了 MCHC）均有显著性差异

（P < 0.05）。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相比，乙型肝炎后肝硬化患者 RBC、HGB、HCT、LFR 显著

下降（P < 0.05），MCV、MCH、RDW-SD、RET、RET%、IRF、MFR、RET-He 显著升高（P 

< 0.05）。 

结论  红细胞及网织红细胞参数与慢性乙肝疾病进展程度相关。 

 
 

PU-1398 

阴道分泌物清洁度与线索细胞霉菌滴虫的相关性分析 

 
方芳,邓德耀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探讨女性阴道分泌物清洁度与阴道炎中线索细胞，霉菌和滴虫的关系 

方法  运用光学显微镜对我院 1836 例女性阴道分泌物进行湿片镜检,观察有无线索细胞，霉菌及滴

虫 

结果  线索细胞共检出 56 例(3.05%),其中，清洁度在Ⅱ～Ⅲ度最多,共检出 54 例(2.94%)。检出霉

菌 260 例(14.16%),检出滴虫 30 例(1.63%),当清洁度在Ⅰ～Ⅱ度时滴虫几乎检不到 

结论  通过数据的比较,增加经验积累,提高检出率，提升检验质量 

 
 

PU-1399 

镜检法与仪器分析法对尿液检测结果的比较研究 

 
于秀梅 

烟台毓璜顶医院,264000 

 

目的  用人尿液中红细胞(RBC)和白细胞(WBC)的检测结果比较显微镜检查法与尿液分析仪器检测

法的准确性. 

方法   收集 900 例中段晨尿,用 3 种方法检测同批尿样的 RBC 和 WBC,比较检测结果. 

结果  干化学分析法和沉渣分析法测出的 RBC 和 WBC 结果与镜检法有一致的结果(均为 κ>0.6),具

统计学意义(均为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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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2 种尿液分析仪的检测结果值得信赖.  

 
 

PU-1400 

3106 例阴道分泌物检测的研究分析 

 
袁晓红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710000 

 

目的  通过分析 3106 例阴道分泌物检测结果,了解病原菌的分布情况,从而提高对阴道炎的认识,为临

床诊断、确定治疗方案,预后评价提供帮助。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3 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因白带异常,外阴瘙痒,下腹痛等

疑有阴道炎的患者,以及需要行宫腔操作,宫颈治疗等手术前常规检查的患者 3106 例,行阴道分泌物

检查,分析所有检查者的病原菌检出情况,阴道炎患者的年龄分布及清洁度分布。 

结果  1. 本研究对 3106 例妇科门诊患者的阴道分泌物检测结果分析发现,过氧化氢阳性的有 1050

例 ,说明 33.8%的检查者存在阴道微生态异常，阴道分泌物检查检出病原菌的有 21.57% 

(670/3106 )。 

2.本资料对 3106 例妇科门诊患者的阴道分泌物检查发现,不同年龄段阴道炎的患病率不同,阴道炎的

患病年龄主要集中 25-35 岁(39.04%)。3 本研究发现,清洁度 II 度的检查者中,仍有 24 例阴道分泌物

检查检出有一种病原菌存在,占 0.77% (24/3106) ; 

结论  1.阴道炎在女性中的发病率高,混合感染种类较多。 

2.阴道炎主要好发于育龄期女性,因此,应加强对该年龄段女性阴道分泌物的检查,正确判断引起感染

的病原体及感染的类型。 

3 清洁度 II 度时仍有病原菌检出的情况,清洁度不能作为判断有无阴道感染的标准,只能作为评价感

染程度的指标之一。 

 
 

PU-1401 

Increased LAG-3 expression on CD3+CD8+ atypical 
lymphocytes in HIV-infected patients 

 
Changcheng Zhao 

Infectious Hospital Area， Anhui Provincial Hospital 

 
Objective  To characterize the immunophenotypes and LAG-3 expression of atypical 
lymphocytes (ALYs) in patients with HIV infection. 
Methods we performed 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of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collected 
from 11 ART-treated HIV patients, 23 ART-untreated HIV patients, and 11HIV-negative donors 
(HDs).  
Results Percentage of circulating ALYs from ART-treated HIV patient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omparison with ART-untreated HIV patients, and also compared with HDs (p>0.05). 
The frequency of CD3+CD4+ ALY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ART-treated HIV patients, but the 
frequency of CD3+CD8+ ALYs was significantly elevated compared to HDs (p<0.05). We also 
found a significantly elevated percentage of LAG-3-expressing CD3+CD8+ ALYs in ART-treated 
HIV patients versus ART-untreated HIV patients and HDs (p<0.05). 
Conclusions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ALYs may represent an unusual and specific cellular 
response to HIV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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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02 

流式细胞术在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MRD 的应用 

 
武坤,楚青,罗珊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流式细胞术应用于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MRD 检测中，检测几种髓系抗原的表达情况，分

析化疗结束后 MRD 水平与复发率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5 年 3 月-2017 年 2 月期间我院血液科初诊收治的 36 例初诊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流式细胞术应用于白血病患者诱导缓解治疗前、诱导缓解治疗后及治疗后 6

个月三个时间点进行检测，分析化疗结束后 MRD 水平与复发率的关系。 

结果  （1）36 例患者中，男性 20 例，女性 16 例；年龄范围 15-78 岁，均值（42.69±8.98）岁。

初诊 WBC 中位数 2.98×109/L，范围（0.33-62.35）109/L；初诊 Hb 中位数 74.98g/L，范围

（43.24-119.87）g/L。（2）本次研究将流式细胞仪检测应用于 APL 粒细胞群中，结果表明，以

CD45/SSC 设门，细胞群表达 CD45
＋
CD34-CD38

＋
CD33

＋＋
CD117

＋
。在 36 例患者中，CD38

＋
、

CD33
＋
、CD117

＋
三者分别为 91.67%（33/36）、97.22%（35/36）、94.44%（34/36），而且抗

原高表达，分别为（70.87±5.87）%、（85.97±8.95）%、（76.95±9.54）%。（3）经巩固治疗

的 7 例患者 CD45
＋
CD34

－
CD38

＋
、CD33

＋＋
CD117

＋
占有核细胞的比例分别为 0.06%、0.01%、

0.41%、0.16%、2.12%、0.03%、0.46%。（4）在诱导缓解的 29 例患者中，4 例复发；巩固治疗

的 7 例患者中 2 例复发。可见，在 MRD 阳性组中复发率为 25.00%（4/16），明显高于 MRD 阴性

组 10.00%（2/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流式细胞术能够预测诱导缓解化疗结束时、诱导缓解化疗结束及巩固治疗后的 MRD 水

平，有利于预测复发可能性，为医师尽早干预治疗提供新思路。（2）我们设计的一管六色方案可

以很好的检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MRD，为流式检测 MRD 提供一个简便、快捷的方案。（3）

在检测的 36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中，对于变异型和罕见型的 APL，流式细胞术能更早更有

效的检测出 MRD。 

 
 

PU-1403 

CellaVision DM96 在外周血异型淋巴细胞形态分析方面的应用 

 
程少杰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原：解放军九三医院）/东方医院,350000 

 

目的  通过研究 CellaVision DM96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系统在外周血异型淋巴细胞（I 型浆细胞型，II

型单核细胞型，III 型幼稚型）形态分析方面的应用，从而提高外周血异形淋巴细胞检出率，缩短检

验工作时间提高效率，进一步辅助临床进行相关疾病的诊断。 

方法   选取 100 例门诊患者抗凝剂为 EDTA-K2 的血常规标本 (依据实验室复检规则，标本选取：

淋巴细胞计数>5*109/L、单核细胞计数>1.5*109/L 或 Luc>5%)，所有标本均使用自动推片机制备

外周血涂片，并使用瑞氏染液染色 8 分钟，冲洗并完全干燥后使用。每个外周血涂片使用人工镜检

法（由一位中级职称，从事血液形态学分析年资超过 10 年，经验丰富的主管技师负责）与

CellaVision DM96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系统分别计数 200 个白细胞，计算异型淋巴细胞数量所占

比，并对 100 个外周血涂片结果进行比较。本实验数据通过微软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7 软件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CellaVision DM96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系统与人工镜检法在外周血异型淋巴细胞形态分析计数

方面相关性良好，相关性方程为 y = 0.9937x - 0.247，相关系数 R² = 0.9536。 

结论  CellaVision DM96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系统在外周血异性淋巴细胞形态分析方面有应用价值。

但其计数结果受到血液标本保存时间、环境温度、染液 pH 等因素的影响，CellaVision DM96 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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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血细胞分析系统对异型淋巴细胞形态判断存在误判，需要人工进行再次复核。所以 DM96 系统目

前尚不能完全代替人工镜检方法，但可以有效帮助检验人员提升工作效率，提高异型淋巴细胞检出

率，并辅助临床医生高效准确地对相关疾病进行诊断治疗。 

 
 

PU-1404 

急性白血病患者骨髓相关巨噬细胞性质的研究 

 
宋建新,欧阳红梅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探讨急性白血病(AL)患者骨髓中巨噬细胞的性质。 

方法  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 97 例初诊 AL，经治疗后完全缓解（CR）患者 37 例、16 例未缓解/部

分缓解（NR/PR）、缓解后复发 8 例及 30 例缺铁性贫血患者骨髓组织中 CD68+、CD163+细胞的

表达变化。 

结果  初诊 AL 患者骨髓组织中 CD68+、CD163+细胞明显高于对照组(P＜O．05)，而在急性髓系白

血病和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完全缓解组 CD68+、CD163+细胞明显

低于初治组而高于对照组(P＜O.05)；NR/PR 组与复发组和初诊组之间无统计学意义（P＞O.05)；

观察 37 例治疗 1-2 疗程达 CR 的患者治疗前骨髓中 CD68+、CD163+细胞发现，其明显低于治疗前

NR/PR 组(P＜O.05)。 

结论   AL 患者骨髓中存在巨噬细胞异常浸润并被极化为 M2 型占优势的巨噬细胞，与 AL 患者的疗

效、预后有直接关系。 

 
 

PU-1405 

Sysmex UC3500 尿干化学分析仪性能验证和评价 

 
吴文静,杨一芬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410000 

 

目的  对 Sysmex UC3500 尿干化学分析仪及其配套试纸进行性能验证，评价其检测性能是否达到

标准要求，同时为其他干化学尿液分析仪的性能评估提供方法参考。 

方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药行业标准干化学尿液分析仪通用技术条件（YYT0475-2011）及尿

液分析试纸条通用技术条件（YYT0478-2011）对尿干化学分析仪及其配套试纸的要求，在

Sysmex UC3500 尿液分析仪上检测隐血（BLD）、白细胞酯酶（LEU）、葡萄糖（GLU）、尿蛋

白（PRO）、尿胆原（URO）、胆红素（BIL）、比重（SG）、亚硝酸盐（NIT）、酮体

（KET）、酸碱度（pH）十个项目，对仪器的重复性、稳定性、携带污染、配套质控符合率及试

纸条的重复性、批间差、准确度及抗干扰等指标进行验证。选取 75 例标本分别在参加室间质评的

基准仪器 Combi 500 尿液分析仪及 UC3500 尿液分析仪上进行检测，比对两台仪器检测结果的一

致性，其中 20 例标本使用 MASTER-URC/Nα 比重折射仪进行检测，与 UC3500 分析仪测定的 SG

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同时选取 100 例标本用 UC3500 尿液分析仪检测 BLD、LEU，结果与相差

显微镜镜检的红细胞、白细胞进行比较，以显微镜结果作为“金标准”，计算敏感度和特异性。 

结果  仪器精重复性、稳定性、携带污染、配套质控符合率及试纸重复性、批间差、抗干扰验证均

符合行业标准，准确度符合各量级要求。与 Combi 500 尿液分析仪相比，除 SG 以外，各项指标

一般符合率均＞88%， Kappa 值均大于 0.40。 与比重折射仪相比，SG 的相关性良好，与相差显

微镜镜检结果相比，BLD、LEU 的敏感度分别为 85.1%（40/47）、85.7%（36/42），特异性分别

为 81.1%（43/53）、86.2%（50/58）。 

结论  Sysmex UC3500 全自动尿干化学分析仪及其配套试纸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行业标准，满足

临床检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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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06 

血小板聚集率与富血小板血浆血小板浓度关系的研究 

 
于帅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目的  探讨富血小板血浆(PRP)中血小板浓度对血小板聚集率的影响，初步确定诱聚剂二磷酸腺苷

(ADP：5．0 和 15“moL／L)和花生四烯酸(AA：500．0 斗∥m1)对血小板浓度的允许范围。 

方法  选取健康查体人群枸橼酸钠抗凝外周血标本 72 例，每 12 例标本混合为 1 组，分 6组。将各

组标本混合后，分别制备不同水平的血小板浓度，利用海伦娜血小板聚集分析仪分别检测 AA 和

ADP 诱导下的 6 组不同血小板浓度水平的血小板聚集率。 

结果  当诱聚剂浓度升高，不同浓度的血小板聚集率会随之增高。随着血小板浓度升高，AA 和

ADP(15 斗 moL／L)诱导的血小板聚集率均呈现先快速上升而后平缓的趋势，其中当 Plt 浓度低于

200×109／L 时，AA 诱导的血小板聚集率随着血小板浓度的降低出现陡降，而 ADP 诱导的血小板

聚集率随着血小板浓度的升高稍平缓些。当 P1t>200×109／L，AA 500ug/ml 和 ADP 15μmoL／L

诱导时，不同浓度 Plt 的血小板聚集率变化平缓、波动较少，较稳定。 

结论  进行血小板聚集率检测时，AA 和 ADP 诱聚荆对应的适宜 Plt 浓度应大于 200 x 10’／L。 

 
 

PU-1407 

远海医疗救护血液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于帅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目的  本文针对某钻井平台勘探期间卫勤保障血液供应所暴露的问题。 

方法  远海医疗救护血液保障至关重要，包括血液供需矛盾，异常突出、地域资源配置不足的采供

血机构和单一成分的血液储备等 

结果  提出因地制宜调整采供血地域配置、建立战备血库、建立直升机运血模式等对策建议 

结论  满足未来远海医疗救护血液保障的需求。 

 
 

PU-1408 

红细胞保存时间对红细胞输注前后 Hb 变化的影响 

 
于帅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目的  研究不同保存时间红细胞对输注前后血红蛋白（Hb）变化的影响。 

方法  选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2012 年 3 月 5 日至 2015 年 11 月 4 日期间全部有红细

胞输注记录，且符合入选标准的 997 袋血液，分析保存时间同输血前后 Hb 变化关系。 

结果  红细胞保存期从 1 周到 5 周的输血前后变化依次为(14 次为) g/L、(14 次为) g/L、(14 次为) 

g/L、(14 次为) g/L、(14 次为) g/L，不同保存时间红细胞输血前后 Hb 变化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R2=-0.000 1，P>0.05)。 

结论  对于短期内以提高 Hb 为目的的红细胞输注，保存时间对输血效果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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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09 

急性白血病相关巨噬细胞的性质及干扰素对其影响的研究 

 
宋建新,欧阳红梅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探讨急性白血病(AL)患者骨髓中巨噬细胞的性质及干扰素-γ 对 AL 荷瘤情况下巨噬细胞的干

预作用。 

方法  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 97 例初诊 AL，完全缓解（CR）患者 37 例、16 例未缓解/部分缓解

（NR/PR）、缓解后复发 8 例及 30 例缺铁性贫血患者骨髓组织中 CD68+、CD163+细胞的表达；

应用不同浓度 rhINF-γ 对培养后的 AL 单个核细胞进行干预，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巨噬细胞的变化

及 IL-10、TNF-α 表达。 

结果  初诊 AL 患者骨髓中 CD68+、CD163+细胞明显高于对照组(P＜O．05)，而在 AML 和 ALL 间

无显著性差异（P＞0.05），CR 组 CD68+、CD163+细胞明显低于初治组而高于对照组(P＜

O.05)；NR/PR 组与复发组和初诊组之间无统计学意义（P＞O.05)；观察 37 例 CR 的患者治疗前

骨髓中 CD68+、CD163+细胞发现，其明显低于治疗前 NR/PR 组(P＜O.05)；AL 骨髓单个核细胞

培养后经不同浓度 rhINF-γ 干预 7d，CD68+细胞在各组间无显著性差异（P＞O.05）；CD163+细

胞随着干预浓度逐渐增高逐渐减低，当干预浓度为 1×106U/L 时，CD163+细胞低于对照组(P＜

O.05)，在同组间，干预浓度为 1×106U/L 时，CD163+细胞明显低于 CD68+细胞(P＜O.05)；当

1×106U/L 浓度时，IL-10 水平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O.05)；TNF-α 随着干预度的增加而

逐渐增高，到 1×106U/L 浓度时明显高于照组(P＜O.05)。 

结论  AL 患者骨髓中存在巨噬细胞异常浸润并被极化为 M2 型占优势的巨噬细胞，与 AL 患者的疗

效、预后有直接关系；在 AL 荷瘤情况下，一定浓度的干扰素-g 具有“逆转”M2 型巨噬细胞的功能，

可能为今后探讨针对巨噬细胞的靶向治疗，清除白血病微小残留提供理论依据。 

 
 

PU-1410 

海南地区百岁老人骨代谢标记物变化特征 

 
于帅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目的  调查研究海南地区百岁老人骨代谢标记物变化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及是否活动对骨代谢标

记物的影响。 

方法  358 例百岁老人血清标本来自海南地区 100 岁（含 100 岁）以上，全部百岁老人进行起立行

走和步态观察，按照能否完成起立行走动作分为健康百岁老人组和疾病百岁老人组。 44 例百岁以

下我院健康人群年龄 20-90 岁，作为对照组。比较百岁老人男性与女性、百岁老人与对照组、男性

百岁老人与男性对照组、女性百岁老人与女性对照组骨代谢标记物差异，分析百岁老人骨代谢指标

同年龄的相关性分析。 

结果  男性疾病百岁老人同女性疾病百岁老人，男性健康百岁老人同男性疾病百岁老人的各项骨代

谢指标无差异（P>0.05)。百岁老人各项骨代谢标记物同年龄不具有相关性，（P>0.05），单独男

性百岁老人或者女性百岁老人同年龄同样不具有相关性（P>0.05）。 

结论  百岁老人人群骨代谢虽然显著高于百岁以下人群，但并不随年龄的增加而继续增加，骨代谢

受年龄因素影响较小，但是活动对于骨代谢的抑制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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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11 

Value of procalcitonin，C-reactive protein and IL-6 serum 

levels for bloodstream infection: anylysis of 296 cases 
from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Shuai Yu 

Hainan Branch of PLA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524 kinds of positive bacteria in blood culture 
and procalcitonin (PCT). 
Methods Select the Hainan branch of PLA General Hospital from 2012 to 2016 on the same day 
of positive samples of venous blood culture and PCT detection and blood culture (524 cases), 
using the method of retrospective analysis,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lood culture 
microbial species with PCT. 
Results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PCT were 92%, 82%, PCT value is higher,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of diagnosis in blood significantly; gram positive bacteria, gram negative 
bacteria and fungi group group, suspected contaminated bacteria group and negative control 
group in age and gender differences were not significant (P>0.05), but there was the difference in 
the level of PCT (P<0.05), PCT results showed that gram negative bacteria group and suspected 
contaminated bacteria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negative control group 
(P<0.05), and no difference with the negative control group of fungi (P>0.05); blood culture 
positive bacteria group with positive fungal group comparison, the level of PCT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bacteria (fungal group P<0.05), bacterial infections have elevated levels of PCT in the 
diagnosis of fungal infection,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nclusions The level of PCT in the diagnosis of positive or negative blood culture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can effectively predict the results of blood culture, for suspicious blood 
culture positive results of PCT detection can assist the elimination of pollution bacteria. 
 
 

PU-1412 

非连续密度梯度离心法分离红细胞的影响因素研究 

 
于帅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目的  研究非连续密度梯度分离法分离红细胞的影响因素，初步建立 Percoll 分离液在红细胞分离中

的最佳操作条件。 

方法  检测 Percoll 与 1． 5 mol /L NaCl 比例为 9∶ 1、10∶ 1、11∶ 1、12∶ 1、13∶ 1 渗透压

情况，选取等渗比例作为最佳母液( SIP) ;以不同密度细胞被充分离心沉降分离，较少存在红细胞滞

留、拖带现象作为分离效果评判标准，比较不同红细胞悬液浓度、不同离心力、不同离心加减速

度、不同温度和不同离心时间的分离效果。 

结果  50%以下浓度红细胞悬液分离效果优于 50%以上浓度红细胞悬液，4 000 × g 优于 3 000 和 2 

000 × g 的离心效果，2 － 8 的离心加减速度可以获得满意的离心效果，4 ℃分层效果比室温稳

定，20 min 优于 15 和 10 min 的分离效果。 

结论  Percoll 与 1． 5mol /L NaCl 为 12∶ 1 和 11∶ 1 的母液可作为等渗母液，优先 4 ℃离心条件

离心，加减速度 2 － 8，其离心效果会随着红细胞悬液浓度的降低、离心时间的延长、离心力的增

加而获得更好的分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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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13 

尿标本充分混匀对 DCA Vantage 检测微量白蛋白的影响 

 
于帅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目的  分析尿标本离心前后尿微量白蛋白(UMA)检测结果的变化，了解混匀尿标本是否对 UMA 的检

测产生影响。 

方法  采用直接抽样法随机选取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2017 年 7 月 6 日住院患者尿液标本 60 例，

使用 DCA Vantage 尿微量白蛋白分析仪检测 UMA。同一标本分别进行充分混匀后检测 UMA 和 2 

000 g 离心 5 min 后检测 UMA，对比分析离心前后 UMA 的变化。 

结果  60 例尿标本充分混匀的 UMA 和离心后的 UMA 分别为(79.19±91.60) mg/L 和(80.87±94.21) 

mg/L，离心前后 UMA 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合格的尿液标本是否混匀对 DCA-Vantage 检测尿微量白蛋白无影响。 

 
 

PU-1414 

血流感染患者 NT-Pro BNP 的分布特征 

 
于帅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疑似血流感染（BSI）患者血清中 N 末端脑利钠肽前体（NT-pro BNP）在革

兰阳性菌血流感染和革兰阴性菌血流感染、真菌血流感染和连续血培养阴性中的分布差异，初步探

讨血流感染对心脏负荷的影响。 

方法  选择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2012 年 12 月至 2016 年 9 月期间就诊的疑似血流感染，且同一

天进行了静脉血培养和 NT-Pro BNP 检测的全部样本，共 174 例。按照血培养结果分四组，分别为

革兰阳性菌感染、革兰阴性菌感染、真菌感染和阴性对照组，比较四组中 NT-pro BNP 的差异。 

结果  革兰阳性菌感染、革兰阴性菌感染、真菌感染和阴性对照组在年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四组间 NT-pro BNP 两组间比较，仅革兰阴性菌感染组的 NT-Pro BNP 871(301-

3688) pg/ml 和真菌感染组的 NT-Pro BNP 4398（1283-8436）pg/ml 与阴性对照组的 NT-Pro BNP 

485（146-1716）pg/ml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高于对照组（P<0.05），其余组间比较差异不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革兰阴性菌感染和真菌感染更容易出现 NT-Pro BNP 的增高，增加心脏的负荷，在临床血流

感染治疗过程中，对于革兰阴性菌和真菌感染的血流感染患者应注意心脏负荷的监测。 

 
 

PU-1415 

尿白蛋白干化学法与 DCA Vantage 免疫 

比浊法 10 倍稀释前后的一致性比较 

 
于帅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目的  通过对尿标本同时进行原倍检测和 10 倍稀释后检测，分析 DCA Vantage 检测尿标本 10 倍

稀释前后的 U-Alb 结果的变化，确定 DCA Vantage 检测 U-Alb 项目出现 HOOK 效应的临界值，进

而初步确定 DCA Vantage 检测 U-Alb 需要稀释的复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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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等级随机抽样法选取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检验中心 2017 年 9 月至 2017 年 10 月期间

门诊和住院患者进行尿常规检测且干化学 U-Alb>200mg/L 随机尿标本，共计 129 例，采用西门子

DCA Vantage 检测仪对同一尿标本进行原倍和 10 倍稀释后 U-Alb 检测。绘制 10 倍稀释前后白蛋

白浓度的散点图，确定出现 HOOK 效应的白蛋白浓度范围。干化学法尿蛋白浓度值为 200mg/L、

500mg/L、1000mg/L、2000mg/L、5000mg/L 与免疫比浊法蛋白值对应关系为 100~349mg/L、

350~749mg/L、750~1499mg/L、1500~3499mg/L、>3500mg/L，两者之间的一致性评价采用

Kappa 检验，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DCA Vantage 测定 U-Alb 产生钩状效应的范围为>2250mg/L。干化学法与 DCA Vantage 白

蛋白的一致性具有统计学意义，但是一致性较差（Kappa=0.15,P<0.001）。当干化学 U-Alb 低于

2000mg/L 时，未发现 DCA Vantage U-Alb 高于 2250mg/L 的样本；当干化学 U-Alb 为 2000mg/L

时，>2250mg/L 的尿标本占 13.0%，当干化学 U-Alb 为 5000mg/L 时， U-Alb>2250mg/L 的尿标

本占 95.2%。 

结论  DCA Vantage 免疫比浊法联合干化学法检测 U-Alb 可提高高浓度白蛋白尿标本发生 HOOK

效应的检出率，干化学法 U-Alb 大于 2000mg/L 且 DCA Vantage U-Alb<300mg/L 时，尿标本需要

进行稀释检测，以免造成高蛋白尿假性低值的错误。 

 
 

PU-1416 

外周血 IG 的检测在肿瘤患者败血症诊断中的作用 

 
胡书生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300000 

 

目的   评估外周血中未成熟粒细胞的检测在肿瘤患者败血症诊断中的作用。 

方法   选取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1 月的 67 例肿瘤患者（32例败血

症患者和 35 例非败血症患者）进行血培养、IG 以及 CRP 检测，以 40 例体检中心的健康人作为对

照组，比较各指标和各组间的差异。采用 ROC 曲线评估 IG、CRP 以及联合两种指标诊断肿瘤患

者中败血症的效能。 

结果  败血症组外周血 IG、CRP 水平均明显高于非败血症和健康对照组［0.030（0.015~0.060）

比 0.020（0.008~0.050）、0.020（0.018~0.040），89.5（26.0~176.5）比 3.6（1.6~55.8）、

1.3（0.8~2.5），均 P<0.01］。非败血症组外周血 IG 水平与健康对照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非败血症组 CRP 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P<0.01）。IG 诊断肿瘤患者中败血症的曲

线下面积 AUC（0.737）要高于 CRP（0.729），均>0.7, IG 的灵敏度以及特异度（82.4%、

66.2%）均高于 CRP（72.5%、63.3%）。IG 与 CRP 两项指标联合使用比单项指标的检测曲线下

面积 AUC（0.786）、灵敏度（92.3%）均明显提高。 

结论   IG 与 CRP 相比，能够更准确简便经济的诊断肿瘤患者中的败血症，IG 与 CRP 两项指标联

合使用时诊断效能明显提高。因此 IG 可作为辅助诊断肿瘤患者中败血症的良好的生物标志物，有

利于临床医生注意到肿瘤患者病情的恶化和进行及时的抗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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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17 

A Rapid and Fully Automated Method for Screening of FVIII 
Inhibitors in Hemophilia A Patients 

 
Qiang Li1,Liyan Li1,Jing Sun1,Xin-Ru Mao1,Shu-Fen Li1,Chao Yang1,Yao-Peng Chen2,Lei Zheng1 

1.Nanfang hospital 
2.303 Hospital of PLA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a rapid and automated method for screening of 
FVIII inhibitors. 
Methods Protocols of immediate APTT correction test (APTT-I) and post-incubation APTT 
correction test (APTT-P) were set on the SYSMEX CA1500 analyzer. A total of 360 patients with 
hemophilia A and 94 patients with lupus anticoagulant were detected by the automated method 
and Bethesda method. A positive inhibitors value for Bethesda was defined as ≥0.6 BU/mL. The 
APTT difference (APTT-D) and APTT correction index (APTT-CI) were calculat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of the automated method in this study and the anti-interference ability of 
lupus anticoagulant. 
Results The positive rates of Bethesda, APTT-D, APTT-CI and APTT-D combined APTT-CI were 
20.29%, 22.35%, 22.65% and 21.76%, respectively. The sensitivities of APTT-D, APTT-CI and 
APTT-D combined APTT-CI were 97.10%, 98.55% and 97.10, 96.68%, 96.68% and 97.42% for 
specificity, 99.24%, 99.62% and 99.25% for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s (NPV), 88.16%, 88.31% 
and 90.54% for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s (PPV), 96.76%, 97.06% and 97.35% for diagnose 
accordance rates (DAR), respectively. The positive rates of APTT-D, APTT-CI and APTT-D 
combined APTT-CI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Bethesda. 3.19% (3 of 94) 
patients with lupus anticoagulant were positive for FVIII inhibitors. 
Conclusions The fully method automated established and verified by this study is a simple, rapid 
and accurate method for screening of FVIII inhibitors, which can be widely used in medical 
laboratories. 
 
 

PU-1418 

海南百岁老人肠道菌群结构的性别差异研究 

 
宋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初步探讨海南省不同性别百岁老人肠道菌群结构的差异。 

方法  根据纳入排除标准在 2016 年 4 月至 9 月间随机选取了海南省无消化道疾病的 16 例百岁老人

（男女各 8 例），并采集粪便样本，提取标本中原核生物全基因组后采用 16S rDNA 高通量测序方

法分析菌群结构。 

结果  百岁老人样本 OTU 均值低于普通健康人群 OTU 均值；各组 Shannon 指数比较，女性组较

于男性组有明显差异（P=0.034）；Lefse 分析结果，女性组较于男性组厚壁菌门明显呈富集状

态。 

结论  百岁老人肠道菌群结构在整体上相对于普通健康人群要简单，埃希氏菌属的相对丰度占绝对

的优势，百岁老人人群中女性较男性肠道菌群有着更好的多样性和均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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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19 

狼疮抗凝物与习惯性流产相关研究进展 

 
徐然然 

潍坊市人民医院,261000 

 

目的  探讨狼疮抗凝物质因子与复发性流产的关系的研究进展 

方法  标本采集及制备:研究组在末次流产时,对照组在正常足月分娩 1 个月后,肘静脉采血 2ml 抗凝,

置- 20℃冻存待检。LA 筛查实验及确证实验应用 ACL-TOP 全自动血凝仪按 DRVVT 原理测定(试剂

盒由美国 Beckman 公司提供),计算 LA 比值。LA 比值=LA 筛查实验值/LA 确证实验值。比值为 1.2

～ 1.5,提示少量 LA 存在;比值为 1.5～ 2.0,提示中等量 LA 存在;比值> 2.0,提示大量 LA 存在。 

结果  不同流产次数组 LA 不同水平的分布 三个自然流产组 LA 的三个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统

计学意义(P< 0.05,确切概率法),但三组间 LA 三个水平无统计学差异,(P> 0.05,校正 χ2 检验) 

LA 不同含量与流产孕周的关系 两组 LA 的三个水平均高于正常组(P> 0.05,确切概率法),但两组间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校正 χ2 检验) 

结论  研究显示不同水平的 LA 与自然流产有关,进一步研究发现,妊娠丢失患者中不同自然流产次数

组间的 LA 的水平无差异,而其分别与对照组比较均存在着差异,提示高于正常水平的 LA 与自然流产

有关,但其含量多少与流产次数无关,同时本研究亦显示不同流产孕周组间比较 LA 的含量无差异,说

明 LA 的含量与流产孕周无关,提示无论早期流产还是中晚期流均应进行 LA 定量,以便及时治疗,提

高妊娠成功率。 

 
 

PU-1420 

临产孕妇凝血功能检测的临床意义  1 

 
侯 瑛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原伊克昭盟医院）,017000 

 

目的  为了探讨妊娠晚期孕妇血液中凝血功能的状况及凝血功能检测对孕晚期患者的临床指导意

义。 

方法  实验组：1756 例我院住院待产的妇女，孕期大于 38 周，心、肝、肾功能正常，无其它合并

症，年龄 22-43 岁，平均 23 岁。 

对照组：我院门诊就诊女性，选择心、肝、肾功能正常，无凝血机制异常及血液系统疾病，未怀孕

女性 570 例，年龄 19-42 岁，平均 24 岁。 

结果   

组别 例数 PT-INR APIT（s） TT（s） FIB（g/L） 

实验组 1756 例 0.93±0.29 33.01±4.99 15.42±1.31 4.28±0.93 

对照组 570 例 0.97±0.22 34.32±4.74 15.51±1.05 3.88±0.97 

结论  从本组实验结果可以看出，临床孕妇组 PT、APTT、TT 值低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P＜

0.05）FIB 值高于对照组，也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临床孕妇 PT 明显缩短，提示血凝呈高

凝状态倾向，可能与凝血因子Ⅱ、Ⅴ、Ⅶ、Ⅹ等增加有关；APTT 明显缩短，可能与凝血因子Ⅷ、

Ⅸ、Ⅹ、Ⅺ等增加有关；TT 明显缩短，可能与纤溶活动有关；FIB 升高，与血浆纤维蛋白原的含

量增加有关。这些因素在正常分娩过程中对产后有效止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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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21 

血浆 D-二聚体和 FDP 联合检测在急性脑梗死中的临床应用 

 
文荣 

内蒙古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原：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014000 

 

目的  探讨血浆 D-二聚体和 FDP 联合检测在急性脑梗死中的临床应用。 

方法  选取本院 2015 年 1 月到 2017 年 1 月收治的 130 例脑梗死患者，作为实验组；另选取 110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应用 ACL-TOP700 全自动凝血分析仪，采用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定量

检测各组血浆 D-二聚体和 FDP 含量。所有检测数据均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分析。 

结果  健康对照组 D-二聚体为 0.65±0.21μg /ml，FDP 为 0.83±0.14μg/ml，实验组 D-二聚体为

36.7±13.2μg /ml，FDP 为 70.6±19.3μg /ml；实验组与对照组 D-二聚体和 FDP 浓度有显著性差异

(P<0.01)。 

结论  联合检测 D-二聚体和 FDP，对脑梗死的发生及病情具有重要意义，可作为急性脑梗死患者病

情，预后判断的重要指标。 

 
 

PU-1422 

不同采血管中循环肿瘤 DNA 稳定性的评估 

 
张晓彤,周亚楠,朱玉翠,胡成进,曹源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实验诊断科 

 

目的  循环肿瘤 DNA（ctDNA）作为一种潜在的新型生物标志物，可用于实体瘤的诊断、预测和预

后应用。在开展前瞻性临床试验以证明 ctDNA 在临床实践中的价值之前，研究各种预分析条件特

别是不同采血管对 ctDNA 稳定性的影响，从而优化分析前条件。 

方法  ①采用 Streck 和 EDTA-K2采血管收集健康供体的静脉血；②样品中加入人工片段化的 ESR1 

p.D538G 突变 DNA；③分时段分离血浆，提取血浆中游离 DNA；④通过微滴式数字 PCR 分析提

取的 ctDNA。 

结果  加入健康供体血液样品中的突变 DNA 在 7 天后仍然可以在所有样品中检测到。当使用

Streck 和 EDTA-K2 管进行采血，两小时之内分离血浆时，ctDNA 总量和突变等位基因拷贝数没有

差异。采血后 24 小时内，EDTA-K2管中分离的血浆 cfDNA 水平随时间升高，Streck 管没有观察到

cfDNA 水平有明显增加。在第 3 天，两个试管中的 ctDNA 水平有降低的趋势。 

结论  比较两种不同采血管发现， ctDNA 在 Streck 采血管中稳定性较好，适合随后的液体活检检

测，即使低 ctDNA 浓度也可以检测体细胞突变。 

 
 

PU-1423 

标准化六西格玛在血凝仪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莫殿军 

赤峰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目的运用标准化六西格玛（6σ）质量管理方法分析血凝仪质量控制数据，评价其分析性能，

指导质量改进。 

方法  方法收集本实验室 2016 年和 2017 年血凝仪室内质控和参加卫计委临床检验中心室间质评的

数据，依据临床血液学常规项目分析质量要求(WS/T 406-2012)标准，计算凝血酶原时间（PT）、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和纤维蛋白原测定（Fib）这三个检测项目的变异系数( CV) 、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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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 Bias)和西格玛（σ）值，结合标准化 6σ 性能决定图，评价检验项目分析性能，并设计质量控制

方案。计算质量目标指数值（QGI），查找导致性能不佳的主要原因，指导质量改进。 

结果  结果 2016 年希森美康 CA-7000 血凝仪，正常、异常二水平质控品 PT、APTT、Fib 的平均

σ 值分别为 2.55、2.53、3.77。异常浓度水平 PT 和 APTT 的 σ 值分别为 2.07、2.06，QGI 值分别

为 0.67、1.04，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根据 QGI 设计最佳质量改进方案并实施改进措施后，2017 年

PT、APTT、Fib 的平均 σ 值明显提高，分别为 3.86、3.80、3.95。 

结论  结论运用标准化 6σ 质量管理方法能更为严谨的评价血凝仪的分析性能，以此设计个体化的

质量控制方案可以更有效地提高凝血试验项目的质量水平。 

 
 

PU-1424 

白细胞联合亚硝酸盐和尿培养对尿路感染诊断的对比分析 

 
匡慧慧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目的  评估亚硝酸盐和白细胞这两项尿液常规指标对尿路感染的诊断价值。 

方法  将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从 2016 年 1 月份到 2016 年 12 月份的就诊患者作为分析样本，对

怀疑有尿路感染的 502 例患者的尿标本进行回顾性分析，按照无菌操作取清洁中段尿标本分别进行

尿培养、亚硝酸盐检测和白细胞计数检测，将亚硝酸盐和白细胞检测结果与尿培养结果做对比分

析。 

结果  在有效统计的 502 例尿标本中，有 356 例检出病原菌；亚硝酸盐阳性有 117 例，占 32.9%；

白细胞阳性有 351 例，占 98.6%；联合检测阳性有 357 例，占 71.1%。亚硝酸盐和白细胞计数联

合诊断尿路感染与金标准尿培养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33.843,P<0.05），亚硝酸盐的特异度

和阳性预测值分别高达 99.3%，99.1%。 

结论  亚硝酸盐呈阳性时基本可以判断存在尿路感染，白细胞诊断尿路感染的灵敏度很高，综合两

项尿常规指标诊断尿路感染时，能更快速更准确的筛选出尿路感染的患者。 

 
 

PU-1425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 ACL TOP 700 性能验证及评价 

 
刘双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检验中心 

 

目的  对美国 IL 公司的全自动血凝分析仪 ACL TOP 700 性能验证及其临床应用价值探讨。 

方法  以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纤维蛋白原(FIB)、凝血酶时间(TT)为

分析参数，从正确度、精密度、线性、携带污染率、干扰实验、准确度及参考区间等方面对仪器进

行性能验证及评价。 

结果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 ACL TOP 700 FIB 正确度偏倚小于 10%，符合行业标准；批内精密度及

批间精密度均符合行业标准要求；FIB 线性相关系数 R=0.9991、a=0.9788,符合行业标准,线性范围

0.45～10.06 g/L;携带污染率符合行业标准及厂家标称水平要求；对溶血、脂血、黄疸的抗干扰能

力强，保证结果准确；各参数的准确度均符合行业标准要求。厂家提供的参考区间适合。 

结论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 ACL TOP700 所测项目的结果准确可靠，能较好的满足临床实验室工作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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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26 

便隐血试验对消化道出血患者凝血功能异常的价值初探 

 
庞丽蓉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检验中心 

 

目的  便隐血试验一直作为消化道出血的判断指标，该指标可能对消化道出血患者出凝血功能异常

有一定的提示价值，本研究分析消化道出血且粪便隐血阳性住院患者凝血象特点，探讨消化道出血

患者粪便隐血阳性时对纠正凝血异常有无指导价值。 

方法  采用随机抽选法从 2017 年 1 月-2018 年 1 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初次确诊为消

化道出血粪便隐血阳性的住院患者 49 例作为观察组，消化道良性病变粪便隐血实验为阴性的患者

25 例、同期健康体者 48 例作为对照，三类患者进行两两比较，实验室同天检验指标包括粪便隐血

试验、凝血四项联合 D-二聚体、血常规、肝功、肾功检查。凝血检查包括血浆凝血酶原时间

（PT）及由 PT 衍化出的国际标准化比值(INR)、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纤维蛋白原

（Fib）、凝血酶时间（TT）、D-二聚体（D-D）。 

结果  在三组患者性别年龄等基础资料没有显著性差异的情况下(P>0.05)，便隐血阳性组与隐血阴

性、健康人群相比，INR、PT、TT 指标明显延长，组间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粪便隐血阳性

组对比粪便隐血阴性组、健康人群，APTT、Fib 指标缩短，组间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便隐血

阳性组患者血浆 D-二聚体水平升高，与便隐血阴性组，健康人群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粪便隐血试验阳性提示消化道出血患者可能存在凝血异常，临床应做相应的对症治疗处理。 

 
 

PU-1427 

海南地区百岁老人网织红细胞各项参数特点 

 
陈龙琴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目的  调查分析海南地区百岁老人网织红细胞各项参数特点。 

方法  选取百岁老人 68 例，18~83 岁健康人群 129 例，采用 Sysmex XT-4000i 型全自动血液细胞

分析仪分析网织红细胞五项参数：网织红细胞绝对值 (RET#)、网织红细胞百分率(RET%)、高荧光

网织红细胞百分率 (HFR%)、中荧光网织红细胞百分率 (MFR%)、低荧光网织红细胞百分率

(LFR%)。 

结果  百岁老人 HGB [(113.38±15.09) g/L]、RET% [(1.04±0.37)]、RET# [(41.37±15.04)×109/L]、

MCH [(28.43±2.59) pg]、MCHC [(316.00±9.5) g/L]和 RBC [(4.00±0.50)×1012/L]均低于健康成年

人，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HFR% (0.34±0.43)、MFR% (3.43±2.50)、LFR% (96.23±2.67)

和 MCV (89.94±7.01)同健康成年人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百岁老人 HGB 仅与 RET#

存在弱相关性(r=0.298，P<0.05)，而与 RET%、RET#、HFR%、MFR%和 MFR%均无相关性

(P>0.05)。 

结论  百岁老人骨髓造血能力衰退，HGB 和网织红各项参数均低于成年人群，需独立制定相应参考

范围才能与百岁老人疾病诊断匹配。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0%87%E5%87%86%E5%8C%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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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28 

冷凝集对 XS-4000i 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的影响及处理 

 
陈龙琴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目的  探讨冷凝集对 XS-4000i 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查结果的影响及处理方法。 

方法  同一冷凝集标本分别采用手握标本 10 min，手握 20 min，37℃水浴标本 30 min，血浆置换

和置换血浆加手握 10 min，进行血常规检测，比较五种方法的效果差异。 

结果  手握 10 min、手握 20 min 和置换血浆加手握 10 min 均获得满意的血常规检测结果，MCHC 

值由 540 g/L 降至 361~376 g/L，血浆置换和 37℃水浴标本 30 min 效果较差，MCHC 降至 

426~455 g/L。 

结论  手握 10 min、手握 20 min 和置换血浆加手握均可以用于冷凝集标本血常规检测的前处理。 

 
 

PU-1429 

海南省百岁老人静脉血常规指标变化特征 

 
丛琳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目的  目的  调查研究海南省百岁老人静脉血常规指标的变化特征。 

方法  选取海南省健康百岁老人 354 例为观察组，分别选取海南省百岁以下健康人群和全国血常规

平均水平作为对照组 1 和对照组 2，对三组血常规进行统计学分析，并将观察组和对照组 1 的 

RBC 和 Hb 数据结果同年龄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观察组同对照组 1 比较 RBC、Hb、Mono%、Eos%、Baso%、Hct、MCH、MCHC、

RDW、PCT、PDW、MPV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 WBC、Neut%、Lymph%、

MCV、PLT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中 RBC、Hb、Hct、MCH、MCHC、PCT 和 

MPV 均低于对照组；RBC、Hb、Hct、MCHC 与年龄呈现负相关，与 RDW 呈现正相关。观察组

与对照组 2 比较 RBC、Hb、WBC、Neut%、Lymph%、Baso%、Hct、MCH、MCHC、PLT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海南省百岁老人血常规指标与海南省百岁以下健康人群、全国平均水平之间的差异明显，有

必要使用适合百岁老人的参考区间评价百岁老人血常规。 

 
 

PU-1430 

XN-3000 血液分析仪两种血小板计数方法的比较研究 

 
刘双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检验中心 

 

目的  研究比较电阻抗法（PLT-I）和荧光染色法(PLT-F)检测血小板间的差异。 

方法  收集 Sysmex XN-3000 血液分析仪电阻抗法及荧光染色法两种方法检测 522 例血小板直方图

异常及 105 例血小板直方图正常的 EDTA-K2 抗凝静脉血标本的数据，统计分析血小板两种检测方

法间的差异。 

结果  MCV<80 且血小板直方图异常时两种检测方法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在使用 XN-3000 血液分析仪测定血小板计数时，MCV<80 且有血小板直方图异常标本应注意

荧光染色法复核以减少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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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31 

脾脏细针穿刺针吸细胞学结合流式细胞学 

在脾脏淋巴瘤诊断中的意义 

 
刘平毅 

沂水中心医院,276000 

 

目的  探讨脾脏细针穿刺针吸细胞学（Fine-needle aspiration cytology，FNAC）联合流式细胞术

（Flow cytometry，FCM）对提高脾脏淋巴瘤的诊断率及明确淋巴瘤分期方面的作用。 

方法  对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入住我院的 16 例脾脏肿大高度怀疑淋巴瘤浸润患者行细针穿

刺针吸细胞学检查，同时运用流式细胞术分析针吸标本中各细胞的免疫表型，并将细针穿刺针吸细

胞学联合流式细胞术的检测结果与病理组织学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细针穿刺针吸细胞学联合流式细胞术检出淋巴瘤 11 例，脾脏功能亢进 2 例，脾脏髓外造血 1

例，脾脏淋巴组织增生 2 例；其中 1 例经穿刺针吸细胞学及流式细胞术检测结果为淋巴组织增生，

而其病理结果为脾脏转移癌，其余结果均与病理结果相符。细针穿刺针吸细胞学联合流式细胞术检

测结果的准确率为 93.75％（15/16)，淋巴瘤的诊断符合率为 100%。 

结论  脾脏细针穿刺针吸细胞学与流式细胞学的联合运用不仅可观察病变细胞的形态，而且可以同

时对同一细胞的多个免疫标记进行分析，提高了脾脏淋巴瘤诊断的准确率，减轻了患者的痛苦，是

脾脏淋巴瘤早期诊断的一种方便快捷、安全有效且高度精确的试验方法，对提高脾脏淋巴瘤的诊断

率及明确淋巴瘤分期具有重要意义。 

 
 

PU-1432 

红细胞分布宽度对急性胰腺炎诊断与预后的评估价值 

 
余进胜,古国荣,罗东平,陈周利 

惠东县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红细胞分布宽度对急性胰腺炎的病情及预后的评估价值。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2018 年 2 月到惠东县人民医院就诊的 138 例 AP 患者, 以红细胞分布宽度

值把患者分为三组，1 组 (RDW≦13%),2 组 (RDW13%＜RDW＜14.5%)， 3 组 (RDW≧14.5%), 

收集患者入院时 RDW，AMY，PCT， LIPA ，CRP，APACHE Ⅱ评分，住院天数，病死率等临床

资料，比较各组间差异；分析 RDW 与 以上指标相关性；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并确定曲线下面

积来分析 RDW 对 AP 死亡预测价值。 

结果  CRP, APACHE Ⅱ及病死率随着 RDW 增大而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5)，其余的指

标在三组别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DW 与 PCT，CRP，APACHE Ⅱ评分相关系数分别为 0.187， 

0.215，  0.465(P <0. 05)；AP 院内死亡预测价值  ROC 曲线分析显示 ,RDW 曲线下面积为 

0.830(95% CI: 0. 752 ~ 0. 908,P <0. 001)，最佳临界值为 14.45%,灵敏度为 84.40%,特异度为 

79.96%。 

结论  RDW 对 AP 的严重程度和预后具有较好的预测价值，可作为基层医院一项快速判断 AP 的病

情及预后的有效的临床指标。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871 

 

PU-1433 

静脉畸形围手术期凝血指标动态监测的对照研究 

 
周善良 

临沂市肿瘤医院,276000 

 

目的  动态监测、对比围手术期静脉畸形病例和非静脉畸形病例的纤维蛋白原、D 二聚体水平，探

讨其在静脉畸形病例围手术期凝血功能评估和出血风险预测中的意义。 

方法  2014 年 10 月～2016 年 3 月临沂市肿瘤医院检验科共对 67 例患者进行围手术期纤维蛋白

原、D 二聚体水平动态监测，于术前、术后第 2 日、第 5 日和第 7 日分别检测。包括静脉畸形患者

52 例（A 组），下肢患者 18 例，上肢患者 14 例，头颈部患者 8 例，躯干患者 7 例，累及两个以

上解剖部位患者 5 例；非静脉畸形病例 30 例（B 组），乳腺手术 5 例，甲状腺手术 5 例，肢体手

术 5 例。 

结果  经 t 检验，A 组和 B 组术前、术后第 2d、第 5d 和第 7d 的 D 二聚体和纤维蛋白原变化水平亦

有统计学差异（P 均＜0.05）。经方差分析，不同部位患者术前、术后第 2d、第 5d 和第 7d 的 D

二聚体和纤维蛋白原变化水平亦有统计学差异（P 均＜0.05）。 

结论   D 二聚体水平升高可作为静脉畸形患者的辅助性诊断指标。静脉畸形患者术后 D 二聚体水平

升高，纤维蛋白原水平反应性升高并不明显，甚至合并纤维蛋白原减低，以下肢广泛病变和多发病

变为多见，术后应严密监测。 

 
 

PU-1434 

以罕见部位发生 VTE 事件为首发表现的高同型半胱血症一例并

文献复习 

 
周雯雯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探讨以罕见部位发生 VTE 事件为首发表现的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临床特点、诊断，提高以

全身罕见部位发生 VTE 事件为首发表现的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认识和诊治水平。方法：对中国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内科收治的 1 例以全身罕见部位发生 VTE 事件为首发表现的高同型半

胱氨酸血征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复习。 

方法  对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内科收治的 1 例以全身罕见部位发生 VTE 事件为首发表现

的高同型半胱氨酸血征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复 

结果  1 例，男性 23 岁“阵发性呼吸困难 1 年，加重伴咳嗽咳痰 6 天”为主诉入院。既往史：3 年前

因头痛行头 CT 提示脑出血，后诊断“脑静脉窦血栓”并入院治疗，康复出院后无后遗症，1 年前因

腰痛于盛京医院诊断“肾静脉血栓”、“下腔静脉血栓”，日 1 次规律口服“华法林钠”3mg 抗凝至今。本

例多次发生罕见部位无诱因 VTE 事件患者，此次以呼吸困难入院，肺动脉 CTA：肺动脉 CTA 未见

异常改变。肺功能检查提示混合型气道功能障碍，小气道功能障碍，支气管舒张试验阳性，给予拜

复乐抗炎、多索茶碱甲强龙平喘解痉等治疗后症状缓解。本次确诊为“支气管哮喘”，考虑到患者有

易栓倾向合并获得性易栓因素。在抗炎的基础上，积极抗凝，预防 VTE 的再次发生。患者经检查

同型半胱氨酸 Hcy>50umol/L，可定义为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被定义为代谢

缺陷型的易栓因素。 

结论  对于罕见部位发生 VTE 的青年患者，需警惕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可能，及时的诊断和治疗

可显著改善患者的预后，及防治 VTE 的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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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35 

反复呼吸道感染儿童 T 细胞亚群及 免疫球蛋白变化临床分析 

 
王莹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130000 

 

目的  探讨对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进行 CD3+、CD4+、CD8+淋巴细胞和 IgG、IgA、IgM 检测的临

床意义。 

方法  2017 年-2018 年在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住院，临床确诊的 56 例反复呼吸道感染儿童为研究对

象，运用贝克曼流式细胞仪检测 CD3+、CD4+、CD8+，并计算 CD4+/CD8+比值；用贝克曼

DX800 全自动仪器，使用免疫比浊测定 IgA、IgG、IgM 的含量；选取同期 35 例正常健康儿童作为

对照，比较两组儿童的 CD4+、CD8+、CD4+/CD8+的比值，和两组儿童的 IgA、IgG、IgM 的含

量。 

结果  RRI 组儿童病程中与健康儿童组比较,CD3+、CD4+及 CD4+/CD8+比值均明显降低(P<0.05); 

RRI 组儿童病程初期与恢复期比较,以上几项比值均明显更低(P<0.05)。RRI 组儿童病程初期和恢复

期,与健康儿童组比较,IgG、IgA、IgM 含量明显降低(P<0.05);RRI 组儿童病程初期与恢复期比

较,IgG、IgA、IgM 含量均明显更低(P<0.05)。 

结论  RRI 患儿存在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失调,临床可以通过检测 RRI 患儿外周血 T 淋巴细胞亚群

CD3+、CD4+及 CD4+/CD8+比值和 IgG、IgA、IgM 含量,作为评价 RRI 患儿病情严重程度的依据

和临床治疗是否有效的指标。 

 
 

PU-1436 

科凯恩综合征家系致病基因 ERCC8 的突变研究 

 
李晓亮,游国岭,王波,张立辰,张晓青,傅启华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目的  科凯恩综合征（Cockayne Syndrom, CS）是一种罕见、致命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为常染色

体隐性遗传，主要特点为生长迟缓、神经系统发育障碍、智力下降、异常光敏感、眼病凹陷和早衰, 

鉴定其致病基因对其确诊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利用全外显子组测序对其致病基因 ERCC8

（CSA）进行基因突变的筛查，探讨其发病机制。 

方法  采集在儿科门诊被确诊为科凯恩综合征的 4 岁小男孩和其家系成员的外周血，然后抽提基因

组 DNA 进行全外显子组测序，结合序列变异的生物信息学的方法分析，鉴定其致病基因，利用

Sanger 测序技术对基因突变位点进行验证。 

结果  患者 ERCC8 基因中分别在 4 号、5 号外显子上发现两个杂合突变： c.394_398delATGTA 和

c.400-2A>G。其中 c.400-2A>G 突变来源于表型正常的父亲，将剪切受体位点的序列从 AG 改变为

GG，经过 BDGP 评估预测可能导致剪切位点的改变。表型正常的母亲为 c.394_398del TCAAA 杂

合突变。 

结论  该科凯恩综合征由 ERCC8 基因 c.394_398delATGTA 和 c.400-2A>G 复合杂合突变导致，两

个新发杂合突变扩展了国内科凯恩综合征致病的突变谱系，并且为基因型与表型之间联系的研究提

供更多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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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37 

地西他滨联合 CAG 方案治疗中、高危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及急

性髓系白血病临床疗效的 meta 分析 

 
张婧玲,曹颖平,李景岗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地西他滨联合 CAG 方案（DCAG）治疗中、高危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及急性髓系

白血病（AML）在中国的临床实践中已经广泛应用，通过大量的检索文献，系统评价地西他滨联合

CAG 方案在中、高危 MDS 及 AML 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通过计算机检索时间在 2018 年 3 月之前 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

网、万方、维普（VIP）等电子数据库的文献，查找地西他滨联合 CAG 方案对比其他方案治疗

中、高危 MDS 及 AML 的随机对照试验(RCT)，采用 ReviewManger 5.3 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Meta 分析中 24 个 RCT 纳入研究,其中包括 1557 例中、高危 MDS 及 AML 患者，其中 594

名 AML 患者，590 名 MDS 患者。试验组采用 DCAG 方案，对照组采用其他疗法。通过与其他疗

法比较，DCAG 方案治疗中、高危 MDS 及 AML 患者的完全缓解率高于其他组(OR=2.34，

95%CI：1.89~2.91，P<0. 00001)，总体有效率也高于其他组(OR=2.50，95%CI：1.97~3.19，

P<0. 00001)；通过对完全缓解率进行分析，Meta 分析结果显示 DCAG 方案疗效好于 CAG 方案

(OR=2.69，95%CI：2.09~3.45，P<0. 00001)，而稍好与单药地西他滨组 (OR=1.54，95%CI：

1.00~2.39，P=0.05)。不良反应方面，两组的骨髓抑制、肺部感染、消化道反应、出血事件发生率

无统计学意义(P>0. 05)。 

结论  基于现有临床研究进行综合统计，Meta 分析结果显示：DCAG 方案治疗中、高危 MDS 及

AML 具有切实而显著的疗效，且优于 CAG 方案和单药地西他滨方案；两组的不良反应均无统计学

差异。 

 
 

PU-1438 

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抑制剂 LS-007 

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作用及机制 

 
吕江峰 

泰山医学院附属莱芜医院莱芜市人民医院,271100 

 

目的  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抑制剂 LS-007 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作用及机制的研究。 

方法  培养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细胞株，LS-007，夫拉平度，ABT-199 等药物处理细胞，然后，

mRNA 定量和免疫蛋白印迹方法检测白血病细胞内凋亡相关 mRNA 和蛋白含量的变化 。用凋亡试

剂盒检测细胞凋亡情况。 

结果  mRNA 定量和免疫蛋白印迹方法结果表明，经 LS-007 处理后，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细胞中

抗凋亡蛋白含量显著下降，LS-007，和 ABT-199 联合使用，促进细胞凋亡，效果更佳。 

�细胞凋亡情况。 

结论  LS-007 可以影响 RNA 聚合酶位点磷酸化，从而改变细胞依赖性周期蛋白激酶，促进细胞凋

亡，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缓解中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胞凋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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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39 

术前血细胞计数与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的关联研究 

 
唐冰花,李圣杰,韩建平,曹文俊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200000 

 

目的  本研究旨在评估红细胞分布宽度（red bloo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 ，RDW），中性粒细胞与

淋巴细胞比例（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NLR），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例（platelet-to-

lymphocyte ratio，PLR）和单核细胞与淋巴细胞比例（monocyte-to-lymphocyte ratio，MLR）与

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primary open angle glaucoma ，POAG）的相关性。 

方法  本实验是一项回顾性研究，研究共纳入 261 名 POAG 患者和 300 名年龄和性别与之匹配的

健康对照。所有受试者均进行了全面的眼科检查和血细胞计数测量。 

结果  POAG 组 NLR，PLR 和 MLR 值较对照组显着增高（P <0.001; P = 0.012; P = 0.044）。此

外，我们还观察到 POAG 组中性粒细胞计数增加和淋巴细胞减少（P = 0.005; p <0.001）。多元线

性回归分析显示 NLR 和 PLR 与眼内压（IOP）相关。ROC 分析显示 NLR，PLR 和 MLR 预测

POAG 患者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ROC）分别为 0.631,0.567 和 0.568。 NLR 的最佳判断值为

1.998，灵敏度为 59.8％，特异性为 63.0％。多变量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NLR 是一个与 POAG

相关的独立指标（OR = 1.502; 95％CI：1.227-1.839; P <0.001）。 

结论  我们推测 NLR 升高可能是 POAG 患者的独立炎症预测因子。 

 
 

PU-1440 

尿沉渣镜检白细胞计数 

与尿干化学白细胞酯酶检测结果的比较分析 

 
任艳玲 

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比较尿干化学法白细胞酯酶与尿沉渣镜检白细胞检测结果。 

方法  以尿沉渣人工镜检法为检测金标准，选取 1207 例尿沉渣人工镜检白细胞>5 个/HP 的尿液标

本，查询朗迈全自动 UriSed 尿沉渣分析仪及朗迈 LabuMat 全自动尿干化学分析仪的结果，并用 H-

300 迪瑞干化学分析仪对尿液中白细胞酯酶进行重复检测，部分标本手工目测色块颜色变化，对检

测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以尿沉渣人工镜检作为对照，朗迈 LabuMat 全自动尿干化学分析仪对白细胞酯酶检测的灵敏

度、特异度分别为：77.37％、88.19％；迪瑞 H-300 干化学分析仪对白细胞酯酶的检测的灵敏

度、特异度分别为 76.87％、88.19％；朗迈 UriSed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检测尿中白细胞的灵敏

度、特异度分别为 98.68％、96.54％。尿干化学法检测白细胞酯酶，最佳反应时间为 5 分钟。 

结论  尿干化学分析法不能准确、可靠地检测尿液中白细胞的存在，只能作为尿液检测初筛的一种

手段，需要结合尿全自动尿沉渣检测，必要时尿沉渣人工镜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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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41 

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儿血小板相关抗体 

及淋巴细胞 亚群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张加勤,侯香华,洪强,胡义,赵金涛,洪国粦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检测血小板相关抗体（PA-Ig）和淋巴细胞亚群在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患儿体内的变

化趋势，探讨其在 ITP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及意义。 

方法  利用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分别对 67 例 ITP 患儿和 42 例健康对照者外周血进行血细胞计数及

分类；流式细胞术检测两组 PA-Ig、T 淋巴细胞亚群、NK 细胞及 B 细胞含量，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ITP 患儿外周血血小板数量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P<0.05)，白细胞数量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而淋巴细胞比率和数量较健康对照组低（P<0.05）；ITP 组 PA-Ig 显著高于健康对

照组（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ITP 组血小板平均数量与 PA-Ig 总量呈负相关，与类型无

关，多因素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ITP 患儿外周血血小板计数 PLT=48.452-1.256*PA-IgG- 1.033*PA-IgM-

1.332*PA-IgA，模型有统计学意义（P<0.01），R2 为 0.469；与健康对照组相比，ITP 组 CD3+淋

巴细胞、CD4+淋巴细胞、CD3-CD（16+56）+细胞百分比和数量及 CD4+/CD8+比值均显著降低

（P < 0.05），CD8+和 CD19+淋巴细胞百分比和数量则显著升高（P < 0.05）。 

结论  细胞免疫及体液免疫异常是 ITP 发生、发展的病理基础，PA-Ig 及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可较

好地反映 ITP 的病理进程, 可为 ITP 诊断和疗效观察提供依据。  

 
 

PU-1442 

EDTA-K2 导致血小板假性减少症检测结果分析 

 
宋家政 

兰陵县人民医院 

 

目的  纠正因 EDTA-K2 导致的血小板假性减少。 

方法  1）在仪器旁采集非抗凝静脉全血立即上机检测；2）预稀释模式。3）PLT 人工显微镜计

数。 

结果  PLT 结果随时间的延长，结果持续减少，且血小板聚集状态、聚集血小板间相互关系随时间

延长也在发生不同改变，提示 EDTA-PTCP 的血小板聚集是不可逆的 

结论  建议对无任何出血、无瘀点、瘀斑等血小板减少体征的患者 PLT 检测结果偏低、且重复复检

PLT 呈进行性下降患者，结合 PLT 直方图改变、Q-Flags 提示及人工涂片镜检结果，应考虑

EDTA-PTCP 的可能。对 EDTA-PTCP 患者做血液分析时，应严格控制 EDTA 对 PLT 计数的影

响。检测时可采用：1）在仪器旁采集非抗凝静脉全血立即上机检测；2）预稀释模式。3）PLT 人

工显微镜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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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43 

朗迈（Labmat-Urised）全自动尿液分析仪性能验证及评价 

 
冯秋萍 

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评价朗迈全自动尿液分析仪（包括尿液有形成分及干化学）的性能验证，并对朗迈(Labmat-

Urised)和迪瑞（DIRUI-H300）尿液分析仪测定的结果进行临床比对。 

方法  采用朗迈(Labmat-Urised)全自动尿液分析仪作为基准仪器，分别检测各项参数的精密度（重

复性）、准确度、携带污染率、葡萄糖检出限验证、朗迈(Labmat-Urised)和迪瑞（DIRUI-H300）

结果之间的临床比对实验、和线性范围。 

结果  根据仪器性能评价分析，批内精密度结果 10 项目符合率均≥90%；批间精密度结果 10 项目

符合率均≥90%；RBC、WBC 精密度（CV%值）分别为 4.5%和 12.8%。准确性均在仪器要求范围

内；携带污染率≤ 0.5%；葡萄糖检出限验证≤1.7mmol/L；临床比对实验各项目符合率≥80%；线性

回归方程 Y﹦aX﹢b,相关系数 r2＞0.95；RBC 可报告范围大于 2000p/ul；WBC 可报告范围大于

1000p/ul。 

结论  根据对朗迈全自动尿液分析仪性能验证报告结果分析可知，该仪器各项性能均符合要求范

围，可用于临床尿液分析检测。 

 
 

PU-1444 

白细胞计数、细菌计数及细菌定性 

在筛选泌尿系感染中的诊断价值 

 
张瀚月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SysmexUF-5000+UC3500 尿工作站检测白细胞酯酶、白细胞计数、亚硝酸盐、细菌计数、

及细菌定性，评估上述指标在筛选泌尿系感染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应用 SysmexUF-5000+UC3500 尿工作站对山东省立医院住院患者 390 份中段尿标本进行检

测，同时做尿细菌培养。以中段尿的细菌培养作为诊断泌尿系感染的“金标准”，对 SysmexUF-

5000+UC3500 尿工作站检测的白细胞酯酶、白细胞计数、亚硝酸盐、细菌计数、及细菌定性进行

评价 

结果  通过 Z 检验方法绘制 ROC 曲线下面积是 0.995，细菌的阳性阈值是≥330/ul 敏感度是 88.3%

特异度是 90%，假阳性率是 18%，假阴性率是 2%，符合率是 91%。 

结论  SysmexUF-5000+UC3500 尿工作站检测白细胞酯酶、白细胞计数、亚硝酸盐、细菌计数、

及细菌定性与泌尿系感染的诊断标准有较高的一致性，可用于临床快速筛检泌尿系感染的一个辅助

指标。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877 

 

PU-1445 

The Impact of Preoperative PT and APTT as plasma 
coagulation markers on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Lin Zhang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ncology 

in South Chin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Cancer Medicine，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Objective Noninvasive tools for the progno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CRC) are urgently needed. 
To this end, plasma coagulation tests have been researched in some cancers, but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the prothrombin time (PT) and 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APTT) in colorectal 
cancer has not been described.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biomarkers with prognostic 
value in the setting of surgically treated CRC. 
Methods Between 2008 and 2010, medical data for 250 patients with surgically treated colorectal 
cancer were reviewed retrospectively. Preoperative concentrations of nine blood coagulation 
markers (including PT, PTA, INR, APTT, FIB, TT, PLT, NLR and PLR) were analysed to 
determine potential associations with clinicopathologic characteristics and assess prognostic 
values separately via Kaplan-Meier method and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Results In univariate analysis, the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and overall survival (OS) rate 
respectively was 71% and 72% for a follow-up period of 93 months.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high plasma level of PT and APTT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poor survival in CRC patients 
(P<0.05). Furthermore, the plasma level of PT and APTT were independent prognosticators for 
reduced DFS and OS in CRC patients with using a Cox regression model (P<0.05). Interestingly, 
when study patients were stratified (based on combined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into three tiers 
(P<0.001), the results showed DFS rates with 51.41%, 41.19%, 35.78% and OS rates 
with 55.39%, 44.22%, 37.3%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preoperative plasma level of PT and APTT are independently significant 
predictors which would negatively affect the survivals of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Moreover, 
a novel prognostic grouping system, including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PT and APTT 
concentrations), could promote a progression in prognosis and treatment preoperatively. 
 
 

PU-1446 

基于改良 AlexNet 的白细胞图像 6 分类自动识别 

 
陈敏 1,陈畅 2,李卫滨 1,程少杰 1 

1.解放军福州总医院 

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目的  构建外周血白细胞 6 分类图像的自动识别系统 

方法  在开源的深度学习平台 Caffe 上构建深度学习卷积神经网络模型 AlexNet。利用 CellaVision 

DM96 采集外周血白细胞图像并进行人工分类，再通过仿射变换扩充图像数据，生成 227*227 大小

的图像数据，按照 7:2:1 的比例将数据随机分成训练、校验和测试集，最后生成 mdb 格式的数据文

件。训练时采用反向传播和随机梯度下降算法优化模型权值，通过优化调整网络结构（包括卷积网

络各层的卷积核、特征参数及权值初始化函数等），调整训练超参数（学习率、学习策略等），以

分类准确率>90%为目标评模型效能。 

结果  在原生 AlexNet 模型上的训练误差陷入局部极小，无法收敛。将网络默认权值初始化函数

（高斯函数）为 xavier 函数后，训练达到预期目标。随后对各层的卷积核（kernel_size）、特征

数量（feature_num）及损失函数（loss_fun）进行优化选择，最终获得一改良的 AlexNet 模型，

对测试集（含 7728 个白细胞图像）中的嗜酸性粒细胞（592 个）、嗜碱性粒细胞（192 个）、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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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细胞（872 个）、淋巴细胞（2048 个）、杆状中性粒细胞（696 个）和分叶中性粒细胞（3328

个）的分类正确率分别为 99.2%、92.2%、99.0%、99.7%、82.5%、97.0%，综合识别正确率达

到了 96.7%，高于目前同类报道。 

结论  通过大数据+深度学习，卷积神经网络模型 AlexNet 实现了白细胞图像的 6 分类自动识别。 

 
 

PU-1447 

ABO 血型次侧不相合肾移植术后过客淋巴细胞综合征 一例报道 

 
邹文娟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对 1 例 ABO 血型次侧不相合二次异体肾移植术后，引起过客淋巴细胞综合征病例进行分析探

讨。 

方法  检测患者的 ABO 及 Rh(D)血型、直接抗球蛋白试验、热放散试验、交叉配血。 

结果  患者血型为 B 型 Rh(D)阳性，直接抗球蛋白试验阳性，热放散表明患者红细胞上结合大量抗

B 抗体，与 O 型洗涤红细胞交叉配血相合，输注效果良好。 

结论  为 ABO 血型次侧不相合实体器官移植术后过客淋巴细胞综合征提供了输血策略，提示需针对

性输血治疗时应输注与供者血型相符的红细胞。 

 
 

PU-1448 

迈瑞 BC6900 血细胞分析仪体液模式检测脑脊液标本的性能评价 

 
冯丽梅,孙德华,毛欣茹,熊铁,冯厚梅,裘宇容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对迈瑞 BC6900 血细胞分析仪体液模式的脑脊液检测性能进行评价。 

方法  对迈瑞 BC6900 血细胞分析仪体液模式的携带污染率、精密度、线性等性能进行评价；对

135 例脑脊液标本 BC6900 的白细胞计数及分类结果与手工法和 SYSMEX XE5000 的体液模式进

行对比分析。 

结果  BC6900 血细胞分析仪体液模式的空白检测限小于 3×106/L、总不精密度小于 30%、携带污

染率为 0.0%。BC6900 和手工法白细胞计数区间符合率分别为 67%、72%、72%、86%、70%、

87%、90%、93%；BC6900 和 XE5000 白细胞计数区间符合率分别为 67%、83%、89%、83%、

80%、88%、86%、100%。BC6900 和手工法单个核细胞计数区间符合率分别为 92%、86%、

93%、93%；BC6900 和 XE5000 单个核细胞计数区间符合率分别为 94%、82%、90%、96%。 

结论  迈瑞血细胞分析仪 BC6900 体液模式各项性能良好，能够满足脑脊液常规检测要求，可以作

为全自动检测脑脊液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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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49 

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红细胞输血效果影响因素分析 

 
马春娅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分析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红细胞输血效果的影响因素,提高输血效果。 

方法  通过临床输血管理系统，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输血

前后基本信息及血液信息，以红细胞输注前后血红蛋白变化为因变量，其他调查指标为自变量，应

用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模型，计算红细胞输血效果影响因素。 

结果  9 例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共输注红细胞 409 次，影响红细胞输血效果的因素包括患者输血

前脉搏、身高、体重、单次红细胞输血量、红细胞保存天数。 

结论  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应尽量选择保存天数较短的红细胞输注，对处于血型转型期的患者，应

根据具体血清学格局制定个体化的输血策略输注红细胞。 

 
 

PU-1450 

297 例献血反应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孙芳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对 2015-2016 年我院献血者中 297 例不良反应展开凋查和分析，分析不良反应的原因，提高

采血服务质量。 

方法  16958 例我院献血者中 297 例发生献血反应者进行分类统计，并运用 X2检验 对各类体重与

献血量进行比较。 

结果  在各类影响因素中，空腹献血是造成无偿献血不良反应的主要原因。 各类体重和实际献血量

引起的献血反应之间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 297 例我院献血不良反应的调查，分析影响因素，其发生的献血反应主要由于空腹，体重

等情况引起。医务人员可通过采取优化服务意识、提高静脉穿刺技术水平、在采血过程中注意与献

血者的情感交流，提供安全舒适的献血环境预防献血不良反应的发生。 

 
 

PU-1451 

2013-2017 年北京某医院无偿献血者构成及血液检测结果分析 

 
潘雪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分析我院近五年无偿献血者构成及血液标本检测结果，为进一步了解血源阳性检出率及变化

特点和制定无偿献血工作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我院无偿献血者（由街头、军队、患者亲友三类无偿献血

者构成）共 158027 例采集全血后的血液标本进行初检、复检，主要包括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乙型肝炎病毒（HBV）、丙型肝炎病毒（HC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及梅毒螺旋

体（TP），并对无偿献血者的构成和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58027 例无偿献血者中街头、军队、患者亲友三类无偿献血者的比例为 1:2.7:4.4，总不合

格率为 4.1%，其中街头与军队无偿献血者不合格率低于患者亲友献血者，三类无偿献血者的不合

格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2.329，P＜0.05）；不同年份总不合格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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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χ2= 519.222 ， P ＜ 0.05 ），以 2013 年最高；各项不合格检出率由高到低依次为

HBsAg>ALT>TP>HCV>HIV，除 HCV 外，其他不同年份检测不合格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2298.798、41.849、23.547、34.582，P＜0.05）；HIV/HBV 合并阳性 9 例，HIV/TP 合并

阳性 29 例，HIV/TP/HCV 合并阳性 1 例，其他项目合并阳性共 64 例，三类无偿献血者合并阳性检

出率具有统计学差异（χ2=52.707，P＜0.05）。 

结论  加强血液检测工作及持续关注血源性传染疾病的阳性检出率变化规律是提高血液质量安全的

必要手段。 

 
 

PU-1452 

机采血小板献血者发生血压升高伴手足痉挛献血反应 1 例 

 
贾菲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机采血小板的采集，较全血的采集花费时间更长，需要处理的血量大，抗凝剂会随血液回输

给献血者，故献血不良反应更容易出现[1]，其中最常见的是枸橼酸盐反应。轻者面色苍白、口唇麻

木，重者出现胸闷、呕吐、心悸、抽搐或意识丧失等[2]，心血管系统的主要表现为低血压、心率不

齐等。笔者在从事机采血小板工作中首次发生 1 例血压升高伴手足痉挛的献血反应，给予积极处

理，效果满意。 

 
 

PU-1453 

北京某医院五种血源检测结果对比分析 

 
肖艳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对比分析 2013-2017 年某医院献血中心采集的 5 种血源的检测结果数据，提出优化采血工作

模式，减少血液不合格率的建议。方法：收集 2013~2017 年某医院院内团体献血、院外团体献

血、成分献血、街头采血、互助献血五种血源 ALT 及血液感染性指标 HBsAg、抗-HCV、抗-HIV、

抗-TP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方法  1.3.1 ALT 采用速率法：①快速检测筛查法：街头采血初筛 ALT 用 microlab 300 半自动生化

分析仪。②初复检速率法：互助献血、院内团体献血、院外团体献血、成分献血组 ALT 用罗氏

cobas C 501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1.3.2 街头采血 HBsAg 初筛用胶体金试纸条。成分献血

HBsAg/TP 联合胶体金试纸条；HBsAg、抗-HCV、抗-HIV、抗-TP 均采用 ELISA 法 

结果  2013~2017 年五种血源标本共 198662 例，互助献血人群血液不合格率最高，其次是街头采

血；5 项检查中 ALT 不合格率居第一，其次为 HBsAg；初筛可以有效降低采血后血液不合格率，

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优化献血流程，加强质量管理和规范操作，确保输血安全，减少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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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54 

AVE-772 尿液有形成分识别能力的临床应用评价 

 
黎海生,徐敏,赵丽芝,杨悦林,赵晓丽,钱净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评价 AVE-772 全自动尿液全项分析仪对尿液有形成分的识别能力。 

方法  随机抽取本院 209 份住院患者尿液样本，同一尿液样本双盲法同时采用人工镜检法和 AVE-

772 全自动尿全项分析仪（简称 AVE-772）进行尿液有形成分的检测，以人工镜检法为参考方法，

对 AVE-772 检测（人工辅判前/后）的白细胞、红细胞、上皮细胞和管型的结果进行比对分析。 

结果   以人工镜检法的阴阳性结果为标准，仪器法人工辅判前 /后的符合率分别为红细胞

85.17%/89.47%、白细胞 87.56%/92.34%、上皮细胞 90.43%/90.91%、管型 91.87%/98.56%；仪

器法人工辅判前/后的假阳性率分别为红细胞 13.22%/7.47%、白细胞 12.99%/7.14%、上皮细胞

5.43%/4.89% 、管型 8.13%/1.44% ；仪器法人工辅判前 / 后的假阴性率分别为红细胞

22.86%/25.71%、白细胞 10.91%/9.09%、上皮细胞 40.0%/40.0%、管型 0%/0%。不离心镜检法

与仪器法人工辅判前比较，红细胞、白细胞的检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上皮细胞、管

型的检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离心镜检法与仪器法人工辅判后比较，红细胞、白细

胞、管型的检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上皮细胞的检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仪器法人工辅判前/后比较，红细胞、白细胞、上皮细胞的检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管

型的检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AVE-772 全自动尿全项分析仪用于尿液有形成分检测，人工辅判必不可少，仪器法人工辅判

后白细胞、红细胞、管型的检测结果与不离心镜检法比较，符合率较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能够满足临床的需求。 

 
 

PU-1455 

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对肺癌化疗患者血小板输注影响研究 

 
关晓珍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评估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rhTPO）的使用对肺癌化疗患者血小板输注效果的影响及对减少

异体血小板输注的作用。 

方法  应用临床输血数据库系统软件，选取我院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输注血小板

肺癌化疗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是否使用 rhTPO 将患者分为治疗组和观察组，分别对两组患者基

线资料（年龄、性别、体表面积、体重指数、输前血小板计数）、血小板输注效果、平均每例输注

血小板数进行比较。 

结果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患者 146 例（共输注血小板 407 单

位），输注前后均检测血常规患者 108 例（共输注血小板 321 单位），其中输注有效 279 例次，

无效 48 例次，输注有效率 86.9%；观察组患者 130 例（共输注血小板 379 单位），输注前后均检

测血常规患者 99 例（共输注血小板 307 单位），输注有效 235 例次，无效 72 例次，输注有效率

76.5%，有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血小板输注量明显少于观察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使用 rhTPO 可显著减少异体血小板输注量，并可提高肺癌化疗患者血小板的输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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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56 

BC6900 体液模式检测白细胞计数与分类的可比性评价 

 
孙德华,冯丽梅,毛欣茹,熊铁,冯厚梅,裘宇容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对迈瑞 BC6900 血细胞分析仪体液模式检测脑脊液标本的白细胞计数及分类结果进行可比性

评价。 

方法   使用迈瑞 BC6900 血细胞分析仪体液模式、手工法、SYSMEX XE5000 的体液模式分别对

135 例脑脊液标本白细胞计数及分类结果进行检测，对迈瑞 BC6900 血细胞分析仪体液模式与手工

法和 SYSMEX XE5000 的体液模式的结果的可比性进行分析。 

结果  BC6900 体液模式和手工法白细胞计数的相关系数为 0.992（P<0.001），Kappa 指数为

0.757（p<0.001）单个核细胞分类相关系数为 0.919（P<0.001）。BC6900 体液模式和 XE5000

体液模式白细胞计数相关系数为 0.996（P<0.001），Kappa 指数为 0.809 （P<0.001），单个核

细胞分类相关系数为 0.977（P<0.001）。 

结论  迈瑞 BC6900 血细胞分析仪体液模式白细胞计数与分类结果和手工法、SYSMEX XE5000 体

液模式检测结果具有良好的相关性，可用于临床样品的检测。 

 
 

PU-1457 

中性粒细胞 CD64 鉴别诊断细菌性及病毒性感染效果评价 

 
梅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200000 

 

目的  评价中性粒细胞 CD64 鉴别诊断细菌性及病毒性感染的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 2015 年 10 月~2016 年 10 月收治的 1842 例单纯感染性疾病患者，按照其感染类型

分为急性病毒性感染组（ n=549）、慢性病毒性感染组（ n=622）、急性细菌性感染组

（n=671），并选取同期 200 名健康体检者，纳入对照组。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各组受试者外周血

单核细胞、中性粒细胞 CD64 表达水平、阳性率，运用 ROC 曲线分析中性粒细胞 CD64 鉴别诊断

细菌性及病毒性感染的效果。 

结果  各组受试者单核细胞 CD64 表达水平、CD64 指数及阳性率均高于中性粒细胞，对照组、慢

性病毒性感染组、急性细菌性感染组、急性病毒性感染组单核细胞 CD64 表达水平、CD64 指数及

阳性率依次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慢性病毒性感染组、对照组中性粒细胞 CD64

表达水平、CD64 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组受试者中性粒细胞 CD64 阳性

率均为 0。ROC 曲线示，以单核细胞 CD64 表达水平 128.79 为截断值时，其鉴别诊断急性病毒性

感染、急性细菌性感染的灵敏度为 83.71%，特异性为 77.94%，曲线下面积为 0.793（P＜

0.05），中性粒细胞 CD64 表达水平鉴别急性病毒性感染、急性细菌性感染的价值不高（P＞

0.05）。 

结论  中性粒细胞 CD64 鉴别诊断细菌性及病毒性感染的作用有限，根据单核细胞 CD64 表达水平

可作出急性细菌性、病毒性感染的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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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58 

献血员 A1B 亚型血型鉴定及分析 1 例 

 
国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ABO 血型系统是根据红细胞表面有无特异性抗原 A 和 B 来划分的血液类型系统，ABO 血型

的鉴定即是指 ABH 血型抗原的检测。ABO 血型亚型的正确鉴定与临床输血安全密切相关，ABO 血

型亚型指属同一 ABO 血型抗原，但抗原结构和性能或抗原位点数有一定差异，主要是以正反定型

不一致及抗原性弱为主要特征的多种亚型表型。近期，我们在血型检测工作中发现 1 例献血员

ABO 正反定型不合的情况，经进一步对其进行血型血清学实验鉴定，确定为 1 例 A1B 亚型，现报

道如下。 

方法  ABO 血型系统是根据红细胞表面有无特异性抗原 A 和 B 来划分的血液类型系统，ABO 血型

的鉴定即是指 ABH 血型抗原的检测。ABO 血型亚型的正确鉴定与临床输血安全密切相关，ABO 血

型亚型指属同一 ABO 血型抗原，但抗原结构和性能或抗原位点数有一定差异，主要是以正反定型

不一致及抗原性弱为主要特征的多种亚型表型。近期，我们在血型检测工作中发现 1 例献血员

ABO 正反定型不合的情况，经进一步对其进行血型血清学实验鉴定，确定为 1 例 A1B 亚型，现报

道如下。 

结果  ABO 血型系统是根据红细胞表面有无特异性抗原 A 和 B 来划分的血液类型系统，ABO 血型

的鉴定即是指 ABH 血型抗原的检测。ABO 血型亚型的正确鉴定与临床输血安全密切相关，ABO 血

型亚型指属同一 ABO 血型抗原，但抗原结构和性能或抗原位点数有一定差异，主要是以正反定型

不一致及抗原性弱为主要特征的多种亚型表型。近期，我们在血型检测工作中发现 1 例献血员

ABO 正反定型不合的情况，经进一步对其进行血型血清学实验鉴定，确定为 1 例 A1B 亚型，现报

道如下。 

结论  ABO 血型系统是根据红细胞表面有无特异性抗原 A 和 B 来划分的血液类型系统，ABO 血型

的鉴定即是指 ABH 血型抗原的检测。ABO 血型亚型的正确鉴定与临床输血安全密切相关，ABO 血

型亚型指属同一 ABO 血型抗原，但抗原结构和性能或抗原位点数有一定差异，主要是以正反定型

不一致及抗原性弱为主要特征的多种亚型表型。近期，我们在血型检测工作中发现 1 例献血员

ABO 正反定型不合的情况，经进一步对其进行血型血清学实验鉴定，确定为 1 例 A1B 亚型，现报

道如下。 

 
 

PU-1459 

Rh 血型系统特异性类同种自身抗体输血分析 

 
付丽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通过对 1 例 Rh 系统特异性类同种自身抗体的血清学检查与分析讨论，进一步了解自身抗体

干扰血型及交叉配血相关情况，提高实验室找到与患者相合血液的准确率。 

方法  对申请红细胞的患者标本进行血型鉴定及不规则抗体筛查，对其中不规则抗体筛查结果阳性

的标本进行抗体鉴定及自身、直抗检测，明确抗体类型及特异性。测定患者红细胞抗原分型，筛选

无对应抗原的献血员标本与患者做交叉配血试验，进一步验证抗体鉴定结果。 

结果  该患者样本抗体鉴定符合抗 C 联合抗 e 格局，自身 3+，直抗 4+，患者 Rh 分型为 Ccee。筛

选无 C、e 抗原的红细胞输注后无不良反应。 

结论  该患者体内存在 IgG 类自身抗体,有抗 C 联合抗 e 特异性，属于特异性类同种自身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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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60 

迈瑞 UA-5800 全自动干化学尿液分析仪临床性能评估 

 
李秋晨,黄盛,史琪,柯群,李莉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200000 

 

目的  对迈瑞 UA-5800 全自动干化学尿液分析仪进行临床性能评估，确认产品是否满足临床应用的

性能要求。 

方法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药行业标准 YY/T 0475-2011《干化学尿液分析仪行业标准》和 YY/T 

0478-2011《尿液分析试纸条行业标准》的要求。对迈瑞 UA-5800 干化学分析仪进行批内精密

度、日间精密度、准确性、一致性、试纸条精密度、携带污染率、颜色结果准确性进行验证，其中

批内精密度、准确性和日间精密度使用干化学分析仪配套质控作为标本进行测试；与对照仪器 AX-

4280 结果一致性使用 227 例临床尿液标本进行测试，携带污染率使用稀释后的临床新鲜抗凝静脉

血模拟标本进行测试。 

  

结果  UA-5800 的潜血(BLD)、白细胞酯酶(LEU)、蛋白质(PRO)、葡萄糖(GLU)、尿胆原(URO)、

胆红素(BIL)、酮体(KET)、亚硝酸盐(NIT)的批内精密度和日间精密度完全一致率大于 95%，上述

参数的结果准确性一致率大于 90%，与 AX-4280 的结果一般一致性和完全一致率分别为：BLD：

74.89%和 96.92%；LEU：76.65%和 90.75%；PRO：81.50%和 96.92%；GLU：87.22%和

96.92%；KET：96.04%和 100%；NIT：97.80%和 97.80%；UA-5800 对 48 580/μL 的肉眼血尿

标本无携带污染，颜色检测结果与人工判断结果一致率大于 95%。 

结论  UA-5800 具有良好的临床检测性能，能够满足尿液干化学常规检测筛查的临床要求。 

 
 

PU-1461 

单核-淋巴细胞比值在 2 型糖尿病肾病预测中的应用研究 

 
费鲜明 1,2,黄青华 1,2,沃铭毅 1,2,陈敏强 1,2 

1.浙江省人民医院,310000 

2.杭州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单核-淋巴细胞比值（MLR）对糖尿病肾病的预测价值。 

方法  测定 215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白细胞（WBC）、淋巴细胞（LY）和单核细胞（MO）以及常规

生化项目和 24h 尿蛋白（UAE）水平，计算 MLR；分析 MLR 与 UAE 的相关性，Logistic 回归分

析糖尿病肾病（DN）的危险因素，ROC 曲线评估预测效能。 

结果  随 MLR 四分位数水平区间增高，T2DM 患者病程、DN 比率、血肌酐（SCr）、WBC、UAE

越高，而估计肾小球滤过率（eGFR）和促甲状腺激素（TSH）水平更低（P<0.05）。DN 组病

程、MLR、血肌酐和 UAE 水平均高于单纯 T2DM 组，而 eGFR 和 TSH 水平均低于单纯 T2DM 组

（P<0.05）。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病程和 MLR 为 DN 的独立危险因素，OR 值分为：MLR，

16.667，95%CI（3.689-751.31）；病程：1.655，95%CI（1.222-2.859）。相关性分析显示，

MLR 水平与 UAE 水平呈高度正相关（r=0.755，P<0.01）。以 T2DM 患者是否并发肾病为基础，

MLR 预测 DN 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35（95%CI：0.775-0.896，P<0.001），其 cutoff 值为

0.29 时，预测 DN 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和阴性预测值以及正确度分别为 85%，74%，80%，

80%和 80%。 

结论  MLR 是 2 型糖尿病并发 DN 的独立危险因子，对预测 DN 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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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62 

肝脾 T 细胞淋巴瘤一例 

 
卜凡,李毅,王文洋,冯强 

泰安市中心医院,271000 

 

目的  探讨以腹部撑胀感伴巨脾为首发症状伴血常规异常的非霍奇金 T 细胞淋巴瘤临床特点 

方法  总结我院一例以腹部撑胀感伴巨脾为首发症状伴血常规异常的非霍奇金 T 细胞淋巴瘤确诊病

例，对患者的临床表现及病理特征进行总结，对手术病理标本进行组织学和免疫组化观察并结合文

献进行分析 

结果  本例因腹部撑胀 6 个月伴巨脾入院，胸水流式细胞术见 61.81%NK 淋巴细胞，脾脏病理切片

提示脾脏非霍奇金 T 细胞淋巴瘤，颈部淋巴结病理切片提示非霍奇金 T 细胞淋巴瘤 

结论  以腹部撑胀感伴巨脾为首发伴血常规异常的非霍奇金 T 细胞淋巴瘤临床少见，应加强对本病

的认识，寻找早期诊断的依据，降低误诊率 

 
 

PU-1463 

外周血单核细胞 Cox-2 表达与 MPA 形成及冠心病的关系研究 

 
费鲜明 1,2,沃铭毅 1,2,黄青华 1,2,陈敏强 1,2,袁武锋 1,2 

1.浙江省人民医院,310000 

2.杭州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冠心病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环氧化酶-2（COX-2）表达和单核细胞-血小板聚集物

（MPA）水平，探讨 COX-2 与 MPA 形成及冠心病的关系。 

方法  测定 66 例冠心病（CHD）患者和 30 例健康人员外周全血细胞计数、超敏 C 反应蛋白（HS-

CRP）、血清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和 MPA 形成水平，密度梯度离心法分离外周血单核

细胞，Western blotting 法检测细胞 COX-2 表达水平，分析 COX-2 表达与 MPA 的相关性，并以

Logistic 回归分析 COX-2 与冠心病风险关系。 

结果  CHD 组 HS-CRP、MCP-1、WBC 和 NLR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0.001）； UA 组 HS-

CRP、MCP-1、WBC 和 NLR 水平以及 MPA 比例和 COX-2 表达均高于 SA 组（P<0.001）。Cox-

2 表达水平与 MPA 形成率呈较高程度正相关（r=0.703, P<0.01），与 MCP-1、NLR 和 HS-CRP

呈中度正相关（r=0.631、0.603 和 0.532，P<0.01）。Cox-2 表达升高的冠心病患者 MPA 高于

Cox-1 表达正常者， MPA 升高者 Cox-1 表达水平高于 MPA 正常患者(P<0.01)。 多因素回归分析

显示，COX-2 和 MPA 均为 CHD 的独立危险因素（OR=6.322，95%CI：4544-8.978 和 5.877，

95%CI:：4.122-7.991）, P<0.001)。 

结论  冠心病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 COX-2 表达增高与 MPA 形成有关，COX-2 可作为冠心病的风险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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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64 

A novel mutation of SERPINC1 caused deep venous 
thrombosis in a Chinese family 

 
Yu Peng,Yu Zheng,Yongjia Yang,Liu Zhao,Ming Tu,Liping Li 

Hunan Children's Hospital 

 
Objective Inherited antithrombin (AT) deficiency often causes venous thromboembolic disorders, 
such as deep venous thrombosis (DVT) and pulmonary embolism (PE). Antithrombin, a major 
inhibitor of blood coagulation in plasma, is a potent inactivator of factor Xa (FXa), thrombin and 
other cofactors. In this study, we recruited a DVT family with autosomal dominant inheritance.  
Methods  
Genomic DNA was extracted from the leucocytes of all recruited individuals in the DVT family by 
the standard proteinase K digestion and phenol-chloroform method. Entire coding exons, splice 
junctions and UTR regions of the SERPINC1 gene were amplified by PCR using primers as 
previously reported. Sanger sequencing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DNASTAR Software. The 
identified mutation was screened using the same method in the 205 control subjects.  
Results Here, we identified a novel missense mutation, c. 281T>C, (GenBank ID: KP780080) 
within the SERPINC1 gene segregating with the phenotype in a 5 generation Chinese family with 
inherited deep venous thrombosis. No mutation was found in the coding region of PROS1, PROC, 
and F5 c.1691G>A, F2 c.20210G>A mutations have also been excluded. This missense mutation 
of SERPINC1 predicts the substitution of phenylalanine by serine at position 62 in the mature 
antithrombin protein, then, leads to Type II AT deficiency. Bioinformatics predictions revealed that 
this mutation is damaging for the protein function and highly conserved throughout evolution. 
Homology modeling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er62 OH- side chain may form two excrescent H-
bonds with Phe58 and Ala59, possibly impairing the normal allosteric mechanism of the 
antithrombin protein. 
Conclusions This result further enriched the mutation spectrum of the SERPINC1 gene. 
 
 

PU-1465 

多发微缺失和微重复患儿的分子细胞遗传学分析 

 
邱惠国,胡斌,洪国粦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确定 1 例多发畸形儿的核型，探讨二代测序技术在分子细胞遗传学诊断中的应用。 

方法  对 1 例多发畸形儿、其父母及爷爷三代人行外周血染色体 G 显带核型分析、二代测序检测。 

结果  G 显带染色体分析显示患儿核型为 46,XY，其父母、爷爷核型均未见异常；二代测序结果显

示患儿 46,dup(X)(q27.2q28); dup(Y)(p11.2p11.31); del(Y)(q11.223q11.23)； del(9)(p23p24.3)，

其父母亲及爷爷结果均未见异常。 

结论  46,dup(X)(q27.2q28); dup(Y)(p11.2p11.31); del(Y)(q11.223q11.23)； del(9)(p23p24.3)是导

致患儿临床表现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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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66 

超敏 C 反应蛋白和血小板计数在小儿肺炎诊断中的应用 

 
超敏 C 反应蛋白和血小板计数在小儿肺炎诊断中的应用 

潍坊市人民医院,261000 

 

目的  比较超敏 C-反应蛋白（hs-CRP）与血小板 (PLT),计数在小儿细菌性肺炎,支原体肺炎及病毒

性肺炎中的水平变化。 

方法  分别检测 89 例细菌性肺炎、64 例支原体肺炎、42 例病毒性肺炎及 50 名正常儿童（对照

组）血清 hs-CRP 水平 和 PLT 计数. 

结果   细菌性肺炎患儿急性期和恢复期血清 hs-CRP 水平与 PLT 计数都有显著差异（P 均

<0.01）；支原体肺炎患儿急性期和恢复期血清 hs-CRP 水平与 PLT 计数有显著差异（P 均

<0.01）.病毒性肺炎患儿急性期和恢复期血清 hs-CRP 水平无显著差异（P>0.05）而 PLT 计数有

显著差异（P<0.05）.细菌性肺炎和支原体肺炎患儿急性期 hs-CRP 水平与 PLT 计数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病毒性肺炎患儿急性期血清 hs-CRP 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而 PLT 计数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血清 hs-CRP 水平与血小板 (PLT) 计数联合检测不仅有利于肺炎中细菌、支原体以及病毒感

染的鉴别诊断，并且动态监测还可以判断小儿肺炎的进展与转归，对临床诊断和治疗均具有一定指

导意义。 

 
 

PU-1467 

尿液储存与送检对尿沉渣检验的影响 

 
陈岩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125000 

 

目的  探讨尿液存储条件与送检时间对尿沉渣检测结果的影响，并予应用于我们检验工作当中。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份到 2016 年 12 月份来我们院门诊就医的患者的尿液标本 300 份。每位患

者分别留取 3 份新鲜的尿沉渣检测所需要的尿液标本。对于标本的储备温度，放置时间情况进行控

制，观察影响尿沉渣检测结果的因素，检测项目：WBC，RBC,  EC, CAST,  BACT, 记录不同储备

温度与放置时间所检测的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通过研究发现，不同的存储温度与放置时间对检测结果有影响。 

结论  常温放置条件下 2 小时内检验结果无明显差异。常温放置 3 小时结果有明显差异。4-8 摄氏

度放置条件恢复室温后 5 小时检验结果无明显差异。4-8 摄氏度放置条件恢复室温后 6 小时检验结

果有明显差异。 

 
 

PU-1468 

红细胞参数结合 G-6-PD 活性对地中海贫血的筛查价值研究 

 
邹红,张蓓英,黄慧芳,曹颖平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探讨红细胞计数（RBC）、血红蛋白（Hb）、红细胞比积（Hct）、平均红细胞体积

（MCV）、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MCH）、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变异系数（RDW-CV）及葡

萄糖-6-磷酸脱氢酶（G-6-PD）活性在地中海贫血（地贫）中的筛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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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1400 例来本院做地贫基因检测的病例资料，包括地贫基因诊断、血常规检测

及 G-6-PD 活性检测等实验室资料。1400 例地贫基因检测病例中，有 1292 例同时做血常规检测，

108 例同时做 G-6-PD 活性检测。根据地贫基因诊断及血常规检测结果将 1292 例患者分为 2 组：A

组，地贫组 962 例；B 组，非地贫小细胞低色素性组 330 例。又根据 G-6-PD 活性检测和地贫基因

诊断结果将 108 例患者分为 2 组：1 组，地贫组 41 例；2 组，非地贫 G-6-PD 活性升高组 67 例。

比较 A、B 组间红细胞参数的差异；比较 1、2 组间 G-6-PD 活性的差异；同时绘制有差异指标的

受试者工作曲线（ROC），筛选出可鉴别诊断地贫的指标并计算出最佳截断值。 

结果  经统计分析，A 组与 B 组间的 RBC、Hb 与 Hct 有统计学差异（P<0.05）；1、2 组间的 G-

6-PD 活性有统计学差异（P<0.05）。ROC 曲线结果表明，G-6-PD 活性>29.67U/gHb 是鉴别诊断

地贫的较佳临界值（AUC>0.7）。 

结论  红细胞参数 RBC、Hb、Hct、RDW-CV 能为临床医师从小细胞低色素性疾病中筛查出地贫，

但不具备诊断效能。G-6-PD 活性是筛查鉴别诊断地贫较好的指标。 

 
 

PU-1469 

四种酶处理液化异常精液对精子形态学影响的评估 

 
王世君 1,彭晓枫 1,张梅 2 

1.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550000 

2.贵州医科大学 

 

目的  通过用胰蛋白酶、糜蛋白酶、透明质酸酶、菠萝蛋白酶对液化异常精液进行处理，观察精液

液化情况、且记录液化时间，并制片、染色，镜下观察对精子形态的影响。 

方法  筛选出 30 份液化异常标本，30 份液化正常标本，量均≥3.0ml，每份标本均分为液化正常精

液组和液化异常精液组，两组分别设立为五组，即对照组（未经任何处理）、胰蛋白酶组、糜蛋白

酶组、透明质酸酶组、菠萝蛋白酶组。待标本完全液化后，涂片，制片，采用瑞氏染色法进行染

色，选择两名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双盲法镜下观察，并对精子形态进行分析。 

结果  液化时间：在液化正常精液组中加入四种酶后，与对照组比较，各酶处理组精液液化时间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液化异常精液组中加入四种酶后，与对照组比较，各酶处理组精

液液化时间均小于 30min，显著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正常液化精液组加入胰蛋白酶

后，精子出现大头、小头、锥形头、梨形头等头部畸形，精子头部畸形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1)；加入透明质酸酶后精子颈部和中段、主段畸形率明显升高，颈部和中段出现粗或不

规则，主段出现断裂，成角弯曲，卷曲等，主段、颈部和中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但

糜蛋白酶和菠萝蛋白酶对正常液化精液中的精子没有明显形态影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液化异常精液组加入胰蛋白酶后，主段出现断裂，成角弯曲，卷曲等，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1)；加入透明质酸酶后颈部和中段畸形率、主段畸形率明显升高，颈部和中段出现粗或

不规则，主段出现断裂，成角弯曲，卷曲等，主段、颈部和中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但糜蛋白酶和菠萝蛋白酶对异常液化精液中的精子没有明显形态影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在临床工作中，为使液化异常精液分析更具有诊断价值，能为临床提供准确的分析结果，可

通过加入糜蛋白酶或菠萝蛋白酶来缩短精液液化时间，进一步提高精子形态学分析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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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70 

PC、vWF 结合血栓前四项筛查测定 

在多发性骨髓瘤治疗及预后过程中临床意义的探讨 

 
陈熙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 的    探 讨 测 定 患 者 血 浆 中 蛋 白 C （ Protein C ， PC) 、 血 管 性 血 友 病 因 子

(von   Willebrand  Factor，vWF)结合血栓前四项筛查指标水平变化在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MM）治疗及预后过程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国际分期体系（ISS）的分期标准，选择我院住院病人共 81 例，分为Ⅰ期组、Ⅱ期组、

Ⅲ期组，并选取健康体检病人样本作为阴性对照组，进行 vWF：Ag 量检测及 PC 的活性，前者采

用免疫比浊法，后者采用发光底物法；同时筛选出 15 位 FDP 或 D-Di 阳性的观察对象，观察血栓

前四项（TM、TAT、PIC、tPAI-C）的变化，其采用化学发光法。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处理分

析数据，并以 Mean±SD 来表示，两组间差异比较采用秩和检验，相关分析采用 Spearman 相关性

分析，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用 PC 和 vWF 的 ROC 曲线判断 MM 的医学决定水平。 

结果   Ⅰ期、Ⅱ期、Ⅲ期 MM 患者体内 vWF:Ag 量均高于对照组，且与疾病病程变化一致，其中Ⅰ

期与Ⅲ期明显高于Ⅱ期（P<0.05），并且 vWF:Ag 量存在性别差异，男性患者的 vWF:Ag 量显著

高于女性（P＜0.05）, vWF:Ag 量与其活性之间也存在显著正相关性。PC 活性水平随着疾病病程

的发展逐步降低，其中Ⅲ期组的 PC 和 vWF 水平呈正相关（P<0.05）, 并且可以用 PC 和 vWF 的

ROC 曲线判断 MM 的医学决定水平。在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体内，存在高凝状态，血栓前四项

（TM、TAT、PIC、tPAI-C）检测水平较正常人具有显著性差异，且上述指标与 PC 含量和 vWF：

Ag 量也具有相关性,但需要进一步研究验证。 

结论  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体内 PC 含量和 vWF:Ag 水平检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多发性骨髓瘤的

进展程度,且两者水平具有相关性，结合血栓前四项（TM、TAT、PIC、tPAI-C)检测指标可协助多

发性骨髓瘤治疗及预后过程的评估。 

 
 

PU-1471 

肝硬化患者的新凝血指标变化 

 
罗璇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探讨凝血指标 TAT（凝血酶－抗凝血酶复合物）、PIC（纤溶酶－α2 纤溶酶抑制物复合

物）、t-PAI・C （组织纤溶酶原激活物/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 复合物 ）及 TM（血栓调节蛋白）

在肝硬化患者中的变化。 

方法  正常对照组 20 例与肝硬化组 31 例分别检测 TAT,PIC,t-PAI.C,TM，所有数据用 t 检验。 

结果  正常对照组相与肝硬化组比较,TM(8.43±1.74 TU/ml vs19.13±11.27,p <0.01),TAT(1.35±1.9 

ng/ml vs 5.86±5.85 ng/ml,p<0.01), PIC(0.47±0.23ug/ml vs 1.61±1.86 ug/ml, p<0.01)， tPAI-C

（6.78±2.36 ng/mL vs 18.11±9.76 ng/mL，p<0.01）均明显增高。 

结论  新凝血指标在肝硬化组中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有望成为预测肝硬化出血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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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72 

Sysmex XN-2000 血细胞分析仪中 FRC 参数 

与裂片 RBC 相关性的探讨 

 
程树强 1,王舒 2,莫非 1 

1.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550000 

2.贵州医科大学 

 

目的  探讨 Sysmex XN-2000 血细胞分析仪（以下简称 Sysmex XN-2000）中 FRC 参数与裂片

RBC（Schistocytes）之间的相关性，为本实验以 FRC 参数作为裂片 RBC 的筛检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 FRC%=0%的健康人外周血标本 58 例,FRC%≥1%的患者外周血标本 112 例，其中

1%≤FRC%<2% 25 例、2%≤FRC%<3% 23 例、3%≤FRC%<4% 21 例、4%≤FRC%<5% 15 例、

FRC%≥5%的 28 例。所有标本经瑞氏染色后在显微镜下进行裂片 RBC 计数。用统计学软件 SPSS 

22.0 将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1、FRC%=0%时，人工法均未找到裂片 RBC;2、112 例 FRC%≥1 的标本，仪器法与人工法

相比其相关系 r=0.622，两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 ）且仪器法值高于手工法值。3、

1%≤FRC%<3%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FRC%≥3%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Sysmex XN-2000 的 FRC 参数与手工法相比具有较好相关性且具有较高的阴性预测值，当

FRC%≥3%应结合人工镜检进行复检。 

 
 

PU-1473 

CRP 和白细胞计数在儿科感染性疾病中的诊断价值分析 

 
吴希国 

山东省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 C 反应蛋白（CRP）和白细胞（WBC）在儿科感染性疾病中的论断价值。 

方法  以 2011 年 1 月至 2011 年 10 月入院收治的 462 例患儿为研究组，265 例健康儿童为对照

组，分析 CRP 和 WBC 的变化。 

结果  462 例患儿中，CRP 升高 167 例为 36.2%，白细胞升高 186 例为 18.6%。细菌感染患儿

CRP、WBC 值明显高于非细菌感染组（P<0.05）。 

结论  在儿科感染性疾病诊治中，同时检测 CRP 和 WBCC 对于鉴别细菌与非细菌感染具有重要意

义。 

 
 

PU-1474 

血细胞参数对原发性肝细胞癌的临床诊断价值及研究 

 
王炳龙,张换勤,欧启水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350000 

 

目的  探讨血细胞参数对原发性肝细胞癌的临床诊断价值及研究。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9 月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诊的首诊为原发性肝细胞癌

的 187 例患者（HCC 组）、192 例首诊为非肝细胞癌的肝病患者（非 HCC 的肝病患者组）及 240

例排除 HCC 及其他肝病的表观健康体检者（健康体检组）的全血细胞参数进行回顾性分析，计算

三组人群的 LMR、NLR、PLR、RLR 及 DNLR，分析是否有统计学意义；再收集 HCC 组患者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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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小，分析上述参数与肿瘤大小的相关性，最后再分析 HCC 组中 AFP 阴性的患者血细胞 5 个参

数与非 HCC 的肝病患者组是否有区别。 

结果  经 SPSS17.0 和 GraphPad  Prism5 统计软件进行计算得出 HCC 组与健康体检组比较，5 个

指标均有统计学意义；HCC 组与非 HCC 组的肝病患者组比较，除 PLR 无差别外余 4 个指标均有

统计学意义。利用 ROC 曲线分析得知：血细胞参数对 HCC 的临床诊断具有一定的价值，且多参

数的联合应用可提高对 HCC 的诊断率。5 个参数与肿瘤大小的相关性分析得知：PLR 与肿瘤的大

小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在 AFP 阴性的 HCC 患者与非 HCC 肝病患者进行统计学分析，两组人群的

DNLR 及 RLR 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血细胞参数 LMR、NLR、PLR、RLR 及 DNLR 对 HCC 的临床诊断具有一定的价值，且多参

数联合应用可提高其诊断价值；DNLR 与 RLR 可用于 AFP 阴性的 HCC 患者的辅助诊断，帮助临

床提高该部分患者的诊断率。 

 
 

PU-1475 

A 组轮状病毒四种常用检测方法的对比分析 

 
于艳辉,刘秀霞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130000 

 

目的  进行粪便中 A 组轮状病毒的 4 种快速检测方法的对比分析，对轮转病毒检测的经典方法聚丙

烯酰胺凝胶电泳 (PAGE)、WHO 推荐方法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实时荧光定量-反转录聚合

酶链反应 (real-time RT-PCR) 及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GICA) 的特异性和灵敏度进行对比分析，评估

最适合临床的检测方法。 

方法  选取 A 组轮状病毒阳性标本 132 例，采用上述 4 种方法进行平行检测，以 PAGE 检测结果

为参考，评估各检测方法的特异性；选取其中 3 份标本进行倍比稀释，评估 4 种检测方法的灵敏

度；同时选取肠道病毒 EV71、柯萨奇病毒 A16 作为阴性对照。 

结果  以 PAGE 检测结果作为参考标准，ELISA、real-time RT-PCR 及 GICA 法检测的特异性为 

89.3%、83.3% 和 82.6%；其中 real-time RT-PCR 法灵敏度优于 GICA 法、其次为 ELISA 和 

PAGE 法。 

结论  轮转病毒检测的经典方法  PAGE 法具有较高的特异性，适用于轮状病毒检测的确认实验；

real-time RT-PCR 法具有较高的灵敏度，适用于病毒滴度较低的标本；ELISA 和 GICA 法具有较

好的灵敏度与特异性，且 GICA 法检测快速，成本低，适用于轮状病毒检测的初筛实验。 

 
 

PU-1476 

输入性疟疾临床实验室相关指标分析 

 
王文洋,刘平,柏世玉,冯强 

泰安市中心医院,271000 

 

目的  总结输入性疟疾患者临床及实验室检查特征，以提高对本病的诊疗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4 年至 2017 年 58 例输入性疟疾患者的临床资料，对患者体征、血常

规、肝功能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58 例患者以发热为首发症状者最多，占 82.8%；感染疟原虫类型以恶性疟居多，占

56.90%；血常规检查中，疟疾组白细胞计数（WBC）和中性粒细胞百分比（N%）均高于对照组

（p<0.05），PLT 低于对照组（p<0.05），恶性疟患者 PLT 显著低于其他三种疟疾患者；肝功能

检查中，疟疾组患者 ALT、AST、TBIL 和 DBIL 均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疟疾组患者经治疗

后，PLT 和 AST 变化最为明显，经明确诊断治疗后，PLT 逐渐上升，AST 逐渐下降，在出院前可

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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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输入性疟疾患者实验室指标有明显特点，在工作中应加以重视，提高疟疾的诊治水平。 

 
 

PU-1477 

浅谈尿沉渣镜检在尿液分析中的作用 

 
庄文玉 

潍坊市中医院,261000 

 

目的  研究分析尿沉渣镜检在分析中的作用，分析使用尿分析仪检测与尿沉渣镜检联合进行尿液分

析的效果。 

方法  选取本院进行尿液检查的 2000 例尿液标本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分别用尿液分析仪跟尿沉渣

镜检完成检查，分析比较量值检验结果的好坏，在此基础上完成有效的统计分析，同时进一步分析

尿沉渣镜检在尿液中的作用。 

结果  710 例阳性尿液标本，1290 例阴性尿液标本；尿沉渣镜检再次检测得到，未检测出具有相对

含量病理成分的有 55 例样本，则有检测出具有病理意义成分的样本 84 例。 

结论  在完成尿液检测的时候，如果只是按照尿分析仪检测结果来完成诊断以及分析，那么得到的

结果就相对比较片面，所以我们需要有效的结合尿沉渣镜检结果分析，就可以有效的缩短检测的时

间，这样才可以有效的提升诊断结果的可行性。 

 
 

PU-1478 

应用 Sysmex XT-4000i 全血细胞分析仪 

对恶性胸腹水中肿瘤细胞的检测研究 

 
王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探讨 Sysmex XT-4000i 全血细胞分析仪体液模式的研究参数高荧光强度细胞值（HF -BF）

与恶性胸腹水中肿瘤细胞出现的关联性以及仪器提示标本含有恶性肿瘤细胞的 HF –BF 的临界值的

设定。 

方法  在已用仪器检测的胸腹水标本中随机选取良恶性标本各 40 例，运用统计学原理分析良恶性胸

腹水的 HF –BF 是否存在差异，并用 ROC 曲线判定 HF –BF 对恶性胸腹水中肿瘤细胞的识别能力

及最佳诊断界值。 

结果  良恶性胸腹水的高荧光强度细胞绝对值（HF-BF#）有意义差别（P=0.042），其中恶性胸腹

水的 HF-BF#高于良性胸腹水（45.78>35.23），良恶性胸腹水的高荧光强度细胞百分比（HF-

BF%）无有意义差别（P=0.246）.经受试者工作特征（ROC） 曲线分析，HF-BF#虽对恶性胸腹

水中肿瘤细胞的识别能力优于 HF-BF%但能力不强（曲线下面积 0.632>0.425）, HF-BF#的最佳诊

断界值为 39.5（*106/L）。将 39.5（*106/L）设为仪器提示标本含有恶性肿瘤细胞的 HF –BF 的临

界值，则仪器研究参数 HF -BF 检出恶性胸腹水的灵敏度为 65%，特异性为 67.5%，阳性似然比为

100%，阴性似然比为 51.85%。 

结论   Sysmex XT-4000i 全血细胞分析仪体液模式的研究参数 HF-BF#可作为恶性胸腹水中肿瘤细

胞的筛查指标，阳性标本应结合胸腹水生化，脱落细胞检查，肿瘤标志物及影像学等结果进一步明

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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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79 

SysmexXT-4000i 血细胞分析仪在胸腹水有核细胞计数中的应用 

 
王慧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对 SysmexXT-4000i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与手工法检测胸腹水有核细胞的临床价值进行评价

分析，为今后的临床检验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 

方法  选择住院患者胸腹水标本 150 例，通过对其分别采取 SysmexXT-4000i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与手工法计数胸腹水中有核细胞，对二者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经统计，经 SysmexXT-4000i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有核细胞计数结果为

（1392.46±209.34）；手工法检测时，有核细胞计数结果为（1343.67±225.02），两种检测方法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胸腹水有核细胞检测中，SysmexXT-4000i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的检测结果准确，操作简

单、快速，可对手工法检测予以替代，临床价值显著，在今后的临床工作中，应对其给予足够的重

视，并推广使用。 

 
 

PU-1480 

尿常规检验在诊断小儿急性阑尾炎方面的应用价值分析 

 
陆阳 

漯河市中医院,462000 

 

目的  研究分析尿常规检验在诊断小儿急性阑尾炎方面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6 月 30 日收治的急性阑尾患儿 106 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

随机分成两组,每组各 53 例。对照组患者予以超声检查,实验组患者予以尿常规检验。比较两组急性

阑尾患儿的诊断情况 

对照组:接受超声检查。检查者将超声探头置于患者的最大压痛点。如果观察到病理征象,检查者则

将手指置于探头下进行触诊检查精确压痛点。如果在阑尾部位及阑尾附近有明确的压痛,则急性阑

尾炎的诊断确立。 

实验组:接受尿常规检验。使用医院所提供用来专门盛装尿液的容器。采集早晨起来时第 1 次的尿

液,容量约 30ml,注意送检时间距离不宜太长,以免检验发生偏差,时间间隔控制在 1 小时以内。注意:

女性患儿在取尿过程之前,对阴部应做好清洁工作,避免其他东西混入尿液中。建议女性患儿月经期

不适合做尿常规检验。 

尿培养过程中,应使用中段尿,也就是前一段时的尿不适宜做检查,中段尿检查准确率更高。尿常规检

查内容包括尿的颜色、透明度、酸碱度、红细胞、白细胞、上皮细胞、管型、蛋白质比重及尿糖定

性。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0.0 软件对又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

率表示,采用 x2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实验组:初步诊断例数 53 例、病理诊断例数 50 例、误诊例数 3 例,漏诊例数 0 例;诊断准确率

为 94.34%;对照组:初步诊断例数 53 例、病理诊断例数 40 例、误诊例数 13 例,漏诊例数 0 例;诊断

准确率为 7547%。实验组急性阑尾患儿诊断的准确率(94.34%)高于对照组(75.47%),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中段尿检查准确率更高。 

结论  急性阑尾患儿若接受尿常规检验,相较于超声检查其诊断准确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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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81 

血液学指标在福建地区 α-地中海贫血筛查中的价值 

 
谢屿平,曹颖平,祝先进,周文娟,卢娉霞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分析福建省不同地区 α-地中海贫血（α 地贫）的基因类型与构成比，比较相应的血液学表型

特征，探讨平均红细胞体积（MCV）、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量（MCH）、血红蛋白量（Hb）、红

细胞分布宽度/红细胞计数（RDW/RBC）对该地区 α 地贫初筛的价值。 

方法  通过 Gap-PCR 法检测 α 地贫缺失型突变，反向点杂交法检测非缺失型突变位点，对 α 地贫

基因型进行分型确定，并分析确诊的 α 地贫患者血液学数据，通过分析 ROC 曲线确定本地区 α 地

贫的最佳截断值，分析血液学指标在 α 地贫中的筛查价值。 

结果  纳入的 772 例 α 地贫患者中，共发现 16 种基因突变类型，以--SEA/αα 缺失型突变 521 例最

为常见（67.49%）。与对照组相比，同性别不同分型的患者 MCV、MCH、Hb 之间的均值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而 RDW/RBC 值在男性患者中标准型和 HbH 病 2 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女性 α 地贫患者中仅有 HbH 病组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CV<81.25 fl、MCH<27.30 

pg、Hb 男性<128.5 g/L， Hb 女性<123.5 g/L 为本实验室 α 地贫的最佳截断值，具有较高的特异性与

敏感性。 

结论  由于地域异质性以及各个医院设备环境的不同，不同实验室应建立适宜本地区的 α 地贫初筛

截断值。今后本实验室可选择 MCV<81.25fl、MCH<27.30pg、Hb 男性<128.5g/L、Hb 女性<123.5g/L

作为临床筛查 α 地贫初筛值。 

 
 

PU-1482 

外周Ｔ细胞淋巴瘤非特指型一例并文献复习 

 
冯强 

山东泰安市中心医院 

 

目的  讨论外周Ｔ细胞淋巴瘤非特指型临床及病理学特征、诊断以及治疗方法。 

方法  对 1 例 50 岁男性外周Ｔ细胞淋巴瘤非特指型患者进行病历分析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患者 50 天前右侧耳后触及花生米大小的肿大淋巴结，3 天前明显增大至鹌鹑蛋样大小，伴压

痛。甲状腺激素及肿瘤标志物等检验指标均正常；彩超结果：双侧颌下区、双侧颈部、双侧锁骨

上、双侧腋窝淋巴结肿大；双侧腹股沟区淋巴结稍肿大；腹腔淋巴结肿大；脾大。CT 结果：右肺

下叶斑片状阴影；双肺小结节；纵膈淋巴结肿大。骨髓形态示异常幼稚细胞(考虑为巴瘤细胞)占

14.5%；骨髓流式结果可见约占 35.09%的 CD4 (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 4)阴性 CD8 阳性异常的

T 淋巴细胞；考虑为 T 细胞淋巴瘤白血病来源。病理显示倾向于外周 T 细胞淋巴瘤非特指型；免疫

组化： CD3（+）、CD5（+） 、CD2（+）、CD7（+）、CD45RO 散在（+）、CD20（+）、

CD23（+） CD21（+）、B 细胞淋巴瘤基因 2（BCL-2）点状（+）、CD56 散在弱（+）、B 细胞

特异性激活蛋白（PAX）-5（-）、细胞周期性蛋白（CyclinD1）（-）、粒酶 B(GranzymeB)（+/-

）、穿孔素（Perforin）（-）、T 细胞内抗原（TIA）（-）、Ki67 约 15%。 

结论  外周 T 细胞淋巴瘤非特指型是淋巴瘤的少见类型之一，发病进展迅速，侵袭性强。目前多种

治疗手段效果不理想，预后较差，期待新型药物的不断开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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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83 

四种不同的外周血白细胞分类计数方法的相关性初步研究 

 
宋颖,王青,周维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采用四种外周血白细胞分类计数方法，检测正常人的外周血白细胞数量相对值，比较其方法

学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手工分类计数法、SYSMEX XN 血液分析仪分类计数法、DM96 图像扫描自动识别计数

法、BD Canto II 流式细胞仪分类计数法，这四种方法检测 72 例正常人的外周血白细胞分类情况。

其中手工分类计数法是现有行业标准推荐的参考方法，血液分析仪分类计数法是目前实验室普遍使

用的方法，图像扫描自动识别（基于人工智能 AI）计数法是部分实验室开始运用的辅助分类方法，

流式细胞仪分类计数法是近几年国际上开始尝试的新的分类方法。 

结果  由于白细胞分类计数相对值（%）分布符合泊松分布，应采用 bassing&bablok 相关性统计分

析，四种方法两两相关的概率值 P 均大于 0.05，从回归方程斜率 a 和截距 b 值分析,斜率在 0.80-

1.20 之间的项目是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包括 T、B、NK 细胞），斜率在 0.5 以下的项目为单核

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血液分析仪法与流式细胞仪法的相关性较好（相关方程：中性粒细胞为 Y=-

2.99+1.04X；淋巴细胞为 Y=1.65+0.97X；单核细胞为 Y=-0.65+1.16X；嗜酸性粒细胞为

Y=0.05+0.89X；嗜碱性粒细胞为 Y=0.22+1.33X），手工分类法与图像扫描自动识别相关性较好

（相关方程：中性粒细胞为 Y=-2.5+1.03X；淋巴细胞为 Y=-3.2+1.08X；单核细胞为 Y=-

0.68+1.05X；嗜酸性粒细胞为 Y=-0.68+1.05X；嗜碱性粒细胞为 Y=X）。 

结论  除流式细胞仪法之外，手工分类法和血细胞计数仪法是目前实验室最为常用的检测手段。仪

器性能验证、样本复检时，需要对这两种方法进行比较，然而从比较数据来分析，并非所有结果均

落在允许范围之内，检验员常常质疑分类数据和报警信号可信度。分析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1.检

测细胞数量差异巨大。2.检测方法的局限性。3.人工肉眼识别的正确性。随着人工智能 AI、多色流

式技术的逐步应用，可能为证实白细胞分类的正确性提供另外的验证手段。此次试验只是初步研

究，还需在幼稚细胞、异常细胞和其他细胞分类识别能力方面进行探讨。 

 
 

PU-1484 

滤纸血片毛细管电泳技术 

在广西地区成人 β-地中海贫血筛查中的应用研究 

 
阳文辉,袁育林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530021 

 

目的  研究滤纸血片取代全血样本，将其应用于毛细管电泳技术，筛查广西地区成人 β-地中海贫

血，以解决地中海贫血筛查中基层单位和偏远地区标本转诊困难、以及临床采血困难等问题。 

方法  利用 SPSS 21.0 统计学软件分析全血毛细管电泳法与滤纸血片毛细管电泳法的检验结果，计

量数据用`x± s 表示，用配对 t 检验判断两种方法所测的结果是否有显著差异， P<0.05 代表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参照 EP9-A3 文件，对两种方法所测定的结果进行线性比对并用回归方程统计分析。

以 PCR-RDB 技术测定的结果为 β-地中海贫血诊断标准，分析比较全血毛细管电泳 HbA2 界值法和

滤纸血片毛细管电泳 HbA2 界值法的灵敏度、特异度、诊断符合率等评价指标。 

结果  两种检测方法检测的 HbA 和 HbA2 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采用 EP9-A3 提供

的 OLR、WLS、Deming、Passing-Bablok 4 种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拟合后的回归方程分别为 y = -

0.08867 + 1.0291 x 、y = -0.09178+ 1.0299 x 、y=-0.1090+ 1.0345 x、y=-6.44E-016+1.0000 x，

经回归方程计算，两种检测方法的偏移小于可接受标准。以 PCR-RDB 法基因诊断结果为 β-地中海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896 

 

贫血诊断标准，分别计算两种检测方法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以及诊断符合

率，结果显示，滤纸血片毛细管电泳法的各项性能指标与全血毛细管电泳法基本一致。 

结论  滤纸血片毛细管电泳法与全血毛细管电泳法的检测结果基本一致，在不同 HbA2 截断点均有

较高的灵敏度、特异度和诊断符合率，可以应用于 β-地中海贫血筛查。 

 
 

PU-1485 

Curcumin b06 promotes the apoptosis of prostate cells by 
regulating androgen receptor 

 
Hongchao Pan,Zhong Chen,Lehua Cheng 

SimpleGene Clinical Labratory Limited 

 
Objective Curcumin extracted from curcuma longa, is known to exhibit anti-inflammatory and 
anti-tumoral activities in various cancer cells. Accumulative studies indicated that curcumin may 
induce apoptosis of cancer cells; however,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its apoptotic and anti-
cancer effects remain to be elucidated. 
Methods In this study, the cytotoxicity of curcumin was measured by MTT assay, and the exact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curcumin induced apoptosis in prostate cancer cells was assessed by 
flow cytometry and western blot.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androgen receptor proteins and 
apoptosis related proteins caspase-3, caspase-8, bax in LNCap cells or tissues of mice were 
examined by qRT-PCR and western blot. 
Results Our findings revealed that curcumin induced an androgen receptor-mediated apoptosis 
in prostate cancer cells by increasing the expression of caspase-3, caspase-8, bax. Moreover, in 
vitro, animal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curcumin could significantly inhibit the growth of prostate 
tumor and induce cell apoptosis in the prostate tumor.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urcumin may serve as a promising anti-cancer agent by 
inducing an androgen receptor mediated cell death which is at least partially dependent on 
androgen receptor. 
 
 

PU-1486 

冠心病患者高密度脂蛋白与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 

及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的相关性研究 

 
简子娟,梁湘辉,刘文恩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探讨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和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HDL-C）水平在冠心病（CAD）患者中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 237 位经冠状动脉造影证实为冠心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测定其高密度脂蛋白水平、中

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和血小板计数等指标，计算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和中性粒细胞淋巴细

胞比值，并利用统计学方法分析 PLR 和 NLR 与 HDL-C 水平的相关性。 

结果  在 44 例稳定型心绞痛（SAP）患者中，低水平 HDL-C 组的 WBC 计数、NEU 计数和 NLR

显著高于正常水平 HDL-C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在 99 例急性冠脉综合征

（ACS）患者中，低水平 HDL-C 组和正常水平 HDL-C 组的各血细胞参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在

94 例缺血性心肌病（ICM）患者中，低水平 HDL-C 组的 PLT 计数和 PLR 显著高于正常水平 HDL-

C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低水平 HDL-C 冠心病患者血清 HDL-C 水平与 NLR 和

PLR 均呈负相关（r 分别为-0.381 和-0.181，P<0.05），而 NLR 与 PLR 呈正相关（r=0.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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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正常水平 HDL-C 冠心病患者血清 HDL-C 水平与 NLR 和 PLR 均不存在相关性，而

NLR 与 PLR 呈正相关（r=0.816，P<0.05）。 

结论  低水平 HDL-C 的稳定型心绞痛患者的 NLR 显著升高；而低水平 HDL-C 的缺血性心肌病患者

的 PLR 显著升高；低水平 HDL-C 冠心病患者血清 HDL-C 水平与 NLR 和 PLR 均呈较低负相关。 

 
 

PU-1487 

胰腺癌患者 ABO 血型分布 

与血浆 FⅧ、AT-Ⅲ与 PC 活性水平的相关性探究 

 
康晓宁 

天津市肿瘤医院 

 

目的  检测胰腺癌患者的 ABO 血型以及血浆中凝血因子Ⅷ(FⅧ)、抗凝蛋白Ⅲ（AT-Ⅲ）和血浆蛋白

C（PC）活性水平，探究胰腺癌患者的 ABO 血型分布规律与凝血状态的相关性。 

方法  检测 237 例胰腺癌患者（病例组）及 258 例其他肿瘤患者（对照组）的 3 项凝血指标（F

Ⅷ、AT-Ⅲ和 PC 活性水平）和 ABO 血型。FⅧ检测方法为凝固法，AT-Ⅲ和 PC 检测方法为免疫比

浊法，各凝血指标均由 Sysmex CA7000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检测。ABO 血型采用盐水试管法检

测。 

结果  病例组 A 型血分布较多，与对照组存在差异 (OR=1.606,95%CI:1.103～2.337,P＜0.05）。

与对照组凝血指标相比，病例组血浆 AT-Ⅲ（P＜0.01）、PC（P＜0.01）活性水平明显降低，而

FⅧ明显升高（P＜0.01）。在病例组与对照组中，非 O 型血人群 FⅧ活性水平明显高于同组 O 型

血人群（P＜0.05），但 AT-Ⅲ和 PC 水平非 O 型与同组 O 型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胰腺癌患者中 A 型人群较多、血栓形成的风险较高，其中非 O 型血可能是血栓形成的一个危

险因素。 

 
 

PU-1488 

八例血小板无力症的基因突变特征分析 

 
苗林子,甘芳宴,龚岩,屈晨雪,王建中,袁家颖,高丙晶,陆遥,由然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100000 

 

目的  分析 8 例血小板无力症患者的基因测序结果，结合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探讨其发病机制。 

方法   收集 8 例血小板无力症的患者及其中 4 个家系，通过下一代测序法检测整合素 αⅡ b、β 3 基

因的所有外显子及其侧翼序列以及血小板型出血性疾病相关基因, 突变位点采用一代测序验证，经

检索 HGMD、Pubmed 数据库及相关文献排除多态性可能。 

结果  8 例患者血小板计数基本正常, 凝血功能正常, 血小板对二磷酸腺苷反应低下, 对瑞斯托霉素反

应基本正常； 8 例患者中 5 例血小板表面 αⅡb/β3 低于正常值的 5%，2 例为正常的 10%～20%，

1 例与正常人相比数量未见减少。发现了 5 种发生于 ITGA2B 基因的突变，6 种发生于 ITGB3 基因

的突变，其中 ITGA2B 基因 c.814G>C（p.Val272Leu）和 c.432G>A（p.Trp144Ter），ITGB3 基

因 c.1495T>C （ p.Cys499Arg ） 、 c.1728delC （ p.Ser577ProfsTer92 ） 和 c.877C>T

（p.Gln293Ter）突变为国内外首次报道。另外，发现患者中存在 RUNX1、HPS4、MYH9、

ACTN1、HPS3 以及 SETBP1 等基因突变。 

结论  血小板无力症患者中杂合突变，特别是复合杂合突变更多见；本研究发现了 5 种未在国内外

报道的发生在 ITGA2B 基因和 ITGB3 基因的基因突变，其致病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血小板无力

症的发病不排除有除 ITGA2B 基因和 ITGB3 基因外 RUNX1 等基因突变参与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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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89 

新型口服抗凝剂的实验室测量评估 

 
刘晓叶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050000 

 

目的  旨在评估目前批准的 DOACS 的药物水平的检测、抗凝血活性的实验室方法以及这些检测方

法在临床实践的应用性。 

方法  新型口服抗凝剂（NOAC）又被称为直接口服抗凝剂（DOACs）。DOACs 主要分为两大

类：直接凝血酶抑制剂（达比加群）和直接Ⅹa 因子（FⅩa）抑制剂（利伐沙班、阿哌沙班、依诺

沙班）。两类抑制剂均被批准用于预防和治疗血栓栓塞类疾病。DOACs 无需常规凝血监测的特点

优于传统抗凝药物，但有必要在某些情况下监测 DOACs 的血液药物水平以及抗凝血作用。 

结果  虽然常规的凝血实验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分析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但是它们以价格低廉并且能

定性检测血液中 DOACs 药物残留的特点被广泛用于临床实验室。一些特异的检测如 Hemoclot®凝

血酶抑制剂（HTI）测定和基于 ecarin（一种凝血酶原激活剂）的测定均适合量化血浆达比加群水

平；抗- FⅩa 测定法适合于测量利伐沙班，阿哌沙班，依诺沙班的水平，但是这些测定尚未广泛使

用。 

结论  在本文中，旨在评估目前批准的 DOACS 的药物水平的检测、抗凝血活性的实验室方法以及

这些检测方法在临床实践的应用性。 

 
 

PU-1490 

女性体检者宫颈分泌物解脲脲原体、沙眼衣原体检测分析 

 
聂兆超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分析 206 例女性体检者宫颈分泌物解脲脲原体、沙眼衣原体感染情况。 

方法  采用 FQ-PCR 检测宫颈分泌物中解脲脲原体和沙眼衣原体，按不同临床资料进行分组比较。 

结果  单独 UU 和 CT 阳性率分别为 54.85%、1.94%,共同阳性率为 2.43%；按不同年龄分组，41

～50 岁与 21～30 岁（P<0.05）、31～40 岁（P<0.05）阳性率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按宫颈分泌

物清洁度和 PH 值分组比较，清洁度Ⅰ～Ⅱ级和Ⅲ级阳性率无显著性差异（P>0.05）,清洁度Ⅰ～

Ⅱ级和Ⅳ级阳性率比较以及Ⅲ级和Ⅳ级的阳性率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PH>4.5 组和

PH≤4.5 组 UU 和 CT 阳性率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在妇科检查中，宫颈无糜烂和有糜烂以

及各不同糜烂程度 UU 和 CT 的阳性率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在宫颈糜烂的不同程度间，

UU 和 CT 阳性率无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无妇科疾病与有妇科疾病 UU 和 CT 阳性率比

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妇科疾病之间 UU 和 CT 阳性率无统计学意义（P>0.05）；彩

超检测异常与正常比较 UU 和 CT 阳性率无显著性差异（P>0.05），各异常彩超结果之间 UU 和

CT 阳性率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解脲脲原体、沙眼衣原体感染与年龄、宫颈分泌物常规检查、宫颈糜烂等具有一定相关性，

综合分析有助于妇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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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91 

Long non-coding BDNF-ASRNA BDNF-AS acts as 
prognostic factor and functionally regulates cancer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cell cycle through CDC4 in 
colon cancer 

 
Hongchao Pan,Zhong Chen,Lehua Cheng 

SimpleGene Clinical Labratory Limited 

 
Objective Various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 have been found to be aberrantly expressed 
in colon cancer. In this study, we characterized the biomarker-like property and functional 
regulations of lncRNA BDNF-AS in human colon cancer. 
Methods In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colon cancer, their clinicopathological properties and overall 
survival we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endogenous BDNF-AS gene levels among primary tumors. 
In colon cancer cell lines, SW480 and lovo cells, BDNF-AS was downregulated by lentiviral 
transfection. Its effect on colon cancer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cell cycle in vitro and 
tumorigenicity in vivo were assessed. Associated substrate gene of BDNF-AS, cell division 
control protein 4 (CDC4), was evaluated by dual-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qRT-PCR and western 
blot, respectively. CDC4 was then inhibited in BDNF-AS-downregulated colon cancer cells to 
further assess its direct involvement in BDNF-AS mediated cancer regulation. 
Results Clinical analysis showed that high expression level of BDNF-AS among patients’ primary 
tumors was closely correlated with patients’ advanced clinical stage and short overall survival. In 
SW480 and Lovo cells, lentivirus-mediated BDNF-AS downregulated suppressed cancer 
proliferation, invasion, cell cycle in vitro, and tumorigenicity in vivo. CDC4 was confirmed to be 
the downstream target of BDNF-AS, and inversely regulated by BDNF-AS in colon cancer. 
Genetic knockdown of CDC4 in colon cancer cells markedly reversed the anti-cancer regulations 
of BDNF-AS downregulation on cancer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cell-cycle.  
Conclusions BDNF-AS is proved to be a potential prognostic factor and oncogenic regulator in 
colon cancer, likely through the inverse regulation on its downstream target gene of CDC4. 
 
 

PU-1492 

儿童 EB 病毒感染的临床特征及实验室检查分析 

 
常莉,刘芳,刘婷,江咏梅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610000 

 

目的  了解儿童 EB 病毒（EBV）感染情况，分析其临床及实验室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采用 real-time PCR 进行血浆 EBV-DNA 检测的儿

科患者的结果及相关疾病。 

结果  3448 例患儿中 EBV-DNA 阳性者 530 例，阳性率 15.4%；根据年龄分组后，婴幼儿组(<3 岁)

阳性率为 10.0%(136/1359)；学龄前期组(3-6 岁)阳性率为 19.9%(273/1374)；学龄期组(>6 岁)为

16.9%(121/715)，婴幼儿组的阳性检出率明显低于学龄前期组和学龄期组(P<0.01)。阳性患儿

DNA 载 量 范 围 为 2.34-6.80[3.21(0.71)] ， 男 性 为 2.34-6.35[3.23(0.70)] ， 女 性 为 2.42-

6.80[3.19(0.73)]，婴幼儿组、学龄前期组和学龄期组 DNA 载量中位数分别为 3.24(0.76)、

3.24(0.71)和 3.15(0.69)，不同性别及不同年龄组 EBV-DNA 载量无统计学差异（P>0.05）。分析

患儿的疾病谱，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IM）为临床最常见疾病，占 61.7%，其次为呼吸系统疾

病 24.5%（主要为化脓性扁桃体炎、支气管肺炎、支气管炎及上感），血液系统疾病 2.8%（主要

为噬血细胞综合征）及其他疾病 10.9%，各疾病间 EBV-DNA 载量无统计学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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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BV 感染可发生各年龄段儿童，不同年龄组的 EBV-DNA 的阳性检出率不同，感染疾病以 IM

为主，real-time PCR 检测血浆 EBV-DNA 有助于 EBV 感染的早期诊断。 

 
 

PU-1493 

Westgard 西格玛规则 

在全血细胞计数中室内质量控制规则的应用 

 
李海港 

潍坊市人民医院,261000 

 

目的  利用 westgard 西格玛规则帮助实验室选择适当的全血细胞计数项目室内质量控制规则，以更

合理的规则全面实施质量控制，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方法  选择本实验室 2017 年参加省临检中心全血细胞计数室间质量评价的 5 个项目（白细胞

（WBC）、红细胞（RBC）、血红蛋白（Hb）、红细胞压积（Hct）、血小板（Plt））5 个批号的

平均百分差值作为实验室的偏倚（Bias） 。选用本实验室室内质量控制近 6 个月累积变异系数

（cv）作为测量不精密度，因全血细胞计数仪的质控品有效期仅有 2 个月，所以选择 3 个批号 2 个

水平的质控的变异系数进行加权。采用我国卫生行业标准 WS/T406-2012 的允许总误差（TEa）作

为质量规范。计算 5 个项目的西格玛值，根据西格玛值利用 westgard 西格玛规则为本实验室的全

血细胞计数选择合适的规则 

结果  采用我国卫生行业 标准 WS/T406-2012 的允许总误差计算各项目的西格玛值，其中白细胞、

红细胞、血红蛋白、红细胞压积均大于 6，血小板为 5.4 

结论  根据 wesgard 西格玛规则本实验室内白细胞、红细胞、血红蛋白、红细胞压积，采用 13S 规

则，血小板采用 13S 和 22S 规则，每天质控可以采用 N=2,R=1 进行检测 

 
 

PU-1494 

临床凝血功能异常患者血栓弹力图 

与常规凝血全套检测相关性对比分析 

 
荆晶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比较常规凝血指标与血栓弹力图（TEG）评价凝血异常患者的临床价值及二者之间的相关

性、敏感度。 

方法  选取我院临床各个科室 2018 年 1 月-2018 年 4 月收治入院的患者 150 例，均检测常规凝血

项目，如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时间（TT）、纤维蛋白

原（FIB）、纤维蛋白降解产物（FDP）和 D-二聚体（D-Di）。另采用 TEG 评价患者凝血功能，

比较两种检测方法的相关性，评价二者的临床价值。 

结果   R 值与 PT 正相关（r=0.296，P<0.01），R 值与 APPT 正相关（r=0.369，P<0.01），R 值

与 FIB 负相关（r=-0.257，P<0.01），K 值与 FIB 负相关（r=-0.509，P<0.01），K 值与 TT 正相

关（r=0.318，P<0.01），Angle 角与 FIB 正相关（r=0.506，P<0.01），Angle 角与 TT 负相关

（r=-0.237，P<0.05），CI 值与 PT 负相关（r=-0.236,P<0.05）。TEG 参数 R 相比较 PT 和 FIB，

更能反映病人的低凝状态，敏感性更高；K 与 Angle 相比较 FIB 和 TT 更能反映病人低凝状态，敏

感性更高。 

结论   TEG 检查凝血功能的部分指标与常规凝血检查结果有显著的相关性，但一致性较差，二者灵

敏度均较低但互相不能替代，临床应将两种检测方法结合使用，综合判断检测结果，以更准确的检

测临床患者出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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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95 

cir-ITCH 在胃癌恶性进展 

及间充质干细胞恶性转变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陈京燕 

江苏大学 

 

目的  检测胃癌患者肿瘤组织中 cir-ITCH 的表达情况，分析其与临床病理参数之间的相关性，揭示

cir-ITCH 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探讨 cir-ITCH 参与胃癌发生发展的作用机制，为胃癌诊断提供新的

标志物。 

方法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RT-PCR（qRT-PCR）检测 cir-ITCH 在胃癌患者肿瘤组织中的表达水平，

结合相应的临床病理资料，运用统计学分析 cir-ITCH 的表达水平与性别、年龄、肿瘤大小、分化程

度、TNM 分期等临床病理因素间的相关性。采用 siRNA 干扰 cir-ITCH 在胃癌细胞系 SGC-7901 和

MGC-823 以及间充质干细胞中的表达；慢病毒过表达载体感染 MGC-823 细胞，qRT-PCR 对其干

扰和过表达效率进行验证；生长曲线以及克隆形成实验用以检测细胞增殖能力的变化；Transwell

迁移侵袭实验检测转染后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的改变；数据库以及文献阅读预测环状 RNA 下游是

否有与 cir-ITCH 相互作用的 miRNA，qRT-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下游相关信号通路的基因及

蛋白的变化 

结果  胃癌患者肿瘤组织中 cir-ITCH 的表达水平较正常组织明显下调,siRNA 干扰后 cir-ITCH 表达

降低，过表达后 cir-ITCH 表达升高，且干扰和过表达实验结果表明 cir-ITCH 可以通过抑制 TGF-

β/Smad 信号通路的活化，从而抑制胃癌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进一步研究发现，cir-

ITCH 可以作为 miR-7 和 miR-214 的“海绵分子”发挥作用，siRNA-cir-ITCH 与 miR-7/miR-214 的抑

制物共转时，可以逆转 cir-ITCH siRNA 对胃癌细胞增殖、迁移、侵袭能力的影响 

结论  cir-ITCH 在 GC-MSC 中表达下调，干扰 hucMSC 中 cir-ITCH 的表达后， TGF-β/Smad 信号

通路活化， hucMSC 的增殖和迁移、侵袭能力增强 

 
 

PU-1496 

The usefulness of plasma D-dimer level for monitoring 
development of distant organ metastasis in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after curative resection 

 
Yi Guo,Feng Chen,Wei Cui 

National Cancer Center/Cancer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Colorectal cancer (CRC) is the third most common cancer worldwide, and its mortality 
rate continues to increase yearly in less developed regions. Distant organ metastasis from CRC 
is mainly responsible for the high rate of death. Approximately 40% to 50% of CRC patients will 
eventually develop distant organ metastasis after resection of the primary tumor (metachronous 
metastasi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these CRC patients to monitor distant organ metastasis 
during postoperative visit. Currently,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 and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are common serum biomarkers used for monitoring metachronous metastasis in CRC. 
However, both of them suffer from relatively poor sensitivity. Therefor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more valuable biomarkers. D-dimer level has been demonstrated to be correlated with disease 
stage and prognosis in CRC. However, the usefulness of D-dimer in monitoring of distant organ 
metastasis in CRC patients after surgical resection remains unclear. Thus, our aim was to 
evaluate the usefulness of D-dimer as a surveillance marker in detection of metachronous 
metastasis in C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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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hods The medical information of patients was reviewed with diagnosed of CRC in the 
Cancer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from January 2015 to August 2017. 
Based on the inclusion criteria and exclusion criteria, 178 CRC patients with curative resection of 
primary tumor were finally enrolled in the study. Blood samples from peripheral vein were 
collected at each return visit after surgical operation. The values of D-dimer, CEA and LDH were 
measured on the day distant organ metastasis was confirmed. For patients without distant organ 
metastasis yet, blood samples collected at last follow-up were tested. Wilcoxon rank-sum test 
was used compare the D-dimer levels between two patient groups. Kappa identity test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agreement between D-dimer and CEA (or  LDH). The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D-dimer, CEA, LDH and 
their combination on detection of distant organ metastasis in CRC patients with surgical resection. 
Results Ninety-two patients developed distant organ metastasis during follow-up, and eighty-six 
patients had no evidence of distant organ metastasis at last return visi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age, sex, tumor site, tumor size, tumor differentiation and clinical stage between two 
groups. The median of D-dimer levels in CRC patients who developed distant organ metastasis 
after resec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patients without metachronous metastasis (0.89 mg/L FEU 
vs. 0.28 mg/L FEU, p<0.0001). Agreement between D-dimer assay and CEA assay was fair 
(κ=0.416, p<0.0001). D-dimer had a larger area under ROC (AUC) (0.85, 0.79-0.91) compared to 
CEA (0.72, 0.64-0.79) and LDH (0.68, 0.60-0.76). The specificity of D-dimer alone (73.3%) was 
lower than that of CEA alone (74.4%), but the sensitivity (88.0%),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77.9%),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 (85.1%) and accuracy (80.9%) in D-dimer assay were 
superior to those in CEA assay (65.2%, 73.2% 66.7% and 69.7% respectively). By comparison, 
LDH showed the lowest sensitivity (42.4%) and highest specificity (95.3%) among the three 
biomarkers. The sensitivity and NPV of a combination assay (either D-dimer elevation or CEA 
elevation) increased to 94.6% and 91.1%, and the specificity and PPV of another combination 
assay (both D-dimer elevation and LDH elevation) were 97.7% and 94.9%. Parallel test of the 
three markers enabled the sensitivity and NPV to reach 95.7% and 92.7%. 
Conclusions Our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D-dimer level elevated in postoperative CRC patients 
who developed distant organ metastasis. Combining CEA and (or) LDH , D-dimer could be a 
useful surveillance marker for metachronous metastasis in CRC after surgical resection. 
 
 

PU-1497 

PCT、SAA、CRP 及 WBC 联合检测 

在儿童感染性疾病诊断中的价值研究 

 
蒋福国 

潍坊市人民医院,261000 

 

目的    探讨血清降钙素原（PCT）、血清淀粉样蛋白（SAA）、C-反应蛋白（CRP）及白细胞计

数联合检测在儿童感染性疾病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将住院患儿分为细菌感染组（A 组）、病毒感染组（B 组），同时设定健康对照组（C

组），分别检测和比较各组 PCT、SAA、CRP 和白细胞计数的的指标水平，并分析其诊断特异性

和敏感性。 

结果  A 组 PCT、 SAA、CRP、 WBC 明显高于 B 组、C 组(P< 0.05) ；B 组 PCT、WBC 与 C 组

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 ，SAA、CRP 高于 C 组有统计学意义(P < 0.05)；PCT、SAA、

CRP、WBC 诊断细菌感染的敏感性分别为 98.5%、96.8%、98.8%、81.2%；特异性分别为

82.8%、73.5%、42.4%、68.0%。 

结论  PCT、SAA、CRP、WBC 四项检测指标，各有优缺点，联合检测，能及早对儿童感染性疾

病进行诊断及鉴别诊断，以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避免抗菌药物滥用，减少细菌耐药性产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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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98 

行冠脉介入术（PCI）后的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患者 

氯吡格雷抵抗的临床研究 

 
李广华 

广东省人民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光学比浊法（LTA）分析行冠脉介入术（PCI）后实行双联抗血小板治疗 (（dual 

antiplatelet therapy DAPT）的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患者氯吡格雷抵抗的发生率，同时与患者

CYP2C19 基因酶活性的相关性进行比较，并对可能导致氯吡格雷抵抗的个人因素进行回归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7 月至 12 月期间广东省人民医院共 76 例心内科进行冠脉介入术后的并

实行双联抗血小板治疗方案的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并收集光学比浊法（LTA）检测以二磷酸腺苷

（ADP）作为诱导剂的血小板聚集率以及病人的 CYP2C19 基因酶活性结果及患者的相关检验指

标。 

结果  光学比浊法（LTA）所检测的血小板聚集率存在氯吡格雷抵抗率（CPGR）为 14.5%，

CYP2C19 基因酶活性检测结果与 LTA 法相关性有明显差异（P<0.05）,年龄、TG、HbA1c 是氯吡

格雷抵抗的危险因素. 

结论  光学比浊法检测的 CPGR 的发生率与 CYP2C19 基因酶活性检测结果相关性不明显，与以往

文献存在差异。对于 CYP2C19 基因型为中等或慢代谢型的患者，CPGR 发生率较快代谢型更高。

糖化血红蛋白与 CYP2C19 基因为氯吡格雷抵抗的危险因素，CYP2C19 基因型比 HbA1c 对患者的

发生 CPGR 的影响更大. 

 
 

PU-1499 

LncRNA 与肿瘤研究进展 

 
石琼 

云南省肿瘤医院/昆明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650000 

 

目的  如今越来越多的 lncRNA 被发现在肿瘤中表达，这些 lncRNAs 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已有大量的报道证实肿瘤特异性的 microRNAs 可以在肿瘤患者的血液、唾

液、尿液中被检测到，与此类似，lncRNAs 也已经证明可以作为特定肿瘤的液相标记，因此可以考

虑作为新的治疗靶点。 

方法  综合 lncRNAs 与肿瘤发生发展及诊断的研究进展，从 lncRNAs 的发现命名、lncRNAs 的分

类、功能以及与肿瘤的关系进行综述，并展望 lncRNAs 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前景。 

结果  在人类肿瘤中识别 lncRNAs 的功能，揭开了新的诊断和治疗的机遇。相比于 mRNA，

lncRNAs 更具有组织特异性，可能依据 lncRNAs 的表达量跟踪癌症转移，更重要的是在人类肿瘤

中诸多的 lncRNAs 表达异常，说明 lncRNAs 与肿瘤有很强的相关性。 

结论  体内大部分 lncRNAs 的功能尚未确定，尽管描绘出适用于几种模式生物的大量 lncRNAs 目

录，但是还需要打开一个强大的技术大门研究体内的 lncRNAs，才能完善人类 lncRNAs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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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00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与巨幼细胞性贫血 形态学及化学染色检验鉴别诊断要点 

 
李康,王继濂,薛万华,姜健阁,宁爱华 

德州市人民医院,253000 

 

目的  通过分析外周血及骨髓细胞形态学改变差异，结合典型化学染色，鉴别诊断骨髓增生异常综

合征（MDS）及巨幼细胞性贫血（MA），避免误诊。 

方法  选取流式确诊的 MDS 病例及临床确诊的 MA 病例各 10 例，20 例病例均以全血细胞减少入

院，通过对其外周血（计数 200 个有核细胞），骨髓增生程度及骨髓细胞（500 个有核细胞及巨核

细胞）的形态学分析，总结形态学鉴别要点；结合化学染色 :铁染色（Fe） ,碱性磷酸酶染色

（NAP），过氧化物酶染色（POX），过碘酸-雪夫染色（PAS），α-醋酸萘酚酯酶染色（α-

NAE）, 氯乙酸 AS-D 萘酚酯酶染色（NAS-DCE）,对每种化学染色阳性细胞进行统计学分析，选

取出有统计学意义的检验指标（P<0.05）。 

结果  两种疾病在粒系病态造血（原始细胞簇，巨幼变，核分叶过多），红系病态造血（巨幼变，

巨原早红），巨核系病态造血（巨核细胞巨幼变，核分叶多，小巨核细胞），Fe 染色（环形铁粒

幼红细胞），PAS 染色（PAS 阳性幼红细胞）方面具有差异，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

中，Fe 染色发现环形铁粒幼红细胞，PAS 染色发现 PAS 阳性幼红细胞对 MDS 及 MA 的鉴别诊

断，具有重要意义。 

结论  熟练掌握骨髓细胞病态造血的判断标准，并常规进行铁染色（Fe）、过碘酸-雪夫染色

（PAS）能够有效的对 MDS 及 MA 进行鉴别诊断，避免误诊。 

 
 

PU-1501 

巨核细胞形态学变化在骨髓纤维化中的诊断价值 

 
朱蕾 1,喻凯航 2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310000 

2.温州医科大学 

 

目的  探讨巨核细胞形态学改变在原发性和继发性骨髓纤维化患者骨髓涂片和切片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2 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确诊为 198 例 MPN 和 28

例 MDS 患者的外周血常规、骨髓涂片和切片资料，将骨髓巨核细胞分为 5 类，分别为Ⅰ型( 巨大

高分叶核型巨核细胞)、Ⅱ型(小型巨核细胞)、Ⅲ型(多形性巨核细胞)、Ⅳ型（小圆核巨核细胞）、

Ⅴ型（异形性巨核细胞），结合 CD61 免疫组化染色和融合基因检测，分析骨髓涂片和切片中各型

巨核细胞在伴或不伴骨髓纤维化的血液肿瘤中的检出情况。 

结果  伴纤维化的 CML 组Ⅲ型和Ⅴ型巨核细胞的检出率明显高于 CML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伴纤维化的 ET 组Ⅴ型巨核细胞的检出率明显高于 ET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伴纤维化的 PV 组Ⅴ型巨核细胞的检出率明显高于 PV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伴纤维化的 MDS 组Ⅴ型巨核细胞的检出率明显高于 MDS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 

结论  骨髓巨核细胞的“三化”（小型化、裸核化和异形化）改变在 CML、ET、PV 及 MDS 等继发骨

髓纤维化中具有一定的早期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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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02 

血栓弹力图和凝血四项评价冠心病患者凝血功能的对比研究 

 
于鹏跃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130000 

 

目的  探讨血栓弹力图实验（thromboelastography，TEG）与凝血四项各参数间的相关性和一致

性，评价两种方法在冠心病患者凝血功能检测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6 年 7 月-2017 年 12 月心血管内科和重症监护室共 215 例冠心病患者的

血栓弹力图，凝血四项和血常规中血小板计数的结果，将 TEG 检测的各参数结果与凝血四项和血

小板计数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Kappa 一致性分析和配对卡方检验：同时评价 TEG 与凝血四项检

测结果对诊断出血患者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结果  TEG 检测的 R 时间与 PT、APTT 呈线性相关 P<0.01，TEG 的 K 值、α-Angle、MA 值分别

与纤维蛋白原（Fib）和血小板（Plt）呈线性相关(P<0.001)；TEG 的 R 时间与 PT 和 APTT 的

Kappa 值 分 别 为 0.038 (P<0.05) 和 0.061 （ P>0.05 ） ， 卡 方 检 验 结 果 分 别 为

χ2=35.309(P<0.001)、χ2=15.848(P<0.001)，K 值、α-Angle、MA 值与 Fib 的 Kappa 值分别为

0.323 (P<0.05)、0.288 (P<0.05)、0.427 (P<0.05), 卡方检验结果分别为 χ2=1.091 (P>0.05)、

χ2=1.361 (P>0.05)，χ2=0.108 (P>0.05)、 K 值、α-Angle、MA 值与 Plt 的 Kappa 值分别为

0.379(P<0.05)、0.208(P<0.05)、0.352(P<0.05),卡方检验结果分别 χ2=37.5(P<0.05)、χ2=37.23 

(P<0.05)，χ2=26.63 (P<0.05)、 TEG 和凝血四项对出血患者的诊断灵敏度均低于 50% 。 

结论  TEG 与凝血四项之间呈现显著相关性，但一致性弱，两种方法不能相互替代，两种方法诊断

出血的灵敏度均较低，尚不能评估何种检测手段更能判断患者的出血风险，临床可结合使用，提升

判断临床患者出血风险的准确性。 

 
 

PU-1503 

血栓弹力图与常规凝血试验评价患者凝血功能的相关性分析 

 
马靖潇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261000 

 

目的  探讨血栓弹力图(thromboelastography， TEG) 与凝血四项各参数间的相关性，评价两种方

法在住院患者凝血功能检测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4 月在我院同时进行血栓弹力图（TEG）检测［主要参

数有：凝血反应时间（R）、凝血形成时间（K）、弹力图最大切角（a-Angle）、弹力图最大振幅

（MA）］、常规凝血试验检［包括：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

凝血酶时间（TT）、纤维蛋白原（FIB）］测和血常规检测血小板（PLT）计数的 208 例住院患

者，将两种检测结果进行相关性。 

结果  R 值与 APTT、PT 呈正相关（P<0.05）；K 值与 FIB 和 PLTs 呈负相关（P<0.05）；Angle

和 MA 与 FIB 和 PLTs 均呈正相关（P<0.05），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TEG 检测和常规凝血四项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两者联合应用更能全面反映患者的凝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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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04 

尿胆红素结果阳性的探讨 

 
岳小芳,张正良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310000 

 

目的  探讨尿胆红素假阳性原因，并找到应对措施减少假阳性 

方法  收集干化学法尿胆红素阳性标本 630 例，应用 Harrison 法进一步确认，排除假阳性。 

结果  化学法尿胆红素阳性 630 例，Harrison 法阳性 504 例，阴性 126 例，假阳性占 20%。 

结论  多种原因可导致尿胆红素出现假阳性，干化学法尿胆红素阳性时需进一步应用 Harrison 法确

认，排除假阳性。 

 
 

PU-1505 

一例弱 D 血型表型及基因型分析 

 
徐慧英 1,王蕊 1,林春燕 2,俞石芳 1,刘春华 1,陶志华 1,廖昭平 1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310000 

2.温岭中医院 

 

目的  分析中国汉族人群中发现的一例弱 D 血型表型及基因型。 

方法  分别采用盐水法及微柱凝集（玻璃珠/凝胶）卡对该弱 D 血型进行血清学分析，鉴定该标本

12 种 D 抗原表位以确定其表型，对 RhD 基因 10 个外显子及侧翼序列进行测序并分析其杂合性。 

结果  该个体盐水法与微柱凝胶卡法检测均为 dCcee，但微柱玻璃珠卡法抗-D 检测结果为 1+，D

抗原表位分析显示缺失部分 D 表位，测序发现该标本存在等位基因 c.1022T>A，结合其血清学反

应格局更符合部分 D 表型，RHD 合子型鉴定为 D/d。 

结论  中国汉族人群中发现的一例弱 D 血型归为弱部分 D 型更为恰当。 

 
 

PU-1506 

婴儿巨细胞病毒肝炎的病毒载量 

与 T 淋巴细胞亚群及 NK 细胞的关系 

 
周艳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050000 

 

目的  本研究通过选择我院就诊并诊断为巨细胞病毒（HCMV）活动性感染的小婴儿作为研究对

象；分析 1. 巨细胞病毒肝炎患儿外周血 T 淋巴亚群及 NK 细胞的水平变化；2. 巨细胞病毒肝炎患

儿外周血 HCMV-DNA 载量与 T 淋巴亚群、NK 细胞数及肝功能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各组婴儿外周血 T 淋巴细胞亚群（CD3 + T、CD3 + CD4 + T、CD3 + 

CD8 + T）和 NK 细胞（CD3 - CD16 + CD56 +）数；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肝功能 6 项，包括：

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间接胆红素、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γ-谷氨酰转氨

酶（GGT）；Real-time PCR 的方法检测全血 HCMV-DNA。 

结果  1.1 正常组、HCMV 肝炎组和 HCMV 感染非肝炎组的 CD3+T 淋巴细胞数相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1.2 HCMV 肝炎组及 HCMV 非肝炎组的患儿，CD3+CD4+T 淋巴细胞、CD3+CD8+T

淋巴细胞均低于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CMV 肝炎组与 HCMV 非肝炎组 CD3+CD4+T 淋巴

细胞、CD3+CD8+T 淋巴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3 HCMV 肝炎组的 NK 细胞数明显高于

HCMV 非肝炎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CMV 肝炎组 NK 细胞数明显高于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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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HCMV 活动性感染非肝炎组 NK 细胞与正常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4 HCMV 肝炎组和

HCMV 非肝炎组两组 CD4/CD8 比值均低于正常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HCMV 肝炎组和 

HCMV 非肝炎组的 CD4/CD8 比值相比较，差异具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1 巨细胞病毒活动性感染患儿外周血  T 淋巴细胞亚群发生了变化，CD3+CD4+T、

CD3+CD8+T、CD4/CD8 均比正常组降低，提示患儿的细胞免疫功能发生了变化。 

2 对于急性淤胆型 HCMV 肝炎患儿，NK 细胞的升高，提示 NK 细胞在感染早期在控制 HCMV 感染

起重要的作用。 

3 HCMV-DNA 与 GGT 具有相关性，提示 GGT 是能判断 HCMV 肝炎预后的良好指标。NK 细胞数

与 HCMV-DNA 有相关性，提示 NK 细胞可以有效得控制 HCMV 感染。 

 
 

PU-1507 

K562 侧群细胞研究进展 

 
张瑞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050000 

 

目的  长期以来，肿瘤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和生活，因此，肿瘤的治疗已成为当代医学研究的的热

点，治疗肿瘤的关键在于能否寻找合适的靶点，来有效抑制肿瘤的发生及发展，发现肿瘤干细胞并

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可以促进肿瘤的治愈以及有效预防肿瘤的发生。 

方法  侧群细胞是利用 Hoechst 染料和流式细胞术进行造血干、祖细胞分离时发现的一群特殊细

胞，具有类似干细胞的自我更新和多向分化潜能。 

结果  大量研究结果显示，侧群细胞不仅存在于骨髓造血系统，还广泛存在于其他组织中，如神

经、肝、脾等。侧群细胞的深入研究为肿瘤干细胞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侧群细胞除具有高

致瘤性外，在传统化疗过程还易导致肿瘤细胞耐药。Setoguchi 等开始了在细胞系中侧群分选的研

究，分离出的胶质瘤侧群细胞不但具有自我更新、无限增殖及异向分化等干细胞的一般特性，还具

有比非侧群细胞更强的侵袭及活体成瘤能力，提示其中可能含有大量肿瘤干细胞。Bhatia 等研究提

示，白血病的发生和白血病细胞的耐药均可能和白血病干细胞有直接的关系。 

结论  因此可初步推测，白血病细胞株侧群细胞具有致瘤性和耐药性。针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细胞

株 K562 侧群细胞的致瘤性和耐药性的研究，对于指导临床用药具有重要的意义。 

 
 

PU-1508 

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在血液学异常出现时的应用 

 
韦美萍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050000 

 

目的  找出一种快速有效的检测方法，既能帮助临床医生了解患者血液学异常发生的原因，又能及

时鉴别血液系统疾病与非血液系统疾病。 

方法  选取出现血液学异常的 310 例来自于内分泌、肾内科等 8 个非传统血液科患者，分别对其临

床表现、血常规、生化指标进行检测，同时做骨髓穿刺行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 

结果  1.血常规检测帮助我们发现不同疾病患者出现的血液学异常。最常见的血液学异常为贫血，

我们总结归纳的 310 例患者中，贫血的患者占到总数的 61.0%，其次为白细胞及血小板的变化；2.

生化检查可以为临床评估患者的基本状况及疾病的发生发展情况提供依据，但无法解释血液学异常

出现的原因；3.对出现血液学异常的患者行骨髓象检查，发现骨髓细胞形态学观察不仅可以通过细

胞形态学的改变来解释各种血液学异常出现的原因，还可以第一时间发现恶性血液病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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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无论血液病还是非血液病，对于存在有血液学异常的患者，行骨髓形态学检查是必要的。它

不仅可以解释各种血液学异常发生的原因，同时还能第一时间发现恶性血液病的存在，为临床医师

正确的诊断与治疗提供有力的证据。 

 
 

PU-1509 

Beckman Coulter UniCel DxH 800 与 Sysmex XN-2000 

血液分析仪检测外周血有核红细胞准确性评价 
 

杨洪乐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050000 

 

目的  评价 Beckman Coulter UniCel DxH 800 与 Sysmex XN-2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检测有核红

细胞计数的准确性。 

方法  分别采用 Beckman Coulter UniCel DxH 800 与 Sysmex XN-2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对 120

例外周血标本进行血液常规分析，男性 73 例，女性 47 例，年龄 3-80 岁，平均年龄 45 岁。同时

以显微镜计数法为“金标准”，分析两种不同仪器对外周血有核红细胞（nucleated red blood cell，

NRBC）的计数结果。 

结果    DxH 800 与镜检法检测  NRBC 的相关性 r=0.985，且两者计数结果无显著性差异

（P>0.05），DxH 800 检测 NRBC 敏感性为 98.88%，特异性为 96.77%；XN-2000 与镜检法检测

NRBC 的相关性 r=0.953，且两者计数结果无显著性差异（P>0.05），XN-2000 检测 NRBC 敏感

性为 97.75%，特异性为 90.32%。 

结论  Beckman Coulter UniCel DxH 800 与 Sysmex XN-2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均可灵敏、准确地

检测外周血 NRBC，有效降低推片复检率，缩短了标本接收到审核的时间（TAT）。 

 
 

PU-1510 

标本离心时间对 TT、APTT 凝血项目检测结果的探讨 

 
王丽芳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050000 

 

目的   针对临床常规凝血项目，讨论标本离心时间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7 年 6 月～2018 年 2 月来我院进行健康体检的人员 68 例为研究对象，将标本有效

划分成 3 份，在 3000r/min 的档位进行离心处理，离心时间分别为 3min、5min、10min，观察各

标本的凝血项目检测结果是否存在统计差异。 

结果  经过统计分析，3min、5min、10min 三种离心时间对凝血项目检测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凝血项目检测对患者的疾病治疗和身体检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离心时间的长短不会对最

终的凝血项目检测造成影响，为提高检测效率降低标本周转时间，建议将凝血时间控制在 10min 内

完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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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11 

运用血浆置换法校正乳糜血对血常规结果造成的干扰 

 
陈剑 

玉溪市人民医院,653100 

 

目的  探讨乳糜血对血常规结果的干扰及处理方法。 

方法  收集 2017 年 0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5 例乳糜血干扰血常规结果标本，采用等量血

浆置换法重测对结果进行校正，并对校正前后标本进行分析。 

结果  校正前后 RBC、Hb、MCH、MCHC 结果有显著性差异，校正后结果明显低于校正前。 

结论   乳糜血对血常规结果 RBC、HGB、MCH、MCHC 有明显干扰，对 WBC、PLT 结果干扰较

小，在检验工作中应对重度乳糜血标本采用等量血浆置换法进行结果校正。 

 
 

PU-1512 

过氧化物酶强阳性的 AML-M4EO 

 
刘梅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050000 

 

目的  【病历资料】 

患者中年男性，58 岁，主因乏力，心悸半月余，间断鼻䶊1 周入院，查体：重度贫血貌；半年前因

摔伤至右前臂骨折，行手术治疗，现遗留右前臂外旋受限。 

方法  血常规：WBC11.3×109/L,HGB55g/L,PLT58×109/L,幼稚细胞 19%。 

骨髓检查：骨髓原始细胞占 25.5%，嗜酸性粒细胞高达 18%，红系幼红细胞少见，幼稚单核细胞

14%，巨核细胞全片共 2 只，血小板少见。细胞化学染色：MPO:强阳性；NSE:少部分细胞弱阳

性；骨髓病理示：骨髓增生极度活跃，多见原幼细胞，粒系各阶段均可见，易见嗜酸性粒细胞，可

见单核细胞，可见纤维组织增生，银染色（++）；PCR：CBFβ-MYH11 融合基因：阳性；骨髓流

式 细 胞 术 检 验 报 告 ： 原 始 细 胞 群 占 47.5% ， 表 达 CD38,CD34,HLA-

DR,CD123,CD117,CD13,CD33,CD14,CD64,CD11b。FISH 检测到 CBFβ 基因断裂重组；基因突

变检测：检测到的变异为 TP53 基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CEBPA 基因突变、NPM1 基因突变、c-

kit/D816V 基因突变及 FLT3-ITD 基因突变均阴性；染色体核型分析：检测结果 46XY[20]。 

结果  本例患者经骨髓形态、免疫表型及融合基因检查，应诊断 AML-M4EO（FAB 分型），按

WHO 分类应归类为急性髓系白血病伴 inv(16)(p13q22)或 t（16；16）（p13;q22);(CBFβ-MYH11),

细胞形态学主要表现为急性粒单细胞细胞白血病伴异常嗜酸性粒细胞。但细胞化学染色 MPO 强阳

性, 未见到弥散点状的单核细胞的酶型特点，这一特性较为少见可能反映出单核细胞在 MPO 表达

上的不确定性以及 AML-M4 病例中粒单系的形态特征与组化特征的不一致性。 

结论  故 MPO 强阳性的 AML-M4EO 易于急性髓系白血病伴成熟型(AML-M2）伴嗜酸性粒细胞增多

混淆。CBFβ-MYH11 及染色体检查有助于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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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13 

妊娠期铁代谢与 Hepcidin 调控的研究进展 

 
李姣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050000 

 

目的  铁是人体血红蛋白、肌红蛋白、细胞色素系统、过氧化物酶等的重要组成成分，因此，机体

铁平衡至关重要。由于妊娠期孕妇及胎儿对铁的需求不断增加，孕妇常出现缺铁现象，同时这也是

妊娠期孕妇贫血一个最常见原因。人体铁的吸收、转运、储存、利用、排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

程，受诸多因素调节，其中包括近年发现的铁调节蛋白-Hepcidin，已被确定为铁平衡的关键调节

激素。Hepcidin 在体内异常降低或升高与铁代谢密切相关，可作为临床贫血、炎症及感染的一项重

要生物指标。Hepcidin 可以作为治疗机体铁代谢相关性疾病的一种重要靶分子，其发现为深入研究

机体铁内稳态、铁代谢相关性疾病的预防、诊断及治疗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本文针对妊娠期铁

的需求及 Hepcidin 对铁调控的研究进展进行论述。 

方法  铁是人体血红蛋白、肌红蛋白、细胞色素系统、过氧化物酶等的重要组成成分，因此，机体

铁平衡至关重要。由于妊娠期孕妇及胎儿对铁的需求不断增加，孕妇常出现缺铁现象，同时这也是

妊娠期孕妇贫血一个最常见原因。人体铁的吸收、转运、储存、利用、排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

程，受诸多因素调节，其中包括近年发现的铁调节蛋白-Hepcidin，已被确定为铁平衡的关键调节

激素。Hepcidin 在体内异常降低或升高与铁代谢密切相关，可作为临床贫血、炎症及感染的一项重

要生物指标。Hepcidin 可以作为治疗机体铁代谢相关性疾病的一种重要靶分子，其发现为深入研究

机体铁内稳态、铁代谢相关性疾病的预防、诊断及治疗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本文针对妊娠期铁

的需求及 Hepcidin 对铁调控的研究进展进行论述。 

结果  Hepcidin 可以作为治疗机体铁代谢相关性疾病的一种重要靶分子，其发现为深入研究机体铁

内稳态、铁代谢相关性疾病的预防、诊断及治疗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 

结论  本文针对妊娠期铁的需求及 Hepcidin 对铁调控的研究进展进行论述。 

 
 

PU-1514 

硫脑苷脂在各系统疾病中的研究新进展 

 
李晓彤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050000 

 

目的  硫脑苷脂（3-O-磺基半乳糖神经酰胺），作为一种酸性鞘糖脂，广泛存在于人体多种组织、

器官中，也存在于血清中的各种脂蛋白、血小板以及红细胞的表面。硫脑苷脂含有一个 18 或 20个

碳原子的鞘氨醇骨架，鞘氨醇的氨基组份可以被脂肪酸残基酰化。由于脂肪酰链的长度、饱和程度

以及羟基化程度有所不同，硫脑苷脂显示出结构组成上的差异，其结构具有组织特异性。硫脑苷脂

在多个系统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代谢异常会导致多种疾病发生，深入研究其在各个系统中的病

理生理学作用对预防和治疗某些疾病具有重大意义。此外，硫脑苷脂的检测也日益受到关注，传统

的衍生分析方法除了步骤冗繁外，样品消耗量也较大，近几年来，随着软电离质谱技术的发展，为

包括硫脑苷脂在内的鞘糖脂结构鉴定提供了新的技术平台，质谱法具有用量少、快速、灵敏、高通

量等特点。现就硫脑苷脂在神经系统、血栓形成与心血管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肿瘤与感染以及

检测方法等方面的研究新进展进行综述，旨在为临床预防和治疗各类相关疾病提供新思路。 

方法  此外，硫脑苷脂的检测也日益受到关注，传统的衍生分析方法除了步骤冗繁外，样品消耗量

也较大，近几年来，随着软电离质谱技术的发展，为包括硫脑苷脂在内的鞘糖脂结构鉴定提供了新

的技术平台，质谱法具有用量少、快速、灵敏、高通量等特点。 

结果  硫脑苷脂（3-O-磺基半乳糖神经酰胺），作为一种酸性鞘糖脂，广泛存在于人体多种组织、

器官中，也存在于血清中的各种脂蛋白、血小板以及红细胞的表面。硫脑苷脂含有一个 18 或 2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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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原子的鞘氨醇骨架，鞘氨醇的氨基组份可以被脂肪酸残基酰化。由于脂肪酰链的长度、饱和程度

以及羟基化程度有所不同，硫脑苷脂显示出结构组成上的差异，其结构具有组织特异性。硫脑苷脂

在多个系统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代谢异常会导致多种疾病发生，深入研究其在各个系统中的病

理生理学作用对预防和治疗某些疾病具有重大意义。 

结论  现就硫脑苷脂在神经系统、血栓形成与心血管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肿瘤与感染以及检测

方法等方面的研究新进展进行综述，旨在为临床预防和治疗各类相关疾病提供新思路。 

 
 

PU-1515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复检规则的优化及临床评估 

 
季德成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常州市红十字(肿瘤)医院,213000 

 

目的  目前我院血细胞分析仪是采用的希森美康 XE-900i 全自动血细胞五分类分析仪，复检规则依

据的是国际血液学血液专家级推荐的 41 条，主要患者以实体肿瘤患者和儿科病人为主，现血细胞

分析仪复检率 61.7%，符合率仅为 26.3%。临床报告时间偏长，工作量较大。效率明显偏低。为此

有必要结合我院实际情况，优化并建立适合我院的血细胞分析复检规则。 

方法  运用 EXCELL 分析目前血细胞分析实际工作数据，寻找那些大量触发复检的规则的，经复检

结果又是阴性，将此规则取消或对触发规条件加以改变或限制，以不会明显改变阳性发现率为准，

最后形成我院优化后的复检 15 条规则。运用此 15 条优化后的复检规则与现有的复检规则对日常工

作 1220 例患者进行临床对比评估。 

结果  经统计分析发现，触发原复检规则的有 753 例，复检率 61.7%，复检与仪仪器结果一致性的

有 198 例，符合率为 26.3%（198/753)。有 6 例未触发复检规则但复检结果为阳性，假阴性率

2.9%（6/205）。应用优化后的复检规则 15 条，1220 例中有 246 例触发复检规则，复检率

20.2%，复检与仪器结果一致性的有 196 例，符合率为 79.7%（196/246)，有 8 例未触发规则但复

检结果表现为阳性，假阴性率 3.9%（8/205）。 

结论  优化后的复检规则 15 条，能大幅度降低复检率的同时，又能高效地筛选出真正异常样本，使

操作人员在有限的时间内，可以对真正异常的标本进行复检，提高了工作效率，缩短了报告时间同

时又能保证了血液分析结果准确性。nt>条规则。运用此 15 条优化后的复检规则与现有的复检规则

对日常工作 1220 例患者进行临床对比评估。 

 

PU-1516 

不同胆红素浓度对凝血常规结果影响的研究 

 
郝迪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050000 

 

目的  探讨不同胆红素浓度对凝血常规检测结果的影响。 

方法  选取从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3 月本院进行凝血项目检测的 300 例患者（通过查访临床资

料，排除肝功严重异常、凝血因子缺乏、DIC 等凝血常规结果明显异常者）进行观察不同胆红素浓

度对凝血常规结果的影响。 

结果  （1）随着血浆总胆红素浓度的升高，APTT、PT 检测结果升高，而 AT、TT、FIB 无明显变

化。（2）当胆红素浓度处于 17.1umol/L 到 20umol/L 时，对 APTT、PT 测定结果的影响无统计学

差异（P>0.05）。(3)当胆红素浓度大于 20umol/L，APTT、PT 的检测结果显著高于对照血浆水平

（P<0.05）。 

结论  血浆胆红素浓度低于 20umol/L 时，对凝血常规检测结果无明显影响，而随着胆红素水平明显

升高时，对 APTT、PT 的检测结果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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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17 

慢性间歇性低压低氧对果糖诱导代谢综合征 

大鼠肝脏自噬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胡浩飞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050000 

 

目的  本研究通过观察 CIHH 对 MS 大鼠肝脏内质网应激相关分子 CHOP、Grp78 以及自噬相关蛋

白 Beclin-1、LC3-Ⅱ、P62 的影响，阐明 CIHH 对 MS 大鼠肝脏自噬的作用机制。 

方法  成年雄性 Sprague-Dawlay 大鼠随机分为四组：对照组(CON)、慢性间歇性低压低氧处理组

(CIHH)、代谢综合征模型组(MS)、代谢综合征模型+慢性间歇性低压低氧处理组(MS+CIHH)。

CON 大鼠和 CIHH 大鼠给予常规饲料和普通饮用水喂养。MS 大鼠和 MS+CIHH 大鼠给予高脂饲

料加 10％果糖水喂养诱导 MS。16 周后，CIHH 和 MS+CIHH 大鼠接受相当于海拔 5000m 高度、

28 天、每天 6 小时的低压低氧处理，其余时间置于常氧环境。CON 和 MS 大鼠始终置于常氧环

境。28 天 CIHH 处理完毕后，测量大鼠体重；采用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大鼠肝脏组织

内质网应激相关分子 CHOP，Grp78 及自噬相关蛋白 Beclin-1、LC3-I/LC3-Ⅱ、P62 的表达。使用

SPSS 系统进行数据分析与处理。 

结果   （1） 与对照组(CON)相比，MS 大鼠体重显著增加(P<0.05)；CIHH 处理对正常大鼠体重无

影响(P>0.05)。（2）与 CON 大鼠相比较，MS 大鼠肝脏组织 CHOP，Grp78 的蛋白表达含量明显

增加(P < 0.01)，CIHH 大鼠肝脏组织内 CHOP、Grp78 表达无显著差异(P>0.05)，但可有效对抗

MS 大鼠 GRP78 和 CHOP 表达的上调(P<0.05)。（3）与 CON 大鼠相比较，MS 大鼠肝脏组织自

噬相关蛋白 Beclin-1、LC3-Ⅱ /Ⅰ和 p62 表达均明显上调 (P<0.05)，CIHH 大鼠无显著差异

(P>0.05)。与 MS 大鼠相比较，MS+CIHH 大鼠肝脏组织 Beclin-1、LC3-Ⅱ/Ⅰ和 p62 表达均明显

降低(P<0.05)。 

结论  肥胖 MS 大鼠肝脏组织 ERS 加强，自噬水平减弱；CIHH 处理可能通过上调肝脏自噬水平抑

制 ERS，从而改善 MS 大鼠的肝脏受损状况。 

 
 

PU-1518 

糖原染色在幼红细胞增生性疾病中的应用价值 

 
胡蕊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050000 

 

目的  通过分析急性红白血病（AML-M6）、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MDS)、巨幼红细胞性贫血 (MA) 

等五种疾病中幼红细胞糖原染色(PAS)的阳性率，探索糖原染色几种疾病的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

值。 

方法  从我院选取初诊并确诊为的急性红白血病（AML-M6）4 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8

例，巨幼细胞贫血(MA)6 例，缺铁性贫血(IDA)11 例，溶血性贫血 15 例，共 44 例临床标本，统计

其贫血程度，并取其骨髓片行糖原染色。计数 100 个幼红细胞，计算其阳性率，对比阳性率与贫血

程度及疾病的相关性； 

结果  （1）在幼红细胞增生疾病中，糖原染色均可出现阳性，但与红细胞计数以及血红蛋白的高低

无明显相关性；（2）糖原染色阳性率以 AML-M6 为最高，其次为 MDS 患者,其阳性率明显高于

MA 和溶贫，以 IDA 为最低。 

结论  通过本次试验我们发现 M6 与 MDS 幼红细胞糖原染色的阳性率明显高于溶贫、IDA 及 MA，

但幼红细胞糖原染色阳性率与贫血程度无明显相关性。因此，我们可以说疾病恶性程度越高，幼红

细胞糖原染色阳性率越高。这一结论可以帮助进行良恶性贫血的鉴别诊断，更好的为临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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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19 

高脂饮食过程中兔血清硫脑苷脂与血小板聚集功能关系的探讨 

 
胡蕊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050000 

 

目的  探讨高脂饮食引发血脂紊乱最终致动脉粥样硬化过程中，血清硫脑苷脂与血小板聚集功能的

变化规律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和可能作用。 

方法  高脂饮食建立兔动脉粥样硬化模型，使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血小板聚集仪、基质辅助激光

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分别进行血脂、血小板聚集率、血清硫脑苷脂的检测；苏木精 -伊红

（HE）、油红 O 染色以及 Vevo2100 小动物超声成像系统进行组织病理及影像学分析。 

结果  兔高脂血症及动脉粥样硬化模型建立成功。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血清总胆固醇、低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显著升高；模型组血小板聚集率随时间的延长，呈现出先升

高后降低的趋势，但相较于喂养前显著升高；模型组血清硫脑苷脂水平随时间延长而持续升高；模

型组血清硫脑苷脂与血小板聚集率水平呈显著负相关；模型组血清硫脑苷脂与 LDL-C 水平呈显著

正相关。 

结论  血清硫脑苷脂含量的变化可能在一定水平上反映了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并可能成为未来心

血管病的新型预测因子；结果提示血清硫脑苷脂水平的逐渐升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血小板的

聚集功能。 

 
 

PU-1520 

肥胖铁代谢异常机制的研究进展 

 
郭晶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050000 

 

目的  众所周知，肥胖及其引发的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已成为我国乃至全球

所面临的一个重要健康问题。近年已有研究证实肥胖常伴有铁代谢异常，肥胖导致铁缺乏的危害日

益引起重视。但有关铁代谢异常机制尚未完全阐明，已有研究表明肥胖时脂肪组织释放炎性因子白

细胞介素-6（IL-6）和瘦素（leptin）水平增加，共同或单独激活 JAK2-STAT3 通路促进铁调素

(hepcidin)的表达，Hepcidin 进一步促进巨噬细胞铁的释放，抑制肠道铁的吸收，从而导致机体血

清铁水平下调。近年有关肥胖铁代谢异常机制的逐步揭示，为肥胖导致铁缺乏的预防和治疗开辟了

新的道路。 

方法  众所周知，肥胖及其引发的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已成为我国乃至全球

所面临的一个重要健康问题。近年已有研究证实肥胖常伴有铁代谢异常，肥胖导致铁缺乏的危害日

益引起重视。但有关铁代谢异常机制尚未完全阐明，已有研究表明肥胖时脂肪组织释放炎性因子白

细胞介素-6（IL-6）和瘦素（leptin）水平增加，共同或单独激活 JAK2-STAT3 通路促进铁调素

(hepcidin)的表达，Hepcidin 进一步促进巨噬细胞铁的释放，抑制肠道铁的吸收，从而导致机体血

清铁水平下调。近年有关肥胖铁代谢异常机制的逐步揭示，为肥胖导致铁缺乏的预防和治疗开辟了

新的道路。 

结果  已有研究表明肥胖时脂肪组织释放炎性因子白细胞介素-6（IL-6）和瘦素（leptin）水平增

加，共同或单独激活 JAK2-STAT3 通路促进铁调素(hepcidin)的表达，Hepcidin 进一步促进巨噬细

胞铁的释放，抑制肠道铁的吸收，从而导致机体血清铁水平下调。 

结论  近年有关肥胖铁代谢异常机制的逐步揭示，为肥胖导致铁缺乏的预防和治疗开辟了新的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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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21 

Exosome 内长链非编码 RNA RMRP 

在胃癌诊断与进展中的作用研究 

 
李霞 

江苏大学医学院 

 

目的  检测胃癌细胞、胃癌细胞 exosome 和胃癌患者血清 exosome 内 lncRNA RMRP 的表达情

况，并寻找其潜在的临床诊断价值；探讨 exosome 内 RMRP 对胃癌细胞增殖和迁移能力的影响，

为胃癌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靶点 

方法  定量 RT-PCR 筛选并验证胃癌患者及健康体检者血清 exosome 内 RMRP 的表达差异。利用

RMRP 敲减片段进行平板克隆实验、Transwell 实验及构建裸鼠皮下瘤模型观察 RMRP 干扰对胃癌

增殖和迁移能力的影响；定量 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RMRP 干扰对 SGC-7901、HGC-27 中干

细胞转录因子及 EMT 相关基因的影响。提取 RMRP 低表达和对照组细胞上清来源的 exosome，

将其与胃癌细胞 SGC-7901 和 HGC-27 共培养，成像流式检测技术观察 SGC-7901 和 HGC-27 对

si-NC-exosome 和 si-RMRP-exosome 的内化现象。体内外实验检测 si-RMRP-exosome 被摄入后

对胃癌细胞增殖和迁移能力的增殖 

结果  胃癌患者血清 exosome 内 RMRP 的表达水平显著升高，曲线下面积为 0.6674。体外实验中

RMRP 低表达抑制胃癌细胞的增殖，迁移；干细胞转录因子表达下调；抑制胃癌细胞 EMT 发生，

E-cadherin 的表达上调、N-cadherin 和 Vimentin 的表达下调。体内实验中增殖能力减弱，肿瘤的

大小和体积均小于对照组。另 SGC-7901 和 HGC-27 细胞可以内吞 si-NC-exosome 和 si-RMRP-

exosome；经 si-RMRP-exosome 作用后，体外胃癌细胞增殖、迁移能力下降，干性基因表达下

调；体内实验肿瘤大小和体积均小于对照组 

结论  胃癌血清和胃癌细胞 exosome 内 RMRP 显著高表达，胃癌血清 exosome 内 RMRP 具有较

高的诊断灵敏度，是潜在的胃癌诊断新型分子标志物。Exosome 能够介导 RMRP 的传递，促进胃

癌的增殖和迁移，为胃癌诊断和治疗提供新思路 

 
 

PU-1522 

冷凝集现象时血细胞分析检验的不同处理方法比较 

 
高羽高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050000 

 

目的  通过对比使用不同处理方法冷凝集标本的血常规结果，探讨适宜临床的解决方法。 

方法  分别采用水浴加热法、血浆置换法及提升室温法处理 15 例冷凝集标本，在处理前后采用

sysmex XN-2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进行血常规检测，并进行涂片染色观察。 

结果  血浆置换法能够较好地纠正冷凝集现象保证此类标本血常规结果的准确性，但会导致白细

胞、血小板检测结果偏低。 

结论  在临床工作中冷凝集标本的血常规须与临床医生沟通后再发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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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23 

成人与儿童急性白血病患者的凝血、抗凝及纤溶指标变化分析 

 
高羽高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050000 

 

目的  通过研究成人与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与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的凝血、抗凝、纤溶指标水

平变化，揭示不同类型急性白血病患者凝血、抗凝、纤溶系统异常情况 

方法   选取 157 例初诊急性白血病患者，按照白血病类型分为 6 组， 成人健康对照组、成人 AML

组、成人 ALL 组、儿童健康对照组、儿童 AML 组、儿童 ALL 组。应用美国贝克曼库尔特公司

ACL TOP-700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检测各组患者血浆中 DD、FDP、Fib、 APTT、PT、TT、 AT 的

表达水平。 

结果   与成人健康对照组相比，成人 AML 组患者 PT 、DD、FDP 水平明显升高（P < 0.01），

APTT、AT 明显降低（P < 0.05），（P < 0.01）；成人 ALL 组患者 PT、DD、FDP 水平明显升高

（P < 0.05），AT 活性明显降低（P < 0.05）。与成人 ALL 组相比，AML 组 PT 明显延长（P < 

0.01）。与儿童健康对照组相比，儿童 AML 组患者 PT、TT、DD、FDP 水平均明显升高（P < 

0.01），ALL 组 TT、DD、FDP 水平明显升高（P < 0.05）；与儿童 ALL 组相比，AML 组 PT 时间

明显延长（P < 0.01）。与治疗前相比，急性白血病患者治疗后 PT、DD、FDP 水平均明显降低

（P < 0.05）。 

结论  成人与儿童急性白血病的凝血、抗凝及纤溶系统均发生异常，且急性白血病不同亚型之间外

源性凝血机制有一定差异。急性白血病治疗后外源性凝血系统及纤溶系统明显改善。 

 
 

PU-1524 

儿童颗粒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伴 IKZF1 杂合缺失的实验室检查及诊疗 1 例 

 
彭磊文,叶蕾,刘小娟,江咏梅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610000 

 

目的  颗粒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granular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G-ALL）是一种少见的

ALL 形态学亚型，主要特征是患者骨髓、外周血幼稚细胞内可见较多的粗大颗粒，极易与急性髓系

白血病、大颗粒淋巴细胞白血病相混淆。现将我院的诊治的 1 例儿童 G-ALL 病例实验室检查、治

疗情况整理分析，以提高对该类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亚型的认识、避免误诊。 

方法  骨髓/外周血形态学、骨髓细胞特殊化学染色、白血病免疫分型、白血病融合基因分析等实验

室技术，对 G-ALL 病例进行检测分析。 

结果  患者，男，12 岁，患者入院前 2 个月，因不慎跌倒后出现左侧腰部疼痛，乏力，面色苍白就

诊。骨髓有核细胞增生明显活跃，骨髓小粒（+++），油滴（+），粒系占 0.025，红系占 0.030，

粒：红比例=0.71：1，原幼淋巴细胞占 84.0%，细胞外形基本规则，呈圆形或椭圆形，胞浆呈蓝

色，部分细胞胞浆内有粗大的紫红色颗粒，少数细胞有伪足或空泡。多数细胞胞核较规则，可见凹

陷与切迹，核染色质较疏松，有核仁 1-3 个，全片易见涂抹细胞。POX 染色阴性，PAS 染色阳

性，符合形态学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L2 型。免疫分型分析原始细胞约占有核细胞的 84.66%，表

达 CD19，CD10，CD20，CD34，HLA-DR，cCD79a，部分表达 CD22，不表达 CD45，CD2，

CD3，CD5，CD7，CD13，CD33，CD117，cIgM，sIgM，MPO，符合早前体 B 淋巴细胞白血

病。30 种常见白血病融合基因进行筛查结果均为阴性；IKZF1 基因外显子 4-8 杂合缺失。入院确诊

后，先后给予 VDLP 方案诱导化疗，同时予止吐，抑酸支持治疗。化疗第 33 天复查骨髓未达到完

全缓解，化疗后 33 天，复查骨髓幼稚细胞比例 86.52%，未缓解；预后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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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G-ALL 表达典型的 B 系抗原，该亚型 ALL 患者预后不佳，通过单克隆抗体检测白细胞表面抗

原或胞浆内的分化抗原，可以明 G-ALL 诊断，与 LGLL、AML 鉴别。急性白血病患者初诊时进行

免疫表型分析检查，结合细胞特殊染色技术，提高血液病形态学实验室诊断人员对该类疾病的认

识，是避免出现误诊的有效方法。 

 
 

PU-1525 

血清 linc-UFC1 在胃癌诊断与进展中的作用与机制研究 

 
梁炜 

江苏大学 

 

目的  阐明 linc-UFC1 在胃癌血清中表达变化、生物学作用及分子机制，为胃癌诊断及预后判断提

供新分子标志物，为胃癌治疗寻找潜在靶点 

方法  收集患者的胃癌及癌旁组织，胃癌、胃炎患者及健康人血清及外泌体，采用 qRT-PCR 检测

组织、血清及血清外泌体中 linc-UFC1 的表达水平。通过 shRNA 和过表达质粒转染在胃癌细胞中

分别敲减和过表达 linc-UFC1，检测细胞增殖、克隆形成、迁移、侵袭、细胞周期分布及细胞凋亡

等生物学功能变化。用高表达 linc-UFC1 胃癌细胞株 BGC-823 来源外泌体处理低表达 linc-UFC1

胃癌胃癌细胞株 MKM-45，检测 MKM-45 细胞增殖和迁移，敲减外泌体中 linc-UFC1 后再次检测细

胞增殖及迁移作用。利用生物信息学技术预测与 linc-UFC1 结合的 miRNA 及其调控靶基因，并通

过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和 RNA 免疫共沉淀进行验证 

结果  Linc-UFC1 在胃癌组织、血清、血清外泌体及胃癌细胞系中显著高表达，且 linc-UFC1 的表

达水平与肿瘤大小、TNM 分期及淋巴结转移相关，血清外泌体的诊断效能显著优于组织标本及血

清直接检测。高表达 linc-UFC1 胃癌患者生存时间显著短于低表达者。敲减 linc-UFC1 抑制细胞增

殖、迁移和侵袭，诱导细胞周期停滞和细胞凋亡，过表达 linc-UFC1 则相反。敲减 linc-UFC1 体内

抑制胃癌裸鼠移植瘤生长。BGC-823 来源外泌体能显著促进 MKM-45 细胞增殖和迁移，而当外泌

体中 linc-UFC1 被敲减后，其促进细胞增殖及迁移作用减弱。生物信息学检测发现 linc-UFC1 具有

miR-498 结合位点。Linc-UFC1 可以与 Ago2 蛋白和 miR-498 免疫共沉淀。MiR-498 过表达促进

linc-UFC1 降解。MiR-498 抑制 linc-UFC1 3’UTR 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活性。MiR-498 在胃癌中表达

下调，与 linc-UFC1 的表达呈负相关。Lin28b 是 miR-498 关键靶基因，Lin28b 过表达可以逆转

linc-UFC1 敲减引起的胃癌细胞生物学功能学变化 

结论  Linc-UFC1 可以作为胃癌诊断与预后判断的新分子标志物 

 
 

PU-1526 

Serum diagnostic value of miR-30d in MM and its biological 
function in U266 cells 

 
hui cong,Bingying Zhu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Multiple myeloma (MM) is a hematological tumor characterized by infiltration of 
malignant clonal plasma cells in the bone marrow and microRNAs (miRNA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MM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clinical 
diagnostic value and biological functions of miR-30d in MM. 
Methods 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 was used to detect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30d in serum of 81 primary MM patients and 78 healthy donors. 
Biological functions of miR-30d were assessed by CCK8 assay, flow cytometry apoptosis 
analysis and western blot (WB) in U266 cells. Moreover, the confirmation of target gene of miR-
30d was conducted by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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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miR-30d was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in serum of primary MM patien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donors and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a number of clinical indicators of MM. 
Further cell function studies in MM cell line U266 showed that miR-30d could act as a tumor 
suppressor gene in MM by inhibiting cell viability and promoting cell apoptosis. Besides, miR-30d 
were confirmed to directly bind to the 3'UTR of its target gene Metadherin (MTDH) and inhibit the 
activation of the downstream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Conclusions The serum expression level of miR-30d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onitoring of MM patients. Moreover, miR-30d showed its role as a tumour 
suppressor gene in MM cell and could inhibit the activation of the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by 
negatively regulating MTDH which revealed its potential to be a therapeutic target for MM. 
 
 

PU-1527 

SALL4 在胃癌肿瘤转移的作用及临床应用价值 

 
张鹏 

江苏大学 

 

目的  此项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 SALL4 基因在胃癌生长和转移中的作用，展现 SALL4 调控 TGF-

β1 产生 EMT 的作用和机制，为阐明 SALL4 促癌作用提供全新的理论和实验依据，并为胃癌的诊

断和医治提供新的手段 

方法  采用慢病毒介导 sh-RNA 干扰人低分化胃癌细胞 MGC-803 的 SALL4 表达以及 SALL4 过表

达质粒过表达 HGC-27 胃癌细胞中的 SALL4，随后研究 SALL4 变化后 MGC-803 以及 HGC-27 细

胞生物学功能的变化。采用划痕实验和 Transwell 迁移实验评价 MGC-803 细胞的迁移能力，采用

Matrigel 侵袭实验评价细胞的侵袭能力。采用逆转录 PCR 和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细胞中相关基

因的表达水平。采用 Western blot 检测细胞中目的基因的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SALL4 基因敲减后，MGC-803 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qRT-PCR

和 western blot 实验结果表明，SALL4 基因敲减后，EMT 相关基因表达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EMT 可以使肿瘤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增加，使肿瘤细胞获得转移到远处的能力。SALL4 过表达

明显促进胃癌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同时，qRT-PCR 及 western blot 检测结果显示，SALL4 过表

达后 HGC-27 细胞的 E-cadherin 表达减少，同时 N-cadherin、slug 和 twist 表达升高，表明

SALL4 过表达促进 HGC-27 细胞发生 EMT。SALL4 基因敲减的胃癌细胞中 TGF-β 表达下调，而

SALL4 过表达的胃癌细胞中 TGF-β 表达上调。并且，SALL4 基因敲减的胃癌细胞中 SAMD2/3 活

化被抑制，而 SALL4 过表达的胃癌细胞中 SAMD2/3 被激活，提示 SALL4 具有调控 TGF-β/SMAD

信号通路作用。我们进一步采用 SALL4 过表达后干扰 TGF-β 的表达研究 TGF-β 在 SALL4 促胃癌

细胞迁移和侵袭中的作用。结果显示，SALL4 过表达导致胃癌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增强，但是

TGF-β 干扰则明显减弱此效应，提示 SALL4 过表达引起的胃癌细胞转移能力增加是依赖 TGF-β 实

现的 

结论  SALL4 在胃癌细胞迁移、侵袭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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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28 

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急变期血小板下降反复输注血小板 1 例报告 

 
郗爱华 

甘肃省肿瘤医院,730000 

 

目的  CML 急变期，为了避免严重出血，给予支持治疗。定期输注机采血小板，前后共输注 26

份。观察输注血小板效果。 

方法  每隔三天输注 ABO、Rh 血型同型的机采 PLT 1 份。在输注机采 PLT 前后的 18-24h 内，经

日本产 Sysmex XT-1800i 五分类血细胞分析仪计数 PLT，观察该病人输注机采 PLT 前后外周血中

PLT 数量的变化。共反复输注机采血小板 26 份，观察结果分为三组。如下表： 

结果   

输注机采血小板 

（u/份） 

输注前血小板计数 

结果范围 

（×109/L） 

输注后血小板计数结果范围 

（×109/L） 

第 1～9 10～19 14～29 

第 10～18 7～16 8～18 

第 19～26 4～11 4～9 

结论  建议长期输注机采 PLT 的病人应进行 ABO、RH 配合，选择 HLA 和 PLT 特异性抗原配合的

PLT 供体。 

 
 

PU-1529 

尿常规和尿酶在慢性职业铬盐暴露工人肾损伤评价中的应用 

 
吴永华 1,冯慧敏 2,张济 3,崔丽艳 1,王天成 1,贾光 2 

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100000 

2.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系 

3.济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目的  分析铬盐暴露工人尿铬（U-Cr）水平及尿常规、尿沉渣、尿酶，探讨尿常规、自动尿沉渣分

析和尿酶测定在职业铬盐暴露工人肾损伤检查中的意义，为铬盐职业接触人群的监测提供辅助方

法。 

方法  115 名职业铬暴露工人和 60 名非铬盐接触者，分别测定尿铬、尿干化学、尿沉渣、尿 γ-谷氨

酰转肽酶（GGT）、乳酸脱氢酶（LDH）、碱性磷酸酶（ALP）、天冬氨酸氨基移换酶（AST）和

N-乙酰-β-氨基葡萄糖苷酶（NAG）活性。 

结果  铬盐暴露工人平均 U-Cr 水平为 17.41 μg/g 肌酐，显著高于对照组(1.52 μg/g 肌酐，

P<0.05）；与对照组比较，铬盐暴露工人尿干化学检查无显著差异，尿沉渣分析显示其尿中小圆

形上皮细胞（SRC）、上皮细胞（EC）和结晶（X'TAL）比对照组明显增多（P<0.05），而红细

胞（RBC）、白细胞（WBC）、管型（Cast）、病理管型（Path）、细菌数（Bact）无显著差异

（P>0.05）；尿酶检测显示铬盐暴露工人尿 GGT 和 NAG 活性较对照组显著增高（P<0.05），但

尿 AST、LDH 和 ALP 活性与对照组相比无显著差异（P>0.05）。相关分析表明铬盐暴露组 U-Cr

与尿 X'TAL、尿比重（SG）和 RBC 数显著正相关，但与尿 WBC、EC、SRC、Bact、Cast 等指

标无显著相关；U-Cr 水平与尿 NAG、AST、LDH 活性显著相关，但与尿 GGT 和 ALP 活性无显著

相关。 

结论  长期职业铬暴露工人尿 EC、SRC 和 X'TAL 和尿 NAG、GGT 酶活性增加，尿 X'TAL 和尿

SG 增高可能与尿中铬盐水平升高有关；尿 NAG 和 GGT 酶活性增加显示可能有某种程度的肾小管

损伤。尿常规分析和尿 NAG 酶活性测定对职业铬盐暴露工人肾损伤的监测具有一定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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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30 

凝血两项在肝硬化的失代偿期检测中的临床应用 

 
段玺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肝硬化的失代偿期的患者们，这些患者的血浆纤维蛋白降解的产物（FDP）和血浆 D-二

聚体（DD）会有怎样的的变化。 

方法  选了 2017 年 1 月左右到 2017 年 4 月左右收入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的 30

例确诊的肝硬化的失代偿期的患者们来作为我的研究对象，然后将这些数据通通记为肝硬化失代偿

期组；选择 30 例同期来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健康体检的体检者们记录为健康对照

组；利用日本的希森美康公司所生产的 CA7000 全自动化凝血分析仪，标准化的操作来测定两组的

血浆纤维蛋白降解产物（FDP）和血浆 D-二聚体（DD）的水平。 

结果  将确诊了的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组的数据和医院的健康体检者的数据对比，均会有统计学的

差异 P＜0.05，肝硬化的失代偿期患者组们的凝血两项的检验出来的数据与对照组比较就会发现，

FDP 和 DD 的时间会显著延长，俩组比较有显著差异 P＜0.05。 

结论  凝血两项指标（FDP 和 DD）的检验结果，可以有效的反应肝硬化的失代偿期患者的凝血功

能会发生变化，并且对这些患者的病情起到一定的检测效果，从而间接的为临床诊断提供了一定的

诊断依据。 

 
 

PU-1531 

两种血液分析仪的血常规检验结果比对分析 

 
胡卫敏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对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两种血液分析仪（迈瑞 BC-5300，希森美康 XE-

2100）对同一标本在红细胞，白细胞，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这四项检测结果进行比对分析，以

确保这两种仪器检测结果的一致性。为临床疾病的诊断提供可靠的依据。 

方法  按照（NCCLS）文件 EP9-A2 指导文件，使用各仪器配套校准品和质控品进行校准和质控。

并在校准及质控合格之后检测标本。对红细胞(RBC),白细胞（WBC），血红蛋白（Hb），血小板

（PLT）检测结果进行比对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对两台仪器的一致性进行判断。 

结果  XE-2100 与 BC-5300 两台仪器的化验结果均可靠，其最后结果可作为临床疾病诊断的依据。 

结论  XE-2100 与 BC-5300 检验结果具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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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32 

Increased Urinary 8-oxo-Gsn  as a Biomarker for the 
Oxidative Stress Induced by Hyperglycemia 

 
Wanxia Wang 

Laboratory Center， Gansu Provincial Hospital 

 
Objective To evaluate DNA and RNA oxidation in Diabetes mellitus and to find out the new 
biomarker for the oxidative stress induced by hyperglycemia. 
Methods We used a sensitive and accurate method based on isotope dilution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 triple quadruple mass spectrometry (ID-LC–MS/MS) to determine the 
levels of 8-oxo-7,8- dihydro-2-deoxyguanosine (8-oxo-dGsn) and 8-oxo-7,8-dihydroguanosin (8-
oxo-Gsn) in various tissue specimens, plasma and urine of hyperglycemic SD rats induced by 
streptozotocin (STZ). 
Results Although the basic level of DNA 8-oxo-dGsn/106dGsn and RNA 8-oxo-Gsn/106Gsn are 
various according to organs, 8-oxo-Gsn/106Gsn and 8-oxo-dGsn/106dGsn in different organs of 
SD rat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Statistical analysis showed 8-oxo-dGsn/106dGsn 

in kidney，lung and testis from 6-month DR showed significant increases compared with their 

age matched control (P<0.05) . There were early significant increases of 8-oxo-Gsn/106Gsn value 
observed in kidney, heart and testis from 3-month DR compared with their age matched CR

（ P<0.05 ） . Most of organs from 6-month DR exhibited significant increases of 8-oxo-

Gsn/106Gsn 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from 6-month CR (P<0.05), except for brain and lung. 8-
oxodGsn and 8-oxo-Gsn concentrations in urine and plasma of DR were consistently higher 
compared to the concentrations in control subjects. Comparison of the data also shows that the 
levels of 8-oxo-dGsn or 8-oxo-Gsn from 6-month DR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3-month DR, 
implying that there is a hyperglycemic status-related increase of RNA/DNA oxidation.  
Conclusions The oxidative DNA and RNA damage were observed in various organs and the 
amounts of 8-oxo-dGsn and 8-oxo-Gsn derived from DNA and RNA were increased with 
hyperglycemic status. The levels of 8-oxo-Gsn in urine and plasma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compared to that of 8-oxo-dGsn, which most likely by hyperglycemia, 8-oxo-Gsn in urine may be 
a sensitive biomarker based on the results in urine, plasma and tissues. reflected the RNA 
damage that occurs more frequently compared to DNA damage. For the oxidative stress induced 
by hyperglycemia, 8-oxo-Gsn in urine may be a sensitive biomarker based on the results in urine, 
plasma and tissues. 
 
 

PU-1533 

GeXP 仪器在脑炎病原体检测中的应用 

 
刘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脑炎病原体的检测在临床检验上是一个薄弱的方便。免疫蛋白的检测并不能准确的检测出病

毒的种类。而在分子生物学检验方向则多为对单个常见病毒核酸的检测。GeXP 仪器使用一带测序

的毛细管电泳技术，结合海尔施的多重病原体试剂盒，可以同时检测多个病原体。使用该技术对多

例脑炎患者的脑脊液进行检测，观察其正确率和临床符合度。 

方法  使用 GeXP 仪器和海尔施的试剂盒对临床收取的脑炎患者的脑脊液样本进行检测，与临床诊

断同时与脑脊液免疫球蛋白的结果进行比对。 

结果  检测出的阳性标本与临床符合度较高，同时免疫球蛋白的阳性率也达到 90%以上。 

结论  该技术应用于临床检测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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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34 

CXC Chemokine Receptor 4 (CXCR4) Overexpression Was 
a Poor Prognostic and Predictive Relapse Biomarker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郑沁,曹婷雍,叶远馨,廖红艳,粟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In order to ass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XCR4 expression and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方法  We quantified CXCR4 expression by flow on BM blasts in 134 do novo AML patients, 

assessed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CXCR4 

结果   CXCR4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AML patients compared with controls 

(P=0.000). CXCR4 high-expressed patients showed significantly lower CR rate（75% vs. 69%; 

P=0.019）compared with CXCR4 low-expressed patients. Patients with high CXCR4 expression 

had markedly OS and DFS in all AML patients (p=0.044，p=0.010,）.By multivariate analysis, 

CXCR4 w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p=0.048). Moreover, Patients with high CXCR4 

expression had significantly shorter OS（p=0.035）in non-M3 patients. The DFS of the non-M3 

patients with high CXCR4 expression has the tendency to decrease（p=0.082） 

结论  The CXCR4 expression in AML w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predictor for disease 

relapse and survival that can rapidly and easily be determined at disease presentation 
 
 

PU-1535 

血清淀粉样蛋白 A 参与的联合检测在相关疾病中的研究进展 

 
赵秀娟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261000 

 

目的  血清淀粉样蛋白 A（serum amyloid A protein，SAA），是一种急性时相反应蛋白,是由肝细

胞产生的，后被分泌到血清中。是一种异质类蛋白质，属于载脂蛋白家族，当机体发生感染或损伤

时,可在短时间内迅速升高数千倍，当机体抗原清除后则迅速降低至正常水平。目前，细菌、病毒

感染，冠心病，肿瘤等疾病中均能检测到 SAA 的升高。作为一个新的检测指标，SAA 也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关注。 

方法  血清淀粉样蛋白 A（SAA）是疾病检验中的一项重要指标，针对近年来 SAA 检测越来越普及

化的情况，介绍了 SAA 参与的联合检测在疾病的诊断、分期、指导治疗、判断预后等方面的优势

和应用价值，指出了 SAA 参与的联合检测在临床应用中的良好前景及合理应用 SAA 联合检测的重

要性。 

结果  SAA 参与的联合检测在结直肠癌、肺癌、早期糖尿病肾病、重症急性胰腺炎、冠状动脉粥样

硬化性心脏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小儿复发性肺炎等疾病中的诊断、分期、指导治

疗、判断预后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 

结论  SAA 的检测在临床应用方面越来越受到重视，SAA 参与的联合检测能疾病检测的敏感性得到

很大的提高，SAA 参与的联合检测在疾病的诊断、分期、指导治疗、判断预后等方面有着独特的

优势，SAA 参与的联合检测在临床应用中的良好前景，随着研究设计、研究方法和评价指标的进

一步完善，SAA 参与的联合应用一定会被应用到更多的疾病诊疗当中去，SAA 参与的联合检测有

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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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36 

两种不同复染试剂对铁染色效果的比较 

 
王丽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1%藏花红、1%碱性品红两种不同复染试剂对骨髓铁染色效果的评价。 

方法  选择 2017 年 3-4 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诊患者的骨髓涂片进行铁染色时，分别使用

1%藏花红、1%碱性品红两种不同复染试剂进行复染，并在显微镜下观察骨髓涂片中细胞外铁、细

胞内铁的分布情况。 

结果  在 1%藏花红、1%碱性品红两种不同复染试剂复染条件下，细胞外铁阳性率相同，细胞内铁

无显著性差异，但染色效果不同。1%藏花红复染骨髓涂片时间略长，有些情况下铁颗粒较小不易

辨认、嗜碱点彩红不易观察，而 1%碱性品红复染涂片时间越短，效果越好，也更容易观察。 

结论  在两种不同复染方法中采用 1%碱性品红复染比 1%藏花红效果更好， 

因其复染铁颗粒、嗜碱点彩红易观察，且染色时间较短，性价比高，更容易操作。 

 
 

PU-1537 

静脉血放置不同时间对血常规的影响 

 
陈红侠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静脉血探究放置不同时间对血常规结果的影响。 

方法  选取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017 年 2 月到 2017 年 3 月到该医院就诊的门诊患者静脉血样

本 40 例，血液标本于 EDTA-K2 抗凝管中抗凝并放置在室温（18℃-25℃）下保存。使用迈瑞 BC-

6900 全血细胞分析仪。对同一静脉血标本不同时间段（1h、2h、4h、8h、24h、30h）进行血常

规检测，观察并记录各时间段检测结果。 

结果  以 1h 结果作为对比，2h 内所检测的血常规各项结果均无统计学差（p>0.05），静脉血标本

放置 4h 后平均小板体积 MPV 检测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静脉血标本放置超过 30h 之

后 WBC、MPV、MCV、PLT、的检测结果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经 EDTA-K2 抗凝的静脉血，置于室温下保存超过 4h 的检测结果与 1h 检测结果具有统计学

意义。建议血常规检测尽量在 2h 内进行以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PU-1538 

超敏 C 反应蛋白，D-二聚体与冠状动脉狭窄的相关性分析 

 
李军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和 D-二聚体（D-D）水平的变化与冠状动脉狭窄的关系。 

方法  90 例行冠脉造影的患者依据检查结果分为轻度狭窄组 30 例，中度狭窄组 30 例，重度狭窄组

30 例，同一时期随机抽取 60 例体检正常者为对照组。应用免疫比浊法分别检测 4 组血清超敏 C 反

应蛋白（hs-CRP），D-二聚体（D-D)含量，并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冠状动脉狭窄组的 D-D，hs-CRP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通过对 3 组冠状动脉狭窄患

者的数据进一步分析比较后发现：轻度狭窄组，中度狭窄组，重度狭窄组 D-D，hs-CRP 水平均呈

上升趋势，各组之间数据进行比较，（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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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D-二聚体和超敏 C 反应蛋白水平与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相关，D-D，hs-CRP 均可作为冠心病

的评估指标。 

 
 

PU-1539 

爱威和优利特两台仪器尿干化学法检测结果的比对 

 
陈永刚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对 AVE-752 和 URIT-500B 两台仪器尿干化学法检测结果符合程度的比对。 

方法  收集住院和门诊 130 例新鲜尿液标本，分别在两台尿液干化学分析仪上对白细胞（LEU）、

蛋白质（PRO）、葡萄糖(NGLU)、酮体(KET)、尿胆原(UBG)、亚硝酸盐(NIT)、隐血(ERY)、胆红

素(BIL)、酸碱度（PH）、尿比重（SG）等十个干化学项目进行测定，比较每个项目检测结果的阳

性检出率及结果的符合程度。 

结果  两台仪器尿比重 ( SG) 检测结果均值相近，无明显差异，其余 9 项尿干化学检测项目检测结

果的一般符合率都 大于 90% 。 

结论  AVE-752 和 URIT-500B 各个检测结果一致性良好，均可满足临床的诊断需求，提供可靠的

结果，为临床服务。 

 
 

PU-1540 

XE-2100D 血细胞分析仪 3 种模式白细胞计数 

及分类参数的比较分析 

 
孔莉,沙伟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10000 

 

目的  比较 XE-2100D 血细胞分析仪 3 种不同进样分析模式白细胞总数（WBC）及分类参数：中性

粒细胞（N）、嗜酸性粒细胞（E）、嗜碱性粒细胞（B）、单核细胞（M）和淋巴细胞（L）：1.

手动开盖进样模式（模式 1）；2. 自动闭盖进样架模式（模式 2）；3.手动闭盖进样架模式（模式

3）的测定结果的可比性。 

方法  先对 XE-2100D 血细胞分析仪手动开盖进样模式（模式 1）进行校准前性能评价，然后收集

50 例新鲜全血标本分别使用 3 种模式测定，对其结果进行偏倚分析。 

结果  XE-2100D 血细胞分析仪背景计数为：WBC（0.15×109/L ）；携带污染率（CV）为：WBC

（-0.4%）；重复性（新鲜血标本）WBC 值为 5.82±0.51，CV=1.68%。3 种模式测定 50 例标本结

果，模式 2 和模式 3 与模式 1 测定结果间的相关系数为：（0.9655～0.9996）；模式 2 和模式 3

与模式 1 测定结果之间的绝对偏倚分别为（最小值～最大值）：模式 2 的白细胞总数（-0.67～

0.52）、中性粒细胞（-0.50～0.36）、嗜酸性粒细胞（-0.05～0.11）、嗜碱性粒细胞（-0.02～

0.04）、单核细胞（-0.39～0.19）和淋巴细胞（-0.23～0.45）；模式 3 的白细胞总数（-0.67～

1.04）、中性粒细胞（-0.55～0.69）、嗜酸性粒细胞（-0.09～0.15）、嗜碱性粒细胞（-0.06～

0.08）、单核细胞（-0.48～0.87）和淋巴细胞（-0.99～0.50）。 

结论  由模式 2 和模式 3 与模式 1 测定结果的差异百分率小于匀许总误差，说明该仪器不同模式测

定白细胞总数及分类参数结果具有较好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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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41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icroRNAs in Whole Blood for the Diagnosis 

 of Parkinson Disease 

 
Linghong Zhou,Qiang Meng,Minjin Wang,Huiling Tan,Ying Zhu,Yijun Chen,Bo Hu,Linxi Fu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ccult onset, larg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make it tough to diagnosis Parkinson's disease(PD) in the early stage. New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microRNAs are involved in many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including PD. Therefore, based on synthesizing previous 
achievements, we aim to explore microRNAs that change remarkably within the scope of whole-
blood in the progression of PD, hoping to find out interchangeable biomarkers to assist PD's early 
clinical diagnosis and improve the prognosis of PD patients. 
Methods The original whole-blood microarray data from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 were 
obtained from the GEO database. We conducte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71 normal samples 
and 135 PD samples in GCBI and built the gene signal network by Pathway analysis and GO 
analysis. Then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DEGs) that correspond to central pathways were 
put into a gene radar to obtain targeted microRNAs, finally all the microRNAs were screened by 
bioinformatics technology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in order to get the most 
effective biomarkers. 
Results 9025 DEGs between the two control groups were found. 30 genes including PRKX, 
MAPK1 and CREBBP were the core genes in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PD (q-value < 0.5, p-
value = 0.5). Besides,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signal pathways were identified, comprising 
apoptosis, MAPK inflammation, cell cycle, etc. (p-value=0.5). Most importantly, by screening for a 
total of 2560 microRNAs, we found that 20 microRNAs including miR-155-5p, miR-7, miR-9-5p, 
and miR-16-5p, showed high relevance to PD and had the potential to become its diagnostic 
biomarkers. Though miR-106b-5p, miR-93-5p, and miR-125b-5p have not been verified by 
Parkinson's related literature, they were highly suspected due to their tight connection with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Conclusions The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the microRNAs may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on early diagnosis of PD. Our study provides a group of novel microRNA candidates for detecting 
PD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next step of combination analysis and clinical validation. 
 
 

PU-1542 

PCT 与临床常用感染性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王凯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PCT 与临床常用感染性指标：白细胞计数（WBC），中性粒细胞百分比(NEU%)，淋巴

细胞百分比 LYM(%)，c 反应蛋白(CRP)之间的相关性,以进一步分析 PCT 在诊断临床感染性疾病时

的价值，为临床的诊治及预后的判断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测定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017 年 1 月至 3 月检测 PCT 的患者标本

（除肿瘤科和风湿肾病科外），测定其同一批标本的白细胞计数，淋巴细胞百分比，中性粒细胞百

分比，c 反应蛋白的具体值，用 SPSS 20.0 软件分析它们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PCT 异常组的 PCT, WBC, NEU(%) ,LYM(%) 以及 CRP 值均高于其正常组。 

结论  PCT 值与 WBC, NEU(%),CRP 之间呈正相关，同时与 LYM（%）呈负相关，因此 PCT 与常

用感染指标之间有密切关系，对临床感染性疾病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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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43 

长春地区网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参考区间的建立 

 
赵丽娟,张晓华,肖贺欣,王言,王莹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130000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建立长春地区网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RET-He）的参考区间，为增生性贫

血的早期诊断和鉴别诊断奠定基础。 

方法   收集 2018 年 3 月-4 月在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体检中心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及腹部超声均正

常的 EDTA 抗凝血 480 份。在 Sysmex-XN2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上 CBC+DIFF+RET 通道检测

RET-He,试剂及标准品均由 Sysmex 公司生产。检测得到的数据用 excel、SPSS 23.0 统计软件进

行描述和分析，剔除离群值后验证数据是否服从正态分布，以非参数的方法估计样本的参考区间，

并报告 2.5 百分位数和 97.5 百分位数。随机选取 20 例健康个体的 EDTA 抗凝血检测 RET-He，对

新建立的参考区间进行验证。 

结果    参考个体的年龄为 39.5±11 岁（95%CI,37.9-41.0）,男性比例为 40.5%，女性比例为

59.5%；经 K-S 检验 P>0.05,数据呈正态分布；男性 RET-He 水平为 33.43±1.35Pg(95%CI,33.13-

33.73),女性为 32.20±1.73Pg(95%CI,31.89-32.51),男性平均 RET-He 水平高于女性，经曼-惠特尼

U 检验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男性和女性 RET-He 参考范围分别为：（29.35-36.20 ）Pg 和

（27.10-35.40）Pg；20 例验证标本结果落在该参考区间的比例>90%。 

结论  由于饮食、地域、生活习惯等差异，建立本地区的 RET-He 参考区间，是临床实验室质量保

障的重要任务，有助于增生性贫血的早期诊断和鉴别诊断。 

 
 

PU-1544 

Identification of the long non-coding RNA AGAP2-AS1 in 
serum may as a novel biomarker for diagno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Yonghui Feng,Qian Zhang 

The First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Recent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 from the 
blood of cancer patients were powerful tools for the cancer detection.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value of lncRNAs in the diagno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Previous study 
indicated that enhancer of zeste homologue 2 (EZH2)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HCC 
tumorigenesis. AGAP2-AS1 functions as an oncogenic lncRNA by interacting with LSD1 and 
EZH2 and suppressing CDKN1A (P21) and E-cadherin transcription. Up-regulated AGAP2-AS1 
repressed LATS2 and KLF2 expression through interacting with EZH2 and LSD1 in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cells. We hypothesized that lncRNA AGAP2-AS1 might be released into the 
circulation during tumor initiation and could be utilized to detect HCC. 
Methods We selected 5 lncRNAs (linc00511, AGAP2-AS1, linc01133, ANCR, SRA) which 
previously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EZH2 protein in the development of HCC. AGAP2-AS1 
was selected for further analysis in another 20 patients and 20 controls by qRT-PCR.  
Results  Serum level of AFAG2-AS1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HCC patients 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s (p <0.01). We evaluat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s of the lncRNAs and 
peripheral blood cells in 20 patients. We found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AGAP2-AS1 levels and any type of blood cells (WBC, RBC, PLT, Hb). Besides, we evaluated the 
correlation of AGAP2-AS1 levels and AFP in the serum, and no significance was observed. 
Conclusions Serum AGAP2-AS1 may serve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diagnosis of HCC, and 
the combination of AGAP2-AS1 and AFP was more efficient for HCC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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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45 

血浆凝血因子活性测定临床应用的初步调查 

 
鲍渝霞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对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3 月做血浆凝血因子活性检测的标

本数量统计调查，探讨临床医师对血浆凝血因子活性检测的应用状况。 

方法  调查性研究，对我院做凝血因子活性检测的标本数量分别做总体、分组、分布情况做统计分

析。 

结果  调查期间，70894 份凝血检测标本中仅有 253 份检测血浆凝血因子活性，占总数的 0.36%。

所有检测凝血因子活性标本中，凝血四项正常的占 15.2%，凝血四项异常的占 84.98%。凝血因子

活性检测主要集中在血液内科 45.45%，儿科 13.04%，EICU 12.65%，急诊输液 10.28%，方便门

诊 9.09%,其他科室占 9.49%。20 例确诊为血友病 A 的住院患者住院期间做 FⅧ检测一次的有 4

例，大于两次的有 16 例。 

结论  1.临床医师对血浆凝血因子活性测定的临床意义不甚了解，在临床工作中使用极少。2.临床

科室中血浆凝血因子测定主要集中在小部分科室，如血液内科及儿科，其余应常规检测凝血因子活

性的科室，如血管外科、消化内科等，在调查期间凝血因子活性因子测定标本极少。3.临床对血友

病患者凝血因子检测仍存在不规范现象。 

 
 

PU-1546 

一例裂红细胞在难治性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TTP）中应用 

 
屈慧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病例介绍，男，47 岁，以血小板减少入住某院急诊科，初步诊断为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待 排 ， 给 予 血 浆 置 换 经 验 治 疗 ， 血 小 板 升 高 不 明 显 。 行 血 细 胞 分 析 检 查 ：

WBC:4.04X109/L,  RBC:1.82 X1012/L.  HGB:59g/L,  HCT:0.202,  PLT:38 X109/L。 

 
 

PU-1547 

胃癌患者的红细胞分布宽度、胆红素与其临床特征的相关性分析 

 
魏婷婷,周琳,仲人前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200000 

 

目的  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和胆红素已被证明是多种癌症的预后因素。但是，它们在胃癌患者中的

预后价值仍然未知。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究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和胆红素在胃癌患者病程中的预

后价值。 

方法  为了验证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和胆红素是胃癌患者的预后因素，我们进行了横断面研究，分

析了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和胆红素与胃癌患者的临床特征之间的相关性。本研究纳入了 2016 年 1

月-2016 年 6 月来长征医院住院治疗的病理确诊的胃癌患者，并且回顾性分析了所有纳入患者的首

诊的临床资料。通过非参数检验比较了胃癌患者和健康对照的临床特征以及不同病理分期的胃癌患

者的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和胆红素水平；通过 Spearman 相关性检验分析了胃癌患者红细胞体积分

布宽度、胆红素与 CEA、CA19-9 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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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144 例首诊的病理确诊的胃癌患者，胃癌患者的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明显高于

健康对照组，排除了血红蛋白的影响后，胃癌患者的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仍然显著上调；而胃癌患

者的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均显著低于健康对照。此外，胃癌患者的红细胞体积分布

宽度和胆红素与肿瘤分期、CEA、CA19-9 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结论  本研究表明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和胆红素可能是胃癌患者潜在的预后指标。 

 
 

PU-1548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e Sysmex UF-5000 automated 
urinalysis analyzer 

 
李琦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100000 

 

目的  In this study, our aim was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ysmex UF-5000 Automated 

Urine Formed Element Analyzer (UF-5000) 

方法  Two hundred sixty-nin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nd examined using the UF-5000, the 

Sysmex UF-500i Automated Urine Formed Element Analyzer (UF-500i) and a visual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VME) method for this study. 

结果  For leukocytes (WBCs), erythrocytes (RBCs), epithelial cells (ECs), CASTs and bacteria 

(BACT), we observed a good correlation among the three methods, and the r values were 0.990-
0.995, 0.919-0.987, 0.917-0.929, 0.444-0.814 and 0.872-0.964, respectively (p<0.05). 

结论  We conclude that the UF-5000 tested in this study showed more consistent results with 

VME than did the UF-500i. Furthermore, the UF-5000 has high applicability in screening urine for 
formed elements in the clinical setting. 
 
 

PU-1549 

温州地区健康儿童外周血白细胞参数的参考值范围调查 

 
陈允国,陈小剑,邢超,李绵绵,方佩佩,余玲玲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温州地区健康儿童外周血白细胞参数的变化，并建立其参考值范围 

方法  采用 SYSMEX-XE5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对 1117 例 1～16 周岁健康体检儿童外周血中白

细胞参数［白细胞总数(WBC)、中性粒细胞百分比(N%)、淋巴细胞百分比(L%)、单核细胞百分比

(M%)、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E%)、嗜碱性粒细胞百分比(B%)、未成熟粒细胞百分比(IG%)］进行

检测，比较不同年龄、不同性别间各参数的变化，并用 SPSS17.0 软件对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

95%可信区间确定其参考值范围。 

结果  不同年龄组健康儿童 WBC、N%和 L%存在着一定的差异（P<0.05），WBC 和 L%随着年龄

的上升逐渐下降，而 N%呈上升趋势，其余参数无年龄差异(P>0.05)；不同性别组 M%，E%，B%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WBC、N%和 L%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根据上述结果，将

有统计学差异的各组参数分别建立参考值范围，对无差异组合并后建立参考值范围。 

结论   温州地区健康儿童外周血白细胞参数各指标随着年龄的变化呈现不同程度的变化，建立各年

龄段的 WBC 参数参考值范围可为其临床应用提供参考依据，有利于儿科医生进行临床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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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50 

Sysmex-CS5100 全自动凝血分析仪的性能验证 

 
李琦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100000 

 

目的   验证 Sysmex-CS5100 全自动凝血分析仪的系统性能，确定该检测系统是否稳定、准确、可

靠。 

方法  对全自动凝血分析仪所检测项目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

凝血酶时间（TT）、纤维蛋白原（FIB）、D-二聚体（D-Dimer）、抗凝血酶Ⅲ（ATⅢ）、纤维蛋

白原降解产物（FDP）进行精密度、正确度、携带污染率、线性范围、可报告范围等性能参数的评

估，并与 Sysmex-CA7000 全自动凝血分析仪进行仪器间比对。 

结果   所有项目批内变异系数（CV）为 0.36%—10.42%、批间变异系数（CV）为 1.33%—

10.3%；正确度试验测定结果为各项目偏倚符合率 80%—100%；各项目携带污染率为 0%—

1.26%；线性试验范围为 FIB0.660-4.940 (g/L), D-Dimer 0.16-5.34(mg/L), ATⅢ 29.9-116.8 

(%),FDP2.0-71.51 (μg/mL)；可报告范围（最大稀释度）FIB、D-Dimer、ATⅢ、FDP 分别是 8

倍、16 倍、2 倍、8 倍；比对结果为各项目偏倚符合率 80%—100%。 

结论  Sysmex-CS5100 全自动凝血分析仪在精密度、正确度、携带污染率、线性范围、可报告范

围、仪器间比对等性能方面符合相应要求，可以在临床使用。 

 
 

PU-1551 

免疫比浊法与 POCT 免疫荧光法检测 D-二聚体的相关性分析 

 
李晓娟,高简 

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目的  为满足急诊标本及时检测的可行性，床旁检测 POCT（point-of-care testing）正以新的趋势

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也对实验室的质量保证提出新的挑战。依据 WST477-2015 文件，POCT 应与

可靠的方法进行比对，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免疫比浊法与 POCT 免疫荧光法检测 D-二聚体结果的

相关性，提高实验室质量验证以及为 POCT 的质量保证提供可行的方法。 

方法  依据 WST477-2015 文件对实验室 D-二聚体免疫比浊法检测仪进行批内精密度、日间精密

度、线性等性能验证，随机选取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4 月我院急诊入院患者 160 例，依照

WS/T359-2011 文件静脉穿刺采血，排除乳糜、黄疸、溶血的样本，纳入 138 例样本采用免疫比浊

法、急诊 POCT 免疫荧光法同时检测 D-二聚体，分析两种方法检测结果的相关性，并进一步对两

种方法阳性率的符合程度进行分析评价。 

结果  D-二聚体免疫比浊法检测仪连续检测正常和异常水平血浆 D-二聚体，评价批内精密度，其变

异系数（CV）分别为 3.11%、1.11%；低值和高值质控检测显示其日间精密度 CV 值分别为

1.57%、1.87% ；线性分析显示理论值与实测值之间一致性较好（R2=0.99）。Pearson 相关性分

析显示免疫比浊法和 POCT 免疫荧光法 D-二聚体检测结果具有显著正相关性（r=0.939，P＜

0.01）。138 例标本中，免疫比浊法测定阳性率为 42.8%，POCT 免疫荧光法阳性率为 44.9%，两

种方法一致测定阳性率为 39.1%，配对设计卡方（x2）检验显示免疫比浊法和 POCT 免疫荧光法

测定的 D-二聚体阳性率无显著差异（p = 0.581）。 

结论  实验室免疫比浊法 D-二聚体检测性能验证符合 WST477-2015 文件要求，结果稳定、可靠。

免疫比浊法与 POCT 免疫荧光法检测 D-二聚体结果呈显著正相关，且结果两种方法的测定阳性率

无显著差异，一致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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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52 

鲁西北地区女性 HPV 感染基因亚型分布状况 

及九价疫苗应用有效性预测 

 
杨婷 

德州市人民医院,253000 

 

目的   分析鲁西北地区女性 HPV 感染基因亚型分布状况，并对即将上市的 HPV 九价疫苗在本地区

应用有效性进行预测。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 1 日到 2018 年 1 月 1 日到德州市人民医院就诊及体检的 3872 名女性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通过 PCR 扩增和 DNA 反向定点杂交技术相结合检测 HPV 基因亚型，根据统计结

果评价应用九价 HPV 疫苗有效性。 

结果   HPV 感染率为 41.47%（1605/3872），其中高危型的感染率为 37.51%(1452/3872)，低危

型为 3.96%(153/3872)；单一型别感染占感染总患者的 69.53%，多重感染占 30.47%。前三位的

高危亚型为别为 HPV16、HPV58 和 HPV52。九价疫苗所包含的 7 种高危 HPV 亚型（16、18、

31、33、45、52、58）合计占比为 54.31%与二价 HPV16/18 疫苗合计占比 27.11%，相较显著提

高。 

结论  鲁西北地区女性 HPV 感染基因以单一感染为主，感染亚型主要为 HPV16、HPV58 和

HPV52。九价 HPV 疫苗有望更好地预防 HPV 感染，进一步降低本地区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发

生。 

 
 

PU-1553 

Elevated soluble E-cadherin in colorectal cancer during the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Shuzhen Zhu 

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Qingdao) 

 
Objective Accumulating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he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colorectal cancer (CRC) metastasis. Soluble E-cadherin (sE-cadherin) is 
the extracellular fragment of the key epithelial marker E-cadherin, which is important for 
maintaining cell polarity and integri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cadherin and EMT in CRC and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 of sE-cadherin as 
a new candidate EMT marker for monitoring CRC progression and metastasis.  
Methods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 (TGF-β1, 10 ng/ml) was used to induce EMT in HT29 
and SW480 cells. Patients with histologically proven CRC treated surgically were also included in 
the study. Serum samples from CRC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before surgery. Western blotting and 
real-time RT-PCR were perform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EMT markers. Cell migration was 
examined by wound healing and transwell assays. ELISA was used to evaluate sE-cadherin 
levels in cell-concentrated culture medium and serum. 
Results HT29 and SW480 cells treated with TGF-β1 showed morphological changes consistent 
with EMT. TGF-β1 treatment also induced expression of mesenchymal markers including N-
cadherin and vimentin, decreased expression of epithelial marker E-cadherin and increased cell 
migration. Taken together,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GF-β1 induced EMT in CRC cells. 
Western blots and ELISA showed that levels of sE-cadherin in concentrated cell culture media 
were increased during EMT. In addition, compared with matched normal mucosa, western blot 
results showed that expression of E-cadherin was lower, while expression of mesenchymal 
markers N-cadherin and vimentin was higher to varying degrees in CRC tissues. These changes 
in expression were shown to b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y real-time RT-PCR. Serum sE-cadhe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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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s in CRC patients were also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healthy controls and were correlated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EMT occurs during CRC progression and 
is accompanied by elevated sE-cadherin.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provide the first evidence to our knowledge that sE-cadherin levels 
are increased during EMT in CRC. sE-cadherin may be useful as a potential clinical biomarker to 
monitor CRC progression and metastasis.  
 
 

PU-1554 

Sysmex XN-1000 血液分析仪检测血小板三种方法的比较 

 
曾珠 

解放军广州总医院 

 

目的   评价 Sysmex XN-1000 血液分析仪检测血小板三种方法的准确性。 方法  收集广州总医院

2017 年 1-2 月住院病人血液标本共 166 例，分别用手工法和 XN-1000 血液分析仪的电阻抗法

（PLT-I）、光学法（PLT-O）、荧光染色法（PLT-F）检测同一标本的血小板计数，以手工法为参

考标准，比较 XN-1000 血液分析仪检测血小板三种方法的准确性。 

方法  PLT-I、PLT-O、PLT-F 

结果  当 PLT 计数范围在(100-300)×109 /L 和 PLT>300×109 /L 时，仪器法（PLT-I、PLT-O、

PLT-F）与手工法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当 PLT<100×109 /L 时，仪器法中

的 PLT-O 和 PLT-F 法与手工法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 PLT-I 法与手工法结

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与手工法的相关性比较依次为：PLT-F>PLT-O>PLT-

I。 

结论  XN-1000 血液分析仪的三种方法检测血小板，当 PLT >100×109 /L 时，仪器检测血小板计数

的三种方法准确性均较好；当 PLT<100×109 /L 时，PLT-F 和 PLT-O 法的检测准确性优于 PLT-I

法。 

 
 

PU-1555 

透析法分离唾液外泌体 

 
杨蒙,陈福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200000 

 

目的  唾液是由腮腺、颌下腺和舌下腺分泌的含多种物质的混合溶液。外泌体是广泛存在于多种体

液的膜性微囊泡，包含来源细胞的生物信息如蛋白和 microRNA 等。唾液外泌体在筛选口腔相关疾

病生物分子标志物的研究中展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本研究旨在建立一种简单、高效分离高纯度唾

液外泌体的方法。 

方法  将采集到的唾液经过 0.22 μm 滤器过滤后，加入 300 kDa 的透析袋中，以 PBS 作为透析

液，经磁力搅拌辅助透析过夜后可最终得到唾液外泌体。采用 Nanodrop 监测透析过程中蛋白和核

酸的浓度变化，western blot 鉴定外泌体的特征分子 CD63 和 TSG101,nanosight 检测唾液外泌体

粒径，生物透射电镜表征唾液外泌体形貌，CD63 免疫金标记检测唾液外泌体膜表面的 CD63 特征

分子。 

结果   Nanodrop 结果表明透析能有效去除唾液中的蛋白和核酸分子；Western blot 结果表明分离

得到的唾液外泌体表达外泌体的特征分子 CD63 和 TSG101；Nanosight 的结果证实分离得到的唾

液外泌体粒径分布主要集中在 100 nm 左右；生物透射电镜可观察到外泌体典型的的杯盘状结构；

同时 CD63 适配体连接的胶体金颗粒可标记到唾液外泌体膜表面。上述结果证实透析法能有效分离

得到唾液外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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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透析法可有效的将唾液中游离的蛋白和核酸等物质去除，从而得到纯度较高的外泌体。该方

法简单高效，为唾液外泌体的分离提供新的选择。 

 
 

PU-1556 

超敏 C 反应蛋白在脑血管疾病中的临床价值 

 
白书堂,林占奎 

聊城市复退军人医院 

 

目的  探讨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检测在脑血管疾病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脑血管疾病（CVD）患者共 68 例，其中脑梗死（CVI）组 36 例，脑出血组（ICH）组

32 例，正常对照组 35 例作为研究对象。hs-CRP 测定采用颗粒增强免疫透射比浊法（PETIA），

并对 hs-CRP 进行统计学比较（t 检验）和 ROC 分析，探讨 hs-CRP 与脑血管病的关系。 

结果  脑血管疾病组 hs-CRP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P<0.01），脑梗死组与脑出血组间比较差

异无显著性（P>0.05）；同时通过临床观察发现 hs-CRP 水平相对较高者病情转归及预后差，相对

低者病情转归及预后良好。相关分析显示，hs-CRP 含量与常规检验指标（空腹血糖、甘油三酯、

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均呈显著正相关（P<0.01）；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呈显

著负相关（P<0.01）。 

结论  超敏 C 反应蛋白水平升高与急性脑血管疾病呈显著相关，对脑血管疾病的诊断及预后判断具

有临床价值。 

 
 

PU-1557 

网织红细胞参数在肺癌患者化疗中的监测意义 

 
翟丽 1,李淑香 2,金艳红 1 

1.云南省肿瘤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2.昆明医科大学 

 

目的  探讨网织红细胞相关参数在肺癌患者化疗前后骨髓造血功能抑制与恢复状态中的监测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 42 例首诊并确诊为肺癌的患者化疗前后网织红细胞相关参数的变化，分别统计每

位患者化疗前(约化疗前 1-3 天)及化疗后第 3 天、第 7 天、第 15 天的白细胞(WBC)、中性粒细胞

绝对值(NEU#)、血小板(PLT)、网织红细胞相关参数的实验室检查结果，网织红细胞相关参数包括

网织红细胞绝对值(RET#)、网织红细胞百分比(RET%)、高荧光网织红细胞百分比（HFR%）、中

荧光网织红细胞百分比(MFR%)、低荧光网织红细胞百分比（LFR%）、未成熟网织红细胞比率

（IRF）等，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化疗后第 3 天，RET#、RET%、HFR%、MFR%、LFR(%)、IRF 的下降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 WBC、NEU#、PLT 的变化均无统计学意义；化疗后第 7 天，除 NEU#外其余指

标的下降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化疗后 15 天时，RET#、RET%、HFR%、MFR%、

LFR%、IRF 的升高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WBC、NEU#、PLT 的上升均不明显，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肺癌患者化疗后骨髓造血功能抑制及恢复状态的监测中，网织红细胞参数相比传统白细

胞、血小板可较为灵敏的反应骨髓造血情况。联合监测网织红细胞相关参数可以较早期的反映骨髓

造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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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58 

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外周血 TCRVα24+Vβ11+细胞功能 

与疾病的关系 

 
陈颖洁 1,王瑜琛 1,2,王传新 1 

1.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2.济南市传染病医院,250000 

 

目的  研究 160 例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外周血 TCRVα24+Vβ11+自然杀伤 T（NKT）细胞的数量以

及体外活化后的功能状态，与正常人外周血 NKT 细胞的数量及功能状态进行比较。 

方法  1． 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PBMNCs）的制备   

2． PBMNCs 中 NKT 细胞的扩增活化。 

3. NKT 细胞的数量检测  取扩增前及后的 PBMNCs5х105个细胞。 

4．NKT 细胞的扩增能力评价  以扩增倍数表示 NKT 细胞的扩增能力，扩增倍数=扩增后 NKT 细胞

绝对值/扩增前 NKT 细胞绝对值。 

5. NKT 细胞胞内因子检测  PBMNCs 扩增活化 7d 后，在培养细胞中  加入甲醇溶解的莫能霉素

（2mg/L），培养 4h 后按照细胞固定破膜剂使用说明处理细胞，用 FACS 双荧光检测法分别测定

胞内 IFN-γ、TNF-α、IL-4 阳性细胞的含量。 

6. 统计学分析 

结果  体内外许多实验支持 NKT 细胞可直接作为机体免疫效应细胞而发挥作用。从自身免疫性患者

或健康人外周血中分离所得的 Vα24+NKT 细胞，由 α-Galcer 激活后，在体内、外均显示了可释放

能在细胞膜上打孔的穿孔蛋白，通过穿孔素介导的方式杀死靶细胞。 

结论  NKT 细胞更重要的功能特征是它们在体外激活后能迅速分泌大量的免疫调节因子 IL-4，IFN-

γ 和 TNF-α，通过细胞因子增加 NK 细胞的先天性抗细胞毒活性以及 CD8+T 细胞的获得性抗细胞毒

反应来抑制自身抗体，也可能通过激活 B 淋巴细胞而产生效应。 

 
 

PU-1559 

初诊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凝血指标的分析 

 
侯丹凤,王金行,宋鉴清,穆润清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分析初诊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凝血指标的特点及与 C 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乳

酸脱氢酶（LDH）水平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17 年 1 月-12 月初诊为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 80 例，其中

IgG 型 45 例，IgA 型 30 例，IgD 型 5 例，按照患者一般资料、疾病分类分型、患者首发症状，回

顾性分析患者的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时间（PT）、纤维蛋白原（FIB)的结

果，健康对照组 50 例。同时分析 CRP,PCT,LDH 水平与初诊多发性骨髓瘤的凝血指标变化的关系 

结果  PT、FIB 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APTT 水平无差异（P>0.05）。患者组 CRP、

PCT 水平和 FIB 水平呈正相关（P<0.05），与 APTT 和 PT 无相关性（P>0.05）。LDH 水平与

PT、APTT、FIB 无相关性（p>0.05）。患者组 CRP、PCT 和 LDH 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

（P<0.05）。分型与 PT、APTT、FIB 水平无相关性（P<0.05）.DS 分期与 ISS 分期Ⅲ期患者 PT

水平高于ⅠⅡ期患者（P<0.05）。以上检测指标的水平与患者一般资料、首发症状无相关性

（p>0.05） 

结论  初诊多发性骨髓瘤患者 PT、FIB 水平升高，与疾病分型无关，与分期有关。PT 升高多见于

分期Ⅲ期患者。CRP、PCT 水平与 FIB 水平有相关性，对判定多发性骨髓瘤预后有一定的指导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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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60 

粪便幽门螺杆菌抗原检测在消化性溃疡中的临床意义 

 
祝丽晶 

涟水县人民医院,223001 

 

目的  探讨幽门螺杆菌（Helicobater Pylori，HP）抗原检测在消化性溃疡中的临床意义，为临床诊

断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我院消化科收治的 380 例同时接受胃镜检查和 HP 抗原检

测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胃镜检查结果分为胃溃疡组、十二指肠溃疡组和正常组。分析 3 组 HP

感染情况。 

结果  胃溃疡组 HP 阳性率 86.7%( 91/105)，十二指肠溃疡组 HP 阳性率 81.6%( 129/158)，正常组

HP 阳性率 16.2%( 19/117) ，三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  HP 感染与消化性溃疡密切相关，抗原检测可用于早期筛查。 

 
 

PU-1561 

凝血功能筛查在早产儿并发新生儿出血症的应用进展 

 
聂晓改 

昆明市延安医院,650000 

 

目的  早产儿是指出生时胎龄＜37 周的新生儿，由于早产儿组织器官发育不成熟，维生素 K 缺乏严

重，肝脏发育不成熟，各种凝血因子及纤维蛋白水平均明显偏低，加上早产儿出生时可能合并缺

氧、窒息、感染等因素，极易引起新生儿凝血功能紊乱而导致新生儿出血症的发生，发生率可高达

65%左右。大量医学研究证明它与新生儿凝血功能异常直接有关，因此早产儿早期的凝血功能检查

十分重要。 

方法  无 

结果  无 

结论  新生儿出血症是凝血因子促凝活性减低，个数减少的出血性疾病，其发病原因是与维生素 K

缺乏，肝功发展不全及其他相关因素有关，研究
【24】

发现新生儿早产、黄疸、窒息等危险因素均可

明显加重新生儿凝血功能紊乱。 新生儿出血症的凝血功能异常可以贯穿在弥漫性血管内凝血，颅

内出血，消化道出血等多种疾病过程中；针对病因治疗及时补充维生素 K1、输注血浆、冷沉淀等

改善凝血功能，并及时改善缺氧、寒冷、黄疸等因素，可以明显改善患儿病情，降低早产儿死亡

率。建议早产儿及时完善凝血功能等相关检查，建立新生儿凝血指标参考值范围，并加强危机值管

理。 

 
 

PU-1562 

血浆纤维蛋白原缺乏所致 PT、APTT 假性延长 1 例 

 
王迪 1,陈锟 1,秦欢欢 1,关明 2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200000 

 

目的  证实并探讨新发现的 1 例血浆纤维蛋白原缺乏患者，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

PT）及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ctivated partial tehromboplastin time，APTT）的假性延长。 

方法  1 例血浆纤维蛋白原缺乏患者，血凝结果仪器法（希森美康 CA7000）PT 与 APTT 的反应曲

线均为直线，提示无任何凝集反应，PT 及 APTT 大于检测上限。通过温浴箱手工孵育法复测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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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探讨 PT 与 APTT 的真实结果。通过体外纤维蛋白原补充试验，体内补充纤维蛋白原试验，探

讨该患者仪器法 PT 及 APTT 假性延长的原因。 

结果  温浴箱手工孵育法：PT 于 13 秒出现凝集，APTT 于 30 秒出现凝集。体外纤维蛋白原补充试

验：体外血浆中添加适量纤维蛋白原，仪器法复测结果 PT 10.9 秒、APTT 26.5 秒。体内补充纤维

蛋白原试验：患者体内输注 400IU 冷沉淀物补充纤维蛋白原后，仪器法复查结果 PT 10.9 秒，

APTT 25.0 秒。 

结论  血凝分析仪目前已全面取代手工法进行血凝项目的检测，在血浆纤维蛋白原缺乏时的某些特

殊病理生理情况下，纤维蛋白的凝聚低于仪器检测灵敏度时，可发生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PT）及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ctivated partial tehromboplastin time，APTT）的假性延

长。本病例所发现的 PT 及 APTT 假性延长可通过手工孵育法进行纠正。 

 
 

PU-1563 

CRP 和血常规中白细胞计数联合检验在儿科中的应用价值分析 

 
刘小丽 

沈阳市妇婴医院,110000 

 

目的  试析在临床儿科检验中联合应用血常规中白细胞计数（WBC)与 C-反应蛋白（CRP)的临床现

实意义。 

方法  随机抽选 2016 年 1 月-2018 年 4 月期间本院儿科门诊收治的 86 例患儿，根据不同检验方式

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均分为 43 例。实验组（n=43）应用 C-反应蛋白（CRP）检验+血常规

中白细胞计数（WBC）检验；对照组（n=43）仅单纯应用血常规中白细胞计数（WBC）检验。将

2 组的检验阳性率、CRP、WBC 进行分析与比较。 

结果  实验组的检验阳性率高于对照组（P<0.05）；相比于对照组，实验组的 CRP 得到明显升

高，而 WBC 下降（P<0.05）。 

结论  在临床儿科检验中联合应用血常规中白细胞计数（WBC）与 C-反应蛋白（CRP），检验阳

性率高，确保诊断结果的准确性，可为后续临床诊治患儿疾病提供可靠有力的理论支持，医疗价值

高。 

 
 

PU-1564 

应用环介导等温扩增技术检测外周血中 

铜绿假单胞菌方法的建立及性能评价 
 

任晓东 1,刘子杰 2 

1.昭通卫生职业学院 

2.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建立环介导等温扩增技术检测外周血中的铜绿假单胞菌的方法，并对其分析性能进行评价。 

方法  1.设计 LAMP 引物。2.验证引物准确性。3.验证引物特异性。4.验证引物灵敏度。 

结果  1.在 NBCI 中查找的铜绿假单胞菌基因序列在 BLAST 中进行比对，铜绿假单胞菌 oprI 基因相

似度为 100％。采用 Primer Explorer V5 设计 LAMP 反应引物包括两条外引物 F3、B3，两条内引

物 FIP、BIP 和环引物 LB 或 LF。2.本课题设计了 5 套 LAMP 引物用于检测铜绿假单胞菌，5 套引

物均与阳性模板反应结果相同。3.LAMP 法对 16 种血流感染常见的细菌 DNA 进行检测，有 3 套引

物与其它细菌具有交叉反应，特异性差；有 1 套引物未用；有 1 套引物与铜绿假单胞菌以外的其它

15 种细菌无交叉反应，特异性好。4.本课题建立的 LAMP 法检测外周血中铜绿假单胞菌的灵敏度

为 500cfu/mL,血培养的灵敏度为 10cfu/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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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建立了外周血中铜绿假单胞菌的 LAMP 检测方法，检测灵敏度为 500cfu/mL。 

 
 

PU-1565 

UPLC-MS/MS 技术快速检测血浆中儿茶酚胺类化合物 

 
李倩倩,刘文婧 

沃特世（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目的  儿茶酚胺类化合物在临床上可以用于辅助诊断高血压、甲亢、嗜铬细胞瘤、神经母细胞瘤等

内分泌相关的疾病。儿茶酚胺（包括多巴胺、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及其代谢物（变肾上腺

素、去甲变肾上腺素和 3-甲氧基酪胺）在血浆中的浓度变化与许多病理过程息息相关，含量超标会

引发高血压与心肌梗塞，含量过低会导致低血压。但是儿茶酚胺及其代谢物的极性较大、结构相

近，而且在血浆中含量较低、干扰较大，传统的免疫法不能准确定量，必须采用先进的样品前处理

方法和灵敏度更高、选择性更好的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进行定量分析。 

方法  本研究采用 Waters Oasis WCX μElution 96 孔固相萃取柱净化富集血浆中儿茶酚胺及其代谢

物，色谱分离用 BEH Amide 色谱柱（2.1×100 mm,1.7 μm），采用 Waters UPLC I-Class Xevo 

TQ-S IVD 超高灵敏度的三重四极杆质谱通过 MRM 进行定量分析。 

结果  优化后的样品前处理方法简便、快速，1 小时内即可完成 96 个样品的前处理，然后直接进

样，不需要吹干和复溶。每个样品色谱分离时间仅 4 min，每天可以检测 200 例以上的样品。儿茶

酚胺及其代谢物共 6 种化合物的检测限可以达到 10 pg/mL，线性范围是 10-2000 pg/mL。 

结论  本文采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建立了血浆样品中儿茶酚胺及其代谢物的快速、简便、高灵敏度

的定量分析方法。前处理操作简便快速，可以满足临床大批量样品的检测要求。对嗜铬细胞瘤、神

经母细胞瘤等内分泌相关的疾病的筛查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PU-1566 

炎症性肠病患者入院时血细胞参数水平与住院时间的相关性研究 

 
刘波,毛显雅,秦光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310000 

 

目的  探讨炎症性肠病（IBD）患者入院时血细胞参数水平与住院时间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选择浙医二院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7 月收治的 140 例 IBD 患者及 140 例体检者，

分别收集其白细胞计数（WBC）、血红蛋白（Hb）、血小板计数（PLT）、红细胞分布宽度

（RDW）、血细胞压积（HCT）、平均血小板体积（MPV）等指标结果。比较 IBD 患者与体检者

的差异；克罗恩病（CD）和溃疡性结肠炎（UC）的差异，以及各指标与住院时间的相关性。 

结果  1.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IBD 组 WBC、PLT、RDW 和 MPV 升高，Hb 和 HCT 降低，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2. CD 组和 UC 组相比，各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 CD 患

者住院时间与 Hb 呈负相关（r= - 0.31, P=0.002），UC 患者住院时间与 MPV 呈负相关（r= - 0.42, 

P=0.005）。 

结论  CD 患者住院时间与 Hb 呈负相关；UC 患者住院时间与 MPV 呈负相关。提示改善 CD 患者

贫血状况，抑制 UC 患者的血小板活化，将有助于缩短 CD/UC 患者的住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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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67 

血清肌钙蛋白 I 和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 C 测定 

在新生儿黄疸中的临床价值 

 
韩军慧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测定血清肌钙蛋白 I 和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 C 对新生儿黄疸患儿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通过化学发光法和乳胶透射比浊法分别测定 50 例新生儿黄疸患儿和 30 例正常新生儿血清肌

钙蛋白 I 及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 C 这两项指标的数值，进行比较分析；此外依据动力学方法分别

对新生儿黄疸患儿的胆红素水平与肌钙蛋白 I 和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 C 作相关性分析。 

结果   轻度组新生儿黄疸患儿与对照组相比，肌钙蛋白 I 和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 C 差异较小，因此

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两组与对照组相比，均高于对照组(P<0.01) ;且从中度到重度差异

逐渐增大。测定的 3 组新生儿黄疸患儿的胆红素，肌钙蛋白 I，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 C 水平，分

析表明胆红素水平与肌钙蛋白 I 及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 C 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且中度组和

重度组之间的相关性较显著。 

结论  新生儿黄疸患儿血清肌钙蛋白 I 和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 C 水平比正常新生儿要高，当血清

肌钙蛋白 I 达到一定水平时，可能会对新生儿黄疸患儿的心脏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当血清半胱氨

酸蛋白酶抑制剂 C 升高到一定值时，可能会对新生儿黄疸患儿的肾脏产生轻微的影响。且新生儿黄

疸患儿的胆红素水平与肌钙蛋白 I 及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 C 存在着正相关性。尤其是中度组和重

度组相关性更显著。因此测定血清肌钙蛋白 I 和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 C 水平对评价高胆红素对患

儿的心肌细胞和肾脏功能是否损伤及损伤的程度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也为临床采取必要的干预

措施提供实验室数据。 

 
 

PU-1568 

一例合并 DAT 阳性的 DEL 血型鉴定及其家系分析 

 
廖昭平,徐慧英,陶志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310000 

 

目的  对 1 例 DEL 血型合并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阳性患者进行血型鉴定并分析其遗传规律。 

方法  采用常规血清学试剂对先证者及其家系成员 RhD 血型进行血清学分析，使用 PCR-SSP 方法

对 RHD 基因 10 个外显子及侧翼序列进行扩增测序并分析其杂合性。对先证者家系进行调查并分

析 DEL 血型遗传规律 

结果  先证者 DAT 强阳性，RHD 基因 9 外显子存在 1227G>A 等位基因（RHD*DEL1），其母亲

为 RHD*DEL1 携带者。RHD 合子型鉴定为 RHD+ /RHD- 杂合型 ,提示该个体单倍型为 CD1227Ae/ 

Cde。 

结论   先证者为 DEL 型（RHD*DEL1）。 

 
 

PU-1569 

一个 May-hegglin 异常家系的分子诊断 

 
吴超利 1,莫武宁 通讯作者 2 

1.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541001 

2.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3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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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一个 May-hegglin 异常家系的非肌性肌球蛋白重链 9 基因突变类型、中性粒细胞包涵体

成分及先证者的血小板聚集功能。 

方法  抽取家系各成员的外周静脉抗凝血，提取基因组 DNA，用 PCR 技术扩增先证者 MYH9 基因

的第 1、10、16、24、25、26、30、31、33、38 和 40 号编码外显子及其侧翼序列，对扩增目的

产物进行测序分析。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验证 MYH9 基因编码蛋白表达变化。用血栓弹力图分

析技术了解先证者的血小板聚集功能。  

结果  基因测序发现，家系先证者及其第三个子女的第 38 号外显子 c.5521G>A 杂合错义突变。免

疫荧光显示包涵体成分包含聚集的 NMMHC-ⅡA 蛋白。血栓弹力图分析结果提示先证者的血小板

聚集功能增强。 

结论  （1）c.5521G>A 突变基因型和表现型共分离，是 MHA 的致病突变，属于中国人群的常见突

变类型。（2） 家系先证者父母为正常人，而先证者缺乏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家族史，是一“散发”病

例。（3）血栓弹力图分析可了解血小板聚集功能，有助于评估 MHA 患者的出血风险。 

 
 

PU-1570 

一例 Ph+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 

罕见型 BCR/ABL 融合基因的诊断与治疗 

 
程沈菊,武坤,李艳红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临床表现、细胞形态学、分子生物学及细胞遗传学对一例疑难病例进行诊断并观察其治

疗效果。 

方法  运用细胞形态学，分子生物学及细胞遗传学监测指标与临床相结合进行诊断和疗效分析。 

结果  确诊一例罕见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经伊马替尼治疗后有效。 

结论  该病例为 Ph+BCR-14F/ABL-E3 融合基因阳性的慢性粒细胞白血病，通过靶向药物的使用使

患者达到了较好的治疗效果。 

 
 

PU-1571 

肺部感染内中性粒细胞荧光的诊断价值探讨 

 
廖扬,唐荣芝,黄赤 

解放军广州总医院 

 

目的  探讨肺部感染内中性粒细胞荧光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择在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1 月期间在广州总医院进行治疗的 112 例肺部感染患者以及

100 例同期健康体检者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回顾分析比较其 NEUT-Y、NEUT-X、PCT（降钙素

原）、以及白细胞计数的检测结果；进行涂片镜检，分析肺部感染患者中性粒细胞胞核形态的变

化，分析其变化与 NEUT-Y、NEUT-X 的相关性并连续监测肺部感染患者治疗过程中 NEUT-Y、

NEUT-X、PCT、WBC 的变化 

结果  肺炎治疗组 NEUT-Y、NEUT-X、PCT、WBC 的检测结果分别为 55.7±4.0、150.8±4.7、

3.65±2.64ng/mL、11.02±3.17×109 健康体检组 NEUT-Y、NEUT-X、PCT、WBC 的检测结果分别

为 49.9±2.4、143.9±5.1、0.25±0.04ng/mL、6.67±1.41×109；各组间均有显著性差异。ROC 曲线

结果分析中，NEUT-Y、NEUT-X、PCT、WBC 的曲线下面积（AUC）与 AUC=0.5 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 <0.05）。其中 PCT 曲线下面积最大（0.933），其余依次为 WBC（0.913）、

NEUT-Y（0.850）以及 NEUT-X（0.839）；当 NEUT-Y、NEUT-X、PCT、WBC 的临界值（Cut-

off 值）取 52.65、146.2、0.51ng/mL、8.19×109 时，敏感性分比为 76.2%、81.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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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特异性分别为 82.4%、76.5%、88.2%、81.4%。4 例病毒性肺部感染中，PCT、WBC 的

指标变化不大，而 NEUT-Y、NEUT-X 的指标仍变化显著。NEUT-Y、NEUT-X 与肺部感染患者中

性杆状核粒细胞比例的相关系数（r）分别为 0.782、0.678，均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结论  肺部感染中 NEUT-Y、NEUT-X 存在一定的诊断价值 

 
 

PU-1572 

MPO 抗原表达阴性的非 M0 型急性髓系白血病特征研究 

 
龚旭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310000 

 

目的  探究 MPO 抗原表达阴性的非 M0 型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的特征研究。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入住我院治疗， MPO 抗原阴性表达的非 M0

型 AML 患者 19 例，研究血常规、骨髓检查、流式及基因等相关特征。 

结果  19 例 MPO 抗原表达阴性的非 M0 型 AML 患者，M2 患者 5 例，M4 患者 4 例，M5 患者 10

例。无性别差异。中位年龄 51 岁（17~68 岁），WBC 中位数为 9.6×109/L（0.6~237.5×109/L），

RBC 中位数为 2.3×1012/L（1.33~8.5×1012/L），Hb 中位数为 79g/L（42~116g/L），Plt 中位数为

47×109/L（8~222×109/L）。19 例患者中检测出白血病相关基因异常 12 例，其中检出 EVI1 突变

与 MLL/ELL 融合基因各 3 例（15.8%），AML/ETO 融合基因 2 例（10.5%）。流式结果为 CD13

与 CD33 的阳性表达最高(89.5%)，CD117 阳性表达次之(78.9%)，随之为 HLA-DR（63.4%）、

CD34（57.9%）、CD15(36.8%)、CD64(36.8%)、CD14(15.8%)。 

结论  MPO 抗原表达阴性的非 M0 型 AML 主要见于 M5，均有贫血，WBC 多正常或增高，Plt 多减

少，EVI1 突变与 MLL/ELL 融合基因的检出率相对较高，CD13、CD33 及 CD117 高表达。 

 
 

PU-1573 

蛋白 C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所致的新生儿爆发性紫癜家系分析 

 
毕晓洁,苏正仙,张慧斐,涂茜,沈波 

浙江省台州医院,318000 

 

目的   对一个先天性蛋白（protein C，PC）缺陷症家系进行表型和基因型进行分析，研究其发生

的分子机制。 

方法   对先证者及家系成员进行蛋白 C 活性（PC：A）、蛋白 C 抗原（PC：Ag）及其他相关凝血

指标进行检测；PCR 扩增先证者蛋白 C 基因（protein C gene，PROC）全部 9 个外显子、侧翼序

列、5’和 3’非翻译区， DNA 测序法寻找突变位点；针对先证者突变位点，对其他家系成员相同位

点进行突变检测。 

结果   先证者 PC：A 和 PC：Ag 均显著下降，分别为 4%和 5%，8 号和 9 号外显子分别存在

795_796insA 和 1206_1207insG 复合杂合突变，导致 Gly266Argfs*4 和 Pro405Alafs*20；父亲、

母亲和姐姐 PC：A 和 PC：Ag 均较正常范围略低，其父亲存在 1206_1207insG 杂合突变，母亲和

姐姐存在 795_796insA 杂合突变。 

结论   推断先证者 795_796insA 和 1206_1207insG 突变分别来自于他母亲和父亲，可能是该家系

患者发生遗传性蛋白 C 缺陷症的病因，其中 795_796insA 是国际上首次报道的新突变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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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74 

恶性肿瘤患者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检测分析 

 
杨银芳 

甘肃省肿瘤医院,730000 

 

目的  探讨不同恶性肿瘤患者血液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检测的差异及临床意义。 

方法  应用 Sysmex-XE5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 98 例恶性肿瘤患者及 65 例健康对照组的血

液 RDW 值。 

结果  恶性肿瘤患者 RDW 值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恶性肿瘤贫血患者 RDW 值明显高

于恶性肿瘤非贫血患者（P<0.05）。 

结论  恶性肿瘤患者 RDW 的变化可以较好地反映其贫血病因学的改变，对于疾病的诊疗具有一定

的临床参考价值。 

 
 

PU-1575 

尿红细胞位相、平均红细胞体积（MCV)与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

SD 值(RDW-SD)检测在鉴别血尿来源的诊断价值 

 
林明相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评价尿红细胞位相、尿红细胞 MCV 与 RDW-SD 在判定肾脏血尿来源的应用价值。 

方法  根据内科学（第八版）诊断标准将这 152 例血尿患者分肾小球性疾病患者（88 例）与非肾小

球性疾病患者（64 例），对 152 例血尿患者尿沉渣进行相差显微镜镜检检查，并用迈瑞 BC-5380

血液分析仪对患者尿 MCV 与 RDW-SD 进行测定，并对以上的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肾小球性血尿组：G 类红细胞占红细胞总数百分比≥80%的阳性率为 89.7%（79/88），尿红

细胞 MCV（±s）为（60.2±9.7）fl,尿 RDW-SD（±s）为（57.6±4.6)fl。 非肾小球组：G 类红细胞

占红细胞总数百分比≥80%的的阳性率为 7.8%（5/64），尿红细胞 MCV（±s）为（88.7±11.8）fl,

尿 RDW-SD（±s）为（25.7±6.3)fl。肾小球组 G 类红细胞阳性率显著高于非肾小球性组 G 类红细

胞阳性率,肾小球组 MCV 与非肾小球性组 MCV 有显著差异(P<0.01),肾小球组 RDW-SD 与非肾小

球性组 RDW-SD 有显著差异(P<0.01)。 

结论  尿红细胞位相、尿红细胞 MCV 与 RDW-SD 联合检验有助于鉴别血尿的来源，为肾脏疾病的

早期诊断、分型、病变部位，以及指导治疗、判断预后提供了依据。 

 
 

PU-1576 

粪便钙卫蛋白与炎症性肠病的研究进展 

 
刘韶语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261000 

 

目的  本研究以钙卫蛋白在体内的分布和生物学特性为依据，探讨粪便钙卫蛋白检测在炎症性肠病

中的作用。 

方法  本研究收集自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期间本院经结肠镜检查和组织病理检查确诊的 100

例溃疡性结肠炎和 100 例克罗恩病分别为第一组的 A1 和 B1，50 例术后恢复期的为第二组的 A2

和 B2，50 例经体检健康的人群为第三组，均进行粪便钙卫蛋白的检测。入选者均排除了严重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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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道疾病,均无重大身心疾病。近期无免疫抑制剂及糖皮质激素使用史,无长期服用非甾体类抗炎

药用药史,并排除酗酒者、孕妇。采集新鲜粪便标本 10-20g,进行钙卫蛋白的检测。 

结果  一组的钙卫蛋白水平均高于二组和三组；二组的钙卫蛋白水平高于三组但低于一组；经正态

检验，均为非正态分布，溃疡性结肠炎的粪便钙卫蛋白中位数 575ug/g，克罗恩病的粪便钙卫蛋白

水平中位数为 175ug/g，健康人群中的钙卫蛋白中位数为 4.9ug/g。 

结论  粪便钙卫蛋白作为一种新型的炎症标志物，在粪便中含量丰富, 不受环境、温度的影响, 可长

期保持相对稳定而不被各种酶和细菌所破坏。经研究表明，在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中，钙卫蛋

白水平呈明显升高。因其检验方便，成本低，弥补了结肠镜检查和组织活检侵袭性大，患者耐受

低，花费高的缺点，这种简便的检测手段在临床炎症性肠病的研究中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PU-1577 

克罗恩病人肠组织 circular RNA 表达谱分析 

 
胡毓安 1,朱燕 2,张怡 1,陈芳芳 1,李晓军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总医院临床中心实验科 

2.南京鼓楼医院消化内科 

 

目的  分析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病人、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病人和健康

对照组(healthy controls,HC)结肠组织环状 RNA(circular RNA，circRNAs)表达模式，寻找有望作为

CD 诊断标志物的 circRNA 分子。 

方法  采用芯片杂交法分析 4 例 CD 病人、4 例 UC 病人和 4 例健康对照结肠组织 circRNAs 表达

谱，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验证筛选的差异表达 circRNA 分子在 CD、UC 和 HC 中的表达水平。对

差异表达的 circRNA 分子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预测其在 CD 致病机制中的功能，ROC 曲线用于

评价差异表达的 circRNA 分子对 CD 的诊断价值。 

结果  CD、UC 和 HC 结肠组织具有不同的 circRNA 表达模式。CD 组中 hsa_circRNA_104270 和

hsa_circRNA_062142 表达水平（分别为 2.437,[1.736,3.058]，1.804,[1.308,3.369]）显著高于 UC

组 ( 分 别 为 1.132,[0.677,1.930] ， 0.861,[0.743,1.569] ， P<0.01) 和 HC 组 ( 分 别 为

(0.995,[0.653,1.598]，0.980,[0.764,1.513] ，P<0.01)，两者表达水平在 UC 组和 HC 组中无明显

差异。ROC 曲线分析显示 hsa_circRNA_062142 and hsa_circRNA_104270 的 AUC 分别为 0.800

和 0.867。生物信息学分析提示 hsa_circRNA_062142 and hsa_circRNA_104270 可能参与 CD 的

疾病进程。 

结论  本研究结果提示，hsa_circRNA_062142 and hsa_circRNA_104270 可能在 CD 的发病机制

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可作为 CD 潜在的生物标志物。 

 
 

PU-1578 

存在易栓倾向的妊娠期妇女 PC,PS,ATⅢ的活性检测 

与其临床价值 

 
徐宗琴,王宇辰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510000 

 

目的  检测有易栓倾向的妊娠期妇女血清中 PC，PS,ATⅢ的活性水平并探究在临床治疗及指导用药

方面是否存在参考价值。 

方法  选取 80 例血液存在易栓倾向的妊娠期妇女（实验组）以及 30 例正常妊娠妇女（对照组）。

①检测两组孕妇血清中 PC,PS,ATⅢ的活性水平，比较两组间 PC,PS,ATⅢ的活性水平是否存在显

著性差异②计算抗凝缺陷的总检出率，统计实验组中各种抗凝缺陷的发生率，分析和评估各类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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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可能性与风险大小③统计实验组和其中检出存在以上抗凝蛋白缺陷患者的病例构成，并选取

其中在接受治疗后病情好转的病例 23 例，检测治疗后血液 PC,PS,ATⅢ的活性水平，对比治疗前

的检测结果分析这三项指标在临床治疗和指导和调整用药方案方面是否存在一定参考价值。 

结果   ①实验组与对照组的 PC 和 PS 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实验组存在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而 ATⅢ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实验组 PC,PS,ATⅢ活性下降的发生率

分别为 7.5%，35%和 17.5%，抗凝缺陷的总发生率为 42.5%。同时在各种抗凝蛋白缺陷的情况

中，较为高发的是单纯 PS 缺陷（21.25%）和 PS,ATⅢ联合缺陷（8.75%），单纯 PC 缺陷和

PC,ATⅢ联合缺陷的发生率最低，均为 1.25% ③选取检出抗凝缺陷并在接受治疗后病情好转的患

者 23 例，检测治疗后 PC,PS,ATⅢ的活性，发现其中 16 名患者指标已恢复正常，其余 4 名患者缺

陷指标处于上升趋势,疗效在 PC,PS,ATⅢ活性水平变化中基本得到了体现。 

结论  存在易栓倾向的妊娠期妇女血清中 PC,PS，ATⅢ均存在缺陷，其中 PC,PS 活性水平发生显

著性下降。PC,PS,ATⅢ联合检测的开展可以辅助临床对妊娠期易栓倾向的判断并为后续治疗，临

床指导、调整用药提供一定参考作用。 

 
 

PU-1579 

Red Bloo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 A Potential Laboratory 
Parameter for Monitoring Inflammation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Yujue He1,Can Liu1,Zhiyong Zeng1,Weilin Ye2,Jinpiao Lin1,Qishui Ou1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2.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red bloo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 (RDW) and C-reactive protein 
(CRP),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ESR), tumor necrosis factor α (TNF-α), interleukin (IL)-6 
and IL-10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to investigate whether RDW can serve as a potential 
parameter for indicating inflammation in RA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670 RA patients from October 2014 to April 2016 were enrolled in our study. 
The white blood cell (WBC), red blood cell (RBC), platelet (PLT), hemoglobin (HGB), RDW, CRP 
and ESR in peripheral blood of patients with RA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TNF-α, IL-6 and IL-10 was detected by RT- qPCR.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RDW and CRP, ESR, TNF-α, IL-6 and IL-10 in RA were conducted by Microsoft Excel. 
Results RDW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RA patients compared to osteoarthritis (OA) 
patients (P<0.001) and healthy donors (HD) (P<0.001), and RDW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inflammatory markers, such as CRP and ESR. In ROC curve analysis,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RDW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RA was 0.881, with a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from 
0.864 to 0.898. Moreover,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RDW level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NF-α and IL-6, however,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IL-10. 
Conclusions RDW was increased in patients with RA which was associated with inflammation in 
RA, suggesting RDW may be a potential auxiliary marker for indicating inflammation process in 
RA conveni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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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80 

三种不同稳定剂配制精浆生化质控品的性能评价 

 
石汉振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为自制精浆生化质控品选择最佳稳定剂并对其进行均匀性和稳定性评价，从而获得结果稳定

的精浆生化质控品。 

方法  依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inical laboratory standard institute，CLSI)C24-A3 及

CNAS—GL03 指南要求，拟将实验分成 3 组进行对比试验，分别进行“加入丙二醇和氯霉素、加入

乙二醇和氯霉素、加入丙三醇和氯霉素”处理，通过检测精浆果糖、柠檬酸、锌、中性 α-葡萄糖苷

酶等生化项目来进行均匀性和稳定性评价，从而自主研发最佳质控品的稳定剂及稳定时间。 

结果   均匀性试验结果显示自制精浆生化质控品 F＞临界值 2.3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SS≤0.3δ 准则分析显示，以乙二醇为稳定剂制备的精浆中性 α-葡萄糖苷酶质控品 SS＞

0.3δ，存在瓶间差异；其余以乙二醇、丙二醇、丙三醇为稳定剂制备的精浆生化质控品均 SS＜

0.3δ，无瓶间差异。稳定性试验结果显示自制精浆生化质控品第 8 天、第 15 天、第 22 天、第 29

天、第 36 天与第 1 天进行 t 检验分析的结果均＜临界值 2.57，稳定性较好，能维持 36 天左右。常

规质控监测数据显示，自制精浆生化质控品测定的质控数据均匀分布在±3SD 范围内，CV 值的变

化均在 15%以内。 

结论  以乙二醇为稳定剂制备的精浆中性 α-葡萄糖苷酶质控品存在瓶间差异，可能人员操作水平、

质控品保存条件、试剂盒质量等有关，其余以乙二醇、丙二醇、丙三醇为稳定剂制备的精浆生化质

控品均匀性、稳定性、常规质控监测效果良好，值得各大临床实验室推广使用。 

 
 

PU-1581 

新型纳米探针高灵敏检测脑钠肽及其前体的方法学研究 

 
张普 

重庆医科大学,400000 

 

目的  外周血中含有很多重要的低丰度蛋白，但由于目前缺乏相应的高灵敏和特异性检测方法，使

准确测定其含量备受限制。以脑钠肽（BNP）和 B 型氨基端利钠肽原（NT-proBNP）测定为例，

它们是评估心衰的重要生化标志物，目前临床方法的灵敏度和选择性都还不够理想，且都基于非均

相体系，仍需要构建更高灵敏、高选择性、有效的新方法检测临床样本中的 BNP/NT-proBNP 含

量。 

方法  发光纳米探针如金属纳米簇等，具有优异的高发光效率、光稳定性、发光波长随尺寸可调、

尤其是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细胞通透性等，极大程度地提高了现有荧光分析检测方法的灵敏度。利

用金属纳米簇作为信号报告元件，结合核酸适配体作为分子识别元件，构建均相超灵敏、特异性、

快速的荧光检测新方法，进一步将其应用于临床标本中重要低丰度物质的含量检测。 

结果  通过设计，使我们的纳米探针既具备高发光的信号报告功能，又同时可以通过适配体特异识

别目标分子 NT-proBNP，拉近 NT-proBNP 与金属纳米簇的距离，从而通过电子转移或能量转移来

影响纳米材料的发光性质（荧光信号升高或者降低）。实验发现该检测新方法具有很好的选择性，

灵敏度高达 0.6-800 pg/mL，线性范围宽，与阈值 100 pg/mL 相比，灵敏度提高近 1000 倍。 

结论  构建的检测新方法在实现灵敏度提高的同时，还具备荧光分析自身的信号稳定、不易干扰、

低成本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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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82 

凝血指标在 2 型糖尿病及高血压患者中的变化 

 
何文军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及高血压患者患血栓性疾病的风险。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11 月我院门诊和住院病例 472 例，对凝血三项、血小板计数

及血小板聚集试验等指标的进行回顾分析，按正常健康对照、单纯 2 型糖尿病、单纯高血压病、2

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病四组采用 SPSS 19．0 专业版统计软件分析比较患血栓性疾病的风险率。 

结果  凝血酶原时间（PT），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组分别与单纯高血压组和单纯糖尿病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除了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组与单纯糖尿病组

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外，其他各组间均有统计学差异；纤维蛋白原（FIB），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病

患者与其它三组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血小板聚集试验（PAgT），三个患病组与对照组有统计学

差异；血小板计数（PLT 计数），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组与另外三组之间均具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2 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病患者存在纤溶活性的降低，具体表现在血浆 FIB 含量升高。对比分

析提示：PT、APTT 这两个指标对高血压病患者的抗凝血活性增强有提示作用。 

 
 

PU-1583 

SYSMEX XS-500i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在胸腹水细胞计数中的应用 

 
黄丹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261000 

 

目的  通过用 Sysmex XS-500i 和手工法分别对 140 例胸腹水中有核细胞计数和分类检测对比,以探

讨 SYSMEX XS-500i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xs-500i)在胸腹水有核细胞计数和分类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140 例胸腹水标本，根据胸腹水中有核细胞的浓度将标本分为高、中、低三组,每份标本

先用改良牛鲍计数板(手工法)进行有核细胞计数及分类,其操作规程严格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

程》进行操作,记录相关数据,然后在 Sysmex XS-500i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仪器法)进行有核细胞

计数及分类，并进行两两比较和线性相关回归分析，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13.0 统计学软件对所有

数据进行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两种方法检测三组标本的有核细胞总数和分类结果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仪器

法和手工法进行胸腹水有核细胞计数的三组相关性较好,三组的相关系数 r 分别为 0.872、0.935、
0.948. 
 
 

结论  Sysmex XS-500i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能提高胸腹水有核细胞的检测效率,可以常规应用于胸

腹水有核细胞计数和分类。但是当仪器有报警信息时建议还是需用手工计数复核仪器检测结果的准

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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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84 

沃文特粪便分析仪潜血金标法性能评价及其潜血质控品的制备 

 
欧财文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对沃文特粪便分析仪潜血试验进行性能评价，制备潜血试验阳性质控品，保证沃文特粪便分

析仪的潜血检测质量。 

方法  使用浓度为 100g/L 的全血以灭菌注射用水稀释得不同浓度的血红蛋白液，并以上述制备的不

同浓度血红蛋白液评估沃文特粪便分析仪潜血试验的检测性能；制备阳性临界值浓度血红蛋白液作

为潜血阳性质控品，并评估其在常温无防腐剂、常温有防腐剂、4℃无防腐剂和 4℃有防腐剂的储

存条件下的稳定性。 

结果  人工检测潜血试验结果，沃文特低敏卡的检测线性范围为 0.20μg/ml-2000μg/ml，高敏卡的

检测线性范围为 0.10μg/ml-3000μg/ml；沃文特粪便分析仪检测潜血试验结果，低敏卡的检测线性

范围为 0.40μg/ml-1000μg/ml，高敏卡的检测线性范围为 0.20μg/ml-2000μg/ml；以 2μg/ml 浓度的

血红蛋白液作为粪便潜血阳性质控品，常温无防腐剂保存的平均稳定时间为 54.75 天，常温有防腐

剂保存的平均稳定时间为 56.75 天，4℃无防腐剂保存的平均稳定时间 141.75 天，4℃有防腐剂保

存的平均稳定时间为 148.75 天，常温无防腐剂保存与常温有防腐剂保存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常温无防腐剂保存与 4℃无防腐剂保存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常温

有防腐剂保存与 4℃有防腐剂保存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4℃无防腐剂保存与 4℃

有防腐剂保存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沃文特粪便分析仪使用配套潜血低敏卡检测潜血试验的检测线性范围窄，易造成结果假阴

性，不适合临床使用；沃文特粪便分析仪使用配套潜血高敏卡检测范围合适，适合临床检测使用。

浓度为 2μg/ml 的血红蛋白液在 4℃有防腐剂和无防腐剂的稳定时间一样长，日常中可使用 4℃无防

腐剂作为自制潜血质控液的保存条件。 

 
 

PU-1585 

妊娠晚期孕妇 PT、APTT 的检测及临床意义 

 
李林燕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妊娠晚期孕妇凝血功能检测的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 STA-R Evolution 全自动凝血分析仪测定 198 例妊娠晚期孕妇(研究组)及 100 例健康育

龄未孕妇女(对照组)的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并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  观察组的 PT、APTT 均较对照组明显缩短（P 值<0.01） 

结论  妊娠晚期妇女血液 PT、APTT 较健康正常女性明显缩短，检测其凝血功能，对预防或早期治

疗产后出血及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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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86 

术前 NLR、PLR、RDW 与喉癌患者临床特征的关系 

 
张曦,赵留芳,夏全松,杨伟,陶芃作,李静芳,杨丽 

云南省肿瘤医院/昆明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650000 

 

目的   分析潜在的预后比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R）、

红细胞分布宽度(RDW)与喉鳞状细胞癌间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头颈外科收治的经手术

治疗的 60 例患者，临床病理被确诊为喉鳞状细胞癌。采用 Sysmex XE-21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分

别检测患者术前最近一次全血细胞分析的参数，包括血红蛋白（HGB）、白细胞计数（WBC）、

中性粒细胞绝对值（NEU）、淋巴细胞绝对值（LYMPH）、血小板（PLT）、平均血小板体积

（MPV）、红细胞平均体积（MCV）、血小板分布宽度（PDW）和红细胞分布宽度（RDW），计

算 NLR 和 PLR 值。此外，记录患者肿瘤大小、病理分期、原发部位、分化程度。排除病例档案中

缺乏明确病理组织诊断，有任何炎症，自身免疫性疾病，急或慢性感染，血液病，激素治疗史或慢

性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根据 ROC 曲线，同时兼顾敏感性和特异性，分为低 NLR(< 2.04)组和高

NLR 组(≥ 2.04)；高 PLR 组(≥ 120.32)和低 PLR 组(< 120.32)；高 RDW 组(≥ 14.05)和低 RDW 组

(< 14.05)。比较分析几组术前比值在喉鳞状细胞癌中的变化及意义。 

结果  各组患者年龄、性别、淋巴结转移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而在肿瘤分期方

面比较，高 NLR 组 T3 和 T4 期比率高于低 NLR 组 T3 和 T4 期比率（74.3%vs44.0%），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P=0.017)。 

结论  术前 NLR> 2.04 提示喉癌患者分期较晚，预后不良。喉鳞状细胞癌的分期越高，PLR 值越

大。 

 
 

PU-1587 

液体活检在肺癌诊疗中的应用 

 
邹明瑾,刘慧,李晋,赵地,杨晓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基于传统的穿刺或组织活检技术存在的操作风险大、样本难获取、无法实时监测及肿瘤异质

性等问题，本文主要评价液体活检技术在肺癌诊疗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呼吸科、化疗科及放疗科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64

例肺癌患者的血液、恶性胸腔积液和脑脊液样本，其中血液样本 233 例，胸腔积液样本 22 例，脑

脊液样本 9 例，采用艾德核酸提取试剂盒提取血液、胸腔积液及脑脊液样本 DNA，应用 super-

ARMS 及 ARMS-PCR 方法对这些样本进行 EGFR 突变检测，并随访临床诊疗情况。 

结果  血液样本中 EGFR 突变阳性检出率为 52.4%，胸腔积液样本中 EGFR 突变阳性检出率为

40.9%，脑脊液样本中 EGFR 突变阳性检出率为 66.7%，随访患者 EGFR 突变检测结果与临床基

本相符。 

结论  液体活检可辅助临床选择合适的抗肿瘤药物、预测药物疗效、实时动态监测疾病进展及耐药

的发生、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对提高肿瘤靶向治疗的针对性、制定适宜的治疗策略具有重要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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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88 

男性不育患者精液细菌感染分布特点及对精液质量的影响 

 
张伟铮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通过收集男性不育患者精液标本并进行细菌培养鉴定、精液质量分析，了解不育患者精液细

菌感染率、菌群分布特征及对精液质量的影响。 

方法   对 408 例在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医院生殖医学科就诊的不育患者精液进行细菌培养鉴定，并

采用计算机辅助精子分析系统对精液质量常规进行分析。 

结果  408 例不育症精液标本共分离出 195 株细菌，分离率为 47.79%。其中 G+菌占 68.21%，以

无乳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粪肠球菌为主；G-菌占 28.71%，以肠杆菌科细菌为主，分离率较

高的有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等。各感染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精子存活率、正常精子形态、畸

形指数、总活力、前向百分率及浓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粪肠球菌和解葡萄糖苷棒

状杆菌精子浓度较其他组显著下降（P<0.01）。 

结论  男性不育患者精液细菌培养以 G+球菌分离率较高，超过大肠埃希菌的分离率，其中无乳链球

菌分离率最高；阴道加德纳菌分离率也占很大比例；各主要细菌感染组中无乳链球菌、大肠埃希

菌、粪肠球菌、阴道加德纳菌、解葡萄糖苷棒状杆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对精液质量常规各主要参数

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应该加以关注。 

 
 

PU-1589 

基于聚集诱导发光探针的循环肿瘤细胞 

检测新方法建立与临床应用研究 

 
赵倩雯,司徒博,郑磊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循环肿瘤细胞（CTC）可提供多种肿瘤重要的临床信息，具有重要的科研与临床应用价值。

然而，CTC 的鉴定仍然缺乏理想的标志物。已有研究证实，肿瘤细胞与正常细胞的线粒体差异显

著，而我们的前期研究工作中发现一种新型的聚集诱导发光（AIE）分子 TPN，其可对活 HeLa 细

胞的线粒体靶向荧光成像，有望用于 CTC 的鉴定。本研究拟考察 TPN 对肿瘤细胞系的检测效果，

并收集临床标本，探索 TPN 鉴定全血标本 CTC 和胸水标本肿瘤细胞的效果。 

方法  通过荧光显微镜和流式细胞术分析肿瘤细胞系与白细胞的荧光差异。利用添加回收实验，探

索 TPN 检测肿瘤细胞系的回收率。利用 PI 标记探究 TPN 对肿瘤细胞活性的影响。挑取标记 TPN

和未标记 TPN 的单个 A549 细胞进行单细胞转录组扩增及测序，并比较测序结果。收集肿瘤病

人、健康志愿者全血标本和肿瘤病人胸水标本，利用 TPN 鉴定标本中的 CTC 和肿瘤细胞。 

结果  实验结果显示 TPN 标记后肿瘤细胞系的荧光强度显著高于白细胞。TPN 检测肿瘤细胞的回

收率均可达 90%以上。此外，TPN 标记后肿瘤细胞的存活率均可达 90%以上，且 TPN 标记并未影

响单个细胞的转录组。TPN 可在临床标本中鉴定出 TPN 阳性的疑似 CTC，且肿瘤病人标本中检出

的 TPN 阳性 CTC 数量显著高于健康志愿者标本。同时，TPN 可在胸水标本中鉴定出肿瘤细胞。 

结论  我们同时从细胞系层面和全血以及胸水标本层面证实了 TPN 的检测效果。新型荧光分子

TPN 有望用于临床标本 CTC 的鉴定与临床应用研究以及胸水标本的良恶性鉴别，具有较为广阔的

临床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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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90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sma D-dimer level 
and prognosis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Chengwei Xu 

Laboratory medicine center，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China. 

 
Objective Analysis of plasma D-dimer levels changes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nd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vel of D-dimer and the prognosis of breast cancer.  
Methods Collected 92 cases of primary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nd 85 healthy individuals, D-
dimer were measured by latex-enhanced immunoassay, while using immunohistochemical 
methods to detect ER, PR, HER2 , Ki-57and P53 situation; followed up the cancer patients for 8 
months. Analysis of changes in plasma D-dimer levels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grouped by 
different indicators situation. 
Results The level of D-dimer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compared to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P <0.01); the level of D-dimer in survivors during follow-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who died (P <0.05); the level of plasma D-dimer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expression of ER, PR, HER2, Ki-57 and P53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05).  
Conclusions D-dimer can be used as a predictor of breast cancer prognosis, while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indexes of immunohistochemical forms. 
 
 

PU-1591 

The application of bacteria scatterplot in UF-1000i urine 
sediment analyzer in the patients with gynecology tumor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Ziyu Li 

Yant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in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bacterial scatterplot in UF-1000i urine sediment 
analyzer in the patients with gynecology tumor combined application value of urethral infection.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Tianmen City, Hubei Province 
oncology (3 ward), gynecology, hematology, a total of five wards in January 2013 - December 
2016 period of pathological diagnosis and complete clinical data 7350 cases The clinical data of 
inpatients with malignant tumor were analyzed.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bacterial classification 
and urinary culture in urinary sediment of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was analyzed.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bacterial scatter plot and the abscissa angle α,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ngle α and the results of Gram stain; compare the effect of bacterial classification on the 
treatment cycle of patients with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Results There were 1514 cases (20.6%) of lung cancer, 1433 cases (19.5%) of gastric cancer, 
970 cases of breast cancer (13.2%), 625 cases of cervical cancer (8.5%), 566 cases of colorectal 
cancer (3.8%), 235 cases (3.2%) of ovarian cancer, 209 cases (2.8%) of leukemia lymphoma, 96 
cases (1.30%) of bladder cancer, 48 cases (0.65%) of thyroid carcinoma, (26.9%); female 
patients in 2793 cases, accounting for 38%, male patients 4557 cases, accounting for 62%; of 
which gynecological tumors (breast cancer + cervical cancer + ovarian cancer) 1830 cases 
(24.9%); There were 494 cases (6.72%) of the patients with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during the 
period, and the first five malignancies were: bladder cancer 160 cases (32.4%), cervical cancer 
129 cases (26.1%), ovarian cancer 101 (20.4%), 56 cases (11.3%) of lung cancer, 17 cases 
(3.5%) of colorectal cancer; 230 cases (46.6%) of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occurred in gynecological 
tumors (cervical cancer + ovarian cancer) Classification and urine culture positive after the Gram 
staining in the diagnosis of gynecological cancer patients with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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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teria and (P <0.05),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P <0.05). The treatment cycle of urinary sedimentation was longer than that 
of the untreated therapy group (P <0.05).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P <0.05). 
Conclusions The incidence of gynecological tumors is the highest among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tumor an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The patients with gynecological tumors suspected of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need to be tested for urine sedimentation. Urine sedimentation is used to 
identify bacteria and bacteria. Good diagnostic value; the application of bacterial scatter plot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treatment cycle of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PU-1592 

Changes of thrombosis molecular markers and its clinical 
values in type 2 diabetic patients with low extremity 

fractures 

 
Chengwei Xu 

Laboratory medicine center，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China.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fracture to the activity of blood coagulation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acture and thrombotic disease.  
Methods 90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and lower limb fracture, 90 patients only with 
type 2 diabetes and 90 healthy persons with comparable of sex, age and body mass index were 
recruited. We detected contents or activity levels of their plasma fibrinogen (Fib), D-dimer (D-
dimer), von willebrand factor (vWF) and platelet membrane glycoprotein 140 (GMP-140), 
prothrombin fragment 1+2 (F1+2), thrombin activation of fibrinolysis inhibitor (TAFI) and tissue 
factor pathway inhibitor (TFPI), and compared them among groups.  
Results In group of diabetes combined fracture, the values of Fib, D-dimer, vWF, GMP-140, 
F1+2 and TAFI are (5.3±1.4) g/L, (1350.1±88.3) ng/mL, (161.9±6.6) IU/dL, (21.8±2.5) μg/L, 
(1.6±0.5) nmol/L and (30.5±3.8) μg/mL, respectively. In group of diabetics, the values of Fib, D-
dimer, vWF, GMP-140, F1+2 and TAFI are (4.1±1.2) g/L, (880.5±35.6) ng/mL, (123.6±5.5) IU/dL, 
(18.9±2.3) μg/L, (1.3±0.3) nmol/L, (28.3±2.9) μg/mL, respectively. In group of healthy control, the 
values of Fib, D-dimer, vWF, GMP-140, F1+2 and TAFI were (2.5±0.6) g/L, (145.7±22.5) ng/mL, 
(96.8±4.5) IU/dL, (13.8±2.1) μg/L, (0.8±0.2) nmol/L, (26.4±2.5) μg/mL, respectively. The values of 
former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and the values of the group of 
diabetes combined fracture was higher compared to the group of diabetes (F=141.70, 10396.17, 
3072.95, 277.67, 116.05, 277.67, P<0.001). The plasma TFPI activity of diabetes combined 
fracture ((16.2 ±1.3) U/ml) and diabetes group ((17.3±17.3) U/ml) were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18.5±2.7) U/ml). And it was lowest in the group of diabetes combined fracture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26.68, P<0.001).  
Conclusions Fractures can lead to blood clotting activity and high coagulation state in diabetic 
patients, thus prone to thromboembolic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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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93 

未成熟血小板的性能评价及在血小板减少性疾病中的应用 

 
邱凯 

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应用 Sysmex XN-2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外周血中的未成熟血小板分数(IPF%)和未成熟

血小板绝对值（IPF#），对其进行性能评价和建立参考区间，探讨其在血小板减少性疾病中的临床

应用价值。 

方法  IPF%和 IPF#进行性能评价包括精密度、稳定性、携带污染和线性范围，并与 Sysmex XE-

5000 检测 IPF%和 IPF#进行相关性研究；检测 240 例健康人群建立参考区间，设立为健康对照

组；检测 111 例血小板减少性疾病患者作为疾病组；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瘢(ITP)组与健康对照

组绘制 IPF%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 

结果  IPF%和 IPF#的批内精密度正常、高值的 CV 分别是 2.52%、2.32%和 3.60%、1.93%，批间

CV 为 1.8%和 3.7%；正常值和高值 IPF%和 IPF#在 24h 内 CV 分别为 8.4%、8.8%和为 4.4%、

4.5%；IPF%携带污染率为 0.16%,IPF#携带污染率为 0.27%；IPF#在（0-94.8）x109/L 范围内成

线性,与 Sysmex XE-5000 检测 IPF%和 IPF#没有相关性(P>0.05)；不同性别组之间差异不明显

(P>0.05)，参考范围为：IPF%:0.9%-4.5%, IPF#: (3.7-9.7)x109/L； ITP 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MDS)组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较，IPF%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的(P<0.05)；再生障碍性贫血(AA)、急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AML)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较，IPF#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P<0.05)；IPF%最佳临界值为 11.6%，该点灵敏度 100%，特异度 100% 

结论  应用 Sysmex XN-2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 IPF%和 IPF#精密度高、稳定性好、携带污染

率极低、IPF#线性范围宽广，满足临床检测需求，对血小板减少性疾病临床诊断、鉴别诊断和预后

有一定临床应用价值 

 
 

PU-1594 

胆系恶性肿瘤发病相关血清 microRNA 临床研究 

 
韩月婷,任丽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300000 

 

目的  胆系恶性肿瘤（BTC）临床发病率低，早期诊断困难，恶性度高，预后极差。研究表明

miRNA 在恶性肿瘤诊断中有临床意义。本研究旨在筛选表达量变化明显的 miRNA，探讨其来源及

对于 BTC 早期临床诊断的价值。 

方法   收集 163 例胆系疾病患者及健康人外周血标本，将其分为恶性组（n=75）、良性组

（n=20）和对照组（n=68）三组。利用低密度芯片法筛选样本中表达变化显著的 miRNA，再利用

qRT-PCR 技术对其进行初筛和验证实验。使用 SPSS19.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讨论其中具有诊

断意义的 miRNA。选取变化倍数较大的两种 miRNA，通过外泌体提取试剂盒分离纯化 BTC 患者

血清中外泌体，利用 qRT-PCR 检测这两种 miRNA 在 BTC 患者血清中的外泌体源性。 

结果  miR-10a、miR-21、miR-135b、miR-214、miR-221 在 BTC 中表达上调。其中 miR-221 在

恶性组和良性组（P＜0.05）、恶性组和对照组（P＜0.05）中均具有显著差异；miR-10a、miR-

21、miR-135b 和 miR-214 的恶性组和对照组（P＜0.05）、良性组和对照组中（P＜0.05）均具有

显著差异。通过检测 BTC 患者血清外泌体中 miRNA-135b 和 miRNA-214 含量，发现这两种

miRNA 分别有 90.7971%和 89.7921%来源于外泌体。 

结论  研究发现受检血清中的 5 个 miRNA 在胆系恶性肿瘤患者中表达显著上调。其中 miR-221 可

作为胆系恶性肿瘤患者的早期诊断标志物；miR-10a，miR-21，miR-135b 和 miR-214 可作为诊断

胆道疾病的生物标志物，并且 miRNA-135b 和 miRNA-214 绝大部分是外泌体源性。单一生物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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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可能无法准确反映疾病的特异性，故推测 miR-221 和 CA19-9 的联合检测可能是早期诊断 BTC

的较为理想的选择。 

 
 

PU-1595 

血清 MicroRNA 在肝癌诊断方面的研究进展 

 
何佳,肖斌,孙朝晖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510000 

 

目的  已有研究表明人类血清存在大量稳定的 miRNAs，这为血清在肝癌的诊断和预后方面的研究

奠定了基础。本文对血清 miRNA 作为生物标志物在肝癌的诊断方面做一阐述。 

方法  对血清中的 miRNA 进行分析。 

结果  血清 miRNA 可作为生物标志物用于肝癌的诊断。 

 
 

PU-1596 

临产期部分凝血和纤溶指标对低危孕妇产后出血的预测价值 

 
姚冰洁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6000 

 

目的  探讨低危孕妇产前 72h 内的部分凝血和纤溶指标对产后出血的预测价值。 

方法  选取自 2016 年 1 月至 12 月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产科收治的共计 170 例无其他合并症

和并发症的单胎初产妇入组，在产前 72h 内抽取外周血测定血小板计数（PLT）、凝血酶原时间

（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时间（TT）、血浆纤维蛋白原（FIB）及 D-二

聚体（D-D）浓度并计算 D-二聚体/纤维蛋白原（D/F）的值，随访至分娩，其中共有 35 例发生产

后出血。 

结果  正常产妇组与产后出血组 PLT、PT、APTT、TT 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产后出血组

的 FIB 浓度低于正常产妇组（P<0.05），D-D 含量和 D/F 比值均高于正常产妇组（P<0.05）；D-

D 及 D/F 早期诊断产后出血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773 和 0.811。 

结论   1. 正常产妇组与产后出血组比较，PT、APTT、TT 和 PLT 的水平无显著性差异(P>0.05)，

产后出血组的 FIB 水平低于正常产妇组（P<0.05），产后出血组的 D-D 和 D/F 水平均显著高于正

常产妇组（P<0.05），说明产前 FIB、D-D 和 D/F 的变化对低危孕妇产后出血有影响；2. FIB 绘制

的 ROC 曲线位于参考线下方，D-D 及 D/F 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773 及 0.811，

说明产前用 D/F 来预测低危孕妇产后出血可能较 D-D 更有意义，而 FIB 的预测价值不明。3、本文

提出的 D-D 和 D/F 预测低危孕妇产后出血的最佳临界值，尚需通过大样本量的实验研究来验证其

用于临床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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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97 

Sysmex XE 系列、XN 系列、Beckman Coulter LH 系列血液

细胞分析仪外周血有核红细胞计数的比较分析 

 
夏春燕,斯南卓马,王丽英,陈睿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Syemex XE、XN 系列血液细胞分析仪、Beckman Coulter LH 系列血液细胞分析仪外周

血有核红细胞（NRBC）的分析能力。 

方法  收集 259 例 Syemex XE-2100 测定结果中出现有核红细胞报警信息的患者标本，利用

Sysmex XN 系列和 Beckman Coulter LH 系列血液细胞分析仪分别进行外周血有核红细胞计数，并

推片镜检，人工计数其外周血中有核红细胞数量。以人工镜检结果为标准，比较不同仪器检测结果

的相关性。 

结果   Sysmex XN 系列血液细胞分析仪有核红细胞计数结果与人工显微镜计数法结果比较

（r=0.971)，且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Beckman Coulter LH 系列血液细胞分析仪有核

红细胞计数结果与人工显微镜计数法结果相关性为（r=0.7169）。收集的 259 例标本中，涂片镜检

发现有 NRBC 的 177 例，假阳性率为 32%。 

结论  Syemex XN 系列、Beckman Coulter LH 系列血液细胞分析仪对于外周血 NRBC 的检测都具

有较好的识别能力，且 Sysmex XN 系列血液细胞分析仪与人工镜检相比较具有较高的相关性。若

采用 Syemex XE-2100 血液细胞分析仪 NRBC 默认的报警阈值，假阳性率较高，需要进一步优

化。 

 
 

PU-1598 

健康婴儿静脉血与末梢血血细胞分析参数的比较研究 

 
郑浩,汪道文,刘倩筠,卢伟能,叶建红,梁肖云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510000 

 

目的  探讨健康婴儿静脉血与末梢血血细胞分析参数的差异。 

方法  选择 2011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分娩或体检的 390 名健康婴儿，

采集静脉血和末梢血，进行全血细胞分析，计算并比较相同年龄段静脉组和末梢血的参考区间。 

结果  静脉血和末梢血血细胞分析参数差异显著。末梢血 RBC、Hb、Hct、MCHC、WBC、MPV

水平明显高于静脉血（P＜0.05）。末梢血 MCV、PLT、 PDW、P-LCR、PCT 计数比静脉血低。

MCH 在末梢血和静脉血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血细胞分析参数与采血方式密切相关。为婴儿选择全血细胞分析参考区间时需充分考虑采血

方式不同所造成的差异，以便为婴儿做出更准确的健康评估。 

 
 

PU-1599 

血清肿瘤标志物和血小板计数在结直肠癌诊断中的价值 

 
毕庆庆,朱婕,牟晓峰 

青岛市中心医院/青岛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原青岛纺织医院）,266000 

 

目的  研究血清癌胚抗原(CEA)、糖类抗原 19-9(CA19-9)、糖类抗原 72-4(CA72-4)、糖类抗原

242(CA242)及糖类抗原 125(CA125)检测和血小板计数在辅助结直肠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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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样本的血清 CEA、CA19-9、CA242、CA72-4、CA125 水平。对各组

数据进行统计学差异性分析，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

（AUC）。分析血小板计数与结直肠癌分化程度的相关性。 

结果  结直肠癌组血清 CEA、CA19-9、CA242 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和结直肠良性疾病组

（P<0.01）。血清 CEA、CA19-9、CA242、辅助诊断结直肠癌的 AUC 分别为 0.935、0.875 和

0.846。联合检测血清 CEA、CA19-9 及 CA242 诊断结直肠癌的敏感度为 92.0%。结直肠癌的分化

程度与血小板计数成负相关，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CEA、CA19-9 及 CA242 三种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结合血小板计数对辅助结直肠癌诊断有较

好的临床价值。 

 
 

PU-1600 

外周血中的 IG%对婴幼儿败血症 诊断的价值评估 

 
梁肖云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510000 

 

目的  本研究旨在评估外周血中的未成熟粒细胞（immature granulocyte ）IG%对婴幼儿败血症诊

断的价值。 

方法  采用前瞻性调查研究方法，选取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2017 年 9 月至 2017 年 12 月住院

的 60 例有感染中毒表现的婴幼儿作为研究对象，在其发热两小时的时间点抽取其外周血进行检

测。根据血培养结果进行分组，血培养阳性列入败血症组 30 例，血培养阴性列入非败血症组 30

例。另外选取 50 例同期健康体查的婴幼儿作为健康对照组。三组研究对象的条件没有显著性统计

学差异。采用 XN-2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获取研究对象血常规中的 IG#、IG%，采用荧光免疫

检测仪对血液样本的 CRP 进行检测。应用受试者特征（ROC）曲线评价 IG%诊断婴幼儿败血症的

效能，同时用 Kruskal‐Wallis H 检验检验方法对三个研究组的各项参数的差异性进行分析，两组间

比较用 Mann-Whitney U 检验， P<0.05 为差异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结果  本次研究中，IG%与 CRP 水平在败血症组中分别为[1.20（0.53,2.55）]、[9.9（5,23.53）] 

μg/ml；非败血症组分别为[0.60（0.4,0.9）]、[5.3（5,19.63）] μg/ml；健康对照组分别为[0（0，

0.11）]、[5（5,5）] μg/ml。败血症组的 IG%明显高于非败血症组和健康对照组，有显著的统计学

差异（P<0.05）。 

结论  外周血中 IG%对婴幼儿败血症诊断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PU-1601 

Sysmex-XE5000 散点图分布对白血病初筛的临床价值 

 
陈小剑,王晓欧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通过对正常白细胞散点图与病理性白细胞散点图的观察，探讨白细胞分类散点图对白血病初

筛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 2015 年—2017 年间本院住院及部分门诊白血病患者 105 例，均进经过骨髓细胞学检

查、骨髓细胞化学染色和细胞免疫学等手段确诊并分型，收集实验标本的白细胞散点图，观察分析

检测的白细胞散点图与正常人白细胞散点图的异常点 

结果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和红白血病散点图上淋巴和单核细胞区域之间分

界不清甚至相融合，急性粒细胞白血病和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散点图上几个细胞群分界消失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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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灰色一区域，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散点图上出现中性粒细胞浓集并增大范围，淋巴细胞和单核细

胞分界清晰，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散点图上散点图上，淋巴细胞浓密向单核细胞处延伸，分界不清 

结论  Sysmex-XE5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在白细胞分类上采用半导体激光的流式细胞技术结合核

酸荧光染色技术对白细胞进行分类。在白细胞分类通道中用自动阈值鉴别线把幼稚粒细胞从成熟粒

细胞中自动区分出来。幼稚粒细胞通常有着较强的荧光信号，能够被光电倍增器检测到而表现出不

同的散点图。通过正常散点图与异常散点图的对比分析我们能够为临床提供更多的信息，提高白血

病的初筛率，并且协助初步判断部分白血病的类型。但当发现散点图异常时，必须认真进行血液涂

片镜检加以分析，给临床提供诊断依据 

 
 

PU-1602 

合胞素在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表达及化疗对其表达的影响 

 
庄学伟 1,王传新 2,张义 1 

1.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2.山东大学齐鲁第二医院 

 

目的  研究合胞素在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表达及化疗对其表达的影响 

方法  初诊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 20 例，其中男 17 例，女 25 例，年龄 25～62 岁; 其中包括 M1 2

例，M2 4 例，M3 3 例，M4 5 例，M5 例。首次及第二次化疗前分别收取其外周血标本。健康对照

20 例。实时定量 PCR 法检所有病例及对照单个核细胞合胞素表达。 

结果   1、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化疗前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合胞素表达明显升高

（P < 0.05）；2、首次化疗后，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合胞素表达较化疗前表达

显著下调（P < 0.05），但仍高于健康对照水平（P < 0.05）；3、进一步分析发现，未获完全缓解

患者（n =6）合胞素表达水平显著高于缓解患者（P < 0.05）。 

结论  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合胞素表达水平明显升高，化疗后随着肿瘤负荷下

降，其表达水平下调，且未缓解患者水平高于缓解患者，提示合胞素在急性髓系白血病中发挥重要

作用，有望成为白血病诊断治疗中的新型标志物。 

 
 

PU-1603 

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血小板参数 

及凝血纤溶指标与妊娠结局的关系 

 
汪道文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510000 

 

目的  研究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ICP）孕妇血小板参数及凝血功能的特点，探讨其与不良妊娠

结局的关系 

方法  100 例 ICP 孕妇为病例组，同期分娩的 100 例健康孕妇为对照组，回顾性分析外周血血小板

参数、凝血纤溶指标及妊娠结局，比较两组间差异，探讨血小板参数及凝血功能与不良妊娠结局的

关系。 

结果  病例组血小板分布宽度（PDW）、平均血小板体积（MPV）、纤维蛋白原（FIB）、D-二聚

体（D-D）与对照组相比显著升高。 FIB 、D-D 水平与新生儿 APGAR 评分负相关。 

结论  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孕妇血小板参数及凝血功能存在异常，ICP 孕妇 FIB 、D-D 水平与不

良妊娠结局密切相关，监测 FIB 、D-D 水平有对预防不良妊娠结局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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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04 

便血红蛋白与转铁蛋白联合检测在大肠癌筛查中的临床应用 

 
袁晓阳,王悦,曲梦琦,袁百香,王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目的   探讨联合检测便血红蛋白和转铁蛋白在大肠癌的便潜血筛查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8 年 1 月 -2018 年 4 月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经消化内镜确诊的大肠癌、大

肠息肉、结肠炎症患者各 25 例，同期选取来我院体检的健康人 25 例为对照组，收集 100 位受试

者的粪便标本，分别采用免疫法和转铁蛋白法对标本进行检测。 

结果  在大肠癌及癌前病变筛查的敏感度、特异度方面，单独的血红蛋白检测分别为 72.00%、

80.00%，单独检测转铁蛋白分别为  76.00%、84.00%，二者联合检测时分别为  80.00%、

84.00%， 二者联合检测时的灵敏度高于二者单独检测，且联合检测的特异度高于单独检测血红蛋

白，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检测的阳性预测值是 62.5%，阴性预测值是 92.65%，

阳性似然比 5%，比值比 23.27%，约登指数是 64%。 

结论  在大肠癌的癌前筛查中，便转铁蛋白检测灵敏度和特异度均高于便血红蛋白（P<0.05），说

明可以提高大肠癌的检出率；同时联合检测便血红蛋白和转铁蛋白比单独检测的灵敏度高

（P<0.05），具有临床应用的可行性和检测结果的可靠性。 

 
 

PU-1605 

干化学分析仪法检测尿蛋白阴性管型阳性的原因探讨 

 
陈瑜,余思巧 

贵州医科大学 

 

目的  蛋白是形成管型的基础，而在临床工作中会出现管型阳性而尿蛋白检测阴性的情况，本文旨

在探讨尿液干化学分析仪检测尿蛋白阴性而镜下管型阳性的原因 

方法  爱威 AVE-766 全自动尿液分析仪检测尿常规本，采用磺柳酸复检、24 小时尿蛋白定量、微

量白蛋白检测等方法检测尿蛋白，将干化学尿蛋白阴性，全自动尿液分析仪检测出管型阳性的尿液

标本离心人工镜检复查，追踪干化学尿蛋白阴性镜下管型阳性的尿液标本的病史资料，归类整理，

分析原因。 

结果  筛查出 59 例尿蛋白干化学阴性管型阳性的尿液标本，管型类别有透明管型、颗粒管型和蜡样

管型。经磺基水杨酸法复检有 12 例尿蛋白阳性，查阅 47 例尿蛋白阴性标本病史和其他实验室检测

结果，在 47 例尿蛋白阴性标本中，有 5 例尿蛋白定量结果升高，其余的尿蛋白阴性中有 3 例糖尿

病，2 例高血压，2 例非泌尿系疾病，剩余所有病例均有血清尿素、血肌酐、血尿酸及胱抑素 C 一

项或多项同时异常。 

结论  对干化学法尿蛋白阴性而管型阳性的标本，应采用尿蛋白磺柳酸法复检并对尿有形成分进行

显微镜复查，同时提示临床医生对检出管型的病人需要进行肾功能、胱抑素 C、24h 尿蛋白、β2-微

球蛋白、微量白蛋白等相关检测，以对肾脏的早期损害能及时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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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06 

Evaluation of Serum Exosomal LncRNA-Based Biomarker 
Panel for Diagnosis of Bladder Cancer 

 
Shujun Zhang,Chuanxin Wang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 embedded in circulating exosomes may serve as 
diagnostic biomarkers for a variety of tumors. We aimed to develop a panel consisting of serum 
exosomal lncRNAs for diagnosis of bladder cancer (BC). 
Methods  Exosomes were isolated from serum of BC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and validated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 nanoparticle tracking analysis (NTA) and Western 
blotting analysis. qRT-PCR was performed to analyze the expressions of 11 candidate lncRNAs 
using a training set (n=200) and a validation set (n=320). Receiver-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were employ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the identified lncRNAs.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construct an lncRNA panel. Moreover, we 
determin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lncRNAs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status of BC patients in 
validation set. 
Results Three lncRNAs (PCAT-1, UBC1 and SNHG16) were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serum 
exosomal samples of BC patients, and a panel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se three lncRNAs. 
The three-lncRNA panel provided high diagnostic accuracy for BC with an area under curve (AUC) 
of 0.857 and 0.826 in the training set and validation set, respectively,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urine cytology. The corresponding AUCs of this panel for patients with Ta, T1 
and T2–T4 were 0.760, 0.827 and 0.878, respectively.Among these three lncRNAs, UBC1 and 
SNHG16 were associated with MIBC and could distinguish MIBC from NMIBC. 
Conclusions Our study established a distinctive three-lncRNA panel with considerable 
diagnostic value for BC. 
 
 

PU-1607 

评估复发性流产患者中的 VIII，VWF 因子,Hcy 水平 

 
周雯雯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目前已发现血栓性疾病与复发性流产有关。而 VWF，VIII 因子，Hcy 体水平均为 VTE 发生的

危险因素。因此本研究旨在识别升高的 VIII 因子水平，VWF,Hcy 水平与东北地区人口复发性流产

的相关性。 

方法  由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产科确诊的在妊娠早期发生复发性流产的患者（妊娠 13 周以前

至少有三次流产）纳入本研究。 排除 CRP 水平升高，抗磷脂抗体阳性，内分泌，免疫学或解剖学

原因引起的胚胎异常。 总共本次研究纳入 42 例复发流产，45 名正常怀孕女性（<15 周妊娠，无堕

胎史）作为对照组。对两组入选者的 VWF,VIII,Hcy 水平进行分析，对危险因素进行 Logistic 回归

分析，分析血浆 VIII 因子，VWF,Hcy 水平与复发性流产的关系。使用 ROC 曲线评估此三项对复发

性流产诊断的临界值。 

结果  观察组血浆凝血因子 VIII 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 VWF 水平，高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 Hcy 水平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P>0.05）复发性流产发生率与血浆凝血因子

VIII 高表达及 VWF 活性水平高表达关系密切(P<0．05)。血浆凝血因子 VIII,VWF 的 ROC 曲线下面

积为 0.851,0.863。凝血因子 VIII 水平和 VWF 水平，有一项增高，即可判断为阳性，因此两项联

合检测对复发性流产诊断的灵敏度可达 93.5% 

结论  复发性流产中血浆凝血因子 VIII 存在高表达，VWF 高表达，是复发性流产的独立危险因素。

且此两项为复发性流产灵敏度指标，联合检测对复发性流产的早期诊断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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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08 

替格瑞洛与氯吡格雷治疗 PCI 术后患者出凝血常规参数的观察 

 
谭明娟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南京市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 PCI 术后患者服用替格瑞洛或氯吡格雷对机体出凝血指标的影响的差异性。 

方法  回顾分析 PCI 术后服用替格瑞洛或者氯吡格雷这两种药物患者的血小板、凝血常规、血栓弹

力图结果 

结果  替格瑞洛和氯吡格雷在用药治疗后均能引起血小板计数的下降，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均有明

显差距（P<0.05）。替格瑞洛在治疗前后血小板参数（血小板平均体积、大血小板比率、血小板

分布宽度以及血小板）（P>0.05）,而氯吡格雷在治疗后引起血小板分布宽度增加（P<0.05）。分

析两组药物治疗后与治疗前的基础值的差值，可以看出氯吡格雷引起血小板计数、大血小板比率、

血小板分布宽度以及血小板比积这四个参数变化的幅度均大于替格瑞洛（P<0.05）。在血栓弹力

图的检测发现血小板功能在替格瑞洛组低于氯吡格雷组（P<0.05）。 

结论  替格瑞洛比氯吡格雷有更强的抑制血小板的功能，同时其不引起血小板破坏性的下降。 

 
 

PU-1609 

应用凝血标志物评估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 

凝血功能并探讨其与门静脉血栓形成的关系 

 
任文华 

北京积水潭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凝血标志物的临床应用价值及其与门静脉血栓形成的关系。 

方法  病例对照研究 选取肝硬化患者（失代偿期）门静脉血栓形成组（A 组）34 例，无门静脉血栓

组（B 组）57 例和健康体检者（C 组）30 例，检测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APTT）、纤维蛋白原（FIB）、纤维蛋白降解产物（FDP）、Ｄ -二聚体及血栓调节蛋白

（TM）、凝血酶抗凝血酶复合物（TAT）、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及其抑制剂复合物（t-PAIC）

和纤溶酶-抗纤溶酶复合物（PIC）。采用 Kruskal-Wallis 分析比较组间上述指标的差异。 

结果  PT，APTT，FIB，DD，FDP：A 组与 C 组、B 组与 C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 组与 B 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TM：A 组与 C 组（P=0）、B 组与 C 组（P=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 组与 B

组（P=0.22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AT：A 组与 C 组（P=0）、A 组与 B 组（P=0.008）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B 组与 C 组（P=0.31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PAIC：B 组与 C 组（P=0）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A 组与 C 组（P=0.042）、A 组与 B 组（P=0.09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IC 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结论  常规凝血指标（PT，APTT，FIB，DD，FDP）虽然在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与正常人中有差

异，但并不能全面评估肝硬化患者的出凝血平衡，仍需要进一步探索验证适用的标志物。分子标志

物 TAT，t-PAIC 对于肝硬化患者合并门静脉血栓形成的评估是有意义的指标，但仍需结合其他指

标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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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10 

Sysmex XT-4000i、Sysmex XN-550 多功能 

全自动血球分析仪与手工法的比较性分析 

 
郝青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通过探讨 Sysmex XT-4000i、Sysmex XN-550 多功能血细胞分析仪在体液细胞中检测中的临

床应用价值。 

方法  随机收集山东省立医院 2017 年 9 月-2018 年 2 月住院患者的体液标本，用 Sysmex XT-

4000i、Sysmex XN-550 多功能血细胞分析仪体液分析模式检测白细胞计数及白细胞分类，与手工

法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在一定条件下（血性标本除外）应用 Sysmex XT-4000i、Sysmex XN-550 多功能细胞分析仪

与手工法检测结果具有较高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白细胞计数 r=0.962，白细胞分类 r=0.981 

结论  Sysmex XT-4000i、Sysmex XN-550 多功能血细胞分析仪在临床体液细胞检测中具有很高的

应用价值。 

 
 

PU-1611 

T 淋巴细胞亚群、降钙素原及 C-反应蛋白联合检测 

在感染性疾病中的诊断价值探讨 

 
张芹,董婷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研究 T 淋巴细胞亚群、降钙素原（PCT）、C-反应蛋白(CRP)三者联合检测在感染性疾病中

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4 月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 174 例感染性疾病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分组方法参照 PCT、CRP 的阳性界定标准分为 PCT 阴阳性组、CRP 阴阳性组,比较两组

T 淋巴细胞亚群变化 

结果  PCT 阴性组的 CD3+和 CD3+CD4+细胞的相对百分比及绝对计数明显高于 PCT 阳性组（P＜

0.05）；CRP 阴性组的 CD3+细胞的相对百分比及绝对计数明显高于 CRP 阳性组（P＜0.05），

CRP 阴性组的 CD3+CD4+细胞的绝对计数明显高于 CRP 阳性组（P＜0.05）；CD3+、

CD3+CD4+细胞的相对百分比及绝对计数与 CRP 呈负相关（P＜0.05） 

结论  T 淋巴细胞亚群可以作为感染性疾病诊断的可靠指标，也能分辨感染类型，但联合检测方法

的准确度更高 

 
 

PU-1612 

网织红细胞在造血干细胞移植中的临床意义 

 
郝青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网织红细胞参数在造血干细胞移植过程中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将 39 例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移植前后，各抽取全血 2ml,EDTA-K2 抗凝，用全自动血细胞计

数仪进行网织红细胞的检测，对数据进行配对 T 检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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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骨髓移植后的网织红细胞百分比（RET%）、网织红细胞绝对值（RET#）、未成熟网织红细

胞比例（IRF）、低荧光强度网织红细胞比率（LFR）、中荧光强度网织红细胞比率(MFR)、高荧

光强度网织红细胞比率(HFR)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IRF 骨髓移植、造血干细胞移植后都较 RET 指标恢复早，可用于弥补传统指标在造血干细胞

移植后骨髓造血恢复检测中的不足。 

 
 

PU-1613 

提高外周血细胞形态学教学效果的探讨 

 
李庆,李轶勋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建立适合医学检验专业学生外周血细胞形态实践教学模式，提高学生外周血细胞形态的

识别能力。 

方法  选取 2014 级医学检验专业 47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中 23 名学生为试验组，运用血液细胞

图谱库、显微镜图文采集系统互动式教学、CBL 教学方式、微信、QQ、APP 等新型教学模式进行

教学，另外 24 名学生为对照组，按照传统形态学教学方法完成教学。通过理论、识图考核以及问

卷调查相结合的形式，评价运用新型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的差异。  

结果  不管是理论考试，还是识图考试，试验组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成绩，2 组学生成绩，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并且 2 组学生入科考试成绩与教学结束后考试成绩相比，教学结束

后成绩也明显高于入科考试成绩（P ＜0.05），问卷调查最后显示，学生对新型教学模式更感兴

趣。 

结论  应用血液细胞图谱库、显微镜图文采集系统互动式教学、CBL 教学方式、微信、QQ、APP

等移动教学平台提高了学生对外周血细胞形态识别能力，同时也加强了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交流互

动，促进学生对外周血细胞形态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PU-1614 

全自动阅片 CellaVision DM96 系统 

与血涂片人工镜检的结果综合性比较分析 

 
郝青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全自动阅片机 cellavision DM96 系统对外周血涂片中的 WBC、RBC、PLT、NRBC 识

别能力。 

方法  采用 2017 年 1 月至 4 月份我院住院患者的 EDTA-2K 抗凝静脉血，对在 SYSMEX XE-2100

血细胞分析仪检测需血片复检的 3132 例标本，用全自动阅片机 CellaVision  DM96 全自动血细胞

形态分析仪和人工显微镜法进行复检，以人工显微镜检法为评价标准，对外周血涂片中的 WBC、

RBC、PLT、NRBC 进行综合分析，并对 Xe-2100、DM96 系统内的三种模式计数的血小板与人工

计数血小板进行相关性分析，评价 DM96 系统识别细胞的能力 

结果  3132 例血涂片复检标本中，DM96 系统预分类正确率 87.3% ，经人工校正后的正确率为

92.6%，DM96 对原幼细胞敏感性较低， Xe-2100 及 DM96 三种模式下的血小板计数与人工计数有

很好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 0.998、0.995、0.975、0.994、0.998. 

结论  全自动阅片机 DM96 血涂片对成熟白细胞分类、异常细胞识别、红细胞形态及体积大小、血

小板计数形态、有较高的识别能力、图像清晰与人工镜检有较好的符合率，但对难以鉴别的样本重

新进行镜下观察。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959 

 

PU-1615 

用 CellavisionDM 96 分析仪 

测定更昔洛韦毒性中的 howell - jolly 样包涵体 

 
郝青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用 CellavisionDM 96 分析仪测定更昔洛韦毒性中的 howell - jolly 样包涵体。 

方法   我院 2017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骨髓移植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接受用更昔洛韦或缬更昔洛

韦治疗的患者，用血细胞分析仪与 Cellavision DM . 96 分析仪进行白细胞计数、阅片镜下分析中性

粒细胞中 HOWELL-Jolly 类包涵体，用 ROC 曲线分析中性粒细胞中 HOWELL-Jolly 类包涵体，对

更昔洛韦治疗进行毒性分析。   

结果  采用 ROC 曲线分析来估计该生物标志物曲线(AUC)下的面积(AUC = 0. 902,95%置信区

间:0 .816 - 0 .988)。2 .6%的阈值明
显
排除更昔洛韦相关的中性粒细胞减少,具有良好的敏感性(94%)

和可接受的特异性(71.4%)。 

结论  2 .6%的中性粒细胞表达 howell - jolly 样包涵体可以作为更昔洛韦(或伐昔洛韦)毒性的标志，

这表明对 howell - jolly 样包涵体的定量处理与这些治疗相关的中性粒细胞毒性的管理有一定的帮

助。 

 
 

PU-1616 

基于 web 的形态学培训考核系统在医学实验室的实现与应用 

 
林传水,张智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 

 

目的  医学实验室一线工作人员血细胞形态学辨识能力直接关系到血细胞分析的复检质量，早期外

周血异常细胞检出对于临床治疗具有重大意义。外周学细胞形态学培训与考核长期以来一直是医学

实验室一项艰巨任务。传统的形态学训练基本基于人与人的带教，对于非常见的细胞只能通过图谱

来了解。而考核往往采取幻灯片定时播放，员工手工作答的形式。传统训练模式的培训效果完全依

赖于带教老师的个人能力与经验积累，而考核评价过程也较为费时费力。文章探讨了基于 web 的

血细胞形态训练与考核系统的实现和应用，以系统提高医学实验室一线员工血细胞形态的辨识能

力，同时有效提升了形态学考核评价的效率。 

方法  搭建基于 web 的形态学培训考核系统。 

结果  系统提高医学实验室一线员工血细胞形态的辨识能力，同时有效提升了形态学考核评价的效

率。 

结论  基于 web 的形态学培训考核系统在医学实验室的实现与应用值得深入研究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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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17 

网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检测在缺铁性贫血中的 临床诊断价值 

 
张洁 

宁夏医科大学总院 

 

目的  探究网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CHr）在缺铁性贫血的临床诊断中意义和价值。 

方法  用 SYSMEX-XN9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 IDA 组、非 IDA 贫血组和健康对照组的

CHr，通过两样本均数的 t 检验，比较 IDA 组与健康对照组、IDA 组与非 IDA 贫血组、非 IDA 贫血

组与健康对照组之间 CHr 是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健康对照组 CHr 为(34．2±0.8)pg，IDA 组 CHr 为(25.2±4.2)pg，非 IDA 贫血组 CHr 为(34．

7±3．1)pg，IDA 组与健康对照组 CHr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01)，IDA 组与非 IDA 贫血组 CHr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非 IDA 贫血组与健康对照组

CHr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CHr 诊断 IDA 灵敏度为 90％，特异性 96．7％，阳性预测值

96．4％，阴性预测值 93．5％。 

结论  CHr 相比其他血液学及其生化指标相比较而言，在临床的缺铁性贫血具有诊断应用价值和意

义，而且具备简洁、迅速的特点，在临床上具有重要推广价值。 

 
 

PU-1618 

冠心病患者抗血小板治疗后短期内 PLT 相关参数的变化 

 
王凤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6000 

 

目的  研究冠心病患者在抗血小板治疗前后血小板相关参数的变化 

方法  选取了 2016 年 9 月至 2016 年 11 月三个月内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的共 46 例冠

心病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回顾性研究，对比分析了其中 30 例患者在治疗前和治疗后 1 周内（3~7

天）血小板参数（PLT、PCT、PDW、MPV、P-LCR）的变化情况，全部 46 例患者治疗后血小板

聚集率的变化情况以及血小板聚集率与 PLT、PCT、PDW、MPV、P-LCR 的相关关系。 

结果  30 例患者与治疗前相比，PLT、PCT 无明显变化，PDW、MPV、P-LCR 明显升高（P 

<0.05）。46 例患者在 PCI 术后相对于术前血小板聚集率明显降低（P <0.05）；46 例患者在治疗

后 MPV 与二磷酸腺苷（ADP）诱导的血小板平均聚集率（AAR）呈负相关（r=－0.298，P 

<0.05）。 

结论  冠心病患者在抗血小板治疗后，PLT 聚集率受到明显抑制，说明抗血小板治疗有效。在监测

PLT 聚集率的基础上，PDW、MPV、P-LCR 可作为辅助监测指标，提示临床治疗有效，有利于指

导临床用药。 

 
 

PU-1619 

Treating inflammatory acne with one combination therapy 
(platelet-rich plasma combined with erbium fractional laser) 

 
王玲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Treat inflammatory acne with platelet-rich plasma combined with erbium fractional la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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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Following the fractional laser treatment, activated PRP was applied onto the therapeutic 

area (thickness~0.5 mm) for 3-4 hours(according to the former work of our research group, the 
platelet concentration of 1000*109 platelets/ml appeared to provide the best clinical 
effectiveness.  

结果  The patient's acne had subside and the inflammation was strikingly ameliorated. Meanwhile, 

the pigmentation on her face had significantly lightened and the texture and luster of the patient’s 
skin were improved.  

结论  This is an successful case which treating mild-to-moderate inflammatory acne with PRP in 

combination with erbium fractional laser 
 
 

PU-1620 

Spectroscopic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glucose on 
doxorubicin-human hemoglobin interaction 

 
Linzhang Li1,Dongmei Chang1,Yuliang Zhan1,Chengwu Han1,Wei Xu2,Yongtong Cao1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China-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 

2.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Objective Doxorubicin (DOX) is an anticancerdrug withtoxicside-effectsthatmay result fromits 
interaction with the vital molecules of hemoglobin (Hb). Thisstudy exploresstructural changes 
imposedby DOX onHb, inthe absence and presenceof various concentrationsof glucose (Glc).  
Methods Human Hb was incubated with appropriative concentrations of DOX. Afterward,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Glc was explored by usingabsorption and difference 
spectroscopy, steady state fluorescence, and circular dichroism (CD) methods. 
Results The results of spectroscopy techniques showed thatupon treatment of Hb by DOX, 
hyperchromic effect was relieved in the presence of Glc. Nevertheless, Glc caused 
hyperchromicityin the absorption spectrum of Hb.Fluorescence spectroscopy revealed that DOX 
binding at the vicinity of the Trp β37 quenched some photons emitted from tryptophan residue, 
but in the presence of Glc, this effect reduced because ofthe exposure of Hb tryptophans. As a 
result of tryptophans exposure, intrinsic fluorescence of Hb increased but they may not be 
competent for DOX binding anymore. This study alsoproved thatthe effectof Glc on Hb and DOX 
interaction isdose-dependent.  
Conclusions Hence the concentration of Glc in diabetic individuals ha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relative to healthy persons, therefore the interaction of Hb and DOX and consequently the 
possible toxic effects of DOX maybe differ in normal and diabetic people. 
 
 

PU-1621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患者抗心磷脂抗体的检测 

 
于超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了解抗心磷脂抗体(ACA)与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癜(ITP)的关系。 

方法  采用 ELISA 法检测 ACA-IgG,ACA-IgM。 

结果   30 例 ITP 患者 ACA-IgG 阳性率为 70%(21 例),其中高滴度(index value≥2.2)50%(15 例)；

IgM 阳性率为 56.7%(17 例),高滴度 20%(6 例)。20 例健康对照组 ACA-IgG 阳性率 5%(1 例),IgM 

阳性率 5% (1 例)。 

结论   ITP 患者 ACA-IgG 和 ACA-IgM,尤其是高滴度 ACA-IgG 对 ITP 的诊断有一定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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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22 

The Value of Coagulant Molecular Marker in Diagnosis of 
Cerebral Infarction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Chao Yu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discover and analyze the value of coagulant molecular marker in diagnosis of 
cerebral infarction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selected a total of 42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s the experiment group; additionally, 42 patients with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were enrolled as the hemorrhage control group; besides, 42 healthy people that 
were confirmed through relevant examinations were selected as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For 
patients with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before the onset of cerebral infarction, we detected a 
series of indicators, including plasma  fibrinogen (FIB), hematocrit (HCT), and plasma endothelin 
(ET-1),  P-selectin (P-S), Protein C (PC) and D-dimer (D-D). 
Results  In comparison of FIB and P-S, the values in the experi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hemorrhage control group and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while the values of D-D and ET-1 in the 
experi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p<0.05); 
comparison of HCT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ree 
groups (p>0.05); however, the comparison of PC showed that the value in the experi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other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s  Detecting the levels of coagulant molecular markers in patients with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greatly contributes to the early diagnosis of secondary cerebral infarction and 
improvement in prognosis, which is worthy being promoted in clinical  practice. 
 
 

PU-1623 

血清酶类指标联合血清总胆汁酸检测分析肝脏功能的临床意义 

 
周觅,孟静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研究血清酶类指标联合血清总胆汁酸（TBA）检测分析肝脏功能的临床意义，为临床提供参

考 

方法  选择我院 2011 年 9 月~2012 年 9 月 89 例肝病患者作为观察组，对其进行血清酶类指标联合

血清总胆汁酸（TBA）检测，同时选择同期 89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作相同项目的检查,比较两

组患者 TBA 与血清酶类指标天门冬氨酸转移酶 (AST)、γ-谷氨酰转肽酶(γ-G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碱性磷酸酶(AKP)。 

结果  89 例患者按肝病类型分组,其中急性肝炎 29 例,慢性活动性肝炎 22 例,肝硬化 22 例、肝癌 16

例,所有肝病患者血清酶类指标与 TBA 值均显著高于对照 组,其中以急性肝炎组 TBA 升高最明显,其

次是肝硬化、肝癌和慢性活动性肝炎;肝癌组 γ-GT、AKP、ALT 值明显高于对照组及其它肝病组,组

间比较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结论血清总胆汁酸与血清酶类指标联合检测在肝脏性疾病中有显著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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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24 

病毒载量动态检测在乙型肝炎治疗和研究中的意义 

 
刘军莉,赵敬杰,李顺子,王玲玲,袁超,刘玲,赵燕,毛海婷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综述实时、动态、定量检测乙肝病毒 DNA 在乙型肝炎致病进程中的意义 

方法  比较检测 HBV 病毒载量的方法，通过动态检测病毒载量分析 HBV 嗜向性、体内分布及感染

动力学，进而论述动态检测病毒载量对乙肝患者治疗的意义。 

结果  核酸杂交法检测的病毒载量灵敏度已达到 0.2 pg/ml；荧光定量 PCR 技术准确性高，避免了

假阳性；基因芯片可以定量检测各种突变病毒株，检测方法的改进已可以同时定量检测多种已知或

未知的 HBV 株。病毒载量实时、动态检测可帮助判断一种药物的抗病毒效果,分析机体免疫反应的

机制。尽早预测治疗方案,对出现的耐药菌株及时调整治疗策略。测定外周血单核细胞的感染率来

作为判断疾病慢性化、持续化的指标。实时、动态检测病毒载量，推测出 HBV 急性感染的动力学

过程，在 2.2～5.8 天 HBV 复制达到峰值；治疗后，HBV 的清除经过 2～3 阶段下降期。 

结论  血清中的病毒载量反映了病毒产生与清除的动态平衡。病毒定量检测技术的发展为实现这一

认识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因此,在临床中应实时、动态检测 HBV 病毒载量。 

 
 

PU-1625 

肺癌血浆中 EGFR、ALK-ROS1 

和 PIK3CA 基因突变检测的研究应用 

 
赵敬杰,袁超,刘玲,刘军莉,赵燕,李顺子,王玲玲,王传新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评估 EGFR、ALK-ROS1 和 PIK3CA 基因联合检测在肺癌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病理确诊 500 例肺癌患者标本，运用多重荧光 PCR 和 Taqman-MGB

探针技术联合同步检测 EGFR、ALK-ROS1 和 PIK3CA 基因，即在同一 PCR 反应体系加上针对多

个特异的靶序列的多对引物和探针进行 PCR 反应和荧光检测，达到高效性、简便、快速的作用。 

结果  对入组的患者同时进行组织和血浆的检测 EGFR、ALK-ROS1 和 PIK3CA 基因，检测结果一

致性高达 80.24%。在入组的 500 例肺癌血浆样本中，EGFR 基因突变的占比达到 42.25%，ALK-

ROS1 基因突变的占比达到 8.65%，PIK3CA 基因突变的占比达到 18.19%。在样本检测中发现

EGFR、ALK-ROS1、PIK3CA 同时出现的比例仅为 1.02%,这也说明了上述几种基因同时发生突变

的几率很小，它们之间具有互斥反应。同时对此次研究的 EGFR、ALK-ROS1 和 PIK3CA 基因检

测的最低检测限进行了验证，最低检测突变率能达到千分之一，满足临床上液体活检的需求。 

结论  通过对 EGFR、ALK-ROS1 和 PIK3CA 基因联合检测，可作为肺癌筛查诊断的有效方法。同

时以检测可节约样本、减少取样伤害，减少患者的肉体疼痛及精神压力，且缩短检测时间，使检测

更为简单、有效、快速。上述基因突变检测灵敏度的大幅提高，可在液体活检领域的研究走出更为

深入的一步，更好的满足临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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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26 

高效液相色谱技术对 β 地中海贫血的检测评价 

 
杨继青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高效液相色谱技术（HPLC）对 β 地贫的检测敏感性，建立实验室基于 HPLC 技术的 β

地贫筛查 HbA2阳性参考区间。 

方法  对 2015 年 6 月 18 日-2015 年 11 月 16 日在我院运用 HPLC 技术筛查出的疑似 β 地中海贫血

117 例，用 Gap-PCR 方法和 PCR-寡核苷酸探针反相斑点杂交法检测 α-和 β-珠蛋白基因常见突变

类型检测，对表型与基因型不符的病例运用测序分析罕见珠蛋白基因突变类型。 

结果  71 例 Hb A2>4.0%病例，检出 69 例 β-珠蛋白基因常见突变位点，2 例测序发现为 β 珠蛋白基

因罕见突变类型，其中 3 例为 β 复合 α 珠蛋白基因突变；46 例 Hb A2在 3.5%-4.0%病例，未检测

到 β/α 珠蛋白基因常见突变类型。 

结论  HPLC 对 β 地贫的检测敏感性高，当 HPLC 检测 Hb A2 参考区间设置为 Hb A2>4.0 时，

HPLC 筛查阳性与基因诊断阳性吻合率为 100%，接近诊断水平。 

 
 

PU-1627 

细胞学检查对乳腺癌的诊断价值 

 
刘婕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对细胞学检查诊断乳腺癌的价值进行系统综述。 

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中国知网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系统检索国内外公开发表的细胞学检查诊

断乳腺癌的临床研究。 

结果  临床上常用的细胞学检查包括细针抽吸细胞学和乳头溢液涂片细胞学。细针抽吸细胞学是诊

断乳腺病变的基本要素，尽管该方法的诊断敏感性跨度较大，但它作为对患者临床病情初步评估的

一种方法，对指导是否行手术治疗具有重要意义。细针抽吸细胞学是一种更快捷的方法，同时它有

助于消除患者的焦虑；核芯针穿刺活检检查可以对组织学类型，分期和/或分型进行可靠的评估。

对于使用细针抽吸细胞学的建议是：对于可触及的乳腺病变、只能通过影像学方法检测到的病变、

以及可能是恶性的病变，可进行细针抽吸细胞学检查。腋窝淋巴结的细针抽吸细胞学与手术病理诊

断密切相关;它具有优异的特异性和适度的敏感性。细针抽吸细胞学明显优于目前使用的任何临床

或影像学检查。因此，这对于乳腺癌患者术前或新辅助化疗前评估淋巴结状况是一个有用的辅助检

查。对乳头溢液进行细胞学检查是一种简单易行并且无创的、高度可靠的诊断试验，适用于对临床

评估有导管内恶性高风险病变患者进行诊断。若乳头溢液脱落细胞学和乳腺影像检查结果均异常，

绝大部分病例的细胞学结果与病理结果相符。但即使乳头溢液脱落细胞学为阴性，当临床怀疑乳头

溢液为恶性疾病导致的时候，手术干预仍然是金标准。收集乳头溢液中的上皮细胞并进行基因组学

或蛋白质组学分析有望提高乳头溢液脱落细胞学的诊断准确性。 

结论  细胞学检查针对于乳腺癌的诊断及预后的评判，是一种敏感性及特异性较高，易操作且经济

的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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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28 

危重症患者血栓性疾病与炎性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刘玉梅,付阳,金亚雄,江虹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探讨危重症静脉血栓患者与炎性因子降钙素原(PCT)、C 反应蛋白(CRP)以及白介素-6(IL-

6)）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016 年 7 月至 2016 年 12 月入住我院 ICU 医疗单元患者 135 例，按

照血管彩色多普勒超声的诊断结果将患者分为血栓组（n=48）和非血栓组（n=87）。应用免疫方

法检测两组患者炎性因子 CRP、PCT、IL-6 的水平及凝血标志物血栓调节蛋白(TM)水平；比较两

组炎性因子及凝血标志物结果，分析其相关性。 

结 果   血 栓 组 的 的 炎 性 因 子 CRP （ 110.69(61.88-138.25)mg/L ） 、 PCT （ 4.13(0.28-

3.69)ng/mL）、IL-6（204.33(32.25-161.03)pg/mL）与非血栓组的炎性因子 CRP（87.23(13.4-

142)mg/L）、PCT（2.51(0.08-2.15)ng/mL）、IL-6（82.01(16.77-131)pg/mL）水平相比，均明显

高于非血栓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炎性因子 PCT、CRP、IL-6 与血管内皮损伤的

凝血标志物 TM 具有正相关性，(P<0.05)。 

结论  危重症血栓疾病患者体内炎性反应亢进，炎症反应与血栓形成相互促进，因此实验室对于血

栓的监测结合凝血标志物和炎性因子有利于血栓的早期诊断。 

 
 

PU-1629 

hs-CRP 和 PCT 在老年血液病肺部感染中的诊断作用 

 
赵乙洁,王爽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6000 

 

目的  通过检测老年血液病肺部感染患者血清中降钙素原（PCT）、超敏Ｃ反应蛋白（hs-CRP）的

水平及外周血白细胞（WBC）计数，探讨其在老年血液病肺部感染中的诊断作用。 

方法  本研究收集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接受治疗的 80

例老年（≥65 岁）血液病肺部感染的患者作为观察组，收集同期健康体检且近期无感染者（≥65

岁）70 例作为对照组。分别收集两组患者的血清 PCT、hs-CRP 水平及外周血 WBC 计数，采用

SPSS 17. 0 软件对其进行统计分析，MedCalc12.7.7.0 软件进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

线）分析，计算并比较各指标曲线下面积（AUC），确定最佳截断值。 

结果  观察组外周血 WBC 计数、血清 PCT、hs-CRP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0<0.001）；三个指标诊断老年血液病肺部感染的 AUC 分别为（0.682±0.043，

0.950±0.20，0.858±0.033），PCT 的 AUC 明显高于其他两个指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0<0.001），最佳截断值分别为 10.52×109/L，0.067 ng/L，13.56 mg/L，灵敏度分别为

50.0%，86.3%，76.2%，特异度分别为 84.3%，97.1%，88.6%；观察组 WBC 计数、血清

PCT 、hs-CRP 水平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0<0.001）。 

结论  老年血液病肺部感染患者 WBC 计数、血清 PCT、hs-CRP 水平均升高，且 PCT、hs-CRP

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是诊断老年血液病肺部感染患者的理想指标。WBC 计数灵敏度较低，

相对于其余两种指标来说，意义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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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30 

恶性肿瘤患者血栓分子标志物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曹盛吉 1,吕明琪 1 

1.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6000 

2.大连医科大学 

 

目的  通过对恶性肿瘤患者血栓分子标志物的变化及临床意义的研究，探索肿瘤血栓发病的机制，

并寻求能早期发现肿瘤血栓并监测其治疗的标志物。 

方法   收集 100 例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科住院的患者枸橼酸钠抗凝标本，其中肺癌

40 例，胃癌、乳腺癌、直肠癌、结肠癌各 15 例。再收集大连地区经体检合格的健康人血液标本

20 例。采用 SYSMEX CS5100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进行 APTT、PT、TT、Fbg、D-二聚体的检测，

再采用 Sysmex HISCL5000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检测血栓调节蛋白（TM）、凝血酶-抗凝血酶复

合物（TAT）、纤溶酶-α2 纤溶酶抑制物复合物（PIC）、组织纤溶酶原激活物/纤溶酶原激活物抑

制物-1 复合物（tPAI-C）。采用 t 检验、Pearson 相关分析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TM、TAT、PIC、tPAI-C 在五种恶性肿瘤患者血浆中的表达均有显著性

差异（P＜0.05）； TAT、PIC 和 D-二聚体之间存在正相关，且相关性均较高（P＜0.01）；

TAT、PIC 治疗后有明显的下降。 

结论   (1) TM、TAT、PIC、tPAI-C 在恶性肿瘤患者血浆中有明显的表达；(2) TAT、PIC 与 D-二聚

体显著相关；(3) TAT、PIC 在恶性肿瘤的治疗中明显下降。 

 
 

PU-1631 

Accuracy of Analysis of cfDNA for Detection of Single 
Nucleotide Variants and Copy Number Variants in Breast 

Cancer 

 
Xin Yang 

Yantai Yuhuangding Hospital 

 
Objective Gene variants are a dependable and sensitive biomarker for targeted-specific 
therapies in breast cancer (BC). However, mutation detection through tissues has many 
limitations. Plasma circulating free DNA (cfDNA) has been reported in many studies as an 
alternative tool for the detection of mutations. But there is yet not systematic review about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cfDNA for most of mutation types in BC.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assess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cfDNA for single nucleotide variant (SNV) and copy number 
variant (CNV) separately compared with tissues. 
Methods True-positive (TP), false-positive (FP), false-negative (FN), and true-negative (TN) 
values were extracted from every eligible study. Pooled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likelihood 
ratio (PLR), negative likelihood ratio (NLR), and diagnostic odds ratio (DOR) were calculated. 
Subgroup analysis and single study omitted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to quantify and explain 
study heterogeneity. 
Results  Twenty eligible studies that involved 1054 case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For SNV, 
studies in early breast cancer (EBC) subgroup which is not suitable to meta-analysis due to high 
heterogeneity. As advanced BC subgroup, the pooled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SNV were 0.77 
(0.69-0.83) and 0.93 (0.90-0.95), respectively. The SROC exhibited an AUC of 0.94 (0.92-0.96). 
The pooled results of subgroup of PIK3CA, TP53 and ESR1 indicated that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different genes are different, such as AUC, PIK3CA and TP53 are 0.94 (0.92-0.96) and 0.94 
(0.91-0.95) separately, and ESR1 is lowest as 0.80 (0.76-0.83); Due to the low sensitivity and 
AUC of CNV, there is no value in cfDNA detection for diagnosis of C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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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is meta-analysis suggests that detection of gene mutation by cfDNA is of 
adequate diagnostic accuracy and cfDNA analysis could be alternative tool to the tumor tissue for 
detection of SNV but not for CNV detection in BC. 
 
 

PU-1632 

血浆微颗粒检测及临床应用进展 

 
陈玉莹 

北京积水潭医院,100000 

 

目的  检测血浆微颗粒及其与临床疾病的关系 

方法  流式细胞术检测血循环中的微颗粒 

结果  在静脉血栓患者中，微颗粒数量较健康人显著增多。 

结论  微颗粒可存在于健康人体内，但在多种疾病患者体内数量增多。微颗粒数量增多主要与这些

疾病静脉血栓形成有关。 

 
 

PU-1633 

中性粒细胞 VCS 参数在预测急性期 COPD 的应用研究 

 
王伟鑫 1,余鑫 2,黄淑洪 1,王鹏鲲 1,林勇平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2.广州医科大学金域检验学院 

 

目的  分析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和急性加重期患者外周血中性粒细胞 VCS 参数的变化，并探讨

其诊断意义。 

方法  选择健康体检者 95 例，经临床确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AECOPD) 患者 118 例和

慢性阻塞性疾病稳定期(COPD)患者 60 例，利用 Coulter LH750 血液分析仪检测其 WBC、中性粒

细胞数、淋巴细胞数及中性粒细胞 VCS 参数(MNV、MNC、MNS、NDW)。并用 ROC 曲线分别评

估各参数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COPD 组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及 MNS 均增高，MNC 减低，

而 AECOPD 组 WBC、NLR、MNV 和 NDW 均增高，MNC 减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COPD 组和 AECOPD 组间的 MNV、NDW、MNS 和 NLR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ROC 曲

线分析显示，NDW 和 NLR 的曲线下面积(AUC)高于其他参数(0.852，0.797)，灵敏度和特异度分

别为 84.7%，75% 和 72.9,78.3。而运用联合指标 NDW+NLR 时，AUC 增大为 0.890，灵敏度和

特异度分别为 88.1%,76.7%。 

结论  中性粒细胞参数中的 NDW 可作为一个较为灵敏和特异的指标来预测诊断 AECOPD，而当

NDW 和 NLR 联合应用时，应用价值更高，可辅助 AECOPD 的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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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34 

单中心 142 例 EDTA 依赖的假性血小板减少症的 

实验室特征研究 

 
郭青青,冉飞 

贵州省人民医院,550000 

 

目的  研究 EDTA 依赖的假性血小板减少症（EDTA-PTCP）病人的实验室检测指标的特征，为研

究其机制提供基础数据支持。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诊治的门诊或住院的 EDTA-PTCP 病例，记录其基

本信息以及实验室检测指标的数据，以异常率（增高或降低）分析 EDTA-PTCP 的检测数据特征，

并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血小板聚集程度与各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EDTA-PTCP 病人中，实验室指标异常率最高的为 D-D 和 FDP，分别为 78.57%和

72.73%。此外，总异常率超过 50%的实验室检测指标有 HBDH、CREA、ALB、FIB、PA、

CRP、WBC、LDH、UA 和 Fe。进一步分析发现，PLT 的聚集程度与尿素氮（ r=-0.27，

P<0.01）、半胱氨酸蛋白抑制剂 C（r=-0.26，P<0.05）、肌酐（r=-0.23，P<0.05）的含量呈反

比。而与胆碱酯酶活性呈正比（r=0.36，P<0.05）。 

结论  在 EDTA-PTCP 发生发展中，血浆中 D-D、FDP、HBDH、CREA、ALB、FIB、PA、

CRP、WBC、LDH、UA 和 Fe 等异常率较高的物质可能具有一定作用。此外，BUN、CREA 和

Cystatin C 可能具有抑制作用，而 CHE 具有促进作用，但其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PU-1635 

PAX1 基因甲基化检测在宫颈癌筛查中的应用 

 
赵敬杰,刘军莉,刘玲,袁超,王玲玲,李顺子,赵燕,毛海婷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宫颈癌是威胁女性健康的第二大妇科恶性肿瘤，并呈现年轻化趋势。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突

变及表观遗传学改变是肿瘤进展的重要机制，研究发现，关键抑癌基因甲基化水平是监测肿瘤发生

发展的重要指标。大量研究表明 PAX1 基因甲基化在监测宫颈癌前病变 CINⅢ和宫颈癌具有较高的

临床敏感度和特异度。本研究拟探讨 PAX1 基因甲基化检查在宫颈癌筛查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收集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11 月已有宫颈病理结果的宫颈脱落细胞样本

435 例，其中 CINⅢ和宫颈癌样本共 158 例，CINⅢ、CINⅠ和健康人共 277 例，提取 DNA，采用

PAX1 基因甲基化检测试剂盒进行样本甲基化水平检测。 

结果  PAX1 基因甲基化检测 CINⅢ+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75.3%（95%CI：68.6%-82.0%）和

80.9%（95%CI：76.3%-85.5%）。 

结论  PAX1 基因甲基化检测能有效检测宫颈癌前病变 CINⅢ及宫颈癌，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

度，可联合细胞学检查，提高确诊率；亦可作为 HR-HPV(+)后分流管理宫颈，降低阴道镜转诊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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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36 

白细胞 WNR 通道散点图在监测乳糜血标本中的价值 

 
高晓玲,吴惠玲,朱江贤 

玉溪市人民医院,653100 

 

目的  寻求一种监测乳糜血标本的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7 年 6 月-12 月健康体检同时做生化、血常规检测，生化检测管外观呈乳

糜血标本 201 例为研究组，根据三酰甘油（TG）水平不同，按脂血严重程度分级：第 1 组 TG 4.2

～10.0 mmol／L 设为轻度脂血组，第 2 组 TG 10.1～20.0mmol／L 设为中度脂血组，第 3 组

TG>20．0 mmol／L 设为重度脂血组
［5］，生化检测管外观及 TG 结果正常标本 100 例为对照组。 

结果  研究组与对照组的血常规检测结果：白细胞 WNR 通道散点图异常，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白细胞 WNR 通道散点图异常对监测乳糜血标本有一定作用。 

 
 

PU-1637 

Beckman Coulter DXH 800 血细胞分析仪检测新生儿有核红细

胞与手工镜检的比对评价 

 
许鸣一,尹正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110000 

 

目的  本实验探究 Beckman Coulter DXH 800 血细胞分析仪检测新生儿有核红细胞与手工镜检的比

对评价。 

方法  使用 DXH 800，LH 750 分析仪法与 WHO 血液检验参考手册推荐的手工镜检方法比较 160

个新生儿血液样品中的 NRBC。 获得符合率，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PPV）和阴性预测

值（NPV）。 

结果  DXH 800 显示 R2值为 0.966，并且一致率为 93.8％。 进一步评估表明敏感性为 90.4％，特

异性为 95.7％，PPV 为 76％，NPV 为 98.5％。LH 750 R2值为 0.8378。 

结论  获得的结果表明 DXH 800 是新生儿血液样本检测的优秀仪器，并且优于上一代分析仪。 因

此，DXH 800 是用于分析新生儿 NRBCs 的有效且高度敏感的系统。 

 
 

PU-1638 

尿沉渣检查中鉴别女性尿路炎症与尿液污染参数的研究 

 
孟静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通过对临床尿路感染组和尿液标本污染组患者尿沉渣和干化学结果对比分析，寻找鉴别尿常

规标本是尿路感染或者白带污染的指标参数。 

方法  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分别对尿沉渣结果中白

细胞数（WBC）、上皮细胞数（EC）、上皮细胞/白细胞比值（E/W）进行评价并计算曲线下面

积。 

结果  WBC、EC、E/W 的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209,0.746，0.976，E/W 比值的曲线下面积

最大，其最优截断点约为 0.2，诊断的灵敏度为 0.926，特异度为 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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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C 和 E/W 可以作为鉴别感染组和污染组的临床检验指标参数，E/W 比值对尿液标本污染的

诊断价值最高，其最优截断点为 0.2。 

 
 

PU-1639 

AML 和 ALL 患者骨髓 EVI1 表达水平及其与白血病分型、临床

特征和预后的相关性分析 

 
彭定辉,陈薇,胡汉宁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430000 

 

目的  探讨白血病患者骨髓中的 EVI1 基因在 AML 和 ALL 中的表达情况，以及其与白血病分型、患

者临床特征以及预后情况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012 年至 2017 年间我院收治的白血病患者 333 例，其中 AML 患者 263 例，ALL 患者

70 例，正常对照的志愿者 13 例。抽取患者及志愿者的骨髓样本，用 Ficoll 法分离骨髓样本中的单

个核细胞，提取总 DNA，采取 RT-PCR 检测法检测 EVI1 mRNA 的相对表达水平。比较 EVI1 

mRNA 在 AML、ALL 患者中的表达差异。用统计学方法分析 EVI1 表达与白血病分型、患者临床特

征以及患者预后情况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1.ALL 患者在 EVI1 mRNA 发生的过表达及低表达的表达率高于 AML 患者，而正常表达的表

达率低于 AML 患者，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χ2 =13.698，p=0.01）。2.在 AML-M1，T-ALL 两个

亚型中患者的 PLT 水平与 EVI1 mRNA 表达水平呈正相关（ r=0.393,p=0.039；ρ=0.442，

p=0.039）,而在 AML-M3 亚型中，患者的 Blasts(%)在 AML-M3 与 EVI1 mRNA 表达水平有显著的

负相关性（r=-0.518,p=0.001）。 3. 在 EVI1 mRNA 表达分布上， EVI1 mRNA 的表达分布与 AML

患者年龄存在相关性（χ2 =6.684,p=0.048）。 4. AML 患者中有高表达 EVI1 mRNA 的患者的预后

情况较差（Log-Rank 检验，p=0.028）,且 AML-M3 亚型的 EVI1 mRNA 高表达患者比非高表达的

患者相比有更显著的较差预后（Log-Rank 检验，p=0.003）。 

结论  在 EVI1 的表达水平上，AML 及 ALL 患者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在 EVI1 的表达分布上，

两者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并且其差异与患者的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同时患者的一些临床特征以

及急性白血病的部分亚型均与 EVI1 的表达水平存在一定相关性。 

 
 

PU-1640 

登革热急性感染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及血分析指标分析 

 
肖明锋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10000 

 

目的  对急性登革热患者的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及血分析指标进行研究，并探讨其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4 年本院确诊的 55 例急性登革热患者和 20 例对照组，所有登革热的诊断均按照登

革热诊断标准(WS 216-2008)，对照组来自我院健康体检人群。分别抽取患者发热期及对照组

EDTA-2K 抗凝血 3ml，检测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及血分析并分析其应用价值。 

结果  急性登革热患者组与对照组 T（%）、CD8+T（%）、CD4/ CD8、NK（%）、B（%）、

WBC、PLT、NEU（%）、MONO（%）比较，差异有统计学义；CD4+T（%）、LYM（%）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义；NK（%）与 LYM（%）呈负相关，与 NEU（%）呈正相关。 

结论  登革热急性感染时机体免疫功能存在变化和紊乱，并与血分析指标的变化相关，这为登革热

急性感染发病机制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也为临床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帮助。 

 
 

https://www.baidu.com/link?url=f-RkICuMKBswqpgKegHRF0-R_exGnAwNNxL5HoGG6xAIhYFwMIs5399xoetyuWRXLKk_JQNacUAuHl6cStJOBCXgq_tXZR5vHBrq4FsrDbW&wd=&eqid=abf758360001eb7300000006585fe6bf
https://www.baidu.com/link?url=f-RkICuMKBswqpgKegHRF0-R_exGnAwNNxL5HoGG6xAIhYFwMIs5399xoetyuWRXLKk_JQNacUAuHl6cStJOBCXgq_tXZR5vHBrq4FsrDbW&wd=&eqid=abf758360001eb7300000006585fe6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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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41 

FCM 分析血小板活化对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疗效监测的意义 

 
王娟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256600 

 

目的  探讨 FCM 检测血小板活化功能在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诊疗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以活化的 GPⅡb/Ⅲa 复合物(PAC-1，作为识别 FIB-R 的 McAb) 、P-选择素(CD62P)作为分

子标志物 ,FCM 荧光分析 NEC 典型患儿及其恢复期的微量全血 PAC-1、CD62P 血小板表面阳性表

达百分率的变化。 

结果  可见 NEC 典型患儿经内科保守治疗 2～3 周后，PAC-1 和 CD62P 表达率较之治疗前都有所

降低（p<0.05，<0.01）。 

结论  FCM 三色荧光标记检测 PAC-1、CD62P 的阳性表达率能为新生儿 NEC 疗效监测提供可靠但

非特异性实验室数据，对 NEC 诊疗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PU-1642 

Association between HMGB1 gene and the risk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Mei Meng 

Binzhou Central Hospital 

 
Objective  To evaluate whether HMGB1 gene polymorphisms can predict its predisposition to 
CAD in the Chinese Han population, 
Methods we thereby performed a case-control study by genotyping of three tagSNPs (rs1412125, 
rs2249825, rs3742305) in HMGB1 gene among 472 CAD patients and 867 healthy controls.  
Results  We identified a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risk of CAD associated with mutant C allele of 
tagSNP rs3742305 polymorphism (allele model: odds ratio(OR) = 0.79,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 0.66-0.97, P = 0.022; additive model: OR = 0.78, 95% CI =0.61-0.99, P = 0.038). However, 
these analyses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no any associations between rs1412125, rs2249825 
polymorphisms and CAD risk in the allele, genotype, additive, dominant and recessive models 
(P > 0.05). In further stratified analysis, we found that the rs3742305 in HMGB1 gene was 
protective against CAD among male, non-somoker and non-drinker subjects (OR = 0.71, 95% CI 
=0.56-0.91, P = 0.006 for male, OR = 0.71, 95% CI =0.54-0.94, P = 0.017 for non-somoker, OR = 
0.78, 95% CI =0.63-0.97, P = 0.030 for non-drinker, respectively). Haplotyp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haplotype rs2249825C-rs3742305C showed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with a decreased CAD 
risk (OR = 0.71, 95% CI = 0.50-0.99, P = 0.044), especially in non-drinker (OR = 0.63, 95% CI = 
0.43-0.94, P = 0.022).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provide the first evidence indicated that the tagSNP rs3742305 and 
haplotype rs2249825C-rs3742305C may reduce the risk of CAD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and 
may be an new clinically therapeutics against for 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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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43 

Serum microRNA expression signatures identified from 
genome-wide miRNA profiling serve as novel non-invasive 
biomarkers for diagnosis and recurrence of bladder cancer 

 
Xiumei Jiang,Chuanxin Wang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Recent advantages of serum microRNAs (miRNAs) open a new realm of possibilities 
for non-invasive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bladder cancer (BC).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serum miRNA expression signatures in BC patients and establish new models for BC 
diagnosis and recurrence prediction. 
Methods We performed genome-wide serum miRNA analysis by Miseq sequencing followed by 
evaluations in the training and validation sets with reverse transcription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assays from serum samples of 250 BC patients and 240 controls. 
Results A six-miRNA panel (miR-152, miR-148b-3p, miR-3187-3p, miR-15b-5p, miR-27a-3p, and 
miR-30a-5p) for the diagnosis of BC was finally developed b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ith an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UC) of 0.899. The 
corresponding sensitivities of this panel for Ta, T1 and T2-T4 were 90.00%, 84.85%, 89.36%,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urine cytology, which were 13.33%, 30.30%, 44.68%, 
respectively (all at p < 0.001). Moreover, Kaplan-Meier analysis showed that non-muscle-invasive 
BC (NMIBC) patients with high miR-152 level and low miR-3187-3p level had worse recurrence-
free survival (RFS) (p = 0.023, and p = 0.043, respectively). In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miR-152 was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tumor recurrence of NMIBC (p = 0.028).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a serum miRNA signature may have considerable 
clinical value in diagnosing BC. Furthermore, expression level of serum miR-152 could provide 
information on the recurrence risk of NMIBC. 
 
 

PU-1644 

Serum microRNA expression signatures as novel 
noninvasive biomarkers for prediction and prognosis of 

muscle-invasive bladder cancer 

 
Xiumei Jiang,Chuanxin Wang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Noninvasive biomarkers for predicting the risk of muscle-invasive bladder cancer 
(MIBC) may expedite appropriate therapy and reduce morbidity and cost. 
Methods Genome-wide miRNA analysis by Miseq sequencing followed by two phases of reverse 
transcription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RT-qPCR) assays were performed on serum from 207 
MIBC patients, 285 nonmuscle-invasive bladder cancer (NMIBC) patients and 193 controls. 
Results A four-miRNA panel (miR-422a-3p, miR-486-3p, miR-103a-3p and miR-27a-3p) was 
developed for MIBC prediction with an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UC) of 0.894 (95% CI, 0.846-0.931) for training set. Prosp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miRNA panel 
revealed an AUC of 0.880 (95% CI, 0.834 to 0.917) in validation set,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grade and urine cytology (both p < 0.05). Moreover, Kaplan-Meier analysis 
showed that MIBC patients with low miR-486-3p and miR-103a-3p levels had worse overall 
survival (p = 0.002 and p = 0.034, respectively). Cox analysis indicated miR-486-3p and miR-
103a-3p were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overall survival of MIBC (p = 0.042 and p = 0.021,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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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serum miRNA signatures might have considerable clinical values in 
predicting and providing prognostic information for MIBC. 
 
 

PU-1645 

经导管射频消融术围术期监测凝血纤溶标记物的临床意义 

 
王洪刚 

潍坊市人民医院,261000 

 

目的  探讨经导管射频消融术围术期血栓形成的机制以及监测凝血纤溶标记物的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经发作心电图或食道电生理检查确诊为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的患者共 60 例，年龄为

42.1±13.8 岁，其中男 39 例，女 21 例，室上速分类方面：右侧旁道 20 例，双径路 24 例，左侧旁

道 16 例。所有患者分别于植入鞘管（VIS）前（T1）、电生理检查（EPS）后（T2）、射频消融

（RFCA）后（T3）、射频消融术后 24 小时（T4）测定 D-二聚体（DD）、凝血酶-抗凝血酶Ⅲ复

合物（TAT）及血管性假血友病因子（vWF）水平。 

结果  DD 水平自植入鞘管后（VIS）即开始上升，射频消融术后（RFCA）达峰值，较前均明显升

高，术后 24 小时仍处于较高水平 ；TAT 自植入鞘管后（VIS）开始升高，电生理检查（EPS）后

达高峰，射频消融后逐渐下降，术后 24 小时仍高于正常。vW F 自植入鞘管后（VIS）开始升高，

射频消融术后（RFCA）达峰值，较前均明显升高，术后 24 小时仍高于正常。TAT、vWF、DD 在

射频消融前后的改变量与射频消融的总放电量、总放电次数以及手术时间均无明显关联

（P<0.05）。 

结论  经导管电生理检查以及射频消融可引起 D -二聚体、TAT、vWF 的明显升高，术后 24 小时仍

位于高值，发生机制是穿刺以及射频后导致的血管内皮细胞以及心内膜的损伤，导致血小板聚集、

凝血纤溶系统激活，进而引起血栓前状态和血栓的发生。临床上可于射频消融术围术期检测 D -二

聚体、TAT、vWF 的水平来评估血栓前状态和血栓的发生风险。 

 
 

PU-1646 

dentification of circulating microRNA signatures as 
potential noninvasive biomarkers for prediction and 

prognosis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in gastric cancer 

 
Xiumei Jiang,Chuanxin Wang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Circulating microRNAs (miRNAs) are emerging as novel noninvasive biomarkers for 
prediction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LNM) in cancer.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serum 
miRNA signatures for prediction and prognosis of LNM in gastric cancer (GC). 
Methods MiSeq sequencing was performed for an initial screening of serum miRNAs in 10 GC 
patients with LNM, 10 patients without LNM and 10 healthy controls. Reverse transcription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was applied to confirm concentration of candidate miRNAs using a 
training cohort (n=279) and a validation cohort (n=180). 
Results We identified a four-miRNA panel (miR-501-3p, miR-143-3p, miR-451a, miR-146a) b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at provided high predictive accuracy for LNM with an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UC) of 0.891(95% CI, 0.840 to 0.930) in 
training set. Prospective evaluation of this panel revealed an AUC of 0.822 (95% CI, 0.758 to 
0.875, specificity = 87.78%, sensitivity = 63.33%) in validation set. Moreover, Kaplan-Meier 
analysis showed that LNM patients with low miR-451a and miR-146a levels had worse over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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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ival (OS) (p < 0.05). In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miR-451a was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OS of LNM (p = 0.028).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use of serum miRNAs seems promising in estimating 
the probability GC patients harbor LNM and providing prognostic information for LNM. 
 
 

PU-1647 

脑出血和脑梗死患者 D-二聚体和凝血功能指标的研究 

 
刘巧,熊亮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430000 

 

目的  比较脑梗死与脑出血患者凝血功能指标和 D-二聚体。 

方法  纳入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5 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神经外科/老年病房

脑梗死 53 例和脑出血 49 例，同时纳入 43 例同期门诊体检健康对照者，测定其活化部分凝血活酶

时间（APTT） 、凝血酶原时间（PT） 、凝血酶时间（TT） 、纤维蛋白原（Fib）和 D-二聚体

（DD） 

结果  脑梗死组与脑出血组 APTT、 Fib 和 D-二聚体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凝血功能指标和 D-二聚体用于临床对脑梗死和脑出血的辅助鉴别诊断可能需要动态监测。 

 
 

PU-1648 

血小板相关抗体与产生血小板输注无效的联系探究 

 
宋铁军 1,陈晗潇 2,李喜红 1,张钧 1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310000 

2.温州医学院,325000 

 

目的  探究产生 HLA/HPA 抗体与病人特征及抗体与血小板输注无效的关系。 

方法  统计 2013-2017 年输注 2 次及 2 次以上血小板的 399 名患者的血小板输注记录，采用固相凝

集法检测 HLA/HPA 抗体，统计 HLA/HPA 产生的阳性率，进一步分析 HLA/HPA 抗体与血小板输

注次数及输注无效率的关系。 

结果  99 名患者中，HLA/HPA 抗体阳性患者 56 名，阳性率 14.04%；血小板输注无效人数 77 人

次，占 19.30%；HLA/HPA 抗体的产生和性别、孕产史及年龄无明显相关性，与疾病有相关性；血

小板输注无效与 HLA/HPA 抗体的存在具有相关性。 

结论  不同疾病对产生 HLA/HPA 抗体有影响；输血次数越多，HLA/HPA 抗体产生的概率越大，产

生血小板输注无效的概率也越大，对于需多次反复输血治疗患者进行 HLA/HPA 抗体检测，抗体阳

性患者给予配型血小板输注治疗，以达到最佳输注效果。 

 
 

PU-1649 

新型蛋白酶抑制剂治疗复发性/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的策略分析 

 
孙凤强 

潍坊市人民医院,261000 

 

目的  我们试图评估这些新型蛋白酶抑制剂（PIs）治疗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的有效性和安全

性。 

方法  检索发表报告，包括这些新的蛋白酶抑制剂治疗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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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我们确定了 28 项前瞻性研究，对 4123 名患者进行了评估。综合分析表明，新型蛋白酶抑制

剂为基础的联合化疗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总反应率（67%），高于单一药物的 22%（P＜0.001）。

而且，同样的趋势有利于新型蛋白酶抑制剂为基础的二联联合方案也显示至少有非常好的部分缓解

（≥VGPR）和临床受益率（CBR）分析。同时，从新型蛋白酶抑制剂三联疗法中的 70%与其二联

联合方案的 67%相似（P＝0.54）。而且，在≥VGPR 和 CBR 方面，两者之间也没有差异。相比标

准治疗，新型蛋白酶抑制剂的联合治疗策略能够明显延长复发/难治的患者在总生存期（HR，

0.79；P = 0.01），无进展生存期（HR，0.64；P = 0.01），总缓解率（RR = 1.21，P＜

0.001）。 

结论  新型蛋白酶抑制剂的二联治疗策略明显优于其单药治疗策略。同时，二联治疗策略与三联治

疗策略有相似的反应率。与标准疗法相比，新型蛋白酶体抑制剂组合明显延长了生存期。 

 
 

PU-1650 

B(A)04 血型鉴定及家系分析 

 
林智杰 

本溪钢铁总医院,117000 

 

目的  鉴定 1 例 B(A)血型并对其进行家系调查分析。 

方法  采用血型血清学方法对 10 例家系样本进行 ABO 血型鉴定,正反定型不符的样本采用 ABO 血

型基因检测及 cisAB 与 B（A）血型基因分型等分子生物学方法，并分析血型遗传规律。 

结果  10 样本中 8 例 ABO 正反定型相符，2 例样本 ABO 血型正反定型结果不相符,均是正定型为

AB 型，反定型一个是Ｏ型，另一个是 B 型。这２例 ABO 基因型为 B(A)04/O1型和 B(A)04/B 型。 

结论  对 ABO 血型血清学正反定型不符的样本，可以采用家系调查和分子生物学方法进行辅助验

证，并能阐述 ABO 血型抗原弱表达现象的分子基础。 

 
 

PU-1651 

不合格标本的拒收原因与纠正措施 

 
赵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通过对临床基础检验室不合格标本的数量及拒收原因的分析，采取有效的电子信息化管理纠

正措施，优化实验室检验前管理，保证检验前质量控制，缩短结果汇报时间，提高检验工作效率 

方法  对 2017 年临床基础检验室不合格标本的拒收原因、数量、不合格标本比率及不合格标本分

类纠正措施，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2017 年临床基础检验室标本量为：957314 份，不合格标本数量为：3699 份，不合格标本

比率为：0.39%；根据不合格标本拒收原因统计：采样问题为 2470 份，占不合格标本比率为

66.8%；（其中：样本无采集时间的为 1503 份，占采样问题的比率 60.9%、标本凝固的为 618

份，占采样问题比率的 25%,样本量不足为 127 份，占采样问题比率的 5.1%，采样容器错误的为

112 份，占采样问题比率的 4.5%，其他为 110 份，占采样问题比率的 4.5%）；送检问题为：707

份，占不合格标本的 19.1%；其中（非本检验室检测样品为 675 份，占送检问题比率的 95.5%，

其他 32 份，占送检问题比率的 4.5%）；医嘱问题为 522 份，占不合格标本的 14.1%；（其中：

医嘱停止的为 286 份，占医嘱问题比率 54.8%；样本号已使用 165 份，占医嘱问题比率 31.6%；

医嘱错误 29 份，占医嘱问题比率 5.6%；其他为 42 份，占医嘱问题比率 8.0%）。 

结论  临床基础检验室对不合格样本送检问题、采样问题、医嘱问题纠正措施：采取电子信息化管

理，及时电子拒收，便于医护人员及时查阅纠正。（对于非本检验室检测样品，又属于本检验科其

他实验室的直接送达）；采样问题是临床基础检验室不合格标本频次最多的问题，需要加强对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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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培训，同时对样本不合格率高的科室，由检验前管理组与护士长有效沟通并实施绩效考核方法

纠正。以此保证检验前的质量控制，缩短 TAT（total analysis time），提高检验效率。 

 
 

PU-1652 

昆明地区中老年人血浆 D-二聚体参考范围的建立 

 
彭传梅,高辉,王杨 

昆明巿延安医院 

 

目的  建立昆明地区 50 岁以上中老年人血浆 D-二聚体参考范围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到昆明市延安医院进行健康体检的 50 岁以上中老年人 574

例，20-49 岁健康青年对照组 135 例，将 50 岁以上中老年人按年龄分为 A 组（50-59 岁）、B 组

（60-69 岁）、C 组（70-79 岁）、D 组（≧80 岁）。在 Sysmex CS5100 上采用免疫比浊法定量

测定各研究对象的血浆 D-二聚体含量，并对检测结果进行比较。血浆 D-二聚体浓度数据为偏态分

布，我们采用中位数（四分位间距）描述数据，并采用第 95 位百分位数（P95）表示参考区间的单

侧上限。 

结果  中老年人中同一年龄组内不同性别之间血浆 D-二聚体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

同年龄组 A 组、B 组、C 组、D 组的血浆 D-二聚体水平与健康青年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不同年龄组 A 组、B 组、C 组、D 组之间两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8）。健康青年组、A 组（50-59 岁）、B 组（60-69 岁）、C 组（70-79 岁）、D 组（≧

80 岁）的血浆 D-二聚体参考范围分别为 ≤0.49mg/L ， ≤0.62mg/L ≤0.65mg/L ≤0.76mg/L 

≤0.92mg/L 。 

结论  本研究初步建立了昆明地区中老年人血浆 D-二聚体参考范围，提高了 D-二聚体检测在中老年

人群中的应用价值。 

 
 

PU-1653 

Diagnosis and survival values of 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 (NLR) and red bloo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 (RDW) in 

esophageal cancer 

 
Fuyan Ha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Recent studies have borne out claims that inflammation has a vi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many diseases, including cancers.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 (NLR) and red bloo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 (RDW) could act as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for several malignant tumors.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values of preoperative inflammatory indicators, including 
NLR and RDW in esophageal cancer (EC).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clinical data of 284 EC patients and 220 early 
esophageal cancer (EEC) undergoing potentially curative esophagectomy in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between January 2011 and April 2015. Meanwhile, we chose 101 age 
and sex-matched healthy volunteers as the control group. We compared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survival curves and prognosis of the EC patients between the high and low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cutoff values of NLR and RDW.  
Results Significant higher preoperative NLR and RDW values were detected in patients with 
EEC and EC compared to the healthy controls (P<0.05). A high RDW were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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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ed with an older age and distance metastasis (P<0.05). NLR and RDW values after 
surgery in EC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surgery (P<0.001 and P<0.001, 
respectively). For EEC group, a higher RDW value only showed a significantly worse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P=0.041). For EC group, an increased NLR indicated a significantly association 
with poor overall survival (OS) (P=0.035) and DFS (P=0.011). Preoperative NLR can act 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indicator for EC. 
Conclusions The preoperative NLR and RDW are convenient, practical easily measured 
biomarkers of clinical diagnosis and prognostic assessment of patients with EC. Furthermore, 
NLR was more effective than RDW acting 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biomarker for EC. 
 
 

PU-1654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合并淋巴瘤附一例分析 

 
徐建利 

威海市立医院,264200 

 

目的  介绍工作中遇到的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合并淋巴瘤一例。 

方法  首先对患者进行了血常规检查，由于患者既往已明确诊断为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慢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由于其低丙种球蛋白血症、中性粒细胞缺乏以及考虑到患者年龄较大等因素，极易发生

感染，由于患者近期疲劳症状明显，周身多处淋巴结肿大且合并感染，查血常规示白细胞数及淋巴

细胞百分比例极高，考虑其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进展可能性大，但亦不可排除为原发病导致发热，

因此建议行骨髓穿刺检查评估病情变化。 

结果  骨髓穿刺结果显示，全片以成熟样小淋巴细胞为主，偶见幼淋巴细胞，并见少量淋巴瘤细

胞，其胞体较大，形态不规则，核仁较明显，浆量偏多，可见空泡。最终患者诊断为慢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治疗后并淋巴瘤骨髓侵犯 

结论  目前对 Richter 综合征尚无统一、有效的治疗方法。对该综合征在命名、发病机制、临床病

理特点、诊断、治疗及预后等方面有待进一步研究。 

 
 

PU-1655 

The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of primary 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 Chinese 
immunocompetent patients and the detection of the 

MYD88L265P gene mutation in cerebrospinal fluid and 
vitreous fluid 

 
Kun Chen1,Yanchun Ma1, Liumei Ding2,Xinju Zhang3,Bobin Chen4,Ming Guan3,1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Huashan Hospital North， Fudan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 Jin 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3.Central laboratory， Hua Shan Hospital， Shanghai Medical School， Fudan University 

4.Department of Haematology， Hua 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Objective Primary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 DLBCL) 
represented all primary intracerebral or intraocular lymphomas. The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of CNS DLBCL in Chinese immunocompetent patients，and analyze 

MYD88L265P gene mutation in cerebrospinal fluid and vitreous fluid. 

Methods 44 cases of CNS DLBCL patients、15 cases of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not 

otherwise specified(DLBCL-NOS) and 13 cases of other primary extranodal lymphomas (P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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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enrolled in huashan hospital north from January 2013 to December 2016. 55 tissue samples, 
25 vitreous bodies samples and 28 cerebrospinal fluid (CSF) samples were collected.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of 72 cases of DLBCL were analyzed, the mutation of MYD88L265P 
in tissue, CSF and vitreous body were detected by qPCR and ddPCR and the expression of 
MYD88 protein in tissues were also detected through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Results The 44 CNS DLBCL patients were characterized by cranial hypertension and activity 
disorder(p<0.05). The imaging manifestations of 24 cases with CNS DLBCL were multifocal 
(24/44,54.5%),mainly located in front-temporal lobe (35/44,79.5%) and deep structures 
(25/44,56.8%), eye (14/44,31.8%) and CSF (10/33,33.3%) were involved.MYD88L265P mutation 
rate in CNS DLBCL patients was 77.3% and MYD88 protein were positive in 62.1% patients. 
Conclusions The MYD88L265P mutation was high in CSF and vitreous fluid and brain tissue of 
CNS DLBCL patients. MYD88 protein was highly expressed in brain tissue and vitreous tumor 
cells and not expressed in lymph node. ddPCR detection of MYD88L265P mutation in CSF and 
vitreous body could be used as an auxiliary method to diagnose CNS DLBCL .  
 
 

PU-1656 

凝血与纤溶标志物在肺癌血栓栓塞患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研究 

 
付阳,刘玉梅,金亚雄,江虹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本研究旨在分析凝血与纤溶标志物在肺癌术后静脉置管患者中的变化趋势，评价其在肺癌血

栓性疾病中的诊断效能，探讨其在肺癌深静脉置管患者凝血与纤溶平衡改变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肺癌术后静脉置管患者 118 例，其中肺癌血栓栓塞患者 29 例、对照组 89 例。分别检测

血浆中血栓调节蛋白(TM)、凝血酶-抗凝血酶Ⅲ复合物(TAT)、纤溶酶-α2 纤溶酶抑制剂复合物

(PIC)、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抑制剂 1 复合物(t-PAIC)和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

时间(APTT)、凝血酶时间(TT)、纤维蛋白原(FIB)、抗凝血酶Ⅲ(ATⅢ)、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FDP)

以及 D 二聚体(D-D)的水平，分析其变化及血栓发生的诊断效能。 

结果  在肺癌术后静脉置管患者中，凝血与纤溶标志物 TM/TAT/PIC/t-PAIC/D-D/FDP 水平在血栓组

高于非血栓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诊断效能分析显示，TM、TAT、PIC、t-PAIC、

D-D 及 FDP 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70，0.771，0.669，0.671，0.819，0.816，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肺癌术后置管患者体内凝血和纤溶活性增强，早期监测凝血和纤溶标志物可预防血栓的发

生，减少肺癌患者术后血栓并发症的发生。 

 
 

PU-1657 

Establishment of Reference Intervals for Blood Routine 
Indicators of Peripheral Blood in Bigeminal Pregnancy 

 
Wenyin He,Yao Feng,Yong Xia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Bigeminal pregnancy has a high risk to premature birth, probably being associated 
with the maternal inflammation,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the life of the neonates.According to 
statistics, the establishment of reference intervals for peripheral blood routine parameters of 
bigeminal pregnant women in middle-late and late-term pregnancy will help to diagnose or early 
warning of abnormal or adverse outcomes of twin pregn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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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he clinical information of bigeminal pregnancy was collected. The complications and 
adverse pregnancy outcomes were excluded to screen out the twin pregnancy reference cohort. 
Blood routine data were collected during the second and third trimesters of pregnancy and 
analyzed by SPSS to establish the reference intervals of peripheral blood of middle and late 
bigeminal pregnancy. 
Results The RBC, HGB, HCT, PLT, and LY% were lower in pregnant women than in non-
pregnant women during the second and third trimesters, and the lowest were recorded in the 
second trimester. The levels of WBC, NEU, and NEU%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non-pregnant 
women.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the second trimester. The established 
reference intervals of late pregnancy were validated using 20 reference samples of twin 
pregnancy and showing passed.According to the finding under microscope,the volume, 
karyoplasmic ratio, particle size and density of neutrophil,as a cell marker of inflammation,were 
modulated,including the increase of granules, thickening and vacuoles, and aggravating to the 
degranulation as gestational age increased, which ultimately caused spontaneous premature 
delivery 
Conclusions Establishing the reference interval of bloodd routine indicators of normal bigeminal 
pregnancy is helpful for the diagnosis, monitoring and prediction of anaemia, DIC, infection, 
hypertension syndrome as well as other adverse pregnancy outcomes in bigeminal pregnancy. 
Further studies are required to learn the possible mechanism of spontaneous preterm birth and 
explore the clinical value of VCS index as a prognosis factor. 
 
 

PU-1658 

探究 Sysmex UF5000 尿沉渣分析仪 

采用去偏振散射光通道的新性能 

 
蔡雨芯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探索分析 Sysmex UF5000 尿沉渣分析仪使用新增加的去偏振散射光通道在消除结晶对尿液

中红细胞检测干扰的意义。 

方法  每日选取临床上同时含有红细胞和结晶成分的新鲜尿液标本，同时在 Sysmex UF5000 和

UF1000i 上进行沉渣检测，并进行人工显微镜检查，累积共计 50 例。以人工镜检的检测值作为参

考，比较每份标本用不同仪器检测出的红细胞、结晶的值，看是否有显著差异。比较出那台仪器检

测出的结果更接近于人工镜检结果，仪器与人员比对标准参照本实验室标准操作规程中比对文件。

方法  每日选取临床上同时含有红细胞和结晶成分的新鲜尿液标本，同时在 Sysmex UF5000 和

UF1000i 上进行沉渣检测，并进行人工显微镜检查，累积共计 50 例。以人工镜检的检测值作为参

考，比较每份标本用不同仪器检测出的红细胞、结晶的值，看是否有显著差异。比较出那台仪器检

测出的结果更接近于人工镜检结果，仪器与人员比对标准参照本实验室标准操作规程中比对文件。 

结果  在 50 份标本中，有 48 例标本在应用 UF5000 检测得到的红细胞数值与人工镜检值相似，符

合人员与仪器比对标准，仅有 2 例标本超出比对标准；有 46 例标本在应用 UF1000i 检测得到的红

细胞数值明显高于人工镜检值，超出人员与仪器比对标准，仅有 4 例符合标准，镜下看到确实有结

晶干扰。 

结论  由于尿液中大部分结晶成分是多面体，会产生较强的偏振光，Sysmex UF5000 尿沉渣分析仪

采用去偏振散射光通道可有效消除结晶对红细胞检测产生的影响，降低红细胞检测误差，结果更加

准确，节省镜检时间，对实验室检测尿常规和临床应用都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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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59 

FDP 与 D-二聚体（D-D）相关性在 D-D 检测中的应用探讨 

 
张鸿伟,洪虹,张社强,杨云春,雷广浩,熊林怡,钱净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寻找降低 STA R Evolution 凝血分析仪检测 D-二聚体（D-D）过程中复测率偏高的方法，节

约成本支出。 

方法  结合 D-D 的检测线性（0.01~4 ug/ml），从我科 LIS 选择 D-D 分布在检测上限附近的 102 例

患者的 D-D 与 FDP 的检测值，分析两者的相关性，并利用 ROC 曲线分析出该批数据当 D-D 检测

值为 4 ug/ml（FEU）时的 FDP 的 Cut-off，以此 Cut-off 值为标准，作为选择 D-D 检测程序的依

据。在 STA R Evolution 凝血分析仪器上设置锁定 D-D 自动检测，样本检测时先检测 FDP，根据

FDP 的测值在仪器上手动选择合适的 D-D 检测程序：对于 FDP 不大于 Cut-off 值，选择 DDI4CN

程序进行检测，对于 FDP 大于 Cut-off 值 ，选择 1/5DDICN 程序进行检测。然后从我科 LIS 导出

改进前、后一个月 D-D 检测数据，比较应用该方法前后 D-D 复测率变化趋势。 

结果   1、102 例患者 D-D 的检测值 M（P25-P75）为 4.0(2.66-7.69)，FDP 的 M（P25-P75）为

12.64(9.89-28.9) ，两者具有相关性，r=0.974，p<0.05 ；2、D-D 检测值为 4 ug/ml（FEU）时，

FDP 的 Cut-off 值为 12.5 ug/ml（尤登指数为 0.944），曲线下面积（AUC）为 0.992 ，p<0.05，

95% CI 为 1.004  (0.98-1.004)；3、在应用该方法后 D-D 的复测率从改进前的 16.95%下降到

3.66%（χ
２
=1.841， p<0.05）， 改进前后具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在应用 STA R Evolution 凝血分析仪检测 FDP 和 D-D 时，可先检测 FDP，结合 FDP 的检测

值，手动选择合适的 D-D 检测程序，可以降低 D-D 的复测率，节约成本支出。 

 
 

PU-1660 

急性心力衰竭 B 型钠尿肽（BNP）浓度 

与平均血小板体积(MPV)的相关性 

 
张芷境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探讨心力衰竭 B 型钠尿肽（BNP）浓度与平均血小板体积(MPV)的相关性。 

方法  检测 2016 年 1 月-7 月入住心血管内科的 300 例心衰患者和 100 例非心衰患者的 B 型钠尿肽

（BNP）浓度，血小板计数(PLT)，平均血小板体积(MPV)，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胱

抑素 C（CYSC），心肌肌钙蛋白 T（TNT），超敏 C 反应蛋白（HCRP）并进行对比性分析。 

结果  心衰患者与非心衰患相比较 B 型钠尿肽（BNP）浓度（t=-0.359，P<0.05），血小板计数

(PLT) （t=0.84，P<0.05），平均血小板体积(MPV) （t=-10.72，P<0.05），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

胞比值(N/L) （t=-4.31，P<0.05），胱抑素 C（CYSC）（t=-3.96，P<0.05），心肌肌钙蛋白 T

（TNT）（t=-2.90，P<0.05），超敏 C 反应蛋白（HCRP）（t=-3.72，P<0.05）；B 型钠尿肽

（BNP）与平均血小板体积(MPV)，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胱抑素 C（CYSC），心肌

肌钙蛋白 T（TNT），超敏 C 反应蛋白（HCRP）有相关性，呈正相关，而两者的血小板计数

(PLT)( t=-0.84，P>0.05), 无显著性差别。 

结论  平均血小板体积(MPV)与 B 型钠尿肽（BNP）密切相关，并且有助于心衰患者病情的评估和

预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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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61 

纤维蛋白原监测在心脏瓣膜置换术患者中的调节作用 

 
邰祺雯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心脏瓣膜置换术最常见的围手术期并发症之一是深静脉血栓的形成（DVT）。对行心脏瓣膜

置换术的患者，检测其血浆中凝血酶激活的纤溶抑制物（TAFI）、纤维蛋白原、D-二聚体及抗凝

蛋白等检验指标的水平，可以在早期确定其是否存在凝血系统功能异常，以避免不良血栓性结局。 

方法  从 2018 年 3 月就诊于沈阳军区总医院心血管外科的患者中，选取 20 例接受心脏瓣膜置换术

者，于手术 24h 前（对照组）、12h 后（实验组 1）、24 h 后（实验组 2）、48h 后（实验组 3）

和 72h 后（实验组 4）提取血液样本，使用法国思塔高公司生产的凝固法纤维蛋白原检测试剂盒与

原厂 STA-Evolution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检测血浆（3.2%枸橼酸钠抗凝血 1500g 离心 15min）中纤

维蛋白原（单位：g/L）的水平，各实验组与对照组进行比较，各实验组间也进行比较。 

结果  对照组：均值 3.55g/L，标准差 1.042；实验组 1：均值 4.88g/L,标准差 1.050；实验组 2：均

值 6.14g/L，标准差 1.428；实验组 3：均值 6.43g/L，标准差 1.790；实验组 4:均值 5.89g/L，标准

差 2.094。结果显示，各实验组与对照组比较，均为 P=0.000<0.05，即各术后实验组与术前对照

组比较，纤维蛋白原水平均有显著差异。结果提示术后 12～24h，纤维蛋白原水平成正增长曲线持

续显著升高；术后 24～48h 纤维蛋白原水平升高但不显著；术后 48～72h 纤维蛋白原水平成负增

长曲线持续显著下降，且降至与术后 24h 无明显差异。 

结论  心脏瓣膜置换术后纤维蛋白原会明显升高，提示该术后血栓发生的风险提高，术后监测纤维

蛋白原水平变化对预测血栓形成风险有临床价值；术后 72h 后纤维蛋白原水平降低，说明低分子肝

素及华法林的药物治疗，能够有效预防 DVT 的形成，降低血栓栓塞类疾病的发生率。 

 
 

PU-1662 

血液分析仪对急慢性白血病检验的作用 

 
田亚飞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对血液分析仪在急慢性白血病检验中的作用进行探讨，探讨血液分析仪对急慢性白血病检验

的临床应用价值从而避免白血病的漏诊现象。 

方法  选择急慢性白血病患者 50 例（其中急性白血病患者 35 例，慢性白血病患者 15 例），以健

康体检合格者 50 例作为对照组。所有研究对象均采取血液分析仪检测, 观察其检测结果，并对检测

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对照组血红蛋白水平(127.3±16.2)g/L 显著高于慢性白血病组(28.5±5.8)g/L、急性白血病组

(32.3±5.6)g/L,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对照组白细胞计数、CRP 水平显著低于慢性白血病

组、急性白血病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相比，急慢性白血病患者的白细胞都

明显升高，血红蛋白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急性白血病患者的血小板明显低于

对照组，慢性白血病患者的血小板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急慢性白血病之间

进行比较，白细胞、血红蛋白、CRP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慢性白血病患者血小板明

显高于急性白血病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血液分析仪检测结果准确、快速且重复性好。但当患者出现大量异常细胞时，仪器的白细胞

分类结果会出现异常，导致临床检测结果出现误诊的现象，因此血液分析检验只能用做对急慢性白

血病的筛选，无法有效确诊患者是否患有急慢性白血病，还不能代替人工镜检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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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63 

血浆蛋白 C 与蛋白 S 活性检测冻融后对检验结果的影响 

 
李艺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通过对血浆蛋白 C 与血浆蛋白 S 样本在不同冷冻温度条件下，并且冷冻的天数也不同的情况

下，得到血浆蛋白 C 与血浆蛋白 S 活性测定在冷冻保存时的最大期限。 

方法  随机选取了 20 例 0.38%枸橼酸钠抗凝的全血样本，1500 转离心 15 分钟后，立即进行血浆

蛋白 C 和血浆蛋白 S 活性的检测。将这组结果记录为 Y 组。然后将这 20 个样本，每个样本取出

2ml 血浆平均装入 1.5ml 的 4 个 EP 管中，分别标明日期及 ABCD。A 组的条件是-20 度冰箱冻 1

天，B 组的条件是-20 度冻 3 天，C 组的条件是-20 度冻 30 天，D 组的条件是-70 度冻 30 天。在满

足冷冻温度的条件后取出，并在 37 摄氏度的水浴箱中孵育 10 分钟，进行迅速解冻，然后上机进行

检测。将 4 组数据分别与不经过冻融的血浆结果（Y 组）进行比较。 

结果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 组于 Y 组无统计学差异(P=0.628>0.05)，B 组于 Y 组无统计学差异

(P=0.646>0.05)，C 组于 Y 组无统计学差异 (P=0.670>0.05)，D 组与 Y 组无统计学差异

(P=0.809>0.05)。 

结论  当标本血浆在上述冷冻条件保存，并且在 37 摄氏度水浴箱中水浴 10 分钟后检测与不进行冻

融的样本结果并无统计学差异(P>0.05)，故在样本不能进行及时检测时可以选择适合工作情况的条

件进行冷冻保存。 

 
 

PU-1664 

血栓形成性疾病患者血浆 PC,PS 变化的研究 

 
刘畅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研究血栓形成性疾病患者血浆中 PC 和 PS 的变化情况，为临床血栓形成性疾病的诊断提供

依据。 

方法  选取 20 例正常人，45 例血栓形成疾病患者，其中脑梗塞患者 20 例，风湿病患者 10 例，以

及糖尿病患者 15 例。应用发色底物法及凝固法检测血浆蛋白 C（PC）和血浆蛋白 S(PS)的活性。 

结果  正常对照组蛋白 C 的活性为 105.12±39.36%，脑梗塞组、风湿病组及糖尿病组蛋白 C 的活

性分别为 80.26±29.53%，73.59±35.62%和 78.13±16.35%，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P<0.05）；正

常对照组蛋白 S 的活性为 90.35±20.50%，而脑梗塞组、风湿病组及糖尿病组蛋白 S 的活性分别为

80.50±12.53%，77.20±20.52%和 87.36±18.53%，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P<0.05）。提示血浆

PC 和血浆 PS 活性的下降与血栓形成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结论  体内血栓形成与多种因素有关，其中凝血系统失调是一种常见的促发原因，蛋白 C 和蛋白 S

是体内重要的抗凝蛋白质，其变化直接影响凝血—抗凝机制的平衡。引起 PC、PS 缺陷的原因主要

有遗传性及获得性两大类。我们发现，PC、PS 缺乏可表现为血浆中含量减少或活性降低,能增加

病人发生血栓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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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65 

血液性恶性肿瘤患者化疗对骨髓铁分布的影响 

 
刘基铎 1,李雨纯 2,肖明锋 1 

1.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10000 

2.广州医科大学 

 

目的   探讨恶性血液性肿瘤患者化疗前后骨髓铁的变化情况及化疗用药与化疗后出现环形铁粒幼红

细胞阳性的相关性。 

方法  用普鲁士蓝染色法对骨髓片标本进行铁染色，镜检，统计学处理。 

结果  恶性血液性肿瘤的急性髓系白血病的患者在化疗前后其细胞内铁比率的变化有统计学意义，

其细胞外铁的变化无统计学意义。化疗后出现环形铁粒幼红细胞阳性的 AML 患者的共同用药为阿

糖胞苷，ALL 患者的共同用药为地塞米松、长春新碱及环磷酰胺，部分白血病患者的共同化疗用药

为依达比星、盐酸柔红霉素、达沙替尼及地塞米松。 

结论  急性白血病患者化疗后骨髓环形铁粒幼红细胞阳性率较高，认为化疗药物有诱发急性白血病

患者继发性环形铁粒幼细胞性贫血的可能，其中阿糖胞苷导致环形铁粒幼红细胞增多的情况最为多

见，推断阿糖胞苷影响了骨髓铁的利用和清除，急性白血病化疗后部分发展至铁粒幼细胞贫血，其

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探讨，本研究为化疗药物的安全性提供参考依据。 

 
 

PU-1666 

数字图像技术在尿沉渣分析中的性能评价 

 
孙波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根据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ISO15189：2012《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和专业领

域 CNAS-CL41《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在体液学检验领域的应用说明》中明确规定：尿

液有形成分分析仪性能验证的内容至少应包括精密度、携带污染率和可报告范围。评价科室新引进

的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 FUS2000 的性能，基于数字图像技术原理，大幅度提高了有形成分分类准

确性。 

方法  对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 FUS2000 的批内、批间精密度、可报告范围、携带污染率、生物参

考区间、仪器间的比对进行了评价，并随机选择了 100 份患者的尿液标本,分别用 FUS2000 全自动

尿沉渣分析仪和手工尿沉渣镜检法对红、白细胞、管型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低值、高值尿液标批内精密度(CV):红细胞分别为 8.22%、3.1%,白细胞分别为 9.8%、

3.6%。FUS2000 检测值与理论值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红细胞 Y=1.0948x+79.0977,r=0.9987;白细

胞 Y=0.9869x-39.8905,r=0.9998)。根据实验室所检测的标本并结合临床要求，其线性范围可以满

足临床的需求，因此可报告范围即为线性范围。WBC、RBC 大于或小于上述范围时，可用人工镜

检验证，以镜检结果报告或以大于或小于线性值报告。因此 RBC 线性范围是 3～-17695/ul，WBC

线性范围是 2～14068/ul。三台仪器间比对符合率为 100%。对 100 份尿液样本的仪器结果和人工

镜检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阴阳性性符合率 93%，真阴性率为 89.1%，真阳性率为 83.7%，假阳性

率为 16.3%。 

结论  通过对 FUS-2000 全自动尿液分析工作站的主要性能准确度、精密度、线性及可报告范围、

比对试验等指标进行评价，验证结果均可接受；因此 FUS-2000 全自动尿液分析工作站具有性能良

好的检测系统，可以进行临床标本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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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67 

病毒性肝硬化与非病毒性肝硬化患者 C 反应蛋白、凝血 

及血小板等相关指标的研究 
 

苏静静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探讨病毒性肝硬化与非病毒性肝硬化患者血清前白蛋白、白蛋白、总胆汁酸、C 反应蛋白、

凝血指标、D-人聚体及血小板参数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1 月起就诊于我愿的 105 例肝硬化患者，按照肝硬化类型分为病毒性肝硬化组

48 例（乙型肝炎病毒肝硬化 26 例，丙型肝炎肝硬化 11 例，乙肝合并丙肝肝硬化 1 例），非病毒

性肝硬化组 57 例（酒精性肝硬化者 28 例，肝炎合并酒精肝硬化患者 2 例，自身免疫性肝硬化 6

例，药物性肝硬化 2 例，胆汁性肝硬化 1 例，不明原因肝硬化者 18 例），分别测定患者血清前白

蛋白、白蛋白、总胆汁酸、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C 反应蛋白、凝血指标[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

间、凝血酶原时间、凝血酶时间、纤维蛋白原及 D-二聚体]、血小板参数[血小板计数、血小板平均

体积、血小板分布宽度及血小板压积]，经统计学方法分析上述各项指标的差异性。 

结果  1、病毒性肝硬化组与非病毒性肝硬化组相比，病毒性肝硬化组前白蛋白、白蛋白、纤维蛋白

原及均显著低于非病毒性肝硬化组（P 均＜0.01），凝血酶原时间比非病毒性肝硬化组显著延长

（P＜0.01），D-二聚体高于非病毒性肝硬化组（P 均＜ 0.05）；2、血清总胆汁酸、总胆红素、

直接胆红素、C 反应蛋白、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凝血酶时间、血小板计数、血小板平均体积、

血小板分布宽度及血小板压积病毒性肝硬化组与非病毒性肝硬化组相比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病毒性肝硬化组与非病毒性肝硬化组相比血清前白蛋白、白蛋白、凝血酶原时间、纤维蛋白

原及 D-二聚体有明显差异，联合检测上述指标对评估病毒性肝硬化和非病毒性肝硬化患者病情及

预后有重要意义。 

 
 

PU-1668 

中性粒淋巴比值与急性缺血性脑梗死患者在院期间死亡的关系 

 
赵岩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分析中性粒淋巴比值 (Neutrophil lymphocyte ratios，NLR)与急性缺血性脑梗死 (Acute 

Ischemic Stroke，AIS)患者 TOAST 分型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评分(NIHSS)的关系，研

究 NLR 对 AIS 患者在院死亡事件的预测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1 月-12 月于神经内科住院并确诊首发 AIS 的患者 232 例，根据患者在院

期间死亡事件的发生分为死亡组与非死亡组，比较组间参数的差异；采用 Spearson 相关分析 NLR

与其他参数的关系，分析 AIS 患者 NLR 与 TOAST 分型和 NIHSS 评分的关系；通过 logistic 回归

分析 AIS 患者住院期间发生死亡事件的危险因素；采用 ROC 曲线分析 NLR 对 AIS 患者在院死亡

事件的诊断价值. 

结果   (1)死亡患者的 NLR [13.20(8.90, 16.89)] 要明显高于非死亡患者[2.41 (1.73,3.98)]，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Z=3.43, P＜0.001)。(2)不同 TOAST 分型的 AIS 患者的 NLR 不同，且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Z=17.61, P＜0.001)；病情中重度患者的 NLR 高于轻度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83, P

＜0.001)。(3)NLR 是患者住院期间发生死亡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OR=1.70, 95%CI：1.01~2.85, 

P=0.045)；ROC 曲线分析，NLR 的曲线下面积是 0.910(0.000,1.000)，NIHSS 的曲线下面积是

0.886 (0.731,1.000)。 

结论  发病类型和病情严重程度不同的 AIS 患者的 NLR 也存在差异，NLR 是 AIS 患者在院发生死

亡的一个独立因素，并可以作为一个评估住院死亡事件发生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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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69 

解脲支原体感染对不育男性精液质量的影响 

 
田维娟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了解解脲支原体（Uu）感染对不育男性精液质量的影响 

方法  收集不育男性精液 142 例，分为 Uu 阳性的观察组和 Uu 阴性的对照组，两组间进行精液质

量参数比较 

结果  与 Uu 阴性的对照组相比，Uu 阳性组精液的总活动率、前向运动精子比率即（a+b）级精子

比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而精子浓度、精子畸形率与对照组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Uu 感染可致男性不育患者精液总活动率、前向运动精子比率（a+b 级精子比率）下降,从而

使男性精液质量下降，引起男性不育 

 
 

PU-1670 

降钙素原(PCT)的临床应用 

 
孟娇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探探讨血清降钙素原(PCT)、急性时相反应蛋白（CRP）、白细胞（WBC)在鉴别细菌和病毒

感染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沈阳军区总医院住院患者 100 例，将其分为细菌感染组、病毒组、对照组。以入院时未

使用抗生素时进行血液细菌培养阳性为指标，将其分为细菌感染组，共计 49 例。以明确病毒诊断

为阳性指标，将其分为检病毒感染组，共计 21 例。对照组即健康组 30 例。对全部患者采取空腹静

脉血，进行 PCT、CRP 与 WBC 的测定。另对 31 例非细菌感染性肺炎患者血清进行 PCT 水平的

检测。采用电化学发光法定量测定 PCT，免疫比浊法测量急性时相反应蛋白（CRP）。白细胞测

定 采 用 贝 克 曼 库 尔 特 LH780 检 测 。 阳 性 结 果 判 断 标 准 ：

PCT>0.5ng/mL,CRP>8mg/L,WBC>9.5×109/L。 

结果  细菌感染组 PCT： 3.717±6.005ng/mL（p<0.01)与 CRP：93.893±76.295mg/L（p<0.05)、

WBC ： 9.218±6.473×109/L （ p<0.05) 明 显 高 于 病 毒 感 染 组 且 PCT ： 0.240±0.129ng/mL

（p<0.01)、CRP：47.173±44.135mg/L（p<0.05)、WBC：7.939±8.884×109/L（p<0.05)均较对

照组（PCT:0.233±0.161ng/mL;CRP:30.301±26.617mg/L;WBC:6.669±1.859×109/L）有明显升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病毒感染组 CRP（p<0.05)明显高于对照组 CRP，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CT（p>0.05）、CRP（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PCT 是一种新型的细菌性感染的指标，在临床诊断与指导用药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PCT、CRP、WBC 均可作为细菌感染性疾病的诊断与鉴别，且 PCT 比 CRP 特异性高，PCT 与

WBC 不能诊断病毒感染性疾病。PCT 阴性,可排除细菌性肺炎感染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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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71 

血栓弹力图联合凝血指标检测在妊娠子痫前期中的应用 

 
董雪梅,叶萍,赵慧敏,米乐园,杜晓钟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730000 

 

目的  分析妊娠高血压子痫前期患者血栓弹力图及常规凝血指标在异常凝血中的敏感性，评估各研

究指标对妊娠高血压子痫前期血栓前状态的预测价值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2017 年 9 月来甘肃省妇幼保健院分娩的妊娠子痫前期患者 296 例作为研

究对象，按产科诊断标准分为轻度子痫前期、中重度子痫前期，选取同期正常妊娠晚期孕妇 300 例

作为对照组，均在入院后、分娩前抽取肘正中静脉血分别进行血栓弹力图、常规凝血及 AT-III.D-二

聚体水平检测。 

结果  轻度子痫前期组 TEG 各项参数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 05) ; 重度子痫前

期组患者的 TEG 参数与对照组比较，除 α 角外，R 值、K 值、MA 值、CI 值均有显著性差异（P 

<0. 05），R 值、K 值增大，MA 值显著缩短，CI 值显著减小；轻度子痫前期与重度子痫前期组比

较，TEG 各项参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 05) 。三组常规凝血象的凝血酶原时间( PT) 、活化

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APTT) 、纤维蛋白原( Fg) 、凝血酶时间( TT) 、D － 二聚体、抗凝血酶Ⅲ 

( AT-Ⅲ) 、血小板（PLT）值分别进行两两比较，轻度子痫前期组与对照组比较 APTT 有显著性差

异（P <0. 05），APTT 值延长，其余各项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 05)，重度子痫前期组

与对照组比较 PLT 及 APTT 均有显著性差异（P <0. 05），APTT 值延长，血小板减低，重度子痫

前期组与轻度子痫前期组比较 PLT 有显著性差异（P <0. 05）,PLT 减低，其余各项指标均无统计

学意义( P＞0. 05)。 

结论  TEG 检测联合常规凝血及 D－二聚体检测能全面反映子痫前期患者的凝血状态，两者联合互

补，能快速、有效地判断妊娠期高血压子痫前期妇女凝血状态，如能早期干预，可能降低围产期出

血及栓塞性疾病发生率。 

 
 
 

PU-1672 

D-二聚体、凝血四项在妊娠期间动态观察的临床意义 

 
陈珠峰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妊娠期 D-二聚体、凝血四项的动观察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5 月期间，在我院妇产科门诊就诊的 253 例健康妊娠期女性患

者（按妊娠周期分为：早期妊娠组 104 例，中期妊娠组 73 例，晚期妊娠组 76 例；按妊娠年龄分

为：≤30 岁组 136 例，>30 岁组 117 例），选取同期年龄相匹配、健康查体非妊娠女性 50 例作为

对照组，观察不同妊娠期 D-二聚体水平（D-dimer，D-D）、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

PT）、活化部分凝血酶时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APTT）、纤维蛋白原含量

（fibrinogen FIB）的变化。 

结果  妊娠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T、APTT 时间缩短，FIB 和 D-D 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中期妊娠和早期妊娠比较，FIB 和 D-D 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PT、APTT、无明显差异（P>0.05）。晚期妊娠和中期妊娠比较，PT 时间进一步降低，FIB、D-D

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PTT 无明显差异（P<0.05）。晚期妊娠和早期妊娠比

较，PT、APTT、明显减少，FIB、D-D 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妊娠年龄≤30 岁和>30 岁女

性的 D-D、PT、APTT、FIB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987 

 

结论 D-D、PT、APTT、FIB 与正常女性比较有显著性差异，且随着妊娠期的进展，FIB、D- D 在

体内含量逐渐增加，而 PT、APTT 逐渐降低；但升高或降低程度均与年龄无关。 

 
 

PU-1673 

原发性肝癌合并巨球蛋白血症一例 

 
宋宇 

威海市立医院,264200 

 

目的  临床上，原发性肝癌与巨球蛋白血症并发的病例十分罕见，在工作中发现此病例

一例，报告如下。 

方法  对患者进行血常规、骨髓穿刺检查、外周血免疫分型、外周血免疫固定电泳，以明确该原发

性肝癌患者是否并发巨球蛋白血症。 

结果   血常规检查结果为白细胞数 21.9*10^9/L，淋巴细胞总数 17.6*10^9/L，单核细胞总数

1.2*10^9/L，红细胞数 3.5*10^12/L，血红蛋白 105g/L，血小板数 122*10^9/L,不能除外淋巴瘤，对

患者进行骨髓穿刺检查，骨髓穿刺示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该患者考虑 B 细胞慢性淋巴细胞增殖性

疾病，建议外周血免疫分型，外周血免疫固定电泳。外周血免疫分型：1、各群细胞占有核细胞比

例，淋巴细胞 82.9%，单核细胞 1.9%，粒细胞 13.5%。2、CD19+细胞占有核细胞的 57.5%。3、

在 CD45/SSC 及 CD45/CD19 点图上设门分析，可见一异常细胞群体，约占有核细胞的 57.7%，

强表达 CD45，表达 CD19、CD20、CD22、HLA-DR、FMC7，少量表达 CD38，不表达 CD5、

CD10、CD23、CD103、CD56。患者外周血免疫固定电泳：IgM-kap 型 M 蛋白血症，IgM 免疫球

蛋白 M30.7g/L，脾大，明确诊断为“巨球蛋白血症”。 

结论  巨球蛋白血症临床少见，并且与多种疾病的鉴别诊断较困难，临床医生认识不足，不易引起

重视。因此在本病的诊断中，不应忽视必要的医技检查，需要重视血液、骨髓涂片检查以及血清中 

IgM 水平的明显增高等典型的巨球蛋白血症的特异性检查，再结合患者典型症状、体征可避免误诊. 

 
 

PU-1674 

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和 AFP 联合检测 

在原发性肝癌早期诊断中的临床价值研究 

 
刁莹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比较肝癌、肝硬化、肝炎及健康对照者外周血液中的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的比值

（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NLR），并分析 NLR 与 AFP 联合应用在原发性肝癌早期诊断中

潜在的临床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2015 年我院经临床病理诊断为原发性肝癌的患者 106 例，按照巴塞罗那

肝癌中心（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BCLC）分期，49 例属于早期原发性肝癌（第 0~A

期），57 例属于中晚期原发性肝癌（第 B~D 期）；被诊断为肝硬化的患者 53 例、病毒性肝炎的

患者 36 例及 80 例健康的对照者，根据临床血常规检测得到 NLR，分析原发性肝癌早期、中晚

期、肝硬化、肝炎患者中的 NLR。 

结果  早期肝癌组患者的 NLR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没有统计学意义；中晚期肝癌组患者 NLR 与对照

组相比，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单独检测外周血中 NLR 和 AFP 对原发性肝癌诊断的敏感度分别是

32.8%和 61.8%，特异度分别为 95%和 97.5%。两者联合检测（平行试验）时，敏感度和特异度

分别为 72.3%和 89%，提高了单独应用 AFP 的敏感度；两者联合检测（系列试验）时，灵敏度为

17.7%，特异度为 99.8%，提高了单独应用 AFP 检测的特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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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NLR 不能作为原发性肝癌的早期诊断指标；但对中晚期原发性肝癌诊断具有较重要意义，且

NLR 和 AFP 联合应用可以提高对中晚期原发性肝癌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PU-1675 

广州白云区部分地贫患者基因分析与实验室筛查指标在地贫诊断

中的应用评价 

 
张战锋,周迎春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目前广州白云区部分人群中 α、β 地中海贫血患者基因突变类型、基因携带率及其特征,

探讨多项实验室指标对筛查地中海贫血（以下简称地贫）患者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4 月至 2017 年 5 月期间我院 2278 名贫基因检查患者数据，分析总体地

贫基因发病率，基因类型及比例。对地贫基因检测阳性患者的其他实验室指标进行统计学分析，分

析其地贫筛查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结果  （1）2278 名患者中筛选出地贫患者 1075 例，阳性率 49.74%。其中 α 地贫患者 636 例，

阳性率为 27.92%；β 患者 410 例，阳性率为 18.00%；α 并 β 地贫患者 29 例，阳性率为 1.27%。

（2）MCV、MCH 单独诊断地贫的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 67.55%、88.56%、91.89%、58.71%；

HbA2 单独诊断 α 地贫为 37.59%、86.69%；HbA2 单独诊断 β 地贫 82.66%、99.89%。(3)MCV、

MCH、HbA2 联合诊断 β 地贫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 97.34%、98.26%、95.81%；SI 与 TS 联合

诊断 β 地贫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 93.33%、91.94%。MCV、MCH 和 HbA2 联合诊断 α 地贫灵敏

度、特异度分别为 52.28%、87.03%；MCV、MCH、HbA2、SI 与 TS 联合诊断 α 地贫灵敏度、特

异度分别为 74.58%、61.32%。（4）MCV+MCH+HbA2 与 MCV+MCH+HbA2+SI+TS 对 α 地贫的

ROC 曲 线 图 下 面 积 分 别 为 0.82 、 0.888 （ p<0.001 ） ;MCV+MCH+HbA2 与

MCV+MCH+HbA2+SI+TS 对 β 地贫分别为 0.94、0.991（p<0.001)。 

结论  仍需加大对本地特定人群的地贫基因筛查力度和对地贫知识的宣传。血常规中 MCV 等指标

的单独应用对于地贫患者的筛查具有较高的敏感性，但是特异性较低；多项指标的联合检测在地贫

筛查中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PU-1676 

Increased NGAL level associated with iron store 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 with anemia 

 
daiju xiang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al 

 
Objective An iron scarcity often occurs 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 Neutrophil gelatinase-
associated lipocalin (NGAL), a biomarker of acute kidney injury, is associated with iron 
metabolism. The present study determin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erum NGAL and iron status 
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 with anemia. 
Methods A total of 154 adult CKD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nemia and without anemia groups. 
The anemia groups were further sub-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ased on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iron deficiency, defined as a transferrin saturation (TSAT) <20%. The NGAL was measured for 
all the 154 patients, and the possible relationships with iron status were analyzed. 
Results 27.7% patients with TSAT <20% presented lower hemoglobin, serum iron, serum ferritin, 
and higher NGAL values than those without iron deficiency. NGAL was inversely correlated with 
hemoglobin, hematocrit, MCV, MCH, serum iron, and TSAT. NGAL adequately diagnos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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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of iron deficiency among CKD patients by ROC analysis. The optimal NGAL cut-off value 
able to identify iron deficiency was found to be >244.8 ng/mL, with 73.01% sensitivity and 68.29% 
specificity. 
Conclusions CKD patients with anemia presented altered NGAL values as this protein is 
involved in the maintenance of iron balance. Thus, NGAL might be proposed as a new tool for 
assessing the iron deficiency and in the management of iron therapy for CKD patients. 
 
 

PU-1677 

调节精子功能信号转导通路的新认识 

 
向代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调节精子功能信号转导通路中，涉及到蛋白质 Ser/Thr 和酪氨酸磷酸化详细的分子机制在以

前已作了综述。 

方法  本文重点描述近 10 年来关于调节精子功能的激酶途径。AMPK 是一种细胞能量传感激酶，

于 2012 年在哺乳动物精子中鉴定，被认为是精子功能调节所必须的。本文综述关于 AMPK 活化相

关的信号通路，包括 PKA, CaMkkα/β, PKC，以及上游调节信号 Ca2+、cAMP。 

结果  一些细胞应激的刺激反应，如高渗，线粒体活化抑制，细胞内 Ca2+减少等，都可以极大活化

精子 AMPK。另外，AMPK 在哺乳动物精子功能调节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如精子运动，活力，线

粒体膜电位，膜的组织与流动，精子顶体外膜的完整性等。 

结论  当精子通过女性生殖管成功授精时，上述过程都是在精子的波动环境下进行的。AMPK 在人

工授精中得到应用，精子保存于 17℃时，AMPK 活性极大增加(在第 7 天达到最高)，这样对于维持

前述的精子生理功能是很有必要的。 

 
 

PU-1678 

Sysmex XN-9000 全自动血细胞 

分析仪血小板聚集的 Q-Flag 报警可靠性分析 

 
刁莹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探讨 Sysmex XN-9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对血小板聚集的 Q-Flag 报警的可靠性。 

方法  连续随机选取 2016 年 7 月至 12 月在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住院及门诊部患者的静脉

血抗凝标本（抗凝剂为 EDTA-K2）219 例，用 Sysmex XN-9000 血细胞分析仪按常规进行检测并

进行手工染色镜检，比较仪器报警与手工镜检的差异。 

结果  在与“金标准”人工显微镜检的配对分析中，Sysmex XN-9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对血小板

聚集 Q-flag 报警提示的灵敏度（真阳性率）为 92%，特异度（真阴性率）为 72%，阳性预测值

为，阴性预测值为。 

结论  Sysmex XN-9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可作为临床检验过程中的参考，但仍不能完全取代人

工显微镜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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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79 

上海不同等级医院血常规结果一致性研究 

 
诸佩超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了解上海不同等级医院血常规结果的一致性，为血常规结果互认提供依据。 

方法  将 2 个批号弱固定处理新鲜全血样本发放至不同等级医院临床实验室，要求每个批号样本重

复测试 5 次，对血常规回报结果（包括白细胞 WBC、红细胞 RBC、血红蛋白 Hb、红细胞比容

HCT、血小板 PLT）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不同等级医院临床实验室 2 个批号 WBC 计数结果变异系数（CV）为 3.80%～6.11%；RBC

计数结果 CV 为 1.22%～2.72%；Hb 计数结果 CV 为 0.96%～2.87%；HCT 计数结果 CV 为

2.54%～4.05%；PLT 计数结果 CV 为 3.21%～7.25%。 

结论  上海地区公立医院尤其是二级甲等以上医院临床实验室血常规结果总体上具有较好的可比性

和一致性。 

 
 

PU-1680 

血浆脂蛋白磷脂酶 A2、同型半胱氨酸与白介素-6 

与急性脑梗死患者中的相关性研究 

 
马淑青 

威海市立医院,264200 

 

目的  通过检测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中的血浆脂蛋白磷脂酶 A2（LP-PLA2）、同型半胱氨酸(HCY)

与白介素-6(IL-6)水平，探讨其在急性脑梗死患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 125 例急性与 30 例正常体检健康人为研究对象，根据脑梗死灶体积与神经功能损失程

度对脑梗死患者进行评分分组，采用酶联免疫法（ELISA）测 LP-PLA2；化学发光法测 HCY、IL-

6，同时检测两组的 CHO、TG、HDL、LDL、UA 及 Fig。 

结果  病例组血清中的 LP-PLA2、HCY、IL-6 的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梗死灶体积越

大，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越高，LP-PLA2 、HCY 及 IL-6 水平越高。重、中度与轻度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在脑梗死的传统因素中， LP-PLA2 与 CHO、LDL 呈正相关（r 分别为

0.920、0.900，P 均<0.05）,与 HDL 负相关（r=-0.810，P<0.05）两组 HCY 与 UA、Fig 呈正相关

（r 分别为 0.108、0.102，p 均<0.05）。 

结论  血清中 LP-PLA2 、HCY 及 IL-6 水平与急性脑梗死患者密切相关，联合检测三者为急性脑梗

死的预防、诊断及评价患者病情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PU-1681 

脐血与成人外周血中淋巴细胞分泌细胞因子能力的分析 

 
安佳佳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256600 

 

目的  探讨脐血与成人外周血中淋巴细胞分泌细胞因子能力的关系。 

方法  2011 年 6 月—2014 年 6 月，从该院选取 60 例健康产妇志愿者和召集 60 例正常志愿者，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作为临床研究对象。取 60 例健康产妇志愿者分娩后的脐带血进行研究，同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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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例正常志愿者的外周血进行研究，将两组志愿者的淋巴细胞分泌细胞因子能力进行对比，并分

析讨论。 

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志愿者在经过淋巴细胞分泌细胞因子能力的观察后，其中观察组淋巴细胞分

泌细胞因子能力低于对照组(如脐血和成人外周血 IFN-γ、TNF-α、TNF-α、IL-2、IL-4 的 t 值分别

为 46.7382、65.267 7、54.904 3、18.404 6, P<0.05)。 

结论  脐血与成人外周血中淋巴细胞分泌细胞因子能力相比较，在一定范围内充质干细胞和淋巴细

胞分泌细胞因子能力有关，对植物血凝素诱导的淋巴细胞增殖具有抑制作用。 

 
 

PU-1682 

两种检测 HLA-B27 抗原试剂盒的比较 

 
张静文 1,2,陈秋玲 3,潘建华 1,2,郑倩 1,李明敏 1 

1.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510000 

2.广州医科大学金域检验学院 

3.广东医科大学 

 

目的  以序列特异性引物—聚合酶链式反应(Polmerase chain reaction sequence specific primers 

PCR-SSP) 法为参考，比较两种检测人类白细胞分化抗原 B27（human leucocyte antigen B27，

HLA-B27）的试剂盒检测结果的一致性，探讨贝克曼库尔特新研制的 DuraClone 干粉 B27 试剂盒

在 HLA-B27 检测中的应用价值和前景。 

方法  采用市面上常用的经 CFDA 认证的试剂盒 A(下述简称试剂 A)及贝克曼库尔特新研制的

DuraClone 干粉 B27 试剂盒对已使用 PCR-SSP 方法测定的 106 例临床全血样本进行 HLA-B27 检

测，根据 PCR-SSP 结果及临床诊断，分别计算这两种体外诊断试剂盒的灵敏度，特异性及阴阳性

预测值以进行比较。 

结果  经 PCR-SSP 检测的 50 例阳性，56 例阴性全血标本中，试剂 A 和 DuraClone B27 试剂盒检

测 结 果 的 灵 敏 度 ， 特 异 性 以 及 阴 阳 性 预 测 值 分 别 是

1.000,1.000;0.982,1.000;1.000,1.000;0.980,1.000,两两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应用卡方检验进行统计，使用这两种试剂盒检测的结果虽然存在差异，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DuraClone B27 试剂盒与试剂 A 具有相似的灵敏度，但特异性更好，且标本制备和操作更简

便，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和前景。 

 
 

PU-1683 

胃癌并发急性非淋巴细胞性白血病附一例分析 

 
徐建利 

威海市立医院,264200 

 

目的  对一胃癌并发急性非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患者进行病例分析及骨髓染色体、融合基因、免疫分

型等检查。 

方法  分析了该患者血常规结果，并进行了外周血细胞图片、骨髓染色体、融合基因、

骨髓细胞免疫学检查等检查。 

结果  骨髓穿刺及骨髓细胞免疫学检查结果提示 AML-M5b,与患者病史及临床表现符合，结合患者

既往恶性肿瘤反复化疗、白细胞及血小板减少病史，确诊为反复化疗后继发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

病。 

结论  本例属实体瘤术后化疗并发的急性白血病，其发生与化疗有直接关系，但不能除外双重癌的

可能性。白血病与实体瘤同时发生的病例很少见，有人提出它们存在共同的病因，已证实逆转录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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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为致瘤病毒，推测两种肿瘤同时发生为 C 型 RNA 病毒同时作用于不同组织引起两种肿瘤同时发

生。 

 
 

PU-1684 

新红细胞参数筛查妊娠期地中海贫血的临床意义 

 
张丽梅 1,肖婷婷 1,2,谭惠明 1,唐慧琴 1,张东梅 1,刘玉仪 1,黄淑洪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2.广州医科大学 

 

目的  探讨新红细胞参数低血红蛋白浓度（LHD%）、红细胞体积因子（RSF）、小细胞贫血因子

（MAF）、红细胞平均分布宽度标准差（RDW-SD）、网织红细胞分布宽度标准差（RDWR-

SD）、网织红细胞分布宽度（RDWR）在筛查妊娠期地中海贫血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取经地中海贫血基因检测确诊为地中海贫血的孕妇患者，其中 α 地中海贫血组 52 例、β 地

中海贫血 21 例，及经地中海贫血基因检测为正常的健康孕妇 60 例进行血液学新参数检测。应用统

计学软件分析结果，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结果  α 及 β 地中海贫血组的 LHD%、MAF 和 RSF 与健康对照组的均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MAF、LHD%和 RSF 诊断 α 地中海贫血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51、0.848、

0.941；诊断 β 地中海贫血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49、0.915、0.967。 

结论  新红细胞参数 LHD%、RSF、和 MAF 在筛查妊娠期地中海贫血有临床应用价

值，可以提高地中海贫血的筛查率。 

 
 

PU-1685 

临床肝癌患者 PD-L1 表达水平与索拉非尼药效的相关研究 

 
牛蕾蕾,王传新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肝癌发病率位居全球癌症前列，临床试验表明多靶点激酶抑制剂索拉非尼（sorafenib）是唯

一可以有效延长中晚期肝癌患者总生存期的药物，遗憾的是，大多数肝癌患者对索拉非尼存在原发

性耐药，大大降低了索拉非尼的临床疗效和利用率，加之该药价格昂贵，因此，找到可以指示索拉

非尼药效的肿瘤分子标记物变得尤为重要。 

方法  在本研究中，我们搜集了 54 例于 2010-2012 年间经手术切除后接受索拉非尼化疗的肝癌患

者的临床资料，利用免疫组化技术检测肝癌组织中 PD-L1 的表达水平，并将染色结果划分为阴

性，弱阳性，阳性与强阳性，将阴性与弱阳性的肿瘤组织定义为 PD-L1 低表达，阳性与强阳性的

肿瘤组织定义为 PD-L1 高表达，利用生存分析观察索拉非尼在 PD-L1 表达水平不同的肝癌患者中

的疗效。 

结果  约 27.8%（15/54）的患者肿瘤组织为 PD-L1 低表达，72.2%（39/54）的患者肿瘤组织为

PD-L1 高表达。在 PD-L1 低表达组，患者总生存期为 15.6 个月； 而在 PD-L1 高表达组，患者总

生存期为 12.7 个月。生存分析结果显示该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PD-L1 或许可以作为潜在的肿瘤分子标记物，有助于临床医生将对索拉非尼敏感的患者从中

筛选出来，进而接受有效的治疗，检测肿瘤组织中 PD-L1 的表达可以预测患者对索拉非尼的敏感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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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86 

The senescence-associated secretory phenotype induced 
by ID1-p16 axis contributes to sorafenib resistance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Leilei Niu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Sorafenib is the only approved drug for the treatment of advanc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However, its efficacy is largely limited by the emergence of primary and/or 
acquired resistance. Senescence-associated secretory phenotype (SASP)-mediated chemo-
resistance has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but never revealed in HCC.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SASP on sorafenib resistance in HCC. 
Methods The cytotoxicity of sorafenib in five HCC cell lines was determined by MTT assay. HCC 
cells or tissues were stained with senescence- associated β-galactosidase. Secreted IL6 proteins 
were measured using ELISA. Nude mice xenograft assay was also employed. 
Results Initially, we noticed that HCC cells with a strong SASP exhibited a low sensitivity to 
sorafenib. Further in vivo and in vitro studies demonstrated that such a primary resistance was 
resulted from ID1-mediated activation of p16/IL6 axis. Overexpression of ID1 or IL6 blocking in 
sorafenib-resistant HCC cells c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cytotoxicity of sorafenib. Moreover, 
SASP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acquired resistance in cells received long-term exposure to 
sorafenib. In acquired sorafenib- resistant cells, ID1 low expression, p16/IL6 axis up-regulation 
and AKT phosphorylation activation were observed. A reduced cytotoxicity of sorafenib was 
detected when sorafenib- sensitive cells incubated with conditioned media from the resistant cells, 
accompanied by the stimulation of AKT phosphorylation. The reversal of sorafenib resistance 
could be achieved through ID1 overexpression, IL6 blocking and AKT pathway inhibition. 
Conclusions Our study reveals that ID1-induced SASP is responsible for sorafenib resistance. 
ID1 was identified as a pre- treatment marker to determine HCC patients who may be more 
responsive to sorafenib. 
 
 

PU-1687 

老年肺炎患者中 D-二聚体与降钙素原 

及中性粒细胞的相关性及临床意义 

 
吕士玉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老年肺炎患者外周血中 D-二聚体（D-dimer，D-D）与中性粒细胞比例（ proportion of 

neutrophils，N%）和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 ，PCT）的相关性及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2 月在我院进行治疗的老年肺炎患者 56 例作为观察组，选取同

期健康体检的健康老人 100 例作为对照组。两组研究对象，采集空腹静脉血，检测 D-二聚体（D-

D）、降钙素原（PCT）水平、白细胞计数（WBC）和中性粒细胞比例（N%），分析上述指标在

两组人群中的变化及相关性。 

结果  ①老年肺炎组与健康对照组相比，D-D、PCT、WBC 和 N%均升高（P<0.01）；②老年肺炎

组中，D-D 与 PCT、N%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性； 

结论  在老年肺炎患者，随着炎症程度升高（炎症生物标志：降钙素原水平、白细胞计数及中性粒

细胞比例），血栓风险增加（D-二聚体增高），及时检测 D-二聚体，采取干预措施，有助于减少

血栓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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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88 

环状 RNA Cir-ASXL2 调控结直肠癌细胞增殖的分子机制 

及其临床应用 

 
谢艳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结直肠癌是人类高发恶性肿瘤，大多数患者发现肿瘤时已处于中晚期，因此探讨结直肠癌发

生发展机制及寻找结直肠癌早期诊断标志物意义重大。本课题采用芯片技术筛选出结直肠癌组织中

显著高表达的环状 RNA Cir-ASXL2，分析 Cir-ASXL2 调控结直肠癌细胞周期和增殖的作用机制，

为结直肠癌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新的潜在靶标。 

方法  分别沉默和过表达 Cir-ASXL2，结合 pull-down 实验等分子生物学技术论证 Cir-ASXL2 对细

胞周期和增殖的影响；检测 miR-500a 在结直肠癌组织中的表达规律，沉默和过表达 miR-500a 后

检测 CDK6 的表达，分析细胞周期和增殖的变化；采用生物素标记的 DNA 探针特异性的 pull-

down，RT-PCR 和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Cir-ASXL2 是否结合 miR-500a，设计挽救策略，分别过表

达 miR-500a 和 Cir-ASXL2，沉默 Cir-ASXL2 和 miR-500a，检测 CDK6 表达水平以及细胞周期和

增殖变化；最后扩大样本数，分别检测 200 例结直肠癌患者和健康对照 Cir-ASXL2 的表达规律，

结合临床病理资料，建立 Logistic 回归模型，采用 ROC 曲线评价 Cir-ASXL2 作为结直肠癌早期诊

断标志物的诊断效能。 

结果  干扰 Cir-ASXL2 的表达可导致结直肠癌细胞 G1 期阻滞、并抑制细胞增殖和克隆；Cir-

ASXL2 可以与 miR-500a 结合，使 miR-500a 对 CDK6 的下调作用受到抑制；ROC 曲线分析

Logistic 的诊断效能，结果显示结直肠癌标本的 ROC 曲线下面积达 0.876（95％CI：0.724～

0.924）(P<0．001)。 

结论  在结直肠癌组织中高表达的 Cir-ASXL2 可竞争性的与 miR-500a 结合，解除 miR-500a 对

CDK6 的抑制作用，进而发挥调控细胞周期和增殖的生物学功能，且 Cir-ASXL2 可作为早期鉴别诊

断结直肠癌的一类新型肿瘤标志物。 

 
 

PU-1689 

刮取法和微量管吸取法对儿童末梢血血常规结果的影响分析 

 
徐万菊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250000 

 

目的  分析和比较两种采集方式对儿童末梢血血常规结果的差异。 

方法  同时采用微量管吸取法和抗凝管直接刮取法采集同一患儿的末梢血后，在同一台全自动血液

分析仪上进行血常规检测，比较两种采集方式对 WBC、RBC、Hb、PLT 四项参数的影响，并对仪

器提示血小板聚集的报警信息进行分析，并根据检测结果划分为高于正常生物参考区间组、正常

组、低于正常生物参考区间组，进一步分析两种采集方式对上述四个参数的影响。 

结果  ①通过抗凝管直接刮取法采集的末梢血测得的 WBC、Hb、PLT 明显高于微量管吸取法

（P<0.05），而 RBC 差异较小（P<0.05）。②依照生物参考区间划分为三组后，WBC 仍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RBC 不具有统计学（P>0.05），Hb 仅在低于生物参考区间组中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PLT 在正常组和低于生物参考区间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③两种采

集方式中，抗凝管直接刮取法采集的末梢血检测时出现血小板聚集报警的次数明显高于微量管吸取

法。 

结论  两种采集方式对血常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通过微量管吸取法采集的末梢血受到的影响更

少，结果更可靠，准确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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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90 

便隐血（胶体金法）实验呈阳性反应的相关影响因素 

 
李金玲,安帅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256600 

 

目的  大便隐血试验(fecal occult blood test ,FOBT)是临床检查消化道出血的常规诊断试验,也是筛

查消化道恶性肿瘤的有效手段；对大便隐血常规检测方法的研究，不仅可以让大便隐血实验的检测

结果更加准确，提高检验结果的准确率，更能有效提升疾病诊断的整体水平。 

方法  本次实验对便隐血（胶体金法）实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规范化操作进行研究，来验证不规

范化操作是否对已知呈阳性的标本产生影响。研究过程利用控制变量法，分别设计四个变量：实验

用大便量（Experimental stool volume），稀释大便用蒸馏水量（Dilute the amount of distilled 

water），反应环境温度（Reaction temperature）以及试纸条反应时间（Test strip reaction 

time），实验过程中总保持其他条件相同，只变换其中一个实验条件,利用统计学方法将得到的相关

数据整理分析并得出结论。 

结果  实验中所设计的四种不规范操作对实验结果均未产生明显影响。 

结论  通过本次研究，得出结论：便隐血（胶体金法）实验检测过程中，所设计的四种不规范操作

对已知呈阳性标本的检测结果未产生明显影响。 

 
 

PU-1691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MB-based MALDI-TOF MS i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Ting Zhang,Nana Wang,Xinyan Jing,Chengjin Hu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General Hospital of Jinan Military Command Region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assess the overall diagnostic accuracy of magnetic beads-based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MB-based MALDI-
TOF MS) in identifying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 
Methods The PubMed/Medline, EMBASE, Cochrane Library, Science Direct, Google Scholar,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database and Wanfang Med Online were searched for 
potential studies to 30 January 2018. Articles were screened manually based on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likelihood ratio or other indices reflecting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MB-based MALDI-TOF MS for ESCC were pooled and calculated.  
Results 16 studies involving 1006 individuals were included. The value of pooled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likelihood ratio (PLR), negative likelihood ratio (NLR) and diagnostic odds ratio 

(DOR) were 0.95 (95% CI: 0.90-0.98), 0.94 (95% CI: 0.90-0.96), 15.45（95%CI: 8.93-26.72）, 

0.05 (95%CI: 0.03-0.10), 295.04 (95%CI: 103.79-838.71), respectively. The area under the 
summar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SROC) curve was 0.98.  
Conclusions MB-based MALDI-TOF MS could be an effective technique with high diagnostic 
accuracy for ES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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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92 

An enzyme-free and label-free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biosensor for ultrasensitive detection of fusion gene based 

on DNA self-assembly hydrogel with streptavidin 
encapsulation 

 
Bin Guo,Shijia Ding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In this research, an enzyme-free and label-free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SPR) 
biosensing strategy has been developed for ultrasensitive detection of fusion gene based on the 
heterogeneous target-triggered DNA self-assembly aptamer-based hydrogel with streptavidin (SA) 
encapsulation.  
Methods In the presence of target, the capture probes (Cp) immobilized on the chip surface can 
capture the PML/RARα, forming a Cp-PML/RARα duplex. After that, the aptamer-based network 
hydrogel nanostructure is formed on the gold surface via target-triggered self-assembly of X 
shaped polymers. Subsequently, the SA can be encapsulated into hydrogel by the specific 
binding of SA aptamer, forming the complex with super molecular weight. Thus, the developed 
strategy achieves dramatic enhancement of the SPR signal. 
Results Using PML/RARα “S” subtype as model analyte, the developed biosensing method can 
detect target down to 45.22 fM with a wide linear range from 100 fM to10 nM. The excellent 
performance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admirable signal-to-noise ratio, outputting great amplified 
SPR signal based on the target-triggered formation of super molecular weight complex on the 
gold surface with almost negligible background in the absence of target. Simultaneously, the 
developed biosensing method also shows good specificity and precision (CV of intra-assay: 
2.11%; CV of inter-assay: 3.26%). More importantly, the clinical PCR products of PML/RARα 
have been successfully identified by the developed biosensing method, demonstrating the 
practical capability of the method.  
Conclusions It is worth pointing out that the proposed biosensor presents a pragmatic platform 
towards high efficiency detection for a variety of fusion gene in clinical diagnosis. 
 
 

PU-1693 

CD27 及 CD28 在多发性骨髓瘤中的表达及意义 

 
张宏,方媛,范银银,李晓晨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215000 

 

目的  检测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MM)患者浆细胞膜表面免疫标志物 CD27 及 CD28 的

表达情况，分析 CD27 及 CD28 表达与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临床及生物学特征的关系，从而评估

CD27 和 CD28 对疾病的诊断、疗效监测及预后判断等方面的价值 

方法  用多参数流式细胞术(flow cytometry;  FCM)检测 85 例初诊多发性骨髓瘤患者浆细胞表面

CD27 及 CD28 抗原表达情况，分析 CD27 及 CD28 的异常表达与 MM 患者临床指标及反映 MM 疾

病进展指标的关系。同时分析 CD27 及 CD28 表达对 MM 患者总缓解率（ORR）的影响。 

结果  85 例 MM 患者中 CD27 及 CD28 的阳性率分别为 25.9%及 21.1%，而反应性浆细胞增高者

CD27 及 CD28 的阳性率分别为 80.8%及 11.5%，两组间有显著性差异（P<0.001）。CD27 的表

达与 MM 患者临床特征及疾病进展指标均无相关性（P>0.05）。CD28 的表达与 MM 患者肌酐水

平呈正相关（r=0.277,P<0.05）,而与其他临床指标无明显相关性（P>0.05）。CD27+组 MM 患者

治疗总缓解率 100%，高于 CD27-组（70.5%），但无显著性差异（P>0.05）;CD28+组 MM 患者

治疗总缓解率 62.5%，低于 CD28-组（93.8%），但无显著性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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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流式细胞术检测 CD27 及 CD28 对于 MM 的辅助诊断有重要意义，CD27 及 CD28 的表达对

于 MM 预后的判断有一定的价值。 

 
 

PU-1694 

Hsa_circ_0001275: a potential novel diagnostic biomarker 
for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Kewei Zhao1,Qing Zhao1,Zhaodi Guo3,Zhixiang Chen1,Yanwei Hu2,Jing Su1,Lian Chen1,Zhiliang He1,Xiuping 

Cai1,Minyuan Chen1,Lei Zheng2,Wen Wang2,Qian Wang2 

1.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2.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3.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Objective Background/Aims:Circular RNAs (circRNAs) serve as potential diagnostic biomarkers.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identify a potential biomarker from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s) of patients with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PMOP) 
Methods Methods:CircRNA expression in PBMCs from three pairs of samples from PMOP 
patients and controls was initially detected by circRNA microarray. The changes in selected 
circRNAs in PBMCs from 28 PMOP patients and 21 age- and sex-matched controls were 
confirmed using quantitative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 Next, 
samples from 30 PMOP patients and 20 controls were used for further verification. Pearson 
correlation test was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ircRNAs and clinical variables. 
The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was calculat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Results Results:Six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circRNAs were identified by chip microarray analysis, 
of which only hsa_circ_0001275 showed consistency an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qRT-PCR.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age, body weight, height, WBC, lymphocyte and monocyte 
count, bone density, T-score, β-CROSSL, OSTEOC, and TP1NP showed that hsa_circ_0001275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score. ROC curves showed that hsa_circ_0001275 has 
significant diagnostic value in PMOP (AUC=0.759, P<0.001). 
Conclusions Conclusion: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hsa_circ_0001275 may serve as a potential 
diagnostic biomarker for PMOP. 
 
 

PU-1695 

Application of an elevated plasma D-dimer cut-off value 
improves prognosis prediction of lung cancer 

 
Chong Chen,Li Ren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Cancer Institute and Hospital 

 
Objective Patients with malignancy are often accompanied by disorders of coagulation and 
fibrinolysis. Cancer-related hypercoagulation has been reported to b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The plasma D-dimer level,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hypercoagulation, is routinely 
measured to assess cancer-related thrombosis or 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 (DIC). 
Our previous study has shown that the cancer-related thrombosis can be more effectively ruled 
out when the cut-off value for plasma D-dimer was raised up to 981 ng/ml for patients with cancer.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sma D-dimer levels and overall 
survival rate in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value of the elevated plasma D-
dimer cut-off value in prognosis prediction of lung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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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o further substantiate the usefulness of this elevated D-dimer cut-off value in 
prediction of cancer survival, we conducted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153 cases of lung cancer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following data were extracted from participants’ medical record: age, 
gender, smoking status, histology, pathological stage and laboratory examination results 
including platelet count (PLT), the prothrombin time (PT), 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APTT), plasma D-dimer level and the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level (CEA). 
Results In our study,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using the traditional D-dimer cut-off value of 500 
ng/ml,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der, age, smoking status, 
histopathology and overall survival rate between normal D-dimer (≤ 500 ng/ml) and high D-dimer 
(> 500 ng/ml) groups. However, when the cut-off value for plasma D-dimer was set at 981 ng/ml, 
the age distribution of high D-dimer (> 981 ng/m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normal D-dimer (≤ 981 ng/ml) group. Moreover, the overall survival rate in high D-dimer (> 981 
ng/m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in normal D-dimer (≤ 981 ng/ml) group.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increasing the plasma D-dimer cut-off value to 981 ng/ml is more beneficial to 
prognosis prediction in lung cancer. 
Conclusions Increasing the plasma D-dimer cut-off value to 981 ng/ml is more beneficial to 
prognosis prediction in lung cancer. 
 
 

PU-1696 

两种设门方法在多发性骨髓瘤流式细胞术中检测的比较分析 

 
王贤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我们应用流式细胞术对 60 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多发性骨髓瘤细胞进行免疫表型分析，对两

种设门分析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对 MM 细胞的免疫表型进行研究分析，希望进一步提高流式细胞

术在多发性骨髓瘤临床应用中价值。 

方法  选取本院血液科多发性骨髓瘤住院患者作为检测组，血液科非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作为对照

组，抽取患者骨髓，EDTA - K2 抗凝，对骨髓细胞采用直接标记法染色，标记的抗体有 CD45、

CD38、CD138、CD19、CD56、CD20、CD13、CD117、CD28，采用四色流式分析方案检测胞

膜抗原表达，采用四色流式分析方案检测胞膜抗原,用两种设门方案进行免疫表型分析。 

结果  1、CD38/CD45 设门与 CD45/SSC 设门比较，CD38/CD45 设门可以比较清晰的圈出浆细胞

群，有 6 例因为浆细胞比例低而无法使用 CD45/SSC 设门分析。两种设门方法比较，CD138 和

CD56 表达率较高，两种方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CD19、CD20、CD13、CD117、

CD28 的表达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骨髓瘤细胞与正常浆细胞抗原表达, CD38 和

CD138 是鉴别浆细胞的两个特异性标记, 其中 CD138 被认为是浆细胞最特异的指标，CD56、

CD19、CD117、CD28 的表达阳性率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流式细胞术检测骨髓瘤细胞，合理的设门方法是提高敏感性和可重复性的关键，本研究发

现：1、CD38/CD45 设门增加了浆细胞的识别度，减少了污染其它细胞的几率，从而提高了检出敏

感率。2、CD38 和 CD138 是多发性骨髓瘤免疫分型中必不可少的两个标记。CD56, CD19 可以作

为多发性骨髓瘤细胞与正常浆细胞的鉴别依据。CD20、CD13、CD117、CD28 联合检测有助于多

发性骨髓瘤细胞的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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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97 

EB 病毒检测在急性热病患者中的临床检验意义 

 
师迎旭,杜华,韩艳秋 

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010000 

 

目的  探讨 EB 病毒检测对于不同年龄、不同症状发热患者的诊断意义。 

方法  利用中山大学达安基因公司的 EB 病毒核酸扩增荧光定量检测试剂盒检测于 2017 年 1 月 1 日

至 2018 年 2 月 18 日期间进入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就诊的热性疾病患者（N=1858）是否被

EB 病毒感染及病毒载量。 

结果  通过检测发现幼儿（<2 岁）、少儿（2～6 岁）、青少年（7～17 岁）、青年（18～40

岁）、中年（41～65 岁）、老年（>65 岁）急热患者中的 EB 病毒检出率分别为 43.26%、 

49.83%、60.09%、47.29%、59.43%、62.86%，病毒载量≧5000copies/ml 的百分率分别为 31、

29.58、24.31、13.59、20.28、26.67，病毒载量在 500～5000 copies/ml 的百分率分别为 12.26、

20.25、35.78、33.7、39.15、36.19。就诊时有明确体征的患者中 EB 病毒检测率，急性发热病人

为 76.64%，支气管炎为 55.44%，上呼吸道感染为 46.94%，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为 82.22%，

淋巴结炎、淋巴结肿大为 59.18%，颈部淋巴结炎，淋巴结肿大为 77.78%，呕吐、腹泻为 61.29%,

血小板减少为 51.35%，头晕、头痛为 42.86%，嗜睡为 42.86%，惊厥、抽搐为 73.08%，其他

（如血液病等）为 15.79%。 

结论  通过 PCR 检测发现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急性发热患者中 EB 病毒阳性检出率均较高。类似于传

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患者，检测 EBV 病毒血症对于急性发热与呕吐、腹泻、惊厥、抽搐伴发热症

状的患者具有显著的诊断意义。但目前，仍无法根据已有的 EBV 病毒血症数据判定在血液中发现

EB 病毒是否具有临床重要性。因为我们的病原体测试不够全面，特别是因为我们不排除上呼吸道

感染的其他原因。但是其对于伴有不同临床症状（除血液病外）的急性热病患者进行初部排查具有

重要的临床检测意义。 

 
 

PU-1698 

108 例妊娠合并地中海贫血患者相关研究 

 
王丹,周涛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初步调查 2017 年在我院确诊为妊娠合并地中海贫血患者的检出率以及基因型、民族、籍贯

分布情况。探究红细胞参数对妊娠合并地中海贫血与缺铁性贫血进行鉴别的应用价值，建立初步鉴

别公式。 

方法  收集 2017 年来我院产科门诊产检孕妇的相关临床资料和实验室检查结果，将确诊为地中海

贫血的孕妇作为妊娠合并地中海贫血组（A 组），确诊为缺铁性贫血的孕妇作为妊娠合并缺铁性贫

血组（B 组），正常妊娠孕妇作为对照组（C 组）。分析 A 组、B 组、C 组相关红细胞参数，通过

线性回归分析建立鉴别公式。 

结果  （1）妊娠合并地中海贫血 108 例，检出率约为 7.8%。（2）A 组、B 组、C 组间的年龄、孕

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 组、B 组的各红细胞参数与 C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p<0.05）。A 组与 B 组除 MCH（ p=0.066），其它红细胞参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3）红细胞参数对 A 组、B 组进行鉴别的临界值分别为 :RBC4.60×1012/L、

Hb96g/L、Hct0.343L/L、MCV70.3fL、MCHC288g/L、RDW-CV16.90%、RDW-SD43.6fl，红细

胞参数曲线下面积 AUCRDW-SD> AUCRDW-CV> AUCRBC> AUCHb> AUCMCHC> AUCHct> AUCMCV。

（4）建立 A 组、B 组初步鉴别公式为：CF=-32.100-0.123×Hb+0.347×MCV+1.101×RDW-CV。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000 

 

结论  我院产检孕妇合并地中海贫血检出率高，符合云南省地贫民族、地域分布特征；红细胞参数

对妊娠合并地中海贫血与缺铁性贫血鉴别效能依次为 RDW-SD> RDW-CV > RBC > Hb > MCHC > 

Hct> MCV；公式 CF=-32.10-0.123×Hb+0.347×MCV+1.101×RDW-CV 对妊娠合并地中海贫血与缺

铁性贫血鉴别效能高，具有一定临床应用价值。 

 
 

PU-1699 

IQ200 尿液工作站镜检复查规则的建立与评估 

 
张娟安 1,胡友明 2,李承彬 1,彭长华 1 

1.湖北省荆州市中心医院,434000 

2..荆州市沙市区人民医院 

 

目的  建立 IQ200 尿液工作站的整体化分析镜检复查规则。 

方法  分析 IQ200 尿液工作站的整体化分析结果，归纳建立尿液镜检复查规则，并对运用复查规则

前后的临床诊断性试验结果进行评估。 

结果  尿干化学与尿沉渣自动分析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假阳性和假阴性，该实验室针对干扰因素制定

了镜检复查规则如下：①RBC/BLD 任一项或两项阳性，且摄片审核可疑或不能识别的样本；②

WBC/LEU 任一项或两项阳性，且摄片审核可疑、不能识别，或见脓球团的样本；③管型阳性，且

摄片审核可疑或不能识别的样本；④摄片复核见酵母菌、精子的样本；⑤血尿脓尿混浊尿；⑥泌

尿、肾病、心血管病人的样本。经验证，该实验室建立的镜检复查规则复查率为 15.6%，经 u 检验

或 χ2 检验，运用规则后各项临床诊断性试验评价指标均有改善，其中特异度、阳性预测值显著提

高（P＜0.001）。 

结论  该研究为建立实验室镜检复查规则提供了基础性数据，也为尿液整体化分析规则的确立与细

化提供了参考。 

 
 

PU-1700 

Novel Prognostic Scores Based on Plasma Prothrombin 
and Fibrinogen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AFP-negativ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Minjie Mao,Xueping Wang,Shuqin Dai,Wanli Liu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Objective  Non-invasive tools for the prognosis of and alpha-fetoprotein(AFP) negativ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are urgently needed. The present study proposed a prognostic 
system based on preoperative plasma prothrombin time(PT) and fibrinogen(Fbg) (PT/Fbg 
system). 
Methods With respect to AFP-negative HCC, we compared the prognostic value in PT/Fbg 
system, Glasgow prognostic score (GPS) and aminotransferase (ALT)/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ratio(LSR). The present study retrospectively analysed patient 
characteristics, clinicopathological factors, and the level of pretreatment biomarkers (PT, Fbg, 
albumin, C-reactive protein, ALT and AST) in 628 patients with CRC. 
Results atients with increased PT and Fbg levels were allocated a score of 2, patients with only 
one of these abnormalities were assigned score 1, and patients with neither of these 
abnormalities were allocated a score of 0. The discriminatory ability of the PT/Fbg system, GPS 
and LSR were assessed using an ROC curve.The optimal cut-off values of biomarkers were 
determined using ROC analysis, and albumin and C-reactive protein were estimated as descri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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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iously. The following distributions of the PT/Fbg system scores were observed: 187(29.78%) 
patients had a score of 0, 305(30.65%) had a score of1, and 134(22.69%) patients had a 
preoperative score of 2. The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the PT/Fbg system was determined using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cox hazard analyses in AFP-negative HCC.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patients with a higher PT/Fbg systemexhibited worse OS than patients with a lower 
PT/Fbg system. Furthermore, the PT/Fbg system was associated with treatment and exhibited a 
higher AUC value(0.684).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overall survival (OS) was shorter in AFP-negative 
HCC patients with a high PT/Fbg system. Therefore, our study proposes preoperative evaluation 
of the plasma PT/Fbg system to predict the OS of AFP-negative HCC patients. 
 
 

PU-1701 

NK/T 细胞淋巴瘤患者外周血 EB 病毒检测结果及检测价值分析 

 
施雄飞 

云南省中医医院/云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650000 

 

目的  探讨 NK/T 细胞淋巴瘤患者外周血 EB 病毒检测价值。 

方法  收集 2012 年 2 月至 2014 年 4 月在我院进行治疗的 NK/T 细胞淋巴瘤患者 112 例为研究对

象，在化疗前、化疗 2 个周期后、化疗结束后检测患者外周血浆 EBV-DNA。 

结果  NK/T 细胞淋巴瘤患者外周血 EB 病毒检测阳性率为 80.36%，阳性患者外周血 EBV-DNA 拷

贝数范围为 7.2×102～2.9×105copies/ml，中位拷贝数为 2.3×104copies/ml；阳性患者血浆和血清

EB 病毒载量检测结果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阳性患者外周血白细胞者 EB 病

毒载量明显高于血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阳性患者晚期率高于阴性患者，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阳性患者完全缓解率低于阴性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阳

性患者 3 年无病生存率和 3 年总生存率低于阴性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NK/T 细胞淋巴瘤患者外周血 EB 病毒检测能够辅助临床治疗效果的判断，有一定的应用价

值。 

 
 

PU-1702 

DANON 疾病的分子诊断和研究 

 
徐婧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210000 

 

目的  DANON 病是指由基因 LAMP2 突变导致的疾病，是一种罕见的 X 连锁显性遗传性溶酶体

病。男性患者通常表现典型的症状，包括肥厚型心肌病表型、骨骼肌病、智力障碍，女性患者症状

一般出现的很晚，病情更温和。该研究旨在探索 DANON 病患者的遗传背景，得到候选致病突变，

探讨突变相关致病机制，有助于更好的研究 DANON 病的遗传机理。 

方法  针对 1 个家族性肥厚型心肌病患者，应用靶向二代测序（tNGS）技术，靶向心血管疾病相关

基因，设计靶向二代测序数据分析流程和突变筛选流程鉴定候选突变。结合进一步的家系分析，筛

选出候选致病突变。采用实验手段包括 western 技术、X 染色体失活程度分析方法，和蛋白结构模

型分析等，研究突变可能的致病机制。 

结果  在 1 个家族性 HCM 患者中鉴定出共 7 个候选突变，家系分析筛选出候选致病突变 LAMP2-

G93R。该突变为国际上首次报道。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 C21 家系中，4 名家庭成员（Ⅱ2、Ⅱ

3、Ⅱ4、Ⅲ2）携带有 LAMP2-G93R 突变，其中只有Ⅱ4 存在典型肥厚型心肌病表型。两名成员

（Ⅱ3、Ⅱ4）的外周血 western 检测结果显示突变蛋白表达量降低。蛋白建模结果显示突变蛋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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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轻微的影响蛋白质胞内和胞外片段的空间构象。X 染色体失活程度分析结果显示突变携带者Ⅱ2

的 X 染色体偏移失活。 

结论  研究鉴定出 Danon 病致病突变 LAMP2-G93R。该突变能够影响编码蛋白的结构和表达，证

实了 LAMP2-G93R 突变的致病性。X 染色体偏移失活提示 X 染色体偏移失活可能是突变携带者逃

避突变影响的重要机制。 

 
 

PU-1703 

一种基于互联网的细胞形态学培训和评测方法的初步探索 

 
赵强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基于互联网的调查问卷软件，将细胞形态学图片加载入软件中，在细胞形态学培训和评测中

加以运用，初次尝试用信息化的方法实时评测细胞形态学识别情况。 

方法  本次形态学学习班包括现场互动和评测两个环节。第一环节基于互联网软件，将多视野扫描

大图加载在软件中，通过软件发布，实现现场互动。共讨论了 16 个案例，要求进行形态学识别和

病例推断。第二环节评测采用电子答题的模式，分为 ABCD 卷，A 卷为尿液和体液细胞形态学评

测、B 卷为血液细胞形态学评价、C 卷为尿沉渣报告形式阐述、D 卷为 100 个白细胞分类计数识别

及诊断，通过微信二维码扫描进入评测，软件后台对考核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互动环节共计 412 人次参与，并实时展现给学员。评测环节共计 103 人参与，以 A 卷和 B

卷均达到 80 分以上（包含 80 分）为通过评测的评判标准，最终 52 人通过评测。 

结论  改变了传统的形态学培训评测模式，形式多样化，能够与时俱进，提升学员的积极性，并使

授课老师和学员间能够形成有效互动，得到学员的一致好评，但不能有效去除作弊行为。 

 
 

PU-1704 

全自动单核苷酸多态性分析仪 

检测 JAK2 V617F 突变试验的性能评价 

 
马玮哲,康志华,陈宇明,许笑,张心菊,王俨,关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200000 

 

目的  根据 ISO15189 认可要求评价全自动单核苷酸多态性分析仪 i-densy IS-5320 平台检测骨髓增

殖性肿瘤患者 JAK2 基因 V617F 突变。 

方法  仪器性能验证。选择 2014 年 12 月至 2017 年 2 月间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JAK2V617F 突

变阳性外周血标本 20 例，JAK2V617F 突变阴性的外周血标本 20 例，以 TaqMan MGB 探针法实

时荧光定量 PCR 作为对照方法，经测序方法验证评价仪器直接检测全血 JAK2 V617F 突变的准确

性。使用全血样本分别评估检测平台的检测重复性、携带污染与交叉污染，以及抗干扰能力。取

HEL 细胞与 HCT116 细胞为突变型对照和野生型对照，配制 12 种不同突变细胞比例样本进行检

测，以此评价检测突变负荷的能力。 

结果   i-densy IS-5320 平台与 TaqMan MGB 探针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完全一致；批内重

复性与批间重复性为 100%；未观察到携带污染与交叉污染；高胆红素（总胆红素：

>20.4μmol/L）与高甘油三酯（甘油三酯：>1.8mmol/L）血样本对突变检测无明显干扰；该平台能

够稳定检出负荷低至 0.25%的突变。 

结论  i-densy IS-5320 可实现对全血直接进行 JAK2 V617F 基因突变检测，具备较高的灵敏度、准

确度和稳定性，操作简便，能够达到临床对突变的检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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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05 

Sysmex XN、XE 系列及 Beckman Coulter LH 系列 

血细胞分析仪白细胞分类结果符合性的比较分析 

 
李轶勋,郭翀,文清钦,王丽英,康熙林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目的  以人工显微镜白细胞分类法为参考方法，探讨不同厂家、不同原理的血液细胞分析仪对白细

胞分类结果的符合性。 

方法  利用 Sysmex XE-2100 和 XN-9000 及 Beckman Coulter LH75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对 250

例患者 EDTA-K2 抗凝全血标本进行白细胞分类检测，并同时进行涂片人工镜检。以显微镜人工镜

检为标准，利用 spss 统计软件、参照 Rumke 表比较 3 种仪器白细胞分类结果的相关性和符合性。 

结果  对于白细胞分类正常的标本，3 种类型血细胞分析仪与人工显微镜分类所得结果在中性粒细

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及嗜酸性粒细胞中具有较好的相关性（r＞0.92），而嗜碱性粒细胞的相

关性较差（ｒ＜0.58）；3 种类型血细胞分析仪与人工显微镜分类结果的符合率均较高

（≥90%）。对于白细胞分类异常的标本，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嗜酸性粒细胞仍然具有较好的

相关性（r＞0.89），单核细胞（ｒ＜0.71）和嗜碱性粒细胞（ｒ＜0.65）相关性较差；在分类准确

性方面，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符合率较高（≥90%），而淋巴细胞、单核细

胞符合率较差（≤83%）。3 种仪器比较，Sysmex XN-9000 血细胞分析仪与人工镜检的符合率优

于其他两者。 

结论  3 种类型的血液细胞分析仪对于正常白细胞的识别具有良好的相关性和符合率。而对于异常

标本（特别是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比例异常者），需要建立适宜的复检规则以免误诊、漏诊。 

 
 

PU-1706 

苏州地区男性精液质量调查及其影响因素初步分析 

 
虞培娟,臧媛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215000 

 

目的  调查苏州地区男性精液质量情况，并对其生活习惯和职业等影响因素进行流行病调查，进行

初步分析，为男性不育研究提供思路。 

方法  以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男科 498 例门诊患者为研究对象，以精子前向运动率和活率为主要

评价指标分析其精液质量，并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患者生活习惯、职业、以及一般人口学资

料，运用 SPSS16.0 软件对这些数据进行 Logistic 单因素回归分析，筛选出有显著性差异的因素后

进行 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得出影响精液质量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男性精子活率中位数分别为计算机行业 59%、服务业 70%、工程师 62%、工人 66%、司机

58%、销售 63%、普通职员 73%；男性精子前向运动率中位数分别为计算机行业 29%、服务业

51%、工程师 37%、工人 48%、司机 32%、销售 47%、普通职员 62%。回归分析发现长期接触

辐射，吸烟量≥10 支/天，长期熬夜，长期接触高温环境以及经常接触挥发性化学物质和非接触者相

比较有显著差异性（P＜0.05）。经常接触辐射、经常熬夜、吸烟量≥10 支/天是精子活率降低的独

立危险性因素，经常接触高温环境、经常接触辐射、吸烟量≥10 支/天是精子前向运动率降低的独立

危险性因素。 

结论  苏州地区不同行业男性精液质量有差异，长期接触高温环境、接触辐射，吸烟量≥10 支/天、

经常接触挥发性化学物质，经常熬夜会影响精液质量。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004 

 

PU-1707 

细胞形态学联合血液指标鉴别诊断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与巨幼细胞性贫血 

 
陈蓉艳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目的  根据 2016 年 WHO 分型新标准，从临床特点、常用的血液指标以及细胞形态学对骨髓增生异

常综合征（MDS）和巨幼细胞性贫血（MA）进行分析及鉴别。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6 例 MDS 和 28 例 MA 患者的血常规数据、血清铁蛋白（SF）、乳酸脱氢

酶（LDH）、维生素 B12（B12）检测结果，用独立 t 检验比较两组之间有无统计学差异。对 26 例

MDS 及 15 例 MA 患者的骨髓及血细胞形态进行分析，用 χ2 检验比较两组之间有无统计学差异。 

结果  MDS 组和 MA 组的 RBC、MCV 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而 Hb、RDW 差异不具有显著性意

义；MDS 组和 MA 组的 LDH、B12 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而 SF 差异不具有显著性意义。在外周

血细胞形态中 MDS 组和 MA 组的原始细胞、巨红细胞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在骨髓细胞形态中

MDS 组和 MA 组的原始细胞（≥5%）、核浆发育不平衡、（类）巨幼变幼红细胞、环形铁粒幼细

胞、小巨核细胞、单圆核巨核细胞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MDS 组和 MA 组在骨髓细胞形态三系病

态造血比例超出 10%上差异不具有显著性意义。 

结论  联合外周血及骨髓细胞形态学、血液指标，有利于鉴别 MDS 和 MA。 

 
 

PU-1708 

RDW 对慢性心衰患者住院预后的影响 

 
黄丽华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目的  评价平均红细胞分布宽度(RDW)对心衰患者住院预后的影响。 

方法  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依据平均 RDW 水平分为三组。比较其临床特征、住

院治疗经过和主要心脏事件及死亡的发生率；采用 logistic 回归对住院死亡的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分

析。 

结果  三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吸烟史、心力衰竭病因分布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0.05）。三组

患者左心室射血分数分别为(58.34±10.21)%、(53.68±12.80)%、(49.02±13.12)%，存在统计学差

异；随着平均 RDW 升高，心衰恶化、恶性心律失常、住院病死率明显增加（P<0.05）。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显示平均红细胞分布宽度是住院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OR=1.43, 95%CI: 1.04～

2.12; P=0.038）。 

结论  RDW 是慢性心衰患者住院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其对心力衰竭患者住院死亡的预测价值高于

单次的红细胞分布宽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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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09 

光学法计数血小板在 EDTA 依赖性假性血小板减少症中的应用 

 
徐正良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探讨光学法在 EDTA 依赖性假性血小板减少症(EDTA-PDCP)中的应用。 

方法   样本对照研究，结合显微镜复检规则。选取用 Sysmex-XE5000 血细胞分析仪计数

PLT<100×109/L，筛选有 PLT 集聚的标本 44 份。采用阻抗法、光学法、和手工计数分别测定其

PLT 结果，并以病人到检验科现场采集未抗凝标本，用阻抗法测定其 PLT 值为对照，配对 t 检验比

较各计数值的差异。 

结果  以阻抗法测定现场采集的未抗凝血即时测定的 PLT 结果（226.52±67.51）为标准对照，在

30min 之内阻抗法和手工显微镜计数检测结果比较差异都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而光学法在

30min 内的 PLT 测定结果和现场采集未抗凝标本即时测定 PLT 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其 PLT 结果，并以病人到检验科现场采集未抗凝标本，用阻抗法测定其 PLT 值为对

照，配对 t 检验比较各计数值的差异。 

结论  结合镜检筛选以及手工涂片镜检，光学法在 30min 内测定的 PLT 计数结果可以应用于

EDTA—PDCP 血小板数据纠正。当然本研究检测病例较少，对于低值 PLT[1]（PLT<60×109/L），

各方法之间的相关性如何还有待加大样本量的进一步研究。 

 
 

PU-1710 

急性脑卒中血小板参数及纤维蛋白原水平的临床意义 

 
胡玫 

贵州省人民医院,550000 

 

目的  探讨方急性脑卒中患者血小板参数及纤维蛋白原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脑梗死患者 200 例、脑出血患者 200 例和健康者 200 例,患者在入院后 72h 内抽取静脉

血抗凝，患者未接受任何止血凝血药物,检测其血小板（PLT）、血小板体积（MPV）、血小板体

积分布（PDW）及纤维蛋白原（FIB）水平。分析脑梗死患者和健康者、脑出血患者和健康者、脑

梗死患者和脑出血患者在 Fib 及血小板参数四项指标上差异有无统计学意义。以此来探讨疾病的临

床意义。结果脑出血组与健康对照组 PLT、PDW、FIB 明显升高（P<0.05），MPV 明显降低

(P>0.05);脑梗死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PLT、PDW、FIB 明显升高（P>0.05）MPV 明显降低

(P>0.05)；脑梗死组与脑出血组比较 PLT、MPV、PDW、FIB 四项指标无统计学意义。 

结果  ①脑出血组与对照组相比:FIB、PDW 和 PLT 高于对照组(P<0.05)； 

②脑梗死组与对照组:FIB、PDW 和 PLT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③脑梗死组和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血小板增多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升高是发生脑卒中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观察四项指标的变

化对病情的诊断及病情的判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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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11 

南京地区普通人群血液分析指标与糖代谢指标的相关性研究 

 
杨瑞霞 

江苏省人民医院,210000 

 

目的  研究南京地区普通人群血液分析指标与糖代谢指标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7 年 6 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体检中心进行体检的普通人群 1800 例，检

测其 Hb、Hct、HbA1c 及 FBG 水平。 

结果   随 Hb 水平的增高，HbA1c、FBG 水平均呈升高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随

Hct 水平的增高，HbA1c、FBG 水平均呈升高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随年龄的增

加，HbA1c、FBG 水平呈上升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Hb 亦呈上升趋势，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0.05）；Hb 与 HbA1c（r=0.439）、FBG（r=0.495）呈正相关，Hct 与 HbA1c

（r=0.445）、FBG（r=0.465）呈正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 

结论  普通人群中血液分析指标与糖代谢指标具有显著相关性，血液分析指标的病理性升高对早期

预示糖代谢异常的发生发展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PU-1712 

miRNA 在膜性肾病发病机制、诊断及治疗中作用的研究进展 

 
张新鹏,吴丽娜,刘建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110000 

 

目的  已有研究发现 miRNA 与 MN 密切相关，在膜性肾病发生发展中有重要作用，进一步研究

miRNA 在 MN 中的作用有助于实现 MN 的早诊断、早治疗。 

方法  回顾性研究 

结果  肾脏中 miRNA 的异常表达在 MN 发生与发展中可能通过一些途径导致足细胞损伤、凋亡最

后出现蛋白尿，但具体作用机制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发现。 

结论  综上所述，在 MN 的发生发展过程中，miRNA 发挥着重要作用，其通过自身表达量的异常改

变来调控机体 mRNA 的表达，从而导致足细胞损伤或凋亡。miRNA 在肾脏中特异的表达谱提示其

在 MN 的诊断中亦有重要价值，但还需要大量研究来发掘可对 MN 进行辅助性诊断的 miRNA。在

MN 的治疗中，目前通过调节肾脏内表达异常的 miRNA 纠正相应靶 mRNA 的表达来对 MN 进行治

疗的方法还面临许多挑战，需要一定的深入研究才可能应用于临床治疗。 

 
 

PU-1713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Mutation Function of POLD1 
EXON2 c.56G>A in Fanconi Anemia Family 

 
Yu Liu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Xuanwu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45 Changchun Road， 

Beijing 100053， China. 

 
Objective Fanconi anemia (FA) is a kind of gene damage repair deficient disease, while 
DNApolδ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gene damage repair. The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article shows 
that the mutation of POLD1 EXON2 c.56G>A was discovered in the DNA of three of the15 FA 
family members, and the study aims to preliminarily reveal its biological function through the 
functional analysis to POLD1 EXON2 c.56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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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POLD1 over-expression lentivirus stable cell line containing POLD1 EXON2 c.56G>A 
mutation site has been built to take POLD1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 detection, cell growth and 
proliferation ability detection, cell cycle detection and DNA damage and repair ability detection 
under oxidative stress condition. 
Results The POLD1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 in wild group and mutation group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and wild group, the cell growth and 
proliferation curve slope in mutation group is the minimum and the OD value is lower than that in 
wild cell group 24 hours since transfection (T inspection, p<0.05) for a sustained period; the flow 
cytometry result shows that the G0/G1 phase fraction in mutation group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wil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 inspection, p<0.05); the cell S-phase fraction in 
mutation group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wil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 inspection, 
p<0.05); the comet test result shows that the OTM value in mutation group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wild group after H2O2 treatment to cells in each group. 
Conclusions  POLD1 EXON2 c.56G>A mutation has weakened the cell growth and proliferation 
ability, slowed the cell cycle down and reduced the DNA damage repair ability. 
 
 

PU-1714 

肺泡灌洗液中白细胞分类计数和白介素-6 联合检测 

对社区获得性肺炎的诊断价值 

 
张望 1,刘庆香 2 

1.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410000 

2.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 

 

目的  探究肺泡灌洗液的白细胞分类计数及白介素-6（IL-6）联合检测对诊断社区获得性肺炎的价

值。 

方法  收集 60 例社区获得性肺炎（30 例细菌性和 30 例非细菌性肺炎）患者肺泡灌洗液及血清标

本，来源于湘雅三医院。将肺泡灌洗液标本行细胞分类计数；将收集到的肺泡灌洗液和血清的标本

检测其 IL-6 含量。SPSS19.0 统计学软件行数据分析。 

结果  细菌性肺炎组患者与非细菌性肺炎组患者相比较，前者的肺泡灌洗液中性粒细胞百分比、肺

泡灌洗液 IL-6 含量、血清 IL-6 含量都显著高于后者（P<0.05）；同一患者的肺泡灌洗液 IL-6 含量

与其血清 IL-6 含量比较，细菌性肺炎组差异显著（P<0.05），非细菌性肺炎组无统计学差异

（P>0.05）。 感染革兰阴性菌组患者与感染革兰阳性菌组患者进行比较，前者的肺泡灌洗液 IL-6

含量、肺泡灌洗液中性粒细胞百分比都显著高于后者（P<0.05），两组的血清 IL-6 含量无统计学

差异（P>0.05）；肺泡灌洗液中性粒细胞百分比、IL-6 和血清 IL-6 诊断社区获得性肺炎 ROC 曲线

下面积分别为 0.912、0.877、0.661；肺泡灌洗液中性粒细胞百分比>19.5%时，敏感度为 80%，

特异度为 91.2%；肺泡灌洗液 IL-6>14.65pg/ml 时，敏感度为 80.0%，特异度为 90.0%；血清 IL-

6>4.06pg/ml 时，敏感度为 86.7%，特异度为 40.0%；肺泡灌洗液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和 IL-6 在最佳

临界值时，其联合诊断社区获得性肺炎的敏感度为 96.0%，特异度为 82.1%； 

结论  在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中，肺泡灌洗液中 IL-6 含量显著高于血清的 IL-6 含量，能够给临床早

诊断及治疗提供协助。肺泡灌洗液白细胞分类计数、IL-6 联合测定能够区分临床区分社区获得性肺

炎中病原学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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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15 

脑脊液中腺苷脱氢酶，乳酸脱氢酶水平 

和蛋白含量对神经感染疾病的诊断意义 

 
张晓耕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脑脊液中腺苷脱氨酶（ADA）、乳酸脱氢酶（LDH）和蛋白含量（PRO）检测对三种神

经感染性疾病，化脓性脑膜炎，病毒性脑膜炎和结核性脑膜炎的鉴别诊断。 

方法   选择 72 例神经感染患者和 20 例正常对照患者检测脑脊液中 ADA、LDH、蛋白含量进行比

较。 结果  化脓性脑膜炎组 CSF 中 LDH、PRO 较正常对照组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p<0.01）；病毒性脑膜炎组 CSF 中 ADA、LDH、PRO 较对照组轻度增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结核性脑膜炎组 CSF 中 ADA 含量较化脓性脑膜炎组和病毒性脑膜炎组和对照组明显

升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果  CSF 中 LDH 和蛋白含量升高程度化脓性脑膜炎组>结核性脑膜炎>病毒性脑膜炎. 

结论   CSF 中 ADA 升高程度对于结核性脑膜炎的早期快速诊断具有很高的诊断意义，而 LDH 和蛋

白含量的检测对于化脓性脑膜炎，病毒性脑膜炎的的诊断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PU-1716 

网织红细胞判断检验性失血影响程度应用价值 

 
张蕴秀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网织红细胞（RET）在判断检验性失血影响程度中的作用。 

方法   选取自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9 月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住院的 105 例患者为研究对

象，通过 LIS（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aborato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系统记录并患

者的基本情况、日均采血量、血红蛋白（HGB）及 RET 等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不同因素

对 RET 百分率差的影响；采用线性相关分析不同因素与患者住院期间贫血及 HGB 差间的关系。 

结果  住院期间，患者的年龄、首次 HGB 值与 HGB 差具有相关性（P＜0.05）；首次 RET 百分

率、日均采血量与 RET 差具有相关性（P＜0.05）。52 例患者的 HGB 在住院期间呈现先降低后升

高，其中，RET 下降 10 例（19.2%），RET 上升 42 例（80.8%）；35 例患者的 HGB 在住院期

间下降，其中，RET 下降 5 例（14.3%），RET 升高 30 例（85.7%）；18 例患者住院期间 HGB

前后变化范围不大或者呈现上升趋势。 

结论  检验性失血导致患者的 HGB 明显下降，通过 HGB 与 RET 相关指标的联合运用，能更好地

评价检验性失血对患者的影响，指导临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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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17 

血红蛋白测定参考方法测量不确定度的实验研究 

 
许蕾,王青,宋颖,缪颖波,诸佩超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探讨血液学分析中测量不确定度在血红蛋白（Hemoglobin ，Hb）测定参考方法方面的应

用。 

方法  按照国际血液学标准化委员会推荐的 Hb 测定参考方法，在 UV-2550 分光光度计上分别使用

日本临床化学参考物质标准研究院赋值的有证低，中，高三个浓度水平的 Hb 参考物质（标准号：

JCCRM912-2L，JCCRM912-2M，JCCRM912-2H），2017 年上海市医疗机构临床检测实验室第

1 次室间质评中的血细胞分析正确度验证调查样品（批号：20171301，20171302）和新鲜血液共

6 种不同样品进行 Hb 测定参考方法测量不确定度的实验评估，利用相关实验数据和文献资料，按

照国际标准化组织《测量不确定度表述指南》文件中有关测量不确定度的评估方法，计算 Hb 参考

方法测定过程中的不确定度。 

结果  JCCRM912-2L，JCCRM912-2M 和 JCCRM912-2H 三个浓度水平的 Hb 参考物质扩展不确

定度和 95%可信区间（K=2）分别为（78.3±1.0,  136.8±1.8,  179.4±2.2）g/L，20171301 和

20171302 两个正确度验证调查样品的扩展不确定度和 95%可信区间分别为（158.5±1.7, 

112.9±1.3）g/L，新鲜血液的扩展不确定度和 95%可信区间分别为（125.0±1.0 g/L）。 

结论  本实验研究评价了影响参考方法 Hb 测定各分量的不确定度，包括测量重复性，吸光度，Hb

吸光系数，比色杯，定量移液器和容量瓶等因素。其中所占比例最大因素为测量重复性，其次是吸

光度和定量移液器，说明对测量样品的手工稀释加样和测定过程应严格控制，同时建立了 Hb 测定

参考方法测量不确定度评估的数学模型，发现在规定了测量过程和分析样品类型时，不确定度能适

用于所有的测量值，为 Hb 测定从常规检测系统向参考方法和标准化量值溯源研究提供了有效途

径。 

 
 

PU-1718 

肝硬化患者血栓弹力图和常规凝血五项 

检测与 child-pugh 分级及 MELD 评分的相关性分析 

 
李忻 

泰州市人民医院,225300 

 

目的  分析肝硬化不同肝功能分级患者血栓弹力图(thromboelastography）及凝血五项表现。 

方法  肝硬化患者 51 例，肝功能 child A 级 17 例，child B 级 26 例，child C 级 8 例，同时进行了

MELD 评分。监测 3 组 TEG 及凝血五项指标并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①child C 组纤维蛋白原水平、血小板及 TEG 中的 CI、MA 和 Angle 低于 child A 组和 child B

组。而凝血酶原时间（PT）部分活化凝血活酶时间（APTT）和国际标准化比值（INR），D-D 二

聚体，TEG 中的 R 值、K 值高于 child A 组和 child B，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LY30 组间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患者 TEG 参数 R、K、MA 异常率比较，R 异常率为

25%，K 异常率为 82%，MA 异常率为 84%。③患者 TEG 参数与常规凝血五项相关性分析结果。

显示 PLT、FIG 与 K 呈负相关与 Angle、MA、CI 呈正相关（P<0.05）。④患者 child-Pugh 及

MELD 积分与 TEG 相关参数及 PT-INR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 child-Pugh Score 和 MELD Score 与

K 值 PT-INR 正相关（P<0.05）与 MA 负相关（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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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肝硬化患者凝血功能紊乱状况可用 TEG 联合常规凝血五项检测，准确反映体内凝血微平衡的

失衡。肝硬化 child-Pugh 分级及 MELD 评分与 TEG 参数异常幅度密切相关，可间接反映肝硬化患

者病情严重程度，MELD 拟替代 child-Pugh 成为肝硬化主导评分标准。 

 
 

PU-1719 

RASSF1-A 基因甲基化状态分析 

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诊断及鉴别诊断中的意义 

 
康慧媛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 RASSF1-A 基因甲基化状态改变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MDS）诊断与鉴别诊断中的意义，为 MDS 患者的明确诊断进一步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采用亚硫酸氢盐侧序聚合酶链反应（bisulfite sequencing PCR，BSP）方法检测 RASSF1-A

基因在 1 例 MDS 标本，1 例正常骨髓标本（normal bone marrow， NBM）及 1 例再生障碍性贫血

（ aplastic anemia，AA）标本中的甲基化位点阳性频率。同时应用甲基化特异性 PCR

（methylation specific PCR，MS-PCR）方法检测 RASSF1-A 基因在 100 例 MDS、20 例 NBM、

20 例 AA 中的甲基化状态 

结果   MS-PCR 显示 RASSF1-A 基因在 20 例 NBM 组及 25 例 AA 组中呈完全非甲基化状态，甲基

化阳性率均为 0%（0/20,0/25）；在 100 例 MDS 组中甲基化阳性率 17.0%(17/100），其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MS-PCR 显示 RASSF1-A 基因在 16 例低增生性 MDS 组、47 例伴低原始细

胞计数 MDS 组及 19 例伴正常核型 MDS 组中的甲基阳性率分别为 31.25%（5/16），10.64%

（5/47），21.05%（4/19）；低增生性 MDS 组与 AA 组 RASSF1-A 基因甲基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伴低原始细胞计数 MDS 组与 AA 组 RASSF1-A 基因甲基阳性率差异不明显

（p>0.05），伴正常核型 MDS 组与 AA 组 RASSF1-A 基因甲基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MDS 患者骨髓 RASSF1-A 基因启动子区发生了高甲基化状态的改变，而 NBM 及 AA 患者呈

非甲基化状态。RASSF1-A 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状态分析可能成为新的基因标志，协助 MDS 诊断

及鉴别诊断而应用于临床。 

 
 

PU-1720 

恶性黑色素瘤骨髓侵犯 1 例并文献复习 

 
潘玉玲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通过病例报道及文献复习，提高对恶性黑色素瘤骨髓侵犯的形态学认识。 

方法  报道 1 例恶性黑色素瘤的临床特征、实验室检查等临床资料，并进行文献复习 

结果  该例鼻腔黑色素瘤，行骨髓细胞学检查。发现肿瘤细胞累及骨髓，细胞形态与一般的黑色素

瘤细胞形态有所差别。 

结论  恶性黑色素瘤细胞有时并不典型，需结合病人病史考虑。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对疾病诊断予

以帮助。同时辅以病理检查明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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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21 

C 反应蛋白和中性粒细胞碱性磷酸酶染色在 CML 

和类白血病反应鉴别诊断中的意义 

 
潘玉玲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 C 反应蛋白和中性粒细胞碱性磷酸酶染色联合应用在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和类白

血病反应鉴别诊断中的意义。 

方法  采用胶乳免疫比浊法和钙钴发分别对对 40 例类白血病患者、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及正常对

照 40 例分别进行 CRP 和 NAP 进行测定。 

结果  CML 患者 NAP 值和 CRP 值与正常对照均无明显差异（P>0.05）,均明显低于类白血病反应

患者（P<0.01）。CML 患者 NAP 值和 CRP 值与正常对照均无明显差异（P>0.05）,均明显低于类

白血病反应患者（P<0.01）。 

结论  C 反应蛋白和中性粒细胞碱性磷酸酶染色联合应用可以协助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和类

白血病反应的鉴别诊断 

 
 

PU-1722 

骨髓形态及遗传检测在难治性贫血伴环形铁粒幼红细胞增多 

与铁粒幼红细胞性贫血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刘改霞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难治性贫血伴环形铁粒幼红细胞增多(myelodysplastic syndrome-refractory anemia with 

ring sideroblast, MDS-RARS)患者与铁粒幼红细胞性贫血(sideroblastic anemia, SA)患者鉴别诊断

中形态学特点及遗传检测的差异。 

方法  对 2014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在我院确诊的 29 例 MDS-RARS 患者及 13 例 SA 患者进行临

床参数、形态检测分析(骨髓原始细胞计数、病态造血及骨髓内铁染色)及遗传检测分析(基因检

测)。 

结果  MDS-RARS 组与 SA 组患者的一般参数比较中，年龄、血红蛋白含量、白细胞及血小板计数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MDS-RARS 患者较 SA 患者更多见于男性(P=0.032)；MDS-RARS

组较 SA 组骨髓原始细胞计数略有增高 (P=0.041)，且 MDS-RARS 组粒系 (P=0.007)、红系

(P=0.016)病态造血更易见，而 SA 组较 MDS-RARS 组环形铁粒幼红细胞计数明显升高

(P=0.001)；MDS-RARS 患者中遗传学异常发生率明显高于 SA 患者(P=0.003)。 

结论  联合形态学及遗传检测分析对鉴别 MDS-RARS 和 SA 有重要价值，必要时可行其他辅助实验

检查，以提高二者之间的鉴别诊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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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23 

一种新型全自动末梢血细胞混匀仪对血小板结果的影响 

 
张林彬 1,2,李昳 2,骆晓梅 2,王冬 2,刘军权 1,2 

1.杭州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2.江苏徐州 97 医院检验科 

 

目的  制定 BY-1 型全自动末梢血细胞混匀仪对血小板计数使用参数。 

方法  对 30 例健康供体末梢血用手工法和末梢血细胞混匀仪混匀法比较使用不同温度（10℃-37

℃）和不同时间（10s-160s）对血小板结果影响；采集 30 例健康供者、30 例血小板高于参考区间

的患者和 30 例血小板低于参考区间的患者末梢血分别用仪器法和手工法混匀计数血小板，并进行

两者比较；每一样本均用静脉血为对照组，并将本研究结果与静脉血细胞分析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将末梢血细胞混匀仪温度设定为 30℃，然后分别混合 10s-160s，结果末梢血混匀时间在

40-80s 时，各指标比较稳定，与对照组结果相近；混匀时间在 20s 内结果不稳定，超过 100s 时结

果明显高于对照组。将末梢血细胞混匀仪混匀时间设定为 60s，然后在 10℃-37℃状态下分别混匀

并计数，混匀仓温度为 10℃时血小板结果最低，与对照组比较有明显差异（p＜0.05）；混匀仓温

度在 15-37℃范围对结果影响不明显，以 30℃时结果最稳定。分别用仪器和手工法混匀后检测低

值、高值和正常值各 30 例末梢血血小板样本，2 种混匀方法计数的血小板结果组与组之间大多数

差异明显，各值组间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p＜0.00）。 

结论  末梢血细胞混匀仪在设定最佳温度和混匀时间后混合的样本计数血小板结果准确性和稳定性

明显好于手工混匀法。 

 
 

PU-1724 

一种新型末梢血细胞混匀仪的研制 

 
刘军权 1,2,李昳 2,骆晓梅 2,王冬 2 

1.杭州金域医检验所有限公司 

2.江苏徐州 97 医院检验科 

 

目的   为平战时末梢血常规检测时血细胞的混匀，研制一台 BY-1 型全自动末梢血细胞混匀仪。 

方法   采用霍尔漩涡原理，用微电机带动偏心块在混合仓内旋转，产生空气涡流带动离心管旋转，

使细胞悬浮。以点动式智能工作方式，采用低压电源驱动微型震动电机工作，独立混匀机构使采血

管旋转。温控采用 36 伏电池供电，半导体制冷制热片控温，可控温度范围 10-45℃。时间控制采

用单片机技术，工作程序预写，单个混合仓工作时间分别为正转 1-5 秒和反转 1-5 秒，振幅重复二

次。 

结果  30 例数量低于参考值、高于参考值和在参考值内的血小板用仪器混匀法和手工混匀法混匀计

数，结果表明，不同参考值血小板计数结果仪器混匀法均好于手工混匀法，组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   该仪器混匀后血小板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定性明显好于手工混匀法。该仪器能消除末梢血细胞

检验过程中由于实验室温度、混匀时间和检验者之间的操作误差、提高战时和平时末梢血血常规检

验的速度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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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25 

核干细胞因子 NS 与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 PD-L1 

在多发性骨髓瘤中关联性的研究 

 
李佳 1,高晓娟 1,王亚奇 1,刘炜 2,岳保红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2.郑州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骨髓瘤细胞内核干细胞因子（NS）基因和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的关联性以

及下调 NS 对骨髓瘤细胞的凋亡影响。评价 NS、PD-L1 关联性与 MM 细胞生物学行为改变的关

系，二者联合作为反映 MM 肿瘤细胞状态标志物的可行性。 

方法  通过 NS-RNAi-GV248 重组慢病毒下调 U266 细胞的 NS 基因表达，Western blot 检测转染效

率，流式细胞术、Real-time PCR 检测转染前后 PD-L1 基因的表达变化，Annexin V-APC /7-AAD 

双染法检测敲除 NS 基因前后的 U266 细胞的凋亡变化情况。 

结果  在 MOI=10 条件下，利用 NS-RNAi-GV248 重组慢病毒转染 U266 细胞，荧光显微镜下观察

显示转染效率达到 75%以上；Real-time PCR 显示与阴性对照组（1.002±0.026）相比，实验组

（0.415±0.089）的 NS 基因 mRNA 相对表达量明显减低。流式、Western blot 结果表明慢病毒转

染后 NS 蛋白表达量出现明显下调。下调 NS 基因后 PD-L1 的 mRNA 表达水平明显下降

（P<0.01），流式检测 PD-L1 蛋白表达也出现明显降低（P<0.05），U266 细胞凋亡增加

（P<0.05）。 

结论  首次发现骨髓瘤细胞 U266 中同时存在 NS 及 PD-L1 基因的异常高表达，下调 NS 基因会引

起 PD-L1 表达减低，二者引起的细胞生物学改变存在联动效应。 

 
 

PU-1726 

穿刺细胞学及实验室检查对甲状腺疾病的诊断价值 

 
赵成艳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116000 

 

目的  通过甲状腺的常规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与液基细胞学比较，并结合甲状腺激素及甲状腺自身

抗体检测对甲状腺疾病的诊断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这些方法对甲状腺疾病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35 名甲状腺疾病患者的临床资料，通过 χ2 检验和 Kappa

检验对常规穿刺细胞学检查与液基细胞学检查进行分析。通过秩和检验，以 30 例无甲状腺疾病的

正常人的甲状腺激素与自身抗体水平作为阴性对照，对常见甲状腺疾病与甲状腺激素、甲状腺自身

抗体检测进行分析。 

结果  对常规穿刺细胞学检查与液基细胞学检查进行分析后发现，二者诊断结果具有一定的一致

性，但一致性不理想（0<Kappa<0.4），诊断结果存在统计学上的差异（P<0.05）。以 30 例无甲

状腺疾病的正常人的甲状腺激素与自身抗体水平作为阴性对照，对常见甲状腺疾病与甲状腺激素、

甲状腺自身抗体检测进行分析后发现，TSH 对常见的甲状腺疾病具有预测作用（P<0.05）,TgAb

与 TPOAb 对于桥本病有很好的筛查作用，但在结节性甲状腺肿疾病中，TgAb 也会异常升高

（P<0.05），乳头状癌中，TPOAb 含量同样异常（P<0.05）。  

结论   液基细胞学检查提高了对甲状腺结节具体分型时准确性与特异性，在设备完善，标本量不大

的医院中值得推广。TSH 对甲状腺疾病具有良好的提示作用， 但是对常见甲状腺疾病之间的鉴别

诊断并无特异性。桥本病的筛查应同时结合 TgAb 与 TPOAb 的检测结果，TPOAb 并不能取代

TgAb 作为桥本病的唯一实验室检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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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27 

MyD88 基因 L265P 突变检测 

协诊淋巴浆细胞淋巴瘤/华氏巨球蛋白血症 1 例 

 
李懿皞,周琰,陈朴,胡玉懿,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00 

 

目的  鉴别诊断淋巴浆细胞淋巴瘤/华氏巨球蛋白血症（LPL/WM）。 

方法  结合病史资料，通过电泳技术、流式细胞术、形态学观察和分子诊断技术联合诊断和鉴别诊

断 LPL/WM。 

结果  结合血常规及生化报告，考虑血液系统疾病；复查免疫固定电泳结果阳性；追加检查骨髓病

理活检、骨髓细胞免疫分型和 MyD88 基因 L265P 突变检测。根据骨髓活检和免疫分型结果，考虑

淋巴细胞浆细胞淋巴瘤/华氏巨球蛋白血症可能性大；分子检测 MyD88 基因 L265P 突变结果阳

性，临床确诊华氏巨球蛋白血症。 

结论  超过 90%的 LPL/WM 患者中存在 MyD88 基因 L265P 点突变，为临床提供了分子诊断依据。 

 
 

PU-1728 

Metabolic reprogramming-based characterization of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in prostate cancer 

 
Jing Chen1,2,Shunwang Cao1,Bo Situ1,Juan Zhong3,Yanwei Hu1,Shufen Li1,Jinlan Huang4,Jiasen Xu5,Shiyang 

Wu5,Jinduan Lin1,Qianwen Zhao1,Zhen Cai1,Lei Zheng1,2,Qian Wang1,6 

1.Laboratory Medicine Center，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2.Guangdong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for Rapid Diagnostic Biosensors，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3.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Nanning， Nanning， Guangxi 

4.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5.SurExam Bio-Tech， Guangzhou Technology Innovation Base， Science City， Guangzhou， Guangdong 

6.Zhuji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Objective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TCs), an advantageous target of liquid biopsy, is an important 
biomarker for the prognosis and monitoring of cancer. Currently, detection techniques for CTCs 
are mainly based on the physical and/or epithelial characteristics of tumor cells. However, 
biofunctional activity markers that can indicate the high metastatic capacity of CTCs are 
lacking.The deregulation of cellular energetics is crucial for cancer progression due to its effects 
in promoting EMT, anoikis resistance, angiogenesis and cell stemness.This work aims at 
exploring the metastasis-related metabolic markers for CTCs characterization and the clinical 
utility in prostate cancer. 
Methods Functional microarra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d Western 
blot were used on five prostate cancer cell lines with different metastatic capacities to identify the 
metastasis-related metabolic genes. The identified genes were detected in the CTCs of 64 clinical 
samples using the RNA in situ hybridization. A multi-criteria weighted model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metabolic markers for the CTCs test. Based on five fluorescent signals 
targeting DAPI, CD45, metabolic, epithelial (EpCAM/CKs), and mesenchymal (Vimentin/Twist) 
markers, the filtration-enriched CTCs were classified as GM+CTCs/GM-CTCs (metabolic types) or 
E-CTCs/H-CTCs/M-CTCs (EMT types).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ROC curve were conducted on 
54 prostate cancer samples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CTCs subtypes. 
Results Eight metastasis-related metabolic genes were identified, including HK2, PDP2, G6PD, 
PGK1, PHKA1, PYGL, PDK1, and PKM2. Among them, PGK1 and G6PD were determined as 
optimal glucose metabolic (GM) markers for CTCs. GM+CTCs (marked by PGK1/G6PD)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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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able in 64.8% (35/54) of prostate cancer patients, accounting for 46.5% (134/288) of total 
CTCs. An increased GM+CTCs level was associated with advanced tumor stage and metastasis 
(P < 0.05). In the discrimination of cancer metastasis from non-metastasis, GM+CTCs presented 
a higher AUC of the ROC curve (0.780) compared with the EMT CTCs subtypes (E-CTCs 0.729, 
H-CTCs 0.741, and M-CTCs 0.648). A triple tPSA–Gleason–GM+CTCs marker increased the 
AUC to 0.904, which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tPSA–Gleason–H-CTCs marker (0.874). 
Conclusions The metabolic marker (PGK1/G6PD) is determined as the indicator for the 
biofunctional activity analysis of CTCs,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morphological (EMT) 
classification on CTCs. The metabolic characterization of CTCs demonstrates that 
hypermetabolic GM+CTCs are promising biomarkers for prostate cancer metastasis. 
 
 

PU-1729 

TAT、PIC 联合诊断和凝血四项联合诊断 

在脑梗塞疾病中的诊断价值 

 
孙朝晖 

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 TAT、PIC 和凝血四项（PT、APTT、TT、FIB）的水平及联合检测对脑梗塞患者的诊

断价值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3 月期间广州军区总医院急性脑梗死患者 60 例（男 37,女 23,

年龄 47-93）及健康对照组 60 例（男 30,女 30,年龄 40-60）的血清标本，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两

步法定量检测 TAT、PIC ，用凝固法检测凝血四项（PT、APTT、TT、FIB）。制作 ROC 曲线对

不同指标的应用价值进行直观的比较。  

结果  患者组 TAT、PIC、PT、APTT、TT、FIB 水平分别为（9.35±5.83）ng/ml、（2.00±2.12）

ng/ml、（13.63±1.75）s、（37.15±5.24）s、（17.57±5.24）s、（37.15±7.24）g/L，正常对照

组分别为 (1.63±0.80)ng/ml、（ 0.62±0.81） ng/ml、（ 12.85±0.55） s、（ 36.66±3.40） s、

（16.77±3.40）s、（36.66±0.86）g/L。患者组相较于健康对照组 TAT、PIC、FIB 含量显著升

高，PT 有明显的时间延长；APTT、TT 没有显著差异，但是患者组有延长趋势。TAT、PIC 联合

诊断和凝血四项联合诊断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97、0.86；敏感度分别为 0.95、0.66；特

异度分别为 0.89、0.69。TAT、PIC 联合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均高于凝血四项的联合诊断，且

ROC 曲线下面积更大。 

结论  TAT、PIC 联合诊断对脑梗塞疾病的诊断比常规的凝血四项更有效力，因此 TAT、PIC 联合

诊断能够为急性脑梗死患者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提供帮助。 

 
 

PU-1730 

探讨网织红细胞参数在三种贫血疾病中的变化和意义 

 
刘永娥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116000 

 

目的  探讨网织红细胞参数联合红细胞参数在失血性贫血、肾性贫血和癌性贫血的变化，为临床对

疾病的判断提供更多的有效信息。 

方法   采用迈瑞 BC-6900 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分别测定 3 种贫血患者的红细胞平均体积

（MCV）、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含量（MCH）、网织红细胞计数（RET#）、网织红细胞百分率

（RET%）、大红细胞百分率（Macro%）、小红细胞百分率（Micro%）、网织红细胞平均体积

（MRV）和网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RHE），并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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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失血性贫血组 RET#和 RET%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具有显著差异（P<0.05），除 MRV/MCV 外

其余均无显著差异；肾性贫血组和癌性贫血组的 RET%、Micro%、MCH、MRV、RHE 和正常对

照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肾性贫血组的 Macro%也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健康人

MRV/MCV 的值为 1.104，三组贫血的 MRV/MCV 分别为 1.061、1.020 和 1.017，数据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正常人的 MRV 和 MCV、RHE 和 MCH 呈正相关。 

结论  不同疾病导致的贫血其网织红细胞参数和红细胞参数较正常对照组的变化不同，通过测定网

织红细胞参数，可反映骨髓增生情况，对疾病诊疗、病情判断和临床用药均有重要意义。 

 
 

PU-1731 

髓样分化因子 88 的研究进展 

 
胡玉懿,陈朴,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00 

 

目的  研究髓样分化因子 88（MYD88）作为细胞内信号传导的重要衔接蛋白，在固有免疫中发挥

的作用。 

方法  通过文献索引，检索 MYD88 相关通路，从其结构、基本功能、在信号传导通路中的作用以

及与疾病的作用等方面进行综述。 

结果  MYD88 可介导多种 Toll 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TLRs）、白介素-1 受体（interleukin-1 

receptor，IL-1R）以及白介素-18 受体（interleukin-18 receptor，IL-18R），是细胞内信号传导的

重要衔接蛋白，在固有免疫中起着重要的作用。MYD88 依赖通路在多种病原体致病过程中发挥作

用，与肿瘤、感染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等有较明确的关系。 

结论  MYD88 依赖通路多种疾病干预治疗的重要靶点。 

 
 

PU-1732 

强直性脊柱炎关节外病变特点及相关血清学分析 

 
马荣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116000 

 

目的  探讨强直性脊柱炎(AS)关节外临床特点及相关实验室指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00 例 AS 患者和 100 例健康对照者的临床表现及人类白细胞抗原 B27（HLA-

B27）、C 反应蛋白（CRP）、血沉（ESR）、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的水平，比较 HLA-B27、

CRP、ESR 的阳性率，探讨三者对 AS 诊断的相关性，通过对比 AS 患者 TNF-α 浓度与健康对照

组的 TNF-α 浓度来判断 TNF-α 对 AS 诊断的相关性。 

结果  100 例 AS 患者中 67 例为男性，男女比例为 2:1，伴有关节外表现的 AS 患者有 52 例，最常

见的关节外表现为眼葡萄膜炎 46.2%，巩膜炎与结膜炎 11.5%，银屑病 9.6%，结节性红斑

5.8%，亚临床肠道炎症 13.5%，心脏传导功能异常 7.7%，心肌梗死 1.9%，继发性淀粉样变性

3.8%。实验室检查结果，HLA-B27 阳性率 97%，CRP 的增高率 86%，ESR 变快的有 71%，血浆

TNF-α 含量(27.31±14.25ng/L)均高于健康人(11.24±13.62ng/L)，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强直性脊柱炎最常出现的关节外表现是眼葡萄膜炎，实验室检查 HLA-B27阳性，CRP 增高，

TNF-α 含量增高是重要的诊断指标，ESR 增快可作为筛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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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33 

乙肝肝硬化患者血小板与凝血参数 变化的临床应用价值 

 
段正军,李彩东 

甘肃省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730000 

 

目的   探讨乙肝肝硬化患者血小板与凝血参数变化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2018 年 3 月入院的 168 例乙肝肝硬化患者作为观察对象，通过检测血小

板计数（PLT），平均血小板体积(MPV), 血小板分布宽度（PDW），血小板压积（PCT）,以及白

细胞计数（WBC）,红细胞计数(RBC),血红蛋白含量（HB）；检测凝血酶原时间（PT），凝血酶

原比率（PT-Ratio），凝血酶原活动度（PT%），国际标准化比值（INR），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

间（APTT），凝血酶时间（TT），纤维蛋白原（FIB）等并与 30 例正常对照组进行比较。 

结果   乙肝肝硬化组中 PLT、PCT 水平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而 PDW、MPV 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P*<0.05）。另外，乙肝肝硬化组的 WBC、RBC、HB 水

平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凝血参数中 PT、PT-Ratio、INR、

APTT、TT 时间明显延长；FIB、PT%明显降低，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对乙肝肝硬化患者进行上述临床参数检测可以早期发现凝血机制障碍，各参数的变化间接反

映着肝损伤的程度，有助于乙肝肝硬化患者病情的预后和治疗。 

 
 

PU-1734 

乙肝肝硬化患者血小板与凝血参数 变化的临床应用价值 

 
段正军,李彩东,李惠军,田鹏飞,杨勇卫,陈锡莲,刘学梅,梁新宇,靳克俭 

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730000 

 

目的  探讨乙肝肝硬化患者血小板与凝血参数变化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2018 年 3 月入院的 168 例乙肝肝硬化患者作为观察对象，通过检测血小

板计数（PLT），平均血小板体积(MPV), 血小板分布宽度（PDW），血小板压积（PCT）,以及白

细胞计数（WBC）,红细胞计数(RBC),血红蛋白含量（HB）；检测凝血酶原时间（PT），凝血酶

原比率（PT-Ratio），凝血酶原活动度（PT%），国际标准化比值（INR），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

间（APTT），凝血酶时间（TT），纤维蛋白原（FIB）等并与 30 例正常对照组进行比较。 

结果  乙肝肝硬化组中 PLT、PCT 水平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而 PDW、MPV 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P*<0.05）。另外，乙肝肝硬化组的 WBC、RBC、HB 水

平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凝血参数中 PT、PT-Ratio、INR、

APTT、TT 时间明显延长；FIB、PT%明显降低，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对乙肝肝硬化患者进行上述临床参数检测可以早期发现凝血机制障碍，各参数的变化间接反

映着肝损伤的程度，有助于乙肝肝硬化患者病情的预后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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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35 

2075 例妇科患者阴道分泌物常规检查结果分析 

 
黄伦 1,赵佳欢 2 

1.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710000 

2.陕西中医药大学 

 

目的  分析 2075 例妇科患者阴道分泌物结果，指导临床医生做出诊断。 

方法  采用 AutowoMo 阴道微生态分析仪对 2075 例妇科患者阴道分泌物进行定性检测，并进行显

微镜检查。 

结果  细菌性阴道炎（BV）阳性例数 443 例，阳性率为 21.35%，滴虫阳性例数 122 例，阳性率为

5.88%，念珠菌阳性例数 415 例，阳性率为 20%，乳酸杆菌阳性例数 1334 例，阳性率为

64.29%，BV 与念珠菌合并感染例数为 157 例，BV 与滴虫合并感染例数为 94 例，滴虫与念珠菌

合并感染例数为 1 例。 

结论  阴道分泌物常规检测可用于辅助诊断 BV、念珠菌、滴虫和用于疗效评价，帮助临床选择治疗

方案，在妇科疾病的诊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PU-1736 

狼疮抗凝物质检测在风湿免疫并血栓性疾病中的应用 

 
梁珊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116000 

 

目的  研究狼疮抗凝物质检测与风湿免疫并血栓性疾病的关系，及其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 年 3 月到 2017 年 2 月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确诊并未经任何治疗的 28 例

风湿免疫并血栓性疾病患者、32 例风湿免疫性疾病患者、20 例健康对照人群的血浆采用稀释蝰蛇

毒液检测法（dRVVT）进行狼疮抗凝物质（LA）筛选试验和确诊实验，并计算狼疮抗凝物质的比

值（LAC）[LAC=筛选试验时间（s）/确诊实验时间（s）]，上述项目的检测均在法国 STAGO-

STA 自动血凝分析仪上进行（配套试剂由 STAGO 公司提供），所有操作步骤均严格按照实验说明

书进行。 

结果  通过数据整理分析，风湿免疫并血栓性疾病组 LA 比值水平显著高于风湿免疫组和健康对照

组，P 值均<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风湿免疫组 LA 比值水平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0.05 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结论  风湿免疫并血栓性疾病患者狼疮抗凝物质比值显著升高，可将其作为风湿免疫并血栓性疾病

患者的一个辅助监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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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37 

Platelets i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with high 
platelet reactivity after dual antiplatelet therapy exhibit 

upregulation of miR-204-5p 

 
丁汀 1,曾小莉 1,程冰洁 2,马旭 1,袁慧 1,聂晓敏 2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检验科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 

 

目的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of platelet miRNAs expression profile 

between high platelet reactivity (PR) patients and low PR. 

方法  ADP-induced platelet aggregation (PAG) was used to determine PR. High throughout 

sequencing technology was used to screen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iRNAs. Validated previous 
results by RT-qPCR. Finally, we evaluated the diagnostic value by statistics and explored 
molecular function using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结果  MiR-204-5p was confirmed to be statistically upregulated in high PR group. The area under 

curve (AUC) of miR-204-5p was 0.667. Expression level of miR-204-5p statistically correlated 
with Gensini score and was an independent predictor for PR.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showed 
miR-204-5p may associate with activation of platelets. 

结论  Our data suggested platelet miR-204-5p might serve as a novel biomarker to assess PR 

and guide the application of antiplatelet drugs. 
 
 

PU-1738 

男性 5 种不良生活习惯与其精子顶体酶活性的相关性研究 

 
石汉振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通过研究男性 5 种不良生活习惯（吸烟、喝酒、熬夜、久坐与高温工作）与其精子顶体酶活

性检测结果之间的相关性，探讨这 5 种不良生活习惯是否能影响男性精子顶体酶活性结果，从而导

致不育。 

方法  对广东省中医院总院 2016 年 6 月至 12 月门诊患者中符合纳入标准的 954 个育前健康检查男

性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其中对照组（即没有这 5 种不良生活习惯）137 人，不良生活习惯组 817 人

（包含吸烟组 45 例，喝酒组 202 例，熬夜组 68 例，久坐组 234 例，高温工作组 10 例，同时拥有

两种及以上不良生活习惯组 258 例）。对此两组病人进行调查问卷，同时留取精液标本检测其精子

顶体酶活性检测，并用 SPSS 17.0 软件对不良生活习惯与顶体酶活性的 spearman 等级相关分

析。 

结果  吸烟和熬夜与精子顶体酶活性呈负相关，有统计学意义（R<0，P<0.05），而喝酒、久坐和

高温工作与精子顶体酶活性的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R<0，P>0.05)。 

结论  经常吸烟、熬夜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精子顶体酶的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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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39 

血细胞计数参考方法在正确度评价中的应用 

 
林海标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血细胞计数参考方法在临床实验室间新鲜全血正确度评价中的应用。 

方法  参照国际血液学标准化委员会（ICSH）推荐参考方法，在本实验室建立细胞计数参考方法，

通过 2 家参考实验室赋值 2 份新鲜全血样本，分发到在广州市 12 家大型三甲医院进行双盲检测，

评价临床常规检测方法与参考方法测量结果的一致性。 

结果  两家血细胞计数参考实验室间测量结果偏移均在允许范围内;12 家大型三甲医院共 54 台全自

动血细胞分析仪测量结果均在允许误差范围内。 

结论  血细胞参考方法在本实验室成功复现，并可运用于本地区新鲜全血实验室间正确度评价。 

 
 

PU-1740 

西安地区学龄前腹泻患儿轮状病毒快速检测分析 

 
毛瑞 

西安市儿童医院,710000 

 

目的  调查西安地区儿童轮状病毒腹泻的流行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采集西安市儿童医院急性腹泻儿童粪便样本，采用胶体金免疫层析法对腹泻婴幼儿进行轮状

病毒抗体检测。 

结果  2739 份腹泻儿童粪便样本中，547 份检测结果为阳性，阳性率为 19.97%。轮状病毒检出高

峰在 12 月到次年 2 月份，检出阳性率无性别差异。 

结论  西安市儿童医院收治的腹泻病轮状病毒检出率 19.97%，2 岁以内儿童寒冷季节仍为高发感染

对象。 

 
 

PU-1741 

新型核酸适配体荧光纳米微粒用于人干扰素-γ 的测定 

 
张李钰 1,李俏 1,王猛 2,杨颖 1 

1.西安市儿童医院,710000 

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一医院骨科 

 

目的  利用由两条核酸适配体与人干扰素 -γ（Interferon-γ, IFN-γ）的高亲和力构建的三明治结构和

磁性纳米颗粒的磁性分离技术，设计并制作了一种新型荧光纳米微粒，建立基于核酸适配体的新型

荧光纳米微粒用于人 IFN-γ 的检测。 

方法  流式细胞术检测 IFN-γ 核酸适配体 B1-4 和 T2 对 IFN-γ 的结合特异性；将生物素修饰的 B1-

4 固定于链霉亲和素包被的纳米磁珠上，连接 B1-4 的纳米磁珠可通过 B1-4 与 IFN-γ 的亲和性捕获 

IFN-γ，再利用另一条 FAM 修饰的 IFN-γ 核酸适配体 T2 形成(B1-4)-(IFN-γ)-(T2)三明治夹心结

构，构建新型核酸适配体荧光纳米微粒；IFN-γ 分别与核酸适配体荧光纳米微粒孵育不同时间以探

索该检测系统中 IFN-γ 与磁珠的最佳孵育时间；流式细胞术检测磁珠 12 h 内荧光变化，探索时间

对检测体系的影响；流式细胞术检测与不同浓度 IFN-γ 孵育的磁珠表面荧光强度，绘制 IFN-γ 检测

标准曲线；检测血清对检测特异性的影响。 

结果  B1-4 和 T2 对 IFN-γ 的结合特异性高；三明治夹心结构对 IFN-γ 检测特异性好，任意改变其

中一因素则磁珠表面荧光信号显著下降，三明治夹心结构构建失败；此法对 IFN-γ 的响应线性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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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50 ng/L，其线性方程为 y=3.512x+1.060，敏感度为 1 ng/L；12 h 内测得的荧光信号稳定，

并无明显衰减；血清对体系检测特异性无明显影响。 

结论  成功构建核酸适配体荧光纳米微粒用于人 IFN-γ 的测定 

 
 

PU-1742 

细胞因子在骨髓增殖性疾病中的研究进展 

 
王蓓丽,马艳婷,陈朴,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00 

 

目的  研究费城染色体阴性 MPN（Ph- MPNs）包括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和原

发性骨髓纤维化这三种疾病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连续性。 

方法  在 MPN 患者中检测系列细胞因子和急性时相反应蛋白。 

结果  研究发现炎症因素尤其是相关细胞因子水平与 MPN 症状严重程度和发展为更为棘手的骨髓

造血环境胶原增生、甚至是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密切相关。MPN 的治疗关键在于缓解临床症状，

并在发现疾病有转化趋势时及时干预。随着一些新药尤其是靶向制剂（如鲁索替尼）的开发应用，

人们越来越将治疗的焦点放在减轻导致肿瘤发生的分子生物学异常负荷以及纠正过度炎症反应，延

缓疾病进展方面。而炎症相关细胞因子水平检测作为一种非侵入性的便捷手段，在辅助诊断 Ph- 

MPNs 以及监测疾病进展、预后判断、评估疗效方面均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甚至可能成为潜

在的治疗靶点。 

结论  炎症及其相关细胞因子水平与 MPN 发病、进展和治疗相关。 

 
 

PU-1743 

介绍一种血性尿液识别白细胞的简易方法 

 
张生莲 

新疆泽普县人民医院 

 

目的  临床上对“泌尿系感染”的患者做尿液常规检查，往往会遇到一些肉眼血尿的标本，由于大量

红细胞的存在，影响到其它成分（如白细胞）的检出。笔者利用 2%的白细胞稀释液即可消除红细

胞的影响，经初步应用，效果良好 

方法  简易方法 

结果  白细胞核清晰易辨 

结论  适用于基层      简单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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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44 

中性粒细胞 CD64 指数、PCT 及 NLR 

在感染性疾病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韩伟平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116000 

 

目的  探讨中性粒细胞 CD64 指数、降钙素原（PCT）和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检测

在感染性疾病的诊断和鉴别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取确诊的感染疾病患者 127 例和同期健康对照组 54 例为研究对象，感染疾病组按照血培

养和微生物检测结果分为病毒感染组 51 例和细菌感染组 76 例。分别检测或计算每一位受试对象的

外周血中性粒细胞 CD64 指数、PCT 和 NLR，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研究三项指标在

感染性疾病的诊断和鉴别中的临床价值。 

结果   感染疾病组的中性粒细胞 CD64 指数、PCT 和 NLR 均值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P<0.01），

细菌感染组的中性粒细胞 CD64 指数、PCT 和 NLR 均值明显高于病毒感染组（P<0.01）。ROC

曲线显示：用于诊断感染疾病，中性粒细胞 CD64 指数、PCT 和 NLR 三项指标的 AUC 面积分别

为 0.799、0.655、0.622，灵敏度分别为 75.4%、63.5%、60.3%，特异度分别为 79.6%、

67.4%、60.0%，三项指标联合检测的 AUC 面积为 0.812。用于鉴别诊断细菌感染和病毒感染，中

性粒细胞 CD64 指数、PCT 和 NLR 三项指标的 AUC 面积分别为 0.931、0.728、0.551，灵敏度分

别为 89.1%、70.3%、60.9%，特异度分别为 80.0%、64.6%、57.2%，三项指标联合检测的 AUC

面积为 0.935。 

结论  在感染性疾病的诊断和鉴别感染类型中，中性粒细胞 CD64 指数均明显优于 PCT 和 NLR。

而三项指标联合检测优于任何一个单指标检测的效果。 

 
 

PU-1745 

血清 C 反应蛋白及血沉联合检测在急性胰腺炎中的诊断价值 

 
李静 

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目的  探讨联合检测血清 C 反应蛋白(C-reactionprotein，CRP)及血沉(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ESR)在诊断急性胰腺炎(AP)中的临床价值。选取 2016 年 7 月－2017 年 3 月笔者所在医院收

治的急性胰腺炎患者 200 例。同时选取在本院健康体检人员 200 例为正常组。比较两组的血清

CRP 及 ESR 水平。急性胰腺炎患者发病时 CRP 及 ESR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组（p<0.05 或

P<0.01)。联合检测血清 CRP 及 ESR 对急性胰腺炎患者具有较高的临床诊断价值。 

方法  两组患者均在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进行血清 CRP 及 ESR 检测。血清 CRP 检测抽取静脉血

3ml 于黄色帽管（分离促凝胶管）内，离心分离血清，采用免疫散射比浊法测定。血沉检测采用仪

器 montor100 测定，抽取 1.6ml 静脉血于黑色帽管（109mmol/L 枸橼酸钠抗凝管）内，混匀后放

入仪器内，观察 1h 后血浆段高度。 

结果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急性胰腺炎患者 200 例，男 115 例、女 85 例，平均年龄 50.5 岁。正常组

200 例，男 109 例、女 91 例，平均年龄 48.7 岁。两组年龄、性别均无统计学意义（ p>0..5）。 

两组血液指标检测比较 急性胰腺炎组血清 CRP 及 ESR 水平均高于正常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1). 

结论  联合检测血清 CRP 及 ESR 对急性胰腺炎患者具有较高的临床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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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46 

微流控芯片技术在医学检验中的应用与发展 

 
吴爽,曹三成 

西安市儿童医院,710000 

 

目的  微流控芯片是一种极具潜力的分析平台，近十年来发展迅猛，已从最初的分析化学领域，高

速拓展到物理、生物、环境、医药等各个学科领域，是一门交叉性强、应用前景广阔的战略性新兴

学科。在医学应用，特别是医学检验领域中，微流控芯片技术被寄予厚望——有望实现传统实验室

向芯片实验室（lab-on-chip）的变革。该技术能够把常规医院检验科的大型实验设备功能性微缩集

成到几平方厘米的芯片上，通过可控微流体，完成样品制备、反应、分离和检测等检验相关的基本

操作单元，具有样品消耗量小、检测灵敏度高、易于集成和实现自动检测等优势。本文以为微流控

芯片技术为对象，主要综述近年来微流控芯片技术在医学检验领域的研究进展，主要涉及微流控芯

片电泳技术在小分子、氨基酸、蛋白质、核酸、细胞等方面的应用近况，介绍目前存在的主流商品

化产品。同时，介绍几种新进的有望带来进一步革命的技术更新，最后，针对该领域的研究难点和

发展趋势进行讨论。 

 
 

PU-1747 

Advances in liquid biopsy using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and 
circulating cell-free tumor DNA for detection and 

monitoring of breast cancer 

 
Xiaofen Zhang,Shaoqing Ju,Xudong Wang,Hui Co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provide an overview of the Advances in liquid biopsy using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and circulating cell-free tumor DNA for detection and monitoring of breast cancer 
Method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ancer research and advances in diagnostic technologies, 
liquid biopsy plays a key role in monitoring breast cancer metastasis, predicting disease 
recurrence, and assessing treatment resistance in clinical trials. 
Results Based on numerous research efforts, the potential value of CTCs and cfDNA in the 
clinical aspects of cancer has become clear, especially when it is difficult to obtain tumor tissues. 
They can be powerful tools for dynamic monitoring of tumor progression and therapeutic efficacy 
by liquid biopsy. Many liquid biopsy tests have been validated over the past 10 years. However, 
most of these new tests lack sufficient clinical and technical validation. The strategy of combining 
CTCs with ctDNA also has some drawbacks, and currently there are no strong evidence-based 
medical data to validate their clinical value. Combined use of CTCs with other blood markers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and research direction in future. 
Conclusions Many factors such as the strength of evidence and detection techniques of existing 
studies have limited the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to a certain extent. Large-
sample prospective clinical studies are needed to further confirm the clinical value of CTC and 
cfDNA in different types and stages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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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48 

云南省红塔区婴幼儿未稍血细胞参数 参考区间调查 

 
赵滢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建立本实验室 8 月龄、18 月龄、30 月龄婴幼儿的末梢血血细胞参数参考区间，正确评价本

地体检婴幼儿的体检结果。 

方法  依据 WS/T 402-2012《临床实验室检验项目参考区间的制定》文件，对 864 例 8 月龄、18

月龄、30 月龄体检婴幼儿末梢血血细胞参数按年龄、性别分组统计分析。 

结果  不同性别和月龄组间的项目间存在统计学意义差别，在同一月龄中，18 月龄组的 MID%，30

月龄组的 MID、RBC、MCV、RDW-SD 存在统计学意义差别外，其余参数性别间不存在统计学意

义差异；所检项目除 LYM%、MID%、GRAN%、HGB、MCHC 外呈偏态分布。 

结论  需考虑根据不同性别和年龄，建立各自参考区间，以对不同年龄婴幼儿体检的结果进行正确

评价。 

 
 

PU-1749 

正常孕妇凝血指标的检测分析 

 
胡彩红 

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 

 

目的  了解正常临产孕妇的凝血功能变化。方法  采用凝固法， 

方法  仪器 用德国 BehnK ELektronik GmbH&Co.公司生产的 ThrombolyZer-ComPactX 全自动凝

血分析仪进行检测。 

结果  正常临产孕妇与健康非妊娠妇女的 PT、APTT 结果比较：临产孕妇明显缩短（P<0.01),Fib

明显升高（P<0.01)，均有统计学意义，TT 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孕妇分娩时，动态观察其凝血功能的变化，及时发现其凝血功能出现的异常情况，对减少孕

妇意外的发生、并发症有着重要的意义。 

 
 

PU-1750 

癌性胸腹水与炎性胸腹水的淋巴细胞亚群研究 

 
安月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116000 

 

目的  探讨癌性胸腹水与炎性胸腹水的淋巴细胞亚群的生物学分型差异，以便更准确地判断胸腹水

的来源。 

方法   2017 年 2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住院并进行胸腹水检查的患者共

51 例，分炎症组和肿瘤组，用流式细胞仪检测两组胸腹水中的淋巴细胞并进行亚群分型，对分型

结果进行整理分析。 

结果  肿瘤组和炎症组的 CD4%值分别为：40.41±13.82，61.28±11.55；肿瘤组和炎症组的 CD8%

值分别为：30.20±8.70，25.47±8.53；肿瘤组和炎症组的 CD4/CD8 值分别为：1.50±0.83，

2.68±1.05；肿瘤组和炎症组的 NK%值分别为：8.71±6.71，4.96±4.14。炎症组的 CD4%值和

CD4/CD8 比值明显高于肿瘤组的 CD4%值和 CD4/CD8 比值，肿瘤组的 NK%值高于炎症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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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值，并且炎症组和肿瘤组以上三组数据分析差异都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CD8%的差异

不明显，没有统计算意义。 

结论  癌性胸腹水与炎性胸腹水的淋巴细胞亚群分型有统计学差异，用于临床检测有助于判断胸腹

水的来源。 

 
 

PU-1751 

微滴式数字 PCR 检测膀胱癌肌层浸润 

相关血清外泌体 LncRNA EXOC7 平台的建立 

 
赵颖慧,王传新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建立采用微滴式数字 PCR 检测膀胱癌肌层浸润相关血清外泌体 LncRNA EXOC7 的平台，评

估该方法的灵敏度、重复性和准确性和 EXOC7 的临床价值。 

方法  收集 2014-01-01—2017-12-30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肿瘤科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患者血清 108 例

和健康对照血清 80 例。设计 EXOC7 引物及特异性探针，建立检测 EXOC7 的数字 PCR 平台，将

标准品质粒浓度设置为 30％、10％、1％、0.1％和 0.01％，验证数字 PCR 平台的灵敏度；重复

检测 10％和 1％浓度的质粒标准品各 5 次，验证数字 PCR 平台重复性。采用荧光定量 PCR 和数

字 PCR 方法分别检测样本外泌体 EXOC7 表达量，以荧光定量 PCR 作为对照参考方法，检测数字

PCR 的检测性能。并采用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 EXOC7 表达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

生存曲线分析 EXOC7 与患者总生存时间的关系，评估其临床价值。 

结果  微滴式数字 PCR 能检测浓度最低约 0.1％的标准品质粒，浓度为 1％和 10％的样本重复性检

测结果 CV 分别为 16.78％和 6.78％，通过对 108 例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患者和 80 例健康对照血清

的检测，检测结果基本一致，在 8 例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患者血清荧光定量 PCR 没有检测到

EXOC7，而数字 PCR 成功检出 3 例微量 EXOC7。EXOC7 高表达与膀胱癌患者的 TNM 分期、肌

层浸润深度和远处淋巴结转移相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高表达组 EXOC7 患者总生存时间为

(11.00±3.34)个月，较低表达组(26.66±1.36)个月明显缩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微滴式数字 PCR 在检测膀胱癌肌层浸润相关血清外泌体 EXOC7 时中表现出比荧光定量

PCR 的更高的灵敏度以及良好的稳定性，有助于其在微量表达时更准确的检测出。高表达 EXOC7

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患者的预后差，EXOC7 可作为潜在的膀胱癌治疗靶点及新预后评估分子标志

物。 

 
 

PU-1752 

Association of serum uric acid levels with red blood cell 
parameters: A cross-sectional and a vitro study 

 
Shengjie Li,Wenjun Cao 

Eye &amp;amp; ENT Hospital， Shanghai Medical College， Fudan University 

 
Objective Uric acid (UA) is a major antioxidant molecule in human blood, and it has been linked 
with cell longevity. Yet, it is unclear whether serum uric acid levels are associated with red blood 
cell (RBC) parameters. 
Methods This study was subdivided into a cross-sectional study (n=13526) and in vitro (n=49) 
study.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abnormal high UA group, normal high UA group, normal 
middle UA group, normal low UA group and abnormal low UA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eference 
range and median of serum UA in cross-sectional study.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UA and erythrocyte parameters at sub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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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female and 19 male healthy, adult residents were enrolled in vitro study. Blood samples (10ml) 
of each donor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tubes, with a volume of 2.5ml in vitro study. 200ul*1080 
uml/l UA, 200ul*540 uml/l UA, and 200ul PBS was added into three tubes, respectively. The 
blood from all the tubes was measured 7 times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0 hour, 4hours, 24 hours, 
3 days, 7 days, 14 days, and 21 days). 
Results We show that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UA and 
red blood cells distribution (RDW-CV) (B=-0.034, p=0.006), an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UA and hemoglobin (B=0.350, p<0.001) in male subject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UA and RDW-CV (B=-0.080, p<0.001), an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UA and hemoglobin (B=0.225, p<0.001), UA and mean corpuscular volume (MCV) (B=0.071, 
p=0.012) were seen in female subjects in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the vitro study, the level of 
hematocrit and RDW-CV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high, middle, and low UA group; and 
the mean percentage of abnormal RBCs count was lowest in the high UA group, followed by 
middle UA group and low UA group from 0 day to 21 day. 
Conclusions The serum UA levels may be independent associated with RBC parameters, 
regardless of sex, and UA may have a protective role in RBC owing to its antioxidant effect. 
 
 

PU-1753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antisense lncRNA SPINT1-AS1 
predicts a poor prognosis in colorectal cancer ,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its sense transcript 

 
Chen Li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Colorectal cancer (CRC) is a leading cause of cancer-associated mortality worldwide. 
Natural antisense transcripts (NATs) are pervasively expressed in human genome and have been 
confirmed to contribute to cancer progression. In our study,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and clinical pertinence of serine peptidase inhibitor, Kunitz type 1 antisense RNA1 
(SPINT1-AS1) in CRC. 
Methods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SPINT1-AS1 and the corresponding sense transcript SPINT1 
mRNA were analyzed in 150 pairs of CRC tissues and adjacent normal (AN) tissues, along with 
45 pairs of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serum exosomes samples using stand-specific RT-
qPCR. 
Results Compared with AN tissues, expression level of SPINT1-AS1 was increased (P<0.001, 
3.771) in CRC tissues. SPINT1-AS1 yielded an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UC) value of 0.865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CI], 0.821-0.902) for 
discriminating CRC tissues from AN tissues. SPINT1 mRNA expression was decreased 
(P<0.001) in CRC tissues, and a statistical inverse expression level (r=-0.701, P<0.001) was 
confirmed. Dual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showed decreased SPINT1 mRNA 5’UTR luciferase 
activity in SPINT1-AS1 overexpression cells. These phenomena may indicate a regulatory role of 
SPINT1-AS1 to SPINT1 mRNA. Moreover, high SPINT1-AS1 expression correlated with regional 
lymph node metastasis (P<0.001), distant metastasis (P<0.001) and shorter recurrence-free 
survival (RFS) time (P<0.001), and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SPINT1-AS1 w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for RFS. Meanwhile, significant reduction of SPINT1-AS1 
expression level (P=0.001) was observed in CRC serum exosomes after surgical resection. 
Conclusions SPINT1-AS1 is up-regulated in CRC and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CRC 
progression and prognosis. Thereby, SPINT1-AS1 may sever as a candidate prognostic 
biomarker and molecular therapy target for C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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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54 

肿瘤患者 EDTA 依赖性血小板假性减少检测方法的分析 

 
王洋,王欢,徐兰 

辽宁省肿瘤医院,110000 

 

目的  通过本院 30 例 EDTA 依赖性假性血小板减少症（EDTA-PTCP）肿瘤患者的检测分析，探讨

血小板检测的精确性，确保检测接近真实，以减少误诊误治。 

方法  用不同抗凝剂试管采血，分别采用迈瑞 BC-6800 型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手工草酸铵稀释液

计数血小板，同时结合血涂片镜检血小板综合判断对比分析 

结果  30 例 EDTA 依赖性血小板减少症肿瘤患者用 EDTA-K2抗凝真空管采血，采用迈瑞 BC-68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测定血小板均减少，改用枸橼酸钠抗凝真空管重新采静脉血复查血小板均显示

正常,具有统计学意义，有显著性差异（P<0.05），手工草酸铵稀释液计数血小板也均正常，具有

统计学意义，有显著差异（P<0.05）。同时血涂片镜检可见不同程度血小板聚集，更换抗凝管复

查后涂片镜检血小板聚集消失。而枸橼酸钠抗凝管的样本采用迈瑞 BC-6800 型全自动血细胞分析

仪测定血小板与手工草酸铵稀释液计数血小板的结果一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血细胞分析中，对于血小板减少现象综合分析后，由于 EDTA-K2抗凝管造成某些肿瘤患者

假性血小板减少，必须涂片镜检，而改用枸橼酸钠抗凝真空管血复检或手工草酸铵稀释液计数血小

板可以避免 EDTA 依赖引起的血小板假性减少。 

 
 

PU-1755 

血小板功能检测在缺血性脑血管病 

抗血小板治疗监测中作用的研究进展 

 
赵雅,郑伟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缺血性脑血管疾病（ICVD）由血液供应障碍所致脑缺氧、缺血继发局限性脑组织缺血性坏死

或脑软化的临床中常见多发疾病之一，在全部脑血管病中所占比例达 80%，具有高发病率、高病

死率、高致残率和高复发率的特点，是神经内科最常见的疾病，造成直接和间接经济负担总计超过

400 亿[1]。因此，阐明 ICVD 的发病机制进而指导临床治疗已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重点课题。 

方法  血液高凝状态是 ICVD 患者普遍存在的临床症状表现，而血小板通过介导血栓形成在 ICVD

发病机制中发挥关键作用。 

结果  因此，以血小板为作用靶点，采用抗血小板药物通过不同途径发挥抗血小板聚集作用，进而

预防和治疗 ICVD 已经成为目前关注的热点。 

结论  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广泛用于心脑血管疾病，尽管有证据支持其疗效，但由于部分患者对抗

血小板药物治疗的反应存在个体差异，即使进行规范的抗血小板治疗，仍会再发缺血性事件[2]。因

此，以血小板功能监测为依据，规范、优化抗血小板治疗策略，已经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手

段。本文对该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介绍有关血小板功能检测以及血小板相关参数在监测

ICVD 患者抗血小板治疗中的作用，旨在为临床抗血小板治疗提供新的线索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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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56 

探讨细胞形态学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诊断中的价值 

 
王丽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外周血、骨髓中血细胞形态的特异性改变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收集本院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经确诊的 MDS 病例 35 例，对其外周血涂片和骨髓片

Wright-Giemsa 染色后观察血细胞的形态变化特征，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通过对 35 例 MDS 患者外周、骨髓血细胞形态学观察发现，外周血常三系细胞或两系细胞减

少比较多见、Auer 小体出现的比率 11.4%、假 Pelger-Hüet 核畸形出现率达 34.3%、淋巴样小巨

核细胞检出率为 31.4%、巨核细胞单圆核检出率为 37.1%。 

结论  骨髓造血细胞形态学变异也不尽相同，在诸多诊断方法中细胞形态学诊断仍然是极为重要的

基础诊断手段。 

 
 

PU-1757 

血常规联合 CRP 在婴幼儿感染性疾病中的临床应用 

 
陈永刚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血常规联合 C 反应蛋白(CRP)在婴幼儿感染性疾病中的临床价值，为疾病的早期诊断提

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方法  选取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016 年 7 月到 2016 年 12 月儿科感染患者 144 例，根据临床

诊断，分成细菌感染组和病毒感染组，每组 72 例，分别对两组患者进行血常规和 CRP 检测，并对

检验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观察并比较两组患儿 CRP、WBC 以及两者联合应用的阳性率。 

结果  血常规联合 CRP 检测的阳性率 93.8％(138 例)，显著高于 WBC 阳性率 66.7％(96 例)和

CRP 阳性率 57.6％(83 例)，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细菌感染组 WBC(70.8％，51

例)、CRP(83.3，60 例)、血常规联合 CRP(98.6％，71 例)的阳性率分别是病毒感染组 WBC(31.9

％，23 例)、CRP(37.5％，45 例)、血常规联合 CRP(88.9％，64 例)的 2.6 倍、1.9 倍和 1.1 倍；

细菌感染组 WBC 浓度为(18.54±3.23)×10^9/L、CRP 浓度为(23.65±9.62)mg/L，而病毒感染组

WBC 浓度为(6.87±1.62)×10^9/L、CRP 浓度为(5.62±1.84)mg/L，两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CRP、血常规检验在婴幼儿感染中的检查结果准确、客观，两者的联合检验结果可为临床医

生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等提供科学的依据，提高确诊率，利于患儿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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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58 

放线菌素 D 通过上调 YAP 增强科罗索酸 

对人肝癌细胞的抗肿瘤效果 

 
赵颖慧,王传新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目前有文献报道称 YAP 蛋白在肝癌细胞中表达量增加，可能成为肝癌治疗的新型靶点。科罗

索酸是从抗癌药物-猫人参中提取分离得到的纯净物化合物。据研究报道科罗索酸对于 Hela 细胞有

明显的抗肿瘤作用，可抑制肿瘤的发生和发展。本课题旨在探讨科罗索酸是否以 YAP 为靶点抑制

人肝癌细胞的增殖和转移，对于临床肝癌的治疗和防治可供新的策略和依据。 

方法  MTT 试验、Caspase-3 活性荧光分光分析、凋亡底物 Western Blot 试验检测科罗索酸对人肝

癌细胞的半抑制浓度（IC50）；运用 Western blot、免疫荧光试验检测科罗索酸作用于人肝癌细胞

后 YAP 蛋白的表达和定位差异；运用实时定量 PCR、免疫荧光试验、Western blot 试验用来探究

YAP 和 βTrCP 蛋白之间的关系；相对应的蛋白敲除和过表达实验用来作进一步的验证。CHX

（50µg/ml）刺激肝癌细胞后 Western blotting 检测 YAP 过表达前后其靶基因蛋白的变化情况；筛

选能以 YAP 为靶点增强科罗索酸药效的临床常用药物。 

结果   

1. 通过 MTT 试验、Caspase-3 活性荧光分光分析、凋亡底物检测确定科罗索酸作用于人肝癌

细胞时的半抑制浓度（IC50=40μM）。 

2. 科罗索酸作用于人肝癌细胞后 YAP 蛋白的表达量降低，且从细胞核内转移到胞浆内。 

3. 科罗索酸使 YAP 表达量降低这一现象会减弱科罗索酸的抗肿瘤效果。 

4. 放线菌素 D 与科罗索酸合并使用处理人肝癌细胞可通过上调 YAP 的表达量来增强科罗索酸

的抗肿瘤效果。 

结论  我们首次发现科罗索酸可通过下调 YAP 的表达量来减弱治疗肝癌的效果，但是科罗索酸与放

线菌素 D 合并使用可以逆转这一现象，从而增强科罗索酸的抗肿瘤效果。 

 
 

PU-1759 

红细胞分布宽度在多学科中的临床应用 

 
金丹宁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本文的目的在于收集并整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对 RDW 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和进展情况进行总

结，从而对 RDW 在各临床学科中的应用展开综述。 

方法  红细胞分布宽度(re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RDW)，是血细胞常规检测当中的一项常见检测参

数，是用来反映红细胞体积异质性的参数，表示红细胞体积大小的离散程度，其数值可以用来反映

红细胞大小不等的客观情况。RDW 在临床上最常见与最广泛的应用是结合平均红细胞体积

(MCV)、平均血红蛋白量(MCH)等红细胞相关参数用来区分与鉴别贫血的类型。 

结果  虽然目前 RDW 在心血管疾病发病作用中的机制尚不明确，但是大量研究表明 RDW 与部分

心血管疾病存在高度相关性，比如说高血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与 RDW 值密切相关，冠心病发

生风险与 RDW 成正相关，同时，RDW 目前被认为是预测心力衰竭发病和进展的新兴标志，也被

认为可以作为评价抗高血压药物疗效的生物学指标。此外有研究报道发现，在部分消化类疾病与

RDW 的相关性研究当中，RDW 可以作为评估急性胰腺炎发病严重程度及全身炎症性变化的生物

学指标，与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也有一定相关性，由于 RDW 在血常规中的检测已日趋成熟，因此

可以考虑其在急性胰腺炎和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方面的辅助诊断具有一定优势。还有研究发现，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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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相关的完整机制尚不明确，但是 RDW 与胸肺型肺吸虫病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这一研究论点也为

临床诊断与治疗提出新的研究方向。 

结论  近年来，不断有研究发现，RDW 除了能够反映红细胞在形态上的异常以外，与其他疾病也具

有一定的相关性，使 RDW 在临床应用价值上得到一定拓展。 

 
 

PU-1760 

LP-PLA2 抗体的发现及其对应产品的开发 

 
丁小宇,张春妮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210000 

 

目的  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LP-PLA2）是血管内皮炎症的独立危险因子，也是目前检测血管内皮

炎症的新指标。对心脑血管栓塞性疾病的预测、治疗和预后的判断具有重要意义。筛选获得抗 LP-

PLA2单克隆抗体，并利用其开发定量检测 LP-PLA2 的试剂盒。 

方法  采用脂蛋白磷脂酶 A2免疫 BALB/C 小鼠，取免疫小鼠脾细胞与 SP2/0 细胞进行细胞融合，

采用酶联免疫法筛选特异性抗体，经 ELISA、胶乳比浊及荧光免疫层析平台对筛选得到的阳性抗体

验证，最终筛选出适用于试剂盒检测的一对抗体。 

结果  筛选得到 6 株特异性分泌株（1G1、1G2、1C1、1B1、2G2、1E12），经 SDS-PAGE 检测

抗体纯度＞95%，灵敏度 1ng/mL，线性范围在 1～500ng/mL 之间。经 ELISA、胶乳比浊、荧光免

疫层析验证筛选（1G2 和 2G2）适用于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的 LP-PLA2 试剂盒的开发。将配对抗

体做成试剂盒试剂与 Diadexus 试剂盒（ELISA 法）进行比对，日立 7020 生化分析仪测试配对抗

体的主要参数及标准曲线，检测线性范围：0.5～800ng/mL，低值精密度<5%，与 Diadexus 相

比，r>0.99。 

结论  利用单克隆抗体技术获得的阳性抗体可以用来建立 LP-PLA2检测试剂盒，利用此

思路及方法可对目前市面上昂贵的进口检测试剂盒国产化。 

 
 

PU-1761 

全自动大便分析仪临床应用分析 

 
王天琼 

贵州省人民医院,550000 

 

目的  对 LTS-E100 全自动大便分析仪性能进行检测，并就其临床应用情况进行比对分析。探索大

便分析自动化的优缺点及临床适用性。 

方法  通过仪器与人员间形态学、隐血比对、仪器携带污染检测、仪器复检率、仪器使用中速度、

报警等使用情况调查，全方位了解仪器在临床中的适用情况。 

结果  有形成分及隐血比对、携带污染均符合要求，因标本采集问题几少部分试纸条原因，有一定

比例的复检。仪器在报警及速度上有待改进。 

结论  该仪器能应用于临床，同时降低了标本对环境及人员的危害，提高了生物安全。同时因排除

了人为原因能给出一致、准确的检验结果。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031 

 

PU-1762 

炎症相关细胞因子与 Ph 阴性骨髓增殖性肿瘤的相关性研究 

 
王蓓丽,马艳婷,陈朴,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00 

 

目的  探讨骨髓增殖性肿瘤（MPN）患者血清细胞因子和急性时相反应蛋白水平的临床意义。 

方法  入组 105 例 Ph-MPN 患者和 20 例体检健康者，检测 EPO、TNF-α、IL-1β、IL-2R、IL-6、

IL-8、IL-10， hs-CRP 和铁蛋白水平，分析 Ph-MPN 发病及疾病转化过程中上述标志物的变化规

律。 

结果   MPN 患者血清 TNF-α、IL-2R、IL-6、IL-8、hs-CRP 和铁蛋白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1），而 IL-10 水平则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与对照组相比，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组、

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组和原发性骨髓纤维化组血清 TNF-α、IL-2R、IL-6 和 IL-8 水平均高于对照

组，而三组患者 IL-10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0.05）。其中 PMF 组 IL-2R 水平明显高于 PV 组和

ET 组（P<0.01），ET 组和 PMF 组 hs-CRP 和铁蛋白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PV 组

EPO 水平低于其余各组（P<0.05）； 无 JAK2V617F 基因突变患者血清铁蛋白水平高于突变患者

（P<0.05）；在 JAK2V617F 基因突变阳性 MPN 患者中 PMF 组 EPO、IL-2R 水平明显高于 PV 和

ET 组（P<0.01），PMF 组 TNF-α、IL-8 水平高于 ET 组（P<0.05），PMF 组 IL-6 水平高于 PV

组（P<0.05）；根据网状纤维增生程度分组，增生程度为Ⅲ级的 MPN 患者 IL-2R 水平高于其余各

组（P<0.05），TNF-α 水平高于未增生组（P<0.05）；hs-CRP 与 IL-6 及 IL-2R 呈正性相关，r 分

别为 0.733（P<0.01）和 0.464（P<0.01）；铁蛋白与 TNF-α 呈中等程度相关，r 为 0.406

（P<0.01）。 

结论  症相关细胞因子及 hs-CRP、铁蛋白在 MPN 患者中表达异常，且在三种疾病亚型中的表达水

平也存在差异。 

 
 

PU-1763 

腰椎骨折患者术前凝血功能变化及临床意义 

 
吕路路,皇海,郝晓柯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腰椎骨折病人术前凝血功能的变化。 

方法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3 月腰椎骨折后当天急诊入院病人 132 例，选年龄相匹配的健康对照

组 100 例。用 Sysmex CS5100 检测入选人群的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APTT）、纤维蛋白原（FIB）、D-二聚体（DD），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腰椎骨折组 PT 和 APTT 均低于健康对照组，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FIB 和 DD

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腰椎骨折后患者凝血功能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可能导致机体呈现高凝状态从而产生骨折相

关并发症如深静脉血栓等。及时检测和检测患者术前凝血功能的变化可评估患者术前出血情况和对

其相关并发症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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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64 

关于如何保证血球分析仪故障前后标本质量的探讨 

 
屈慧,皇海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通过血球分析仪在临床检验工作中的不断应用，探讨如何保证血球分析仪故障前后的标本质

量。 

方法  结合实际案例的处理方法，探讨如何保证血球分析仪故障前后的标本质量，在标本追溯、比

对分析、质控监督等方面，探讨程序化的处理流程来保证仪器故障前检测报告的正常发放和故障后

仪器的正常使用。 

结果  1，对 A 机器故障前的标本 5 例为一组进行追溯，使用运行正常、质控在控的同型号 B 仪器

检测并计算偏移，直至偏倚在可接受范围。2，A 仪器故障维修结束、运行质控合格后，再次将追

溯标本使用 A 机检测，与 B 仪器的结果计算偏倚，合格方可验收。3，将血球分析仪故障的处理流

程汇编入 SOP 使用。 

结论   血球分析仪在临床检验工作中出现故障在所难免，因而要求我们在故障维修前后的质量控制

中要做到规范化、统一化、流程化，这样可有效提高检验工作的质量，减少错误报告的发放。 

 
 

PU-1765 

D-二聚体、N 末端脑钠素原及炎症标志物 

与儿童重症肺炎预后的关系 

 
杨龙贵,张聪 ,周舟,莫丽亚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410000 

 

目的  探讨 D-二聚体（DD）、N 末端脑钠素原（NT-ProBNP）及降钙素原（PCT）、白介素-6

（IL-6）、白细胞计数（WBC）、C-反应蛋白（CRP）等炎症标志物与儿童重症肺炎预后的关

系。 

方法  107 例重症肺炎患儿根据是否需要机械通气，分为未机械通气组和机械通气组，机械通气组

再分为无创通气组和有创通气组；按重症监护时间分为重症监护时间≤7 天组和重症监护时间>7 天

组；按出院时转归分为生存组和死亡组，比较和分析各组的 DD、NT-ProBNP、PCT、IL-6、

WBC、CRP 水平，并应用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对各指标进行

比较和评价。 

结果  机械通气组、有创通气组、重症监护时间>7 天组和死亡组患儿的 DD、NT-ProBNP、PCT 和

IL-6 水平均明显分别高于未机械通气组、无创通气组、重症监护时间≤7 天组和生存组（P 均

<0.05），而 WBC 和 CRP 在各组中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Logistic 回归多因素分

析表明，DD 对重症肺炎患儿死亡风险评估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OR=2.72，95%CI：1.32～

5.60，P<0.01）；ROC 分析结果显示，用于预测重症肺炎患儿存亡情况的曲线下面积最大为 DD

（0.89），其后依次为 IL-6（0.85）、PCT（0.84）、NT-ProBNP（0.80），联合 DD、NT-

ProBNP、PCT 和 IL-6 四项检测指标的曲线下面积为 0.91，诊断灵敏度 0.91，特异度 0.85。 

结论  DD、NT-ProBNP、PCT 与 IL-6 在儿童重症肺炎病情严重程度和预后评估中具有一定的临床

价值，四项指标联合检测可提高对存亡情况的预测能力，DD 可能可以作为预测重症肺炎患儿死亡

风险的独立生物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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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66 

丝切蛋白 1 的功能、调控及其在肿瘤中的应用 

 
郭奕超,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00 

 

目的  回顾丝切蛋白 1（cofilin1）的功能、调控及其在肿瘤中的应用。 

方法  从 cofilin1 结构、功能、调控、检测及在肿瘤中的应用来综述 cofilin1。 

结果  近年来对肿瘤细胞迁移的影响受到了广泛的关注。Cofilin1 能诱导细胞形成伪足，以踏车运动

的形式保持细胞动力，对细胞形变、凋亡、脂代谢等方面也有影响。Cofilin1 可通过磷酸化途径、

PIP2 结合、PH 等多种方式进行调控。在多项研究中，Cofilin1 已经被证明与多种肿瘤的预后相

关。 

结论  cofilin1 的多种作用从各方面影响着肿瘤的发生发展。许多新作用正在被挖掘，检测手段也愈

发丰富，未来势必会出现更多新的研究结果。 

 
 

PU-1767 

术前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淋巴细胞 

比值（PLR）及 C 反应蛋白/白蛋白比值（CAR） 

对口腔鳞状细胞癌预后的意义 

 
王秋菊,宋晓玉,张莉,叶波 

四川省肿瘤医院,610000 

 

目的  探讨术前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 NLR）、血小板/淋巴细胞

比值（platelet-lymphocyte ratio, PLR）及 C 反应蛋白/白蛋白比值（C-reactive protein to albumin 

ratio, CAR）对口腔鳞状细胞癌（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SCC）手术患者预后的意义。 

方法  探讨术前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 NLR）、血小板/淋巴细胞

比值（platelet-lymphocyte ratio, PLR）及 C 反应蛋白/白蛋白比值（C-reactive protein to albumin 

ratio, CAR）对口腔鳞状细胞癌（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SCC）手术患者预后的意义。 

结果  通过 ROC 曲线得出 NLR、PLR 及 CAR 的截止点分别为 1.41、109 和 0.525，AUC 面积分

别为 0.6686、0.6905 和 0.7092.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分析均提示 PLR 和 CAR 对 OSCC 患者的

DFS 及 OS 有预测价值，其中 PLR 对 OSCC 患者的 DFS[hazard ratio(HR)=4.096; 95% 

confidence interval(CI):2.213-7.582; P<0.001], OS[HR=3.217; 95%CI:1.813-5.708; P<0.001]，

CAR 对 OSCC 患 者 的 DFS[HR=6.571; 95%CI:2.916-14.807; P<0.001], OS[HR=4.339; 

95%CI:2.360-7.978; P<0.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 PLR 和 CAR 均是 OSCC 的

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  术前 PLR 和 CAR 可作为 OSCC 预后的独立预测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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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68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检测体液常规细胞计数的可行性研究 

 
王冲,顾梅秀,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00 

 

目的  探讨 Sysmex XN-9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检测体液标本细胞计数的可行性研究以及参数高荧

光体液细胞百分比（HF-BF%）在良恶性疾病标本中的差异。 

方法  使用显微镜手工计数法和 Sysmex XN-9000 血液分析仪检测法分别检测 100 例体液（52 例

胸水，23 例腹水，8 例腹透液，6 例脑脊液，11 例引流液、穿刺液、心包液）标本中的红细胞

（RBC）和白细胞（WBC），以显微镜手工计数法为金标准法，比较仪器法检测结果与手工法的

差异。记录仪器法检测参数 HF-BF%，并比较其在良恶性疾病标本中的差异。 

结果  WBC 手工法计数<15000 个/ul 的标本，相关性较好，R2为 0.929；WBC 手工法计数 >15000

个/ul 的标本，两种方法检测值存在差异。RBC 手工法计数数值 800~10 万个/ul 的标本，相关性较

好，R2为 0.949；RBC 手工法计数<800 个/ul 的标本，两种方法检测值存在差异。HF-BF%>10 的

标本，都为恶性疾病标本。 

结论  Sysmex XN-9000 血液分析仪检测体液细胞具有快速、准确、重复性好等优势，在 RBC、

WBC 一定线性范围内可以取代手工法计数。参数 HF-BF%增高与恶性疾病相关。 

 
 

PU-1769 

血栓弹力图和常规凝血试验监测冠心病 

患者凝血功能的相关性探讨 

 
黎安玲,陈薇 ,胡汉宁 , 杨钢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430000 

 

目的  探讨冠心病患者血栓弹力图(TEG )各参数与常规凝血试验各指标的相关性 ，评价两种方法在

冠心病患者凝血功能监测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取 2015 年 5 月-2017 年 4 月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住院的冠心病患者 98 例，同时选取同期

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进行健康体检者 60 例作为对照组，分别进行血栓弹力图（TEG）和常规凝血

试验的检测。将 TEG 检测的各参数与凝血四项结果进行分析，探讨结果的变化及各参数之间的相

关性。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冠心病组 TEG 参数与常规凝血试验变化的一致性较好，TEG 参数 R 值

和 K 值缩短，α 角、MA 值明显升高，差异均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5）；常规凝血试验

的纤维蛋白原明显增高（P＜0.01），TEG 参数和常规凝血试验的纤维蛋白原存在相关性，其中 K

值与 FIB 呈显著负相关（r = -0.7073），α 角、MA 值与 FIB 呈显著正相关（r = 0.5739、r = 

0.6003），其余参数之间的相关性差。 

结论  血栓弹力图与常规凝血参数之间存在相关性和一致性，血栓弹力图参数在数据上的趋向性更

一致。TEG 可以反映冠心病患者的凝血状况，作为其监测凝血状态的一种辅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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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70 

红细胞平均体积对择期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患者 

预后的预测价值及相关因素分析 

 
王蓓丽,孙林,顾梅秀,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00 

 

目的  探讨红细胞平均体积（MCV）对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CI）治疗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及相关

因素分析。 

方法  回顾性调查和分析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9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 229 例接受择期 PCI

治疗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患者是否发生再梗，分为正常组（147 例）和再梗组（82 例）。采用全

自动血液分析仪和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术前 1 天两组患者血常规、肝功能和血脂，并将结果进行

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位数描述，组间分析采用卡方检验。正态性计量资料两两之间

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非正态性计量资料采用非参数检验。单因素和多因素 Cox 生存分析评价

MCV 对择期 PCI 治疗患者预后价值和再梗风险，单因素和多因素回归分析评价 MCV 与其他指标

相关性。 

结果  再梗组患者 MCV 均值为 88.5±5.7 fL，正常组患者 MCV 均值为 90.3±4.3 fL, 两组间 MCV 存

在显著差异（p= 0.011）；MCV 相关参数 RDW、RBC、HB、HCT、MCH、MCHC 两组间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单因素分析发现 MCV、LVEF、WBC、ALT、TG、HDL 和支架总长度为 PCI 术

后再梗发生的风险因素。随红细胞体积减小患者发生再梗风险增大，风险比为 0.954（95％ CI 

0.921～0.989, p= 0.010）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多因素校正分析显示 MCV 水平低是 PCI 术后发

生再梗的独立风险因素（HR= 0.958 95％ CI 0.916～1.002, p= 0.040） 

结论  术前 MCV 水平低的患者发生再梗风险高，MCV 可作为择期 PCI 术后患者再梗风险预测因素

纳入患者预后评估。 

 
 

PU-1771 

Application of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i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decision for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s 

 
Yunzhi Du,Jinghua Feng 

Kingmed Diagnostics 

 
Objective The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MDS) is a group of heterogeneous disease 
characterized by cytopenia, dysplasia in one or multiple myeloid lineages, ineffective 
hematopoiesis, recurrent genetic abnormalities and increased risk of developing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The challenge to current diagnosis criteria include 1) sometimes it is difficult to 
make diagnosis based on morphology, e.g. no dysplasia hallmark or the morphology alteration is 
caused by nutritional or toxic factors other than MDS; 2) MDS-unclassifiable group represents a 
group with similar clinical features, but <5% blasts or <10% dysplasia cells. However, some 
patients in this group still progress to MDS or AML.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decision for 
this group of patients is problematic. 3) Due to technical limitation and resolution, cytogenetics is 
not capable of detecting all genetic alteration in MDS patients, especially point mutation, 
frameshift and short insertion and deletion. Not all detected cytogenetic abnormality has same 
clinical significance.  4) The criteria to classify MDS, AML, CHIP (clonal hematopoiesis of 
indeterminate potential) are arbitrary. 5) Ambiguous cases do exist with current criteria and 
diagnosis flowchart. 
Methods Application of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in clinical setting in feasible and has been 
approved by FDA. In this talk, I will describe recent advances of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in 
improvements in diagnosis and prognostic assignments of MD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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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SF3B1 mutations, one of RNA splicing factors, are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ring 
sideroblasts and more frequent in MDS-RS (80%). Therefore, SF3B1 mutations can be used as 
an auxiliary diagnosis. Patients with SF3B1 mutations harbor fewer mutations in genes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and generally have a more favorable prognosis. Estimating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MDS is an integral part of clinical care, setting expectations for patients 
and informing treatment decisions for clinicians. The most widely used prognosis prediction 
system has been the International Prognostic Scoring System (IPSS), first published in 1997. The 
IPSS was revised in 2012, and the current IPSS-R system is based on bone marrow cytogenetics, 
blast percentage and cytopenia. The IPSS-R does not include molecular abnormalities. The work 
published by Bejar R et al in 2011 demonstrated somatic mutation in any of five genes (TP53, 
ASXL1, ETV6, RUNX1 and EZH2) were associated with poorer prognosis and added 
independent prognostic information to IPSS-R. Therefore, these molecular information can refine 
prognosis predicted by IPSS-R. In general, MDS is not highly selected target therapy disease, 
and molecular predictors to drug response and the association are usually limited. Patients with 
del 5q responds to lenalidomide at 70% response rate, and the response duration lasts > 2 years. 
In contrast, patients without del 5q responds to lenalidomide only ~25%, and the median duration 
of response is < 1 year. However, additional presence of TP53 mutation alters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del 5q. A modest increase of response rate in patients with TET2 and DNMT3A 
mutations to hypomethylating reagent has been observed, however, it is not strong enough to 
alter treatment decision. 
Conclusions In summary, availability of NGS based molecular tests to MDS patients helps 
diagnosis in difficult cases, and incorporation of molecular information refines prognosis and 
helps treatment decision for MDS patients. 
 
 

PU-1772 

HIV/AIDS 患者外周血程序性死亡受体-1 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赵长城 

安徽省立医院感染病院 

 

目的  探讨 HIV 感染及抗病毒治疗对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1, PD-1）表达的影

响。 

方法  根据是否接受抗病毒治疗将 61 例 HIV/AIDS 患者分为治疗组及未治疗组，并以 35 例健康者

作为对照。利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技术探究基因 PD-1 mRNA 在人外周血单个核细

胞（PBMCs）上的表达；通过双夹心抗体 ELISA 法测定血清中可溶性 PD-1（sPD-1）表达水平。

并比较不同 CD4+ T 淋巴细胞数的 HIV/AIDS 患者血清 sPD-1 的差异。 

结果  PD-1 在未治疗组、治疗组、健康组 mRNA 上相对表达量均数分别为 0.3378 ± 0.064、

0.5782 ± 0.073 和 0.7715±0.124，健康组与未治疗组差异极显著(p<0.001)，健康组与治疗组、治

疗组与未治疗组差异显著（p=0.031、p=0.043）；未治疗组、治疗组、健康组血清 sPD-1 浓度分

别为 42.22±2.21ng/ml、38.24±2.79 ng/ml 和 29.88±1.41ng/ml。健康组与未治疗组、治疗组，治

疗组与未治疗组分别具有显著性差异（p=0.008、p=0.040 和 p=0.020）。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

未治疗组、治疗组 CD4+T 淋巴细胞数<350 个/mm3患者血清 sPD-1 水平均显著高于 CD4+T 淋巴

细胞数>350 个/mm3患者（p=0.035、p=0.047）。 

结论  抗病毒治疗在一定程度上使高水平 sPD-1 表达下调以促使 PD-1/PD-L1 通路的恢复，从而促

进机体免疫重建。监测 PD-1 mRNA 上及 sPD-1 的表达在 HIV 的辅助诊断和推断病情发展上具有

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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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73 

浙江省儿童锌检测结果及缺乏率分析 

 
项伶俐,刘军权,潘雪琴,樊晓敏 

杭州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目的  调查浙江省部分地区间儿童微量元素锌水平及缺乏情况 

方法  研究对象源于杭州金域在 2014.07-2016.12 检测的浙江 6 地区 69478 例儿童锌检测血液样

本。按年龄分成 5 组，分别为 0-岁，1-岁，2-岁，3-岁和 5-16 岁组。每组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

析。 

结果  浙江省 6 个城市地区不同年龄段儿童锌水平均有明显差异（P<0.05），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逐渐升高；不同年龄段儿童锌缺乏率均有差异（P<0.05）。6 个地区内每个地区的同年龄段儿童锌

缺乏率随着年龄增长下降，5 岁以上锌缺乏率最低，每年龄组缺乏率比较均有差异（P<0.05）。金

华地区各年龄段锌缺乏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组， 0～岁组和 1 岁～组尤其明显（P<0.01）。台州地

区各年龄段锌缺乏率除金华地区外，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P<0.05）。 

结论  各地区幼儿时期锌水平较低，随着年龄增长不断升高。各年龄段锌缺乏率最高地区为金华，

其他地区结果接近。 

 
 

PU-1774 

体外程序和体内程序进行 APTT 试剂内源性因子 

敏感性评估的差异 
 

袁莉,王威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710000 

 

目的  评估实验室常规使用 APTT 试剂的 FⅧ，FⅨ，FⅪ，FⅫ 敏感性，利用商品化标准血浆的体

外程序和来自病人新鲜血浆的体内程序分别进行评估，比较其差异。 

方法  根据 CLSI H47-A2 指南将商品化标准血浆和单因子缺乏血浆按不同比例配制成<1% ~100%

因子水平的混合血浆，各因子活性和对应 APTT 在 CA7000 上测定。超出 APTT 参考区间上限的最

大的因子活性即为体外程序的因子敏感性。来自于病人的单因子缺乏样本：62 例 FⅧ，38 例 F

Ⅸ，10 例 FⅪ，8 例 FⅫ ，评估方法同体外程序。 

结果  体外程序得到的因子敏感性为：FⅧ 51.0%，FⅨ34.7%，FⅪ 53.2%，FⅫ 32.7%；体内程序

得到的因子敏感性为：FⅧ 39.6%，FⅨ39.5%，FⅪ38.8%，FⅫ 28.6%。 

结论  体外程序和体内程序评估 APTT 试剂的内源性因子敏感性差异较大，可能导致凝血结果的错

误解释。 

 
 

PU-1775 

肿瘤性淋巴细胞胞浆碎片出现血小板卫星现象一例报道 

 
朱建锋,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00 

 

目的  鉴别诊断血小板的聚集现象对血小板计数的影响。 

方法  通过收集病例资料，结合实验室血常规、外周血涂片分类计数、流式细胞学检查、骨髓细胞

形态学检查和骨髓活检，对血小板聚集现象的原因进行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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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标本存在血小板卫星现象，重新采集枸橼酸钠抗凝标本再次进行血常规检查，可校正血小板

计数结果。（初次 EDTA 抗凝血血小板计数 45×109／L，校准后 139×109／L）。 

结论  血小板卫星现象引起的 PTCP 导致血液分析仪无法识别血小板，引起仪器血小板计数结果明

显显著低于血小板真实值。 

 
 

PU-1776 

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与肝癌患者动脉化疗栓塞术预后的相关性 

 
孟志民,顾梅秀,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00 

 

目的  探究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与肝癌患者动脉化疗栓塞术预后两者之间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6 月期间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就诊并进行 TACE 术治疗的的

肝癌初诊患者，采集术前 EDTA 全血样本，共 214 例样本。使用流式细胞仪对 214 例样本进行外

周血淋巴细胞亚群检测，同时收集 214 例病例样本的基本临床信息以及半年后 MRI 影像学资料和

预后状况。基于影像学资料将 214 例患者分为两组：疾病稳定组以及疾病进展组，比较两组之间淋

巴细胞亚群的差异并找出与预后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疾病进展组 CD4+（42.97±8.18）、CD4+CD8+（3.10±2.29）百分比和 CD4/CD8 比值

（2.29±1.08）均大于疾病稳定组 CD4+（39.69±7.01）、CD4+CD8+（2.31±1.45）、CD4/CD8

比值（1.99±0.96）（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istic 回归结果表明，肿瘤细胞的大小、

CD4+细胞百分比、CD4+CD8+细胞百分比是肝癌患者 TACE 术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肝癌 TACE 术后 CD4+、CD4+CD8+百分比升高提示患者预后状况较差。 

 
 

PU-1777 

泉州地区育龄女性地中海贫血流行病学调查 

 
陈雅斌,蒋燕成,陈紫萱,张志珊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第一医院 

 

目的  了解福建泉州地区育龄女性地中海贫血的携带率，研究相关基因突变类型和分布特征。 

方法  应用分群整群抽样法随机抽取泉州市各县市育龄女性的静脉血，以平均红细胞体积(MCV)和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MCH)进行筛查，阳性者采用跨越断裂点 PCR(gap-PCR)技术和反向点杂

交技术(RDB)进行基因检测，检测阴性者外送测序检测罕见基因突变 

结果  7082 例调查对象中共发现确诊地中海贫血 384 例，总携带率为 5.42 %。α、β 地中海贫血的

携带率分别为 3.21 %和 2.15 %，其中 α 地中海贫血以--SEA/αα 为主，占比 68.72 %，并含有 2 例--

THAI/αα 和 1 例 αα/αααanti3.7 罕见基因类型。β 地中海贫血以 IVSⅡ-654（C→T）/N 和 CD41-42(-

TTCT)/N 为主，总和占比 75.00 %。同时检测出 5 例 α、β 复合型地中海贫血。 

结论  和 2012 年福建省同类型研究相比较，泉州地区地中海贫血携带率略有增长。本地区以--

SEA/αα、IVSⅡ-654（C→T）/N、CD41-42(-TTCT)/N 为其主要突变类型，且发现的罕见基因类型

丰富了本地区乃至福建省的地中海贫血基因突变谱。有利于指导临床在遗传咨询和产前基因诊断中

注意地中海贫血的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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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78 

纤维蛋白原及血小板平均体积对肺癌患者诊断的价值及应用 

 
王银玲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研究纤维蛋白原及血小板相关参数在肺癌患者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 2012 年 12 月至 2013 年 2 月已确诊的肺癌患者 40 例作为病例组，选择同期健康体

检者 60 例作为对照组，病例组中鳞癌 15 例，腺癌 15 例，小细胞肺癌 10 例，回顾分析患者血小

板计数、血小板分布宽度、血小板平均体积、纤维蛋白原四项检测指标。 

结果  鳞癌组中，纤维蛋白原、血小板平均体积、血小板分布宽度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较有显著差异

（P<0.05），且纤维蛋白原、血小板分布宽度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血小板平均体积显著低于健

康对照组，血小板计数无显著差异；腺癌组中，血小板平均体积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较有显著差异

（P<0.05），且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纤维蛋白原、血小板计数、血小板分布宽度与健康对照组

相比均无显著差异（P>0.05），小细胞肺癌组中，四项检测指标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较，均无显著

差异（P>0.05）。 

结论  血小板平均体积的显著降低可辅助诊断肺癌，联合检测纤维蛋白原、血小板平均体积可辅助

诊断肺鳞癌。 

 
 

PU-1779 

两种粪便仪器结果与手工法粪便检测结果的比对研究 

 
顾梅秀,袁旭,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00 

 

目的  评估沃文特 FA160 自动粪便处理分析系统、长沙爱威 Ave-562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检测结果与

粪便手工法检测结果的符合程度。 

方法  粪便有形成分、隐血试验分别以人工镜检和万华普曼手工法结果为金标准，仪器法结果与金

标法结果相比，计算真阳性率和假阳性率。 

结果  在 558 例标本中，沃文特 FA160 对粪便红细胞、白细胞、脂肪滴、霉菌的真阳性率（假阳性

率）分别为 33.3%（2.8%）、38.5%（4.2%）、0（0.2%）、0（0.2%），爱威 Ave-562 的真阳

性率（假阳性率）分别为 61.1%（15.6%）、46.1%（1.8%%）、0（0.2%）、0（8.5%）；隐血

试验中，沃文特 FA160 的阴性和阳性符合率分别为 94.4%和 55.2%，爱威 Ave-562 的阴性和阳性

符合率分别为 80.1%和 34.5%。 

结论  沃文特 FA160 系统和爱威 Ave-562 系统对标本有形成分检测的真阳性率均不高，还需加强人

工复检；手工法检测粪便隐血时，同时使用免疫法和化学法两种方法进行检测，其最终结果需结合

两种方法综合判断，而爱威 Ave-562 系统和沃文特 FA160 系统均只有免疫法一种方法，因此在结

果判断，尤其是在手工法为弱阳性(+/-)或阳性(+)标本的对比检测结果判断中，存在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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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80 

评估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抵抗的血小板功能检测方法学比较 

 
朱兵兵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是广泛用于冠心病患者 PCI 术后的双联抗血小板药物。 

方法  但是人群对两周药物的临床反应不同，部分病人凝效果欠佳或无效，称为“阿司匹林/氯吡格雷

抵抗”。 

结果  由于两种药物作用机制不同，由此临床开展的血小板聚集的检测方法繁杂，可单一或同时检

测两种药物的抗血小板聚集效果。 

结论  现对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抑制血小板聚集的作用机制，抵抗的定义及机制、现有的血小板功

能检测方法做一综述。 

 
 

PU-1781 

如何有效将检验结果用于提高诊治水平 

 
曾素根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如何有效将检验结果用于提高诊治水平 

方法  案例 1，2017 年 10 月来我院眼科就诊，行“左眼眶肿物摘除+眼眶减压+眶隔修补术”。因该

患者血清 TP 和 GLB 明显升高及外周血成熟红细胞呈“缗钱状”排列，实验室人员及时与主管医生进

行联系，建议进行尿液、骨髓、血清免疫定量、免疫球蛋白 G4 亚型等一系列相关检查，使该患者

能够很快得到确诊和治疗。案例 2，骨科住院患者，龚 XX，男性，19 岁，临床诊断：右髋臼后壁

骨折、右髋关节脱位。患者外周血出现大量异型淋巴细胞，因检验结果与临床诊断不符合，立即与

患者主管医生取得联系，了解到患者近日出现发热、咽喉部疼痛等症状，基本符合传染性单核细胞

增多症的临床症状，故考虑为病毒感染引起的反应性异型淋巴细胞增多。建议临床医生为患者行

EB 病毒检测，其结果 EB 病毒 IgA 和 IgG 结果分别为 0.8 和 0.02（S/CO）阴性，EB 病毒 DNA 实

时荧光检测（EB-DNA）结果为 1.55E+02（扩增阳性）。使该患者很快得到抗病毒治疗，治疗 1

周后患者的临床症状消失，病情明显好转；治疗 2 周后外周血细胞形态和肝酶基本恢复正常，患者

入院 14 天后，进行手术治疗，术后 1 周患者出院。 

结果  有效将检验结果用于提高诊治水平 

结论  有效将检验结果用于提高诊治水平 

 
 

PU-1782 

浅谈 D-二聚体测定影响因素 

 
闫宏斌 

空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目的  D-二聚体检测对于诊治凝血—纤溶系统疾病以及溶栓治疗的监测等具有重要意义，但在检测

过程中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从而造成假阳性或假阴性结果。为了确保结果的准确性，并为相关

疾病的诊治提供可靠依据，现对影响 D-二聚体检测及相关疾病诊断可能产生的因素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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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83 

临床常用蛇毒类凝血酶制剂对相关凝血指标的影响分析 

 
颜楠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通过观察与探讨泌尿外科相关疾病术后用于止血的注射用白眉蛇毒血凝酶（邦亭）与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用于改善微循环障碍治疗突发性耳聋的东菱迪芙(巴曲酶)，二者在用药治疗前后有显著

差异的凝血指标纤维蛋白原含量（FIB）与纤维蛋白/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P-FDP）水平的变化为

临床提供用药指导参考，并对因该两种药物导致严重低纤维蛋白血症可能发生出血风险的病人向临

床医生做出提示。 

方法  选择我院泌尿外科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2017 年 1 月～2017 年 10 月收治的因泌尿系统相关

疾病术后使用邦亭止血的患者 40 例和突发性耳聋使用巴曲酶改善微循环的患者 30 例，并且分为泌

尿外科组与耳鼻喉科组。泌尿外科组，分别于患者未手术未使用邦亭治疗前、手术后、使用邦亭治

疗后检测常规六项凝血指标并做好记录并观察其水平变化；耳鼻咽喉科组，分别于患者使用巴曲酶

治疗前后检测常规六项凝血指标并做好记录并观察其水平变化。 

结果  泌尿外科组，泌尿外科患者未手术未使用邦亭止血治疗前与手术后、使用邦亭止血治疗后的

凝血相关指标结果比较。FIB、D 二聚体（D-Dimer）、FDP 水平在治疗后与未手术未用药治疗前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FIB 与 FDP 在治疗后与手术后、未手术未用药治疗前结果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组，突发性耳聋患者使用巴曲酶改善微循环

治疗前后检测凝血相关指标结果比较。其中 FIB 与 FDP 在用药治疗前后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FIB 与 FDP 水平在用药前后的显著差异变化可以为临床提供用药指导参考。并且可以帮助提

醒临床医生在使用蛇毒类凝血酶制剂时一定要掌握其适应症及使用剂量并且严密观察临床表现及凝

血功能,避免导致严重的低纤维蛋白血症引起的出血风险。 

 
 

PU-1784 

两种尿液干化学分析仪一致性评价 

 
孙京花,王成彬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对日本京都 AX-4280 和天津果实 Hipee S2 尿液干化学分析仪的稳定性和检测结果一致性比

较。 

方法  使用 AX-4280 和 Hipee S2 两台尿检仪分别测定 625 例尿液常规标本，比较检测结果的阳性

率和符合率。随机选取 200 例样本，通过尿沉渣显微镜复核潜血( Ery)和白细胞( Leu) 两项检测结

果。 

结果  两台仪器室内质控符合率均达 100%。临床样本测试结果显示 pH 值差异百分率均值<10%，

比重( SG) 差异百分率均值<1%，其余 8 项指标一般符合率都>90%。AX-4280 和 Hipee S2 的 Ery

测试结果与尿沉渣显微镜计数结果的符合率分别达 81.0%、84.0%，Leu 结果符合率分别达 72.0% 

和 77.5%。 

结论  AX-4280 和 Hipee S2 检测结果一致性良好，但尿液干化学分析仪在 Ery 和 Leu 两项检测

时，还应结合显微镜尿沉渣计数的结果进行临床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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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85 

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和超敏 C 反应蛋白与冠心病的相关性研究 

 
孙京花,王成彬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RDW）和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与冠心病（CHD）的关系

及临床意义。 

方法  分析 2011 年 4 月-2014 年 3 月在我院住院的冠心病患者 146 例（单支病变组 65 例，双支病

变组 48 例，多支病变组 33 例；稳定性心绞痛组 66 例，不稳定性心绞痛组 53 例，急性心肌梗死

组 27 例）和正常者 70 例。对所有研究对象分别采用 Sysmex-2100 型血细胞分析仪、日立 718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 BNII 全自动特种蛋白分析仪检测 RDW、HGB、RBC、WBC、MCV、Hct、

PLT、MPV、HDL、LDL、TC、TG、Cr、BUN、UA、GLU、TBIL 及 hs-CRP 水平，并对其进行

对比分析。应用 ROC 曲线评价 RDW 和 hs-CRP 在冠心病中的诊断价值和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预测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CHD 组吸烟史、LDL 、hs-CRP 及 RDW 水平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或 P<0.01)。CHD 不同疾病类型组间比较,AMI 组血清 hs-CRP 和 RDW 水平明显高于

SAP 组（P<0.01）,且 AMI 组血清 hs-CRP 水平明显高于 UAP 组（P<0.05）。冠状动脉病变支数

不同组间比较，多支病变组血清 hs-CRP 和 RDW 水平明显高于单支病变组和双支病变组

（P<0.01），且双支病变组 RDW 水平明显高于单支病变组（P<0.05）。 

结论  RDW 和和 hs-CRP 与冠状动脉病变和冠心病病情的严重程度有关，高水平的 RDW 可能是冠

心病的独立影响因素。 

 
 

PU-1786 

哮喘时肺内 IL-25 表达改变的机制研究 

 
汪沛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由于近年来环境污染的持续存在，哮喘的发病率居高不下，已成为严重危害国民身体健康的

疾病之一，也是我国儿童常见的呼吸道疾病。 

方法  目前哮喘的发病机制学说众多，但气道重塑是哮喘较为公认的病理改变之一。IL-25 是重要的

气道上皮细胞源性细胞因子，可参与哮喘的发生发展。 

结果  研究者及其他研究者报道哮喘时患者血清中白细胞介素 25（IL-25）含量增加，IL-25 可促进

大鼠气道平滑肌细胞的增殖活性，是导致气道重塑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哮喘患者及卵清白蛋白

（OVA）致敏的动物模型中 IL-25 表达增加的分子机制尚不明确。 

结论  本研究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以 OVA 致敏的哮喘大鼠模型和人支气管上皮细胞为研究对象，

探讨 IL-25 表达增加的分子机制，明确表达调控的转录因子，为进一步阐明哮喘的发病机制提供实

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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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87 

三种尿液干化学分析仪检测一致性的比较 

 
王刚强,程翔,杨丽华,何娟,汪沛,李程华,杨若凡,郑善銮,郝晓柯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比较罗氏 Urisys2400、爱科来 AX4030、美侨 Mejer600 尿液干化学分析仪检测结果的一致

性。 

方法   AX4030、Mejer600 分别与 Urisys2400 进行比对，计算结果的阳性检出率和符合率。通过

确证实验，对所有尿液标本的红细胞（ERY）、白细胞（LEU）、蛋白（PRO）进行确认，分别计

算三种仪器各自符合率和假阴性率。 

结果  AX4030、Mejer600 与靶机 Urisys 2400 PH 均值差异百分比<10%，SG 均值差异百分比

<1%,一致性符合要求 ;AX4030 ERY、PRO 阳性检出率以及 Mejer600 ERY 阳性检出率与

Urisys2400 存在显著差异，P<0.5; 除外 SG、PH，AX4030、Mejer600 与 Urisys2400 一般符合率

>80%，Kappa>0.4，结果一致性良好; 三种仪器 ERY、LEU、PRO 检测结果与确证实验，ERY 符

合率为 69.8%-79.3%，假阴性率为 7.2%-12.4%，LEU 符合率为 70.1%-76.2%，假阴性率为

17.4%-29.6%，PRO 符合率为 63.3%-88.3%，假阴性率为 4.2%-15.9%。 

结论  三种尿液干化学分析仪检测一致性良好，均可满足临床需要，但对部分可疑标本，需要结合

其他沉渣仪器及确证实验综合分析。 

 
 

PU-1788 

mtDNA ND5 基因 T12338C 突变与 2 型糖尿病患者的关系研究 

 
肖凤静 1,辛毅娟 1,季敬璋 2,吕建新 3,郝晓柯 1 

1.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2. 温州医科大学检验与生命科学学院 

3.杭州医学院 

 

目的  探讨 mtDNA ND5 基因 T12338C 突变与 2 型糖尿病（T2DM）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聚合酶链反应，直接 DNA 测序等分析技术对 215 例无血缘关系的 T2DM 患者和 132 名

年龄相匹配正常对照组的 mtDNA ND5 基因进行分析。对检出的突变位点采用生物学软件

GENtle，chromas，Clustal X，Antheprot 等进行分析。 

结果  mtDNA ND5 基因有多个突变位点，其中 T12338C 位于 ND5 基因的起始位置，此突变使甲

硫氨酸变为苏氨酸（M1T），在 T2DM 患者中发现有 10 例（4.65%），对照组中有 6 例

（4.55%）（p＞0.05），Antheprot 软件分析发现此变异导致 ND5 蛋白二级结构发生改变。 

结论  mtDNA ND5 基因存在多个多态性位点，对含有同质性点突变 T12338C 的 T2DM 患者临床资

料以及 mtDNA 全序列分析表明 T12338C 并不是 T2DM 的致病性突变位点，可作为单体型 F2 分型

的特征性位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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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89 

粪便血红蛋白/转铁蛋白检测在恶性肿瘤患者 

发消化道出血筛查中的意义 

 
肖凤静,郑善銮,郝晓柯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便隐血试验血红蛋白（Hb）试验和转铁蛋白（TF）试验联合检测粪便隐血在恶性肿瘤患

者伴发消化道出血筛查中的意义。 

方法  收集我院肿瘤科住院病人的粪便标本，分别采用血红蛋白胶体金诊断试纸和转铁蛋白胶体金

诊断试纸检测粪便隐血。 

结果  158 例消化道肿瘤患者的粪便样本血红蛋白法检出 106 例，检出率 67.1%，转铁蛋白法检出

123 例，检出率 77.8%，联合检测法检出 132 例，检出率 83.5%；205 例非消化道肿瘤患者的粪便

样本血红蛋白法检出 25 例，检出率 12.2%，转铁蛋白法检出 44 例，检出率 21.5%，联合检测法

检出 68 例，检出率 33.2%；正常对照组的粪便样本血红蛋白法检出 0 例，转铁蛋白法检出 1 例，

检出率 1%，联合检测法检出 1 例。 

结论  转铁蛋白检测在消化道出血中有较高的检出率，血红蛋白（Hb）试验和转铁蛋白（TF）联合

检测可以起到互补作用，对提高恶性肿瘤患者伴发消化道出血的检出率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PU-1790 

使用改进的细胞免疫化学方法进行尿足细胞计数 

可早期评估肾小球损伤 

 
李丽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肾脏疾病早期肾损伤可导致足细胞脱落。尿液中脱落的足细胞数量可反映肾小球损伤的程

度。足细胞标志蛋白（PCX）被人视为是足细胞的标志。检测足细胞的方法很多，但这些方法的应

用由于费时费力、价格昂贵或者准确性低而受到限制。本研究对原有的细胞免疫化学方法进行改

进，对尿液中的足细胞进行计数。 

方法  本研究中，在病例组和对照组中，我们使用改进的细胞免疫化学方法对尿中的足细胞进行计

数，同时使用 ELISA 法检测尿中 PCX 的水平，以及血清胱抑素 C、尿素氮、肌酐、尿酸和 β2 微

球蛋白水平。对各项指标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和方法学诊断效能的比较 

结果  病例组患者尿足细胞计数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尿足细胞计数与尿 PCX 浓度及血清胱抑素 C

浓度进行具有显著正相关。尿足细胞计数具有更好的诊断效能。 

结论  使用我们改进的细胞免疫化学方法进行尿足细胞计数相较 ELISA 和血清胱抑素 C 检测，对早

期肾小球损伤具有更高的诊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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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91 

红细胞分布宽度的变化在胃癌诊断中的意义 

 
韩静颖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胃癌患者红细胞分布宽度（RDW）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90 例胃癌患者术前抽血检测血常规、CA125、CA199 等相关指标，并选取 89 例体检健

康志愿者（正常对照组），比较 2 组中 RDW 水平，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

确定 RDW 最佳截点，根据胃癌患者 RDW 水平分为低 RDW 组（RDW<12.5）和高 RDW 组

（RDW≥12,5）。分析 RDW 与年龄、性别、CA125、CA199 的关系。 

结果  胃癌患者 RDW 水平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绘制 ROC 曲线，将

胃癌患者分为低 RDW 组和高 RDW 组，高 RDW 组与年龄有差异（P<0.05）；与性别、CA125、

CA199 无差异（P>0.05）。 

结论  胃癌患者的 RDW 水平高于正常对照组；CA125、CA199 在高 RDW 组和低 RDW 组比较无

差异，说明高 RDW 在胃癌的诊断中与 CA125、CA199 有高度的一致性，可作为胃癌的一项有效

诊断指标 。 

 
 

PU-1792 

钙卫蛋白在肠道疾病诊断与治疗中的的意义 

 
杨丽华,郑善銮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节奏的变快，饮食习惯的变化，炎症性肠病（Infalmmotary 

bowel disease，IBD）已经成为困扰很多病人的比较高发、常见的疾病 

方法  病情反反复复，迁延不预，给病人带来莫大的痛苦。临床上诊断炎症性肠病基本靠内窥镜检

查。 

结果  内窥镜是一种侵入性检查，而且价格昂贵，不可反复多次操作。所以，临床上需要一种方便

快捷而且能够反复检测的指标来监测 IBD 病人的病情变化和预后以及复发。 

结论  内窥镜是一种侵入性检查，而且价格昂贵，不可反复多次操作。所以，临床上需要一种方便

快捷而且能够反复检测的指标来监测 IBD 病人的病情变化和预后以及复发。 

 
 

PU-1793 

尿常规报告单的规范审核和准确解读 

 
杨丽华,郑善銮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尿常规检查作为检验科的常见项目和三大常规之一，是住院病人必须检查的。 

方法  而门诊病人有肾脏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累，内分泌系统疾病和心血管系

统疾病累及肾脏的，还有感染性疾病的病人往往也需要检查尿液常规。 

结果  可是，作为体液检查人员，尿液常规报告单到底应该如何正确审核，如何正确分析，如何正

确出具，是我们应该认真思索、努力探索、不断学习和总结、进一步规范化的。我们出具的报告单

能否正确反映病人最准确的情况是我们值得深思的。临床医师对于我们反馈的报告单如何正确解

读，准确判断病情也是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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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94 

尿常规分析中红细胞影响因素的探讨和规范化审核的见解 

 
杨丽华,郑善銮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通过一例病人尿液常规和尿三杯检验报告单的分析，说明尿液审核规范化的重要性，检验和

临床沟通的重要性，以及正确解读尿常规检验报告对临床的意义。 

方法   对本院一例住院病人的尿液常规检验报告和尿三杯检验报告单进行分析，对红细胞定量和定

性一致性进行探讨。 

结果   在审核尿常规报告单时，要注意红细胞的影响因素，当红细胞定量和定性不相符时，应当离

心镜检，以镜检结果为准。 

 
 

PU-1795 

FTS 对糖尿病病情控制监测价值的研究 

 
杨麦贵 1,杨铮 2,5,杨阳 3,岳波 4,徐焰 1,马越云 1,马恒 2,郝晓柯 1 

1.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2.空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理病理学教研室 

3.北京陆军解放军第 252 医院 

4.西京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5.西京医院全军临床检验医学研究所 

 

目的  探讨血清果糖胺(FTS)对糖尿病病情控制监测作用的价值研究。 

方法  按 WHO 制定的糖尿病（DM）诊断标准确诊 80 例，其中 I 型糖尿病（ⅠDDM）30 例，Ⅱ型

糖尿病（NIDDM） 50 例，采用日立 718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配套试剂分别检测受试者和健康正

常对照者空腹血清血糖(FBG)、糖化血红蛋白（HbA1c），722 分光光度 NBT 改良比色法测定

FTS。 

结果  DM  FBG 为（8.86±0.5）mmol/L、HbA1c（8.52±0.6）%、FTS 为（7.92±2.6）mmol/L，

NIDDM FBG 为（8.47±0.4）mmol/L、HbA1c（7.22±0.3）%、FTS 为（6.21±2.9）mmol/L 两组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FBG（4.86±0.5）mmol/L、HbA1c（4.35±0.4）%、FTS 为（2.46±0.3）

mmol/L，（p＜0.05）。 

结论   糖尿病病情控制监测方法的选择对糖尿病的治疗、发展、合并症的预防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

价值，实验证明 FTS 优于目前用的 HbA1c 法，它简便快速、准确不需特殊设备，日内变化小，不

受饮食、运动、药物等影响，方便于患者，易于广泛开展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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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96 

XN-9000 血细胞检测流水线致白细胞形态变异的探讨 

 
杨麦贵 1,杨铮 2,5,杨阳 3,岳波 4,马越云 1,刘家云 1,程晓东 1,郑善銮 1,樊爱琳 1,胡恩亮 1,马恒 5,郝晓柯 1 

1.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2.研究生管理大队 

3.北京陆军解放军第 252 医 院 

4.西京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5.基础医学院病理生理学教研室 

 

目的   探讨 XN-9000 血细胞检测流水线系统致白细胞形态变异的机理。 

方法  采用 XN-9000 血细胞检测流水线系统对选自西京医院门诊 238 例受试者，其中经临床及骨髓

穿刺细胞学确诊的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26 例、粒细胞性白血病 17 例和单核细胞性白血病 15 例，均

用乙二胺四乙酸（EDTA）-K2(2.0mg/ml)专用管采血 2ml，在 1h 内完成仪器推片、瑞-姬染色、DI-

60 全自动阅片机阅片及手工推片、瑞-姬染色，2 位经验丰富的主管检验师显微镜检查分类比较。 

结果   正常组、粒细胞性白血病和单核细胞性白血病患者组抗凝血，经仪器自动推片及染色，检出

异型淋巴细胞为（3.43±0.47）％与手工推片染色（3.23±0.73）％比较没有差异（P>0.05）,淋巴

细胞性白血病患者组淋巴细胞形态有明显的改变拟异型淋巴细胞的仪器为（85.20±5.60）％与手工

推片（3.50±0.90）％有明显差异（P<0.01），淋巴细胞体积增大，外形不规则，着色不均，边缘

蓝色较深，胞核不规则，细致膨胀，淡紫红色，主要拟为假性Ⅱ型（不规则型/单核细胞型）异型

淋巴细胞，见图 3，4，其它白血病组白细胞形态均有变异失去圆形或椭圆形态仪器为

（72.05±5.40）％与手工推片（3.30±0.70）％有明显差异（P<0.01）（均为同一管血）。 

结论   XN-9000 血细胞检测流水线系统对 EDTA-K2 抗凝血活化膨胀的白细胞无法调整推片力度加

之白血病患者的血液细胞密度高阻力大而致细胞形态改变，使淋巴细胞拟为Ⅱ型异型淋巴细胞，影

响临床对疾病的诊断，手工推片可据血液细胞活化膨胀及细胞密度情况随意调整角度、速度及力

度，所以细胞形态不易改变，确切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当拟Ⅱ型异型淋巴细胞较多时，必须手

工推片、染色及显微镜检查确证后方可发报告。 

 
 

PU-1797 

活体细胞检测在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中的应用价值 

 
杨麦贵 1,杨铮 2,杨阳 3,岳波 4,郑善銮 1,马恒 2,郝晓柯 1 

1.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2.基础医学院生理病理学教研室 

3.北京陆军解放军第 252 医院 

4.西京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目的   探讨观察 598 例缺血性心脑血管病患者及 100 例健康者血液红细胞（RBC）形态、血小板

聚集性及纤维丝的状态。 

方法  应用 BX53 相差显微镜系统观察检测患者及健康者血液中 RBC 形态及血小板聚集等的变化。 

结果  598 例缺血性心脑血管病患者 RBC 形态、血小板聚集性及纤维丝结果数值均显著高于正常对

照组（P<0.01）。 

结论  BX53 相差显微镜系统对诊断缺血性心脑血管病具有直观、真实、干扰因素少、用血量少所

得信息多等优点，是种较新的先进的检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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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98 

判断血尿来源的方法学研究 

 
杨麦贵 1,杨铮 2,杨阳 3,岳波 4,郑善銮 1,饶国洲 5,何娟 1,樊爱琳 1,郝晓柯 1 

1.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2.研究生管理大队 

3.西京医院全军整形外科研究所 

4.西京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5.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口腔医学研究中心 

 

目的   探讨三种检测方法判断血尿来源的比较研究。 

方法  采用显微镜检查红细胞形态变异率、免疫荧光染色和红细胞电泳，分别对 318 例经临床及病

理确诊的血尿来源患者，进行检测比较。 

结果   确诊的 208 例肾源性血尿红细胞形态学检查总符合率为 69.2%（208/144）；Ig 免疫荧光符

合率为 98.1%（208/204）；红细胞电泳时间符合率为 97.6%（208/203），免疫荧光和电泳法符

合率明显高于红细胞形态学有显著性差异（P<0.01）,免疫荧光与电泳法无明显差异（P>0.05）。

三种方法对 110 例非肾源性血尿检测符合率分别为 97.3%（110/107）；1.8%（110/2）；2.7%

（110/3），红细胞形态学法明显高于免疫荧光和电泳法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 

结论  肾源性血尿红细胞被免疫球蛋白（Ig）包裹，表面电荷降低，使 Ig 免疫荧光和红细胞电泳法

对诊断肾源性血尿较特异准确，红细胞形态学虽较差，但易开展适于各级医疗单位，对非肾源性血

尿诊断率优于免疫荧光和电泳法。 

 
 

PU-1799 

血清尿酸水平与年龄及相关疾病关系的研究分析 

 
杨麦贵 1,杨铮 2,杨阳 3,岳波 4,程晓东 1,秦庆 1,马越云 1,马恒 2,郝晓柯 1 

1.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2.基础学院生理病理学教研室 

3.北京陆军解放军第 252 医院 

4.西京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目的   探讨中老年人血尿酸水平与相关性疾病的关系及各年龄段的意义。 

方法   采用日立 718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了 1 685 例住院患者血清尿酸，分析所有病历资料观

其各年龄段、性别与相关性疾病的关系及发病率。 

结果   1 685 例患者检出高尿酸血症 361 例占 21.4% ，各年龄段男高于女，男性总发病率

（261/1123）23.2%高于女性（56/562）10.0% （P<0.01） ，50～59 岁发病率较高为 32.4% ，

与相关性疾病有密切关系，发病率均明显高于正常尿酸组（P<0.01）,超体重及肥胖组发生高尿酸

血症分别为 40.6%和 46.2%。 

结论   50～59 岁的中老年男性易发生高尿酸血症，可致相关性疾病的发生，是冠心病等的危险致

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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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00 

氯氮平治疗精神分裂症对白细胞影响的临床分析 

 
王祖森 

安徽省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氯氮平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对其白细胞的影响情况，进一步分析比较氯氮平与其他治疗

精神分裂症药物致白细胞异常的差异，为临床医生应用氯氮平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提供一定的临床

指导。 

方法  从本院自 2017.1.1-2017.12.31 间出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病例中分别抽取首次单用氯氮平患

者 72 例和其他药物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 59 例作为研究对象，对患者年龄及服药前后白细胞数的变

化情况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服药治疗后白细胞异常精神分裂症患者共 37 例，其中服用氯氮平组占 67.57%，其他药物组

占 34.43%；服药治疗后前 3 周白细胞异常发生率较高，氯氮平组显著高于其他药物组

（P<0.05），且与年龄相关。 

结论  氯氮平治疗精神分裂症对白细胞影响较大，尤其前 3 周影响显著；且氯氮平与其他治疗精神

分裂症药物致白细胞异常差异明显，另外，氯氮平治疗精神分裂症导致早期白细胞异常表达与患者

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 

 
 

PU-1801 

血脂脂蛋白水平与 2 型糖尿病并发血管病变的关系探讨 

 
杨麦贵 1,杨铮 2,杨阳 3,岳波 4,肖鹏涛 1,马恒 2,郝晓柯 1 

1.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2.基础学院生理病理学教研室 

3.北京陆军解放军第 252 医院 

4.西京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目的   研究探讨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血脂和载脂蛋白水平与其并发症的关系及诊断价值。 

方法   按 WHO 制定的 T2DM 诊断标准确诊 120 例，将其分为 4 组：A.无血管并发症组、B.视网膜

微血管病组、C.肾脏病组、D.冠心病组，采用日立 718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配套试剂分别检测受

试者和健康正常对照者血清总胆固醇（TC）、三酸甘油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

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载脂蛋白 A-I(APOA-I)、载脂蛋白 B（APOB）水平。 

结果  测的 T2DM A 组患者 TC 为（5.3±1.1）mmol/L、TG(1.7±0.4) mmol/L、APOB（1.3±0.4）

g/L、 APOA-I/APOB（1.2±0.5）；B 组 TG(1.7±0.3) mmol/L、LDL-C （2.4±.3）mmol/L、APOB 

(1.3±0.4) g/L 、APOA-I/APOB（1.2±0.5）；  C 组 TG（2.6±1.0 ）mmol/L、TC（6.6±2.0）

mmol/L、LDL-C （2.6±0.3）mmol/L、 APOB （1.8±0.6）g/L 、   APOA-I/APOB （0.8±0.3） 

结论  T2DM 血脂和载脂蛋白水平与血管并发症有密切关系，APOA-I/APOB 比值是反映 T2DM 脂

质代谢紊乱和动脉粥样硬化的敏感指标，APOB 可能是血管内皮功能受损致动脉粥样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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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02 

MTT 比色法五种甲臜溶解液在检测细胞最佳者的优选研究 

 
杨麦贵 1,杨铮 2,杨阳 3,岳波 4,马恒 2,郝晓柯 1 

1.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2.基础医学院生理病理学教研室 

3.北京陆军解放军第 252 医院 

4.西京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目的   探讨噻唑蓝（MTT）比色法甲臜溶解液在细胞检测中效果最佳者的比较选择。 

方法   取制备好的 C57 小鼠脾细胞悬液，滴种于 96 孔培养板上，每种甲臜溶解液均设 3 个复孔。

每孔加 PHA 100µl，同时设细胞自发转化孔对照，置 37℃5 % CO2环境培养箱 48h，培养结束前

4h，轻轻吸弃上清 100ul，加 MTT 10µl 于细胞中后继续培养，终止时的培养液，分别以常用的酸

性异丙醇、二甲亚枫（DMSO）、10%SDS-0.01mol/L HCL、12.5%SDS-45%DMF、20%SDS-

50%DMF 五种溶解液作用于 PHA 刺激 C57 小鼠脾细胞观察其效果。 

结果   选择优化的 MTT 比色法甲臜溶解液，pH2.0 的 20%SDS-50%DMF 溶解细胞效果最佳，溶

解力强，能将所形成的甲臜颗粒完全溶解，不出现蛋白沉淀，不需除去上清和剧烈震荡，简化了操

作程序，显色稳定，特别适于大样本检测，改进的 pH 值可完全避免酚红对结果的干扰。 

结论  pH2.0 的 20%SDS-50%DMF 是一种良好的甲臜溶解液，具有溶解力强，显色稳定，操作简

便快速等的优点，可广泛推广应用。 

 
 

PU-1803 

超快速检测体液 EGFR 基因突变的新方法 

 
刘元斌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寻找一种新的，高效快速检测体液 EGFR 基因突变的方法。 

方法  这项研究前期工作描述了利用多种分子诊断学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快速检测 EGFR 基因突变的

新方法。相比 DNA 测序的检测方法，该方法是基于等位基因特异性扩增（ASA），重组酶聚合酶

扩增（RPA），肽核酸（PNA），和 SYBR Green I，我们称之为 AS-RPA-PNA-SYBR （ARPS）

系统。 

结果  使用这种方法，在细胞系水平 5 分钟内即检测出了 EGFR 19Del（2）突变，同样在 10 分钟

内检测出了 EGFR L858R 点突变；利用优化的 ARPS 系统检测临床标本，15 分钟即可很好的得到

检测结果，并与临床信息和测序结果相一致。 

结论  在这项研究中，使用 ARPS 系统检测 EGFR 基因突变的结果数据与由聚合酶链式反应

（PCR）和 DNA 测序方法相一致，并且更快速，过程简单，方便使用。因此，利用该 ARPS 系统

新方法检测基因突变，用以评估临床样品中 EGFR 基因突变有着可靠和实用的优势，并可在桥式

PCR 技术基础上更进一步检测循环肿瘤 DNA（ctDNA），在未来的床旁检测（POCT）和体液检

测研究和应用中有很大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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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04 

尿液流水线检测信息在肾脏疾病中的差异性分析 

 
郑善銮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大数据统计尿液流水线主要检测信息，分析其在肾脏疾病中的差异性。 

方法  采集我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住院的肾病患者的 LIS 数据信息，采用 SPSS 18.0 软

件分别统计比较肾脏疾病患者尿液 ERY、RBC、PRO、Path.Cast、RBC.info 单项及其组合检测

信息的阳性率。 

结果  单项检测信息 ERY、RBC、PRO、Path.Cast、RBC.info 在肾脏疾病中的阳性率分别为

79.5%、60.4%、78.5%、42.6%、35.3%，ERY 与 RBC 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检

测信息 ERY+PRO、PRO+Path.Cast 的阳性率分别为 67.3%和 37.6%。 

结论  尿液流水线检测信息仅可作为肾脏疾病筛查及疗效监测指标，准确诊断还需采用相关行业标

准。 

 
 

PU-1805 

不同海拔地区凝血指标的观察 

 
魏国庆 

青海省人民医院,810000 

 

目的  探讨不同海拔地区健康人群凝血指标变化及分析。 

方法  应用 SysmexCA-7000 全自动血凝仪检测了海拔 2260m（西宁组）和 3200m（海西组）地区

健康人群的凝血酶原时间（PT）、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纤维蛋白原（Fib）、凝血酶时

间（TT）指标。 

结果  海西男性组 PT,APTT 较西宁男性组延长（P<0.01  P<0.05），Fib 和 TT 海西男性组较西宁

男性组明显降低 （P<0.01），而海西女性组与西宁女性组比较 PT 延长,Fib TT 明显降低和缩短, 

APTT 无差异，在同一海拔高度西宁男性组较西宁女性组 PT, APTT，TT 缩短, Fib 无差异。海西男

性组较海西女性组 PT 缩短，Fib 降低，APTT,TT 无差异。  

结论  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凝血指标发生改变，提示在高原地区疾病诊治，应高度重视凝血系统

的变化。 

 
 

PU-1806 

鼻咽癌患者治疗前血液学炎性标志物水平与肿瘤 N 期的关系 

 
叶星明 

福建省肿瘤医院,350000 

 

目的  在各期鼻咽癌患者中，分析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

（PLR），红细胞压积（RDW）与肿瘤 TNM 分期的关系。 

方法  本篇论文通过对 834 例鼻咽癌患者的外周血进行采样，所有患者均通过治疗前评估以及

UICC/AJCC 第七版分期系统的重新分期，通过对全外周血数据的收集，应用 SPSS 软件对 NLR，

PLR，RDW 等数据与 TNM 期的关联性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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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 NPC 患者中，通过 TNM 分期中 I-IV 期的分析，I 期站 0.8%，II 期站 5.9%，III 期站

49.3%，IV 期站 44.0%。并且 NLR/PLR/RDW 均显示与 N 期成正相关性，因此可作为 N 期进展的

独立因素。 

结论  本文数据显示中性粒细胞与血小板介捣的炎症反应，在 NPC 各期的进展中具有显著的相关

性。对治疗前 NLR/PLR/RDW 水平的测定可能在 NPC 患者早期诊断中起到帮助的作用。 

 
 

PU-1807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the 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 in colon and rectal cancer 

 
Lin Wang,Jing Jia,Lu Lin,XingMing Ye,Ying Chen 

Fujian Provincial Cancer Hospital 

 
Objective  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 (NLR) and platelet-lymphocyte ratio (PLR) are systemic 
inflammation markers that have a proven prognostic role in many types of cancer.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potential diagnostic values of NLR and PLR in colorectal patients, and 
analyze differences in pathological features of patients with right colon, left colon and rectal 
cancer. 
Methods  A total of 1199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he patient 
characteristics and pretreatment data of hematological parameters, clinical TNM stages and 
available pathological features were collected. The association of NLR, PLR with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and survival was evaluated. 
Results Levels of NLR and PLR in the colon cancer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m in the 
rectal cancer. High NLR (>2.6)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oor predictive factor for the overall 
survival (OS) (P=0.007) in late or advanced stage (III/IV) with colorectal cancer, but not PLR. The 
OS (P=0.032) of patients with well or moderate differentiated(G1/G2) also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ccording to NLR. In addition, high NLR was a poor predictive factor for the OS (HR, 
1.579; 95% CI, 1.061 to 2.348; P=0.0242) in colon cancer, but not for rectal cancer. Patients with 
right colon cancer had a decreased OS compare to left colon,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However, right colon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worse OS (P=0.021) than left 
colon in stage III/IV. 
Conclusions  NLR is a potential prognostic marker in colon cancer. Right colon cancer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worse OS than left colon in stage III/IV. 
 
 

PU-1808 

SAA、CRP、PCT 在感染性发热疾病中的诊断价值 

 
王杉杉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分析血清淀粉样蛋白 A 和 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淋

巴细胞百分比、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在感染性发热疾病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该院感染性发热幼儿组 105 例（病毒感染组 63 例、细菌感染 42 例）、成人组 112 例

（病毒感染组 68 例、细菌感染 44 例）、对照组 130 例（幼儿(30.4±22.5 月)组 68 例，成人组 62

例），采集末梢血测定血液中 SAA、CRP、WBC、L/N、L%、N%、SAA/CRP，并对结果进行统

计分析 

结果   ①幼儿组：细菌感染组 SAA、CRP、WBC 计数、NLR、N%、PCT 明显高于正常对照

组,SAA/CRP 比值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L%与正常对照组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病毒感染组 SAA、SAA/CRP、L%比值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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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NLR 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CRP、PCT、WBC 计数、

N%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② 成人组：细菌感染组 SAA、CRP、

WBC 计数、NLR、N%、PCT 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SAA/CRP 比值、L%均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病毒感染组 SAA、

SAA/CRP 比值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CRP、PCT、WBC

计数、N%、L%、NLR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病毒感染中，SAA 升高比 CRP 更为明显，SAA/CRP 比值幼儿组与成人组均敏感。联合检

测 SAA、CRP、PCT、L%、N%在幼儿及成人感染性发热疾病的诊断中可以更准确地确定感染类

型，为疾病的早期诊断以及预防抗生素的滥用导致的耐药提供了有效的实验室依据。 

 
 

PU-1809 

Association between mitochondrial DNA copy number an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risk 

 
Songling Huang1,Yu Song1,Qiuyue Xu1,Huan Li1,Yunjuan Wang1,Jinfeng Du2,Yong Duan1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032， China 

2.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aihe Hospital， Shiyan， 442000， China 

 
Objective  Alterations of mitochondrial DNA (mtDNA) copy number is widely reported in various 
human cancers, including lung cancer, and is considered to be an important hallmark of cancers. 
This study was undertaken to investigate the possibility of variable mtDNA copy number in 
peripheral blood lymphocytes (PBLs) as a risk predictor for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Methods  Using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approach, we examined mtDNA copy number in 
PBLs from 60 NSCLC patients and 60 matched controls.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mitochondrial DNA copy number in NSCLC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median: 1.28 to 0.97; P < 001). We further assess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itochondrial DNA copy number and NSCLC risk using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With the median of the control value as the cut-off point, it was found that the risk of 
NSCLC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high mtDNA copy number compared with the low mtDNA copy 
number (the ratio of the adjusted ratio, 2.57; 95% confidence interval, 1.89-3.26).In trend analysis, 
we found that higher mitochondrial DNA copy number had a 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 with 
increased risk of NSCLC (P < 001).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provide the first epidemiological evidence that high mitochondrial 
DNA copy number in PBLs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isk of NSCLC. 
 
 

PU-1810 

凝血四项及 D-二聚体检测在肝硬化患者中的临床意义 

 
江岩,郝晓柯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目的  探讨肝硬化患者凝血四项及 D-二聚体检测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西京消化病医院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3 月收治的肝硬化患者以及体检健康人群各 70

例作为研究对象，分别进行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纤维蛋白原(FIB)

浓度、凝血酶时间(TT)及 D-二聚体含量的检测，并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肝硬化组 PT、APTT、TT 明显延长(P<0.05)，FIB 明显降低(P<0.05)，

D-二聚体含量明显升高(P<0.05)。 

结论  肝硬化患者的血液呈低凝状态，通过凝血四项，D-二聚体的检测可以预测其出血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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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11 

低 MCV 引起 PLT 计数假性增高的实验研究 

 
荆晶,胡恩亮,樊爱琳,郑善銮,郝晓柯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目的  评价低红细胞平均体积（MCV）对 PLT 计数的影响，为实验室制定 PLT 复检规则提供依

据。 

方法  随机收集 2017 年 3 月～2017 年 8 月期间的 466 例门诊检测血细胞计数及五分类患者 EDTA

抗凝血标本，检验结果分为三组：A 组 MCV≤65fL，B 组 65fL＜MCV≤70fL，C 组 70fL＜

MCV≤75fL。采用 SYSMEX-XN9000 血液分析仪分别进行电阻抗法（PLT-I）和荧光核酸染色法

（PLT-F）血小板计数，将两种方法检测的血小板计数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A 组 PLT-I 值=(322.8±109.1×109/L)， PLT-F 值=(282.60±100.5×109/L)，二者之间有统计学

差异（P＜0.05）；B 组 PLT-I 值=(305.7±111.7×109/L)，PLT-F 值=(304.8±112.3)；C 组 PLT-I 值

=(292.2±84.4×109/L)， PLT-F 值=(291.6±84.4×109/L)。 

结论  当存在小红细胞或红细胞碎片的情况下，即低 MCV（≤65fL）时，电阻抗法（PLT-I）检测血

小板结果，会引起血小板计数的假性增高。 

 
 

PU-1812 

西安地区正常妊娠妇女孕早中晚期 

血常规检测指标参考区间的调查分析 

 
荆晶,郝晓柯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目的  分析西安地区正常妊娠妇女在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的血常规检测结果，为建立临床参考

区间提供实验室数据支持。 

方法  选取该院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2 月门诊 1197 例正常妊娠妇女按照各自孕周分为孕早期、

孕中期、孕晚期，分别对三个孕期的孕妇进行白细胞(WBC）、红细胞（RBC）、血红蛋白

（HB）、血细胞比容（Hct）、红细胞平均体积（MCV）、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MCH）、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MCHC）、血小板（PLT）的测定和统计分析，并与作为空白对照组的

300 例非孕健康育龄期妇女的相应检测指标进行比较。 

结果  正常育龄期妊娠妇女在不同孕期 RBC、HB、Hct、MCV、MCH、MCHC 的水平均低于正常

对照组，孕晚期下降达到孕期最低水平（P<0.05），不同孕期之间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P<0.05）。正常育龄期妊娠妇女 WBC 水平 随孕周的增加逐渐升高，至孕晚期达最高水平，不

同孕期之间 WBC 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正常育龄期妊娠妇女 PLT 水平较健康对照组显

著降低，在孕晚期达最低水平（P<0.05）。 

结论  妊娠妇女血常规指标明显不同于非孕健康育龄期妇女，各临床实验室应建立妇女妊娠各期血

常规指标参考区间，有利于诊断妊娠贫血、感染和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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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13 

Altered TEG parameters identify hypercoagulablilty and are 
of predicting value for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 patients 

 
Songsong LU,Mengjie ZHU,Lei ZHAO,Qinzhu XU,Ying SONG,Chen LIU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The goal of this study was to clarify the changes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TEG 
parameters in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s and nodular goiters. 
Methods  62 nodular goiter (NG) patients and 53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 (PTC) patients were 
included. Coagulation indicators, together with a series of TEG parameters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compared with results of 61 healthy controls (HC).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between routine coagulation indicators and TEG parameters. ROC curve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potential diagnosis value of the TEG parameters that had altered in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 patients. 
Results APTT and PT in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0.05). MCV was found to be higher in PTC than NG and healthy 
controls. 
R, K and SP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PTC group than that in HC group; Angle, CI and 
TPI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TC group than that in HC group. Areas under the ROC 
curve of CI, TPI, and angle were 0.725, 0.714, and 0.687.The optimal cut-off values of CI, TPI 
and angle were 1.65, 86.1sec and 72.05. 
Conclusions  TEG parameters are altered and indicated hypercoagulablilty status of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 patients; CI, TPI, and angle could be potential diagnosis indicators for 
detecting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We demonstrated that for PTC patients, TEG tests can 
reflect coagulation status dynamically with a series of TEG indicators. According to the TEG 
results, PTC patients tend to be in hypercoagulation status. We also compared TEG assays with 
conventional coagulation tests and found among PTC patients, PLT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R,K,MA,CI,G,E,TPI and SP, and FIB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MA,E,G,TPI,A and 
A30.  By analyzing ROC curves, we found that CI values are better for distinguishing PTC from 
NG patients or healthy controls. According to our results, TEG parameters were altered among 
PTC patients, which could be of diagnosis value for distinguishing PTC from NG patients. We 
assume that the TEG method is an easy assay and could be helpful for physicians to diagnose 
PTC patients according to the change of their coagulation function, which could be of potential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in future. 
 
 

PU-1814 

Reference intervals for Urine sediment analysis in Healthy 
pregnant women in China 

 
Songsong LU,Man Han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stablish reference intervals of white blood cell (WBC), 
red blood cell (RBC), bacteria (BACT), squamous epithelial cell (EC), small round epithelial cell 
(SRC) and mucous strands (MUS) for urine sediment test of pregnant women when with the UF-
1000i analyzer was being used as the detection device. We also intended to clarif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regnant women and non-pregnant women in terms of the aforementioned 
parameters 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s of such parameters in different trimesters of pregnancy. 
Methods The experimental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experiment group (505 
healthy pregnant women) and the control group (466 healthy non-pregnant women). Subjects of 
both groups are women between the age of 21 and 45. The urine specimens we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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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the Sysmex UF-1000i analyzer, followed by manual correction. A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SPSS 22.0. Results were considered significant at p < 0.01.  
Results The pregnancy reference intervals of WBC, RBC, BACT, EC, SRC, and MUS were 
0~29.4/μL, 0~22.0/μL, 0~695.9/μL, 0~ 28.0/μL, 0~ 7.6/μL and 0~2.8/μL respectively. In the 
experiment group, the concentrations of WBC, BACT, EC, and SRC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1), while the concentrations of RBC, and MU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1). The inter-trimester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the 
concentrations of WBC, BACT, EC, and SRC were statistically indistinguishable (p>0.05). 
However, the concentration of RBC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with the increase of trimester of 
pregnancy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first trimester with the second trimester: p=0.000<0.01;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econd trimester and the third trimester: p=0.004<0.01). The WBC, 
BACT, EC and SRC had moderate intercorrelations (0.569~0.681, p<0.01).  
Conclusions We established reference intervals of WBC, RBC, BACT, EC, SRC, MUS for urine 
sediments analysis of healthy pregnant women by using UF-1000i.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forementioned paramete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ut no inter-trimester or 
age-related differences in such parameter existed. The levels of WBC, BACT, EC, and SRC had 
moderate intercorrelations, and RBC MUS levels had a weaker correlation. 
 
 

PU-1815 

Study on Nosocomial Infection and its Risk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Leukemia 

 
黄敏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leukemia 

and to provide a basis for it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方法  311 patients with acute leukemia admitted was performed. 144 cases were regarded as 

nosocomial infection group, the other 167 cases without any infection as non nosocomial infection 
group. 

结果   The incidence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was 46.3% (144/311), mainly consisting of 

respiratory tract, blood and oral infection. The most common pathogens were gram-negative 
bacilli (46.6%), which were relatively sensitive to Imipenem/Cilastatin Sodium (TIENAM), 
Ceftazidime. 

结论  The conditional pathogenic bacteria are the main pathogens in nosocomial infection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leukemia, and most of them can resist antibiotics. As infections in these 
patients are usually severe and complic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so antibiotics selection upon 
experiences should be taken rapidly.  
 
 

PU-1816 

UF-1000i 尿沉渣分析仪检测尿白细胞结果假阳性分析 

 
李程华,郝晓柯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目的  探讨 UF-1000i 尿沉渣分析仪检测尿白细胞的干扰因素，分析出现假阳性的原因。 

方法  随机选取我院 2018 年 2 月份 300 例住院患者新鲜中段尿液，采用显微镜与尿沉渣定量分析

仪检测，以显微镜镜检结果作为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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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300 例尿液标本采用显微镜镜检，阳性率为 58.3%；尿沉渣定量分析仪检测结果，阳性率

61.7%，假阴性率 5.7%，假阳性率 16%。 

结论  将镜检和尿沉渣分析仪两种检查方式相结合，能有效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PU-1817 

室温下血常规标本放置时间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张青杨,刁莹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探讨在室温条件下血液标本放置时间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方法  在室温条件下应用 Sysmex XN-9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分别在 0、0.5、1、2、4、8、

24、48、72、96、120 小时检测 40 例健康体检者的全血标本。 

结果  在室温条件下放置的标本,MPV 在 4h 时的检测结果与即刻检测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在 8h 时 MPV 的检测结果较即刻检测有更显著性差异（P＜0.01），其余参数 24h 内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 ＞0.05）。另外 8h 内白细胞计数与分类中嗜碱性粒细胞随着放置时间的延长有

不同程度的增多的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血细胞分析应根据不同检测目的尽快完成检测。 

 
 

PU-1818 

Sysmex 4000 血液分析仪检测单核细胞性能评价 

 
刘玉军 

神木县医院,719000 

 

目的  评价 Sysmex 4000 血液分析仪检测单核细胞的计数性能 

方法  将经 Sysmex 4000 血液分析仪检测的 400 例标本分为两组，其中 200 例仪器分类单核细胞

比例正常（3%-8%）为一组，其中 200 例仪器分类单核细胞比例增高（＞8%）为一组。对两组标

本经仪器检测完毕后进行涂片，每份标本涂片两张，染色后进行镜检分类，每片分类 200 个白细

胞，共计分类 400 个白细胞，计算单核细胞百分比，并与仪器分类单核细胞百分比进行比较。 

结果  对仪器分类单核细胞比例正常的 200 例标本，结果经统计为：5.0%±2.5%，人工镜检分类结

果经统计为：4.9%±2.6%，两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镜检时未发现其他异常血细胞；对

仪器分类单核细胞比例增高的 200 例标本，结果经统计为 15.0%±8.0%，人工镜检分类结果经统计

为 8.0%±2.5%，二者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镜检时在部分标本中发现原始细胞、异型淋

巴细胞、幼稚粒细胞、巨型多分叶中性粒细胞等异常血细胞。 

结论  Sysmex 4000 血液分析仪检测单核细胞结果不准确，在仪器检测结果中如发现单核细胞比例

增高，应进行涂片人工镜检，以防止异常血细胞漏检。 

 
 

PU-1819 

血清淀粉样蛋白 A 与冠心病的相关性研究 

 
张璐璐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血清淀粉样蛋白 A（SAA）与冠心病（CHD 患者的诊断、病变程度及预后的相关性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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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46 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AMI）、38 例不稳定性心绞痛患者（UA）、34 例稳定性心绞

痛患者（SA）及 30 例正常对照者为研究对象，分别检测 4 组患者的血清淀粉样蛋白（SAA）、C

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白细胞介素 6（IL-6）、HS-TnT、CKMB、MYO、NT-

ProBNP 水平及 CHD 患者组的高密度脂蛋白（HDL-C）、低密度脂蛋白（LDL-C）、胆固醇

（CHO）、甘油三酯（TG）和脂蛋白 a（LPa）；采用 Pearson 法分析血清淀粉样蛋白 A

（SAA）同上述指标及冠心病危险因素和 Gensini 评分的相关性分析。 

结果   ①  CHD 患者组的 SAA、 IL-6 、PCT 的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并且呈现

AMI>UA>SA 的趋势,且在冠状动脉单支病变、双支病变、多支病变者逐渐增高。CRP 在 AMI 组的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但在其它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CHD 患者

组的 HS-TnT 、 NT-ProBNP 、 CKMB 、 MYO 的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 ），呈现

AMI>UA>SA 的趋势,但在冠状动脉病变程度上无明显差异（P>0.05）。③SAA 与 IL-6、PCT、

CRP、TG 的水平呈正相关，与 LDL-C 水平呈负相关,与 Gensini 评分在 AMI 组及 UA 组呈正相

关，而在 SA 组无相关性。 

结论   SAA 对于 CHD 的临床辅助识别的敏感性较高，可作为筛查高危人群、CHD 病情的观察及判

断其预后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PU-1820 

2017 年南京地区体检人群不典型贫血的流行病学研究 

 
黄一灵 

江苏省人民医院,210000 

 

目的  分析体检人群不典型贫血发生率，分析原因，为临床查明原发病提供依据。 

方法  连续收集 2017 年 1 月至 12 月体检人员 76718 人份的血常规数据，同时满足红细胞

（RBC）>5.10*1012/L 女性（男性 5.80*1012/L），血红蛋白（HGB）<115g/L 女性（男性

<130g/L）平均红细胞体积（MCV）<82.0fL，平均血红蛋白含量（MCH）<27.00pg，平均血红蛋

白浓度（MCHC）<316.00g/L，按男女计算不典型贫血的发生率，分析原因 

结果  统计 2017 年所有体检人员 76718 人，发现 186 位体检人员满足筛选条件，其中女性 136位

（73.12%），男性 50 位（26.88%），女性发生率大约是男性的 3 倍 

结论  体检人群中不典型贫血发生率不高，但具有临床研究价值，进一步追踪家族病史，做基因学

检测排查地中海贫血有重要意义。 

 
 

PU-1821 

CELLAVISION DM96 高级红细胞软件 

在裂红细胞分析中的应用评价 

 
程翔,王刚强,郑善銮,郝晓柯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目的  CELLAVISION 高级红细胞(RBC)应用软件可依据形态将 RBC 预分类为 21 种不同的细胞，

包括裂红细胞。在自动分类的基础上，检测人员可以重新人工调整分类。本试验即为评价该应用在

裂红细胞检测重点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57 例患者及 60 例健康人对照血液样本，分别用显微镜法及 Cellavision 自动检测裂红细

胞。 

结果  与传统显微镜法相比，使用 Cellavision 进行裂红细胞计数时，批内精密度、日间精密度及检

测者间比对变异系数均较低。 CELLAVISION 自动检测灵敏度高但特异性较差，意味着检测人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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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新分类。 重新分类后，与手动显微镜方法有很好的一致性。且 Cellavision 自动检测裂红细胞

均值较显微镜法略高。 

结论  使用 CELLAVISION 高级 RBC 软件自动检测裂红细胞，是一种精密度良好、灵敏度及特异性

均符合临床需求、检测较准确、易于临床工作及教学使用的工具，有助于裂红细胞相关疾病的标准

化。 

 
 

PU-1822 

4 例髓细胞肉瘤形态学及临床特征分析 

 
李芳 1,2,朴文花 1,2,白洁 1,2 

1.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2.西北民族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提高对髓细胞肉瘤（Myeloid sarcoma，MS）组织病理、骨髓病理特征及临床诊断的认识，

减少疾病的漏诊和误诊。 

方法   收集 4 例髓系肉瘤患者临床资料，骨髓活检标本采用塑料包埋切片行 HGF 染色，手术切除

肿瘤组织标本采用常规石蜡切片行 HE 染色，Envision 方法免疫组化染色，显微镜下观察。 

结果  3 例白血性髓细胞肉瘤骨髓涂片增生明显活跃，涂片内可见一类原始（幼稚）细胞，骨髓活

检组织内可见肿瘤细胞间质-结节分布。1 例非白血性髓细胞肉瘤骨髓涂片未见异常细胞，骨髓活检

可见原始细胞散在、小簇分布。在 4 例髓细胞肉瘤手术切除标本中，有 3 例不同程度表达 MPO，1

例 MPO 阴性；4 例全部表达 CD34，，Ki-67 标记指数 20%-60%不等。CD20，CD79a，CD3，

CD10，CK-pan，ALK，CD30，EMA，CD38，CD138，TDT 均为阴性. 

结论   MS 临床表现多样，遇到活检组织中来源不明的幼稚细胞浸润时，无论临床有无白血病表

现，要结合形态学、组织化学、免疫组织化学及细胞遗传学排除该类疾病的可能。 

 
 

PU-1823 

Sysmex UF-1000i 全自动尿液分析仪 

与显微镜镜检管型检测比对分析 

 
王金华,张磊,黄伦,张彤,武冬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710000 

 

目的  观察 Sysmex UF-1000i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检测尿液中管型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并分析管型

检测的影响因素。 

方法  随机选择 2000 例患者新鲜尿液标本进行检测，观察尿蛋白和管型（CAST）的检测结果，以

显微镜镜检为标准，对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2000 例尿液标本中，蛋白阳性 270 例，提示 CAST 阳性者 153 例，114 例为真阳性，39 例

为假阳性，即假阳性率 33.2%；39 例为假阴性，即假阴性率 25.5%；蛋白阴性标本 1730 例，其

中 265 例提示 CAST 阳性，均为假阳性，1465 例未提示 CAST 阳性，显微镜镜检也未发现管型，

即不存在假阴性。蛋白阳性与蛋白阴性的 CAST 的阳性率与阴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UF-1000i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检测管型的总体假阳性率 16.5%，假阴性率 33.3%，灵

敏度 66.7%，特异性 83.50%。分析 UF-1000i 检测管型的影响因素主要是黏液丝、上皮细胞、结

晶、红白细胞团等。 

结论  UF-1000i 尿沉渣分析仪对于管型的检测只能用于初筛，对于提示管型阳性时，必须进行显微

镜镜检，并对管型分类、计数，为临床提供准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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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24 

儿童 Burkitt 淋巴瘤患者血清 IL-24 及 IL-6 含量 

在预测瘤细胞骨髓侵犯中的意义研究 

 
马鸣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为探讨儿童 Burkitt 淋巴瘤患者血清 IL-24 及 IL-6 的含量在预测瘤细胞骨髓侵犯中的意义研

究。 

方法  我们收集了 45 例儿童 Burkitt 淋巴瘤患者外周血血清，ELISA 法检测 IL-24 及 IL-6 的含量。

并分析血清 IL-24 及 IL-6 含量与患者临床指标之间的关系。 

结果  发现 Burkitt 淋巴瘤患者血清 IL-24 含量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患者，而 IL-6 含量明显减低

(P<0.01)；同时血清 IL-24 及 IL-6 含量与肿瘤细胞是否侵犯骨髓、侵犯程度及临床分期密切相关

(P<0.01)，血清中 IL-24 含量较低，IL-6 含量较高的患者，临床分期往往较晚，易发生瘤细胞骨髓

侵犯；而血清 IL-24 及 IL-6 含量与患者年龄、性别及 IPI 指数均无明显相关(P>0.05)。这提示儿童

Burkitt 淋巴瘤血清 IL-24 及 IL-6 含量与患者肿瘤骨髓侵犯及临床分期密切相关 

结论  因此，血清 IL-24 及 IL-6 含量测定可作为儿童 Burkitt 淋巴瘤的辅助诊断及病情进展预测指

标，为血清 IL-24 及 IL-6 含量检测应用于儿科 Burkitt 淋巴瘤临床诊治提供了科学依据。 

 
 

PU-1825 

孕产妇凝血六项检测的临床意义 

 
毛华杰 

西安市第一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临产妇女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纤维蛋白原(FIB),凝血酶时间

(TT),D–二聚体(D-D)，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PFDP)等凝血指标检测的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 Sysmex CS-5100 全自动血凝仪对 92 例住院临产孕妇和 60 例健康体检者进行凝血六项

检测。 

结果  临产孕妇与健康对照组比较，PT、APTT、TT 均降低，FIB、D-D 和 PFDP 明显增高，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临产孕妇相对正常妇女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因此，产前进行凝血六项的检测是很有必要的，

可以预防产科意外的发生，对临床也有 

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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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26 

血清 PCT、CRP 及 IL-6 联合检测 

诊断细菌性血流感染的临床价值分析 

 
李秀娥,王禺,赵雅,高洁 

西安市第一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血清降钙素原(PCT)、C 反应蛋白(CRP)及白介素-6(IL-6)联合检测诊断细菌性血流感染

(BSI)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 2015 年 8 月到 2016 年 10 月收治的疑似细菌性 BSI 患者 216 例，入院后均送检血

培养，根据培养结果将其分为阳性组(102 例)和阴性组(114 例)。统计细菌性 BSI 阳性率、革兰阳性

菌感染率和革兰阴性菌感染率；检测血清 PCT、CRP、IL-6 水平，并比较两组患者的差异，同时

绘制 ROC 曲线并计算出各指标及联合检测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约登指

数值。 

结果  所有疑似 BSI 患者的细菌阳性检出率为 47.22%，革兰阳性菌感染率与革兰阴性菌感染率对

比无差异(P＞0.05)；阳性组的血清 PCT、CRP、IL-6 水平均明显高于阴性组(P<0.05)；血清 IL-6

的 AUC 明显大于 PCT 和 CRP(P<0.05)；PCT、CRP 及 IL-6 联合检测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

测值、阴性预测值及约登指数均明显高于单项检测(P<0.05)。 

结论  血清 PCT、CRP 及 IL-6 对于 BSI 均有着一定诊断价值，而各指标联合检测诊断 BSI 的临床

价值更高。 

 
 

PU-1827 

高原地区献血对血管性血友病因子的影响及其临床价值探讨 

 
赵洁 

天津医科大学,300000 

 

目的  探讨高原地区献血对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的影响及其临床价值 

方法  收集了西藏昌都地区自愿献血的血液标本 82 例,其中多次献血标本 42 例(献血组),分为低频、

中频、高频 3 个献血亚组,其中低频献血为 2 次,20 例;中频献血为 3 次~9 次,13 例;高频献血为≥10

次,9 例。初次献血前体检合格样本 40 例(对照组)。用 ELISA 方法检测献血组和对照组的 vWF 与人

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Lp-PLA2)的水平,并记录 2 组相应的血常规和血脂等指标。 

结果  多次献血后 vWF 浓度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献血组 Lp PLA2 浓度和

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高原地区献血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vWF 下

降为多次献血后机体的保护因素;在低频、中频、高频献血亚组的 K-M 概率分析中,随着献血频次的

增加,非血管内皮损伤的概率逐渐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0.092,P<0.01)。 

结论  vWF 与高原地区多次献血的关系密切,vWF 下降是多次献血后机体的保护因素。随着献血次

数增多,机体潜在的不良血管内皮状态可能会得到一定的修正或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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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28 

全血 ClC-3 甲基化水平在血栓性疾病中的表达及因素分析 

 
李玉洁,黄琳燕,马萍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21000 

 

目的  检测常见血栓性疾病患者全血中的 ClC-3 甲基化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收集 246 例血栓性患者，其中颈内静脉血栓（IJVT）37 例、下腔静脉栓塞（IVCT）49 例、

下肢静脉栓塞（LEVT）32 例、心肌梗塞（MI）52 例、脑梗塞（CI）76 例的病例，和 76 例健康对

照组（Ctrl）EDTA-2K 抗凝全血，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CR，RTFQ PCR, RT-PCR）技术检测 ClC-3 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水平 

结果  1.246 例血栓性疾病患者全血 ClC-3 甲基化水平为 0.4846±0.1420，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

0.716±0.024，P<0.05。2.118 例诊断为静脉血栓患者的 ClC-3 甲基化水平为 0.4525±0.1517，明

显低于 128 例诊断为动脉血栓患者 0.5581±0.0789，P<0.05，且各类血栓患者全血 ClC-3 甲基化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其中，MI、CI 明显低于 LEVT,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3.不同年龄段的患

者 ClC-3 甲基化水平明显不同，其中 70-79 岁血栓患者甲基化水平最低，为 0.364±0.162。4.72 例

脑梗塞患中，轻度脑梗塞患者 ClC-3 甲基化水平为 0.5138±0.0892 明显高于重度脑梗塞患者

0.4325±0.1342。 

结论  血栓性疾病患者甲基化水平明显降低，且静脉血栓低于动脉血栓，其中甲基化水平与脑梗塞

程度明显负相关，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甲基化与血栓形成提供新的切入点。 

 
 

PU-1829 

探讨血栓弹力图和常规凝血功能在急性胰腺炎患者中的临床应用 

 
王利民,王平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检验科 

 

目的  探讨血栓弹力图和常规凝血功能检测用于评估急性胰腺炎患者凝血功能状态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住院部 126 例被确诊为急性胰腺炎的患者，其中病情轻度组 96 例、重度组 30 例。

入院后分别进行血栓弹力图、凝血四项和血常规检测；将血栓弹力图参数与凝血四项及血小板进行

相关性分析，并将患者组血栓弹力图和凝血四项结果与正常对照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K 值和 α 角分别与 TT、PLT 存在相关性（P<0.01）；MA 值和 G 值分别与 FIB、PLT 存在相

关性（P<0.01）。急性胰腺炎患者组 R 值、Angle 角、MA 值、G 值、PT、FIB、APTT 明显高于

正常对照组 (P<0.05)；其中重度急性胰腺炎患者组 MA 值、G 值、PT 值明显高于轻度组

（P<0.05）,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  

结论  临床上可采用血栓弹力图和常规凝血功能检查联合检测用来评估急性胰腺炎患者的凝血功能

状态，对疾病的诊断、严重程度的判断及治疗有着一定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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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30 

细胞体积的校正对全血 CRP 检测影响的探讨 

 
王平,王利民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430000 

 

目的  评估不同血细胞压积算法对校正全血 CRP 检测结果的影响 

方法  对照组采用特定蛋白分析仪测定血清 CPR，观察 1 组采用实时动态血细胞压积算法分析仪测

定全血 CRP 值，观察 2 组采用固定红细胞压积算法换算出全血 CRP 值。分析各观察组测得全血

CRP 与血清 CRP 结果的差异。 

结果  当 33%＜HCT＜53%时，两观察组校正后全血 CRP 结果与对照组血清 CRP 结果水平均无显

著差异（P>0.05）。当 HCT<33%或 HCT>53%时，观察 1 组与对照组 CRP 结果水平无显著差异

（P>0.05）；观察 2 组与对照组 CRP 结果水平有显著性差异（P<0.05），观察组结果均高于对照

组，且随着 CRP 结果增高而结果偏差越大。 

结论  实时动态血细胞压积算法检测全血 CRP 准确率显著优于固定细胞压积算法（P<0.05）。采

用实时动态血细胞压积算法测定全血 CRP，与血清 CRP 结果有较好的一致性，结果更加准确可

靠。尤其在血常规与 CRP 联合检测中，具有很高的准确性与便利性。 

 
 

PU-1831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患者实验室指标变化分析 

 
王利民,王平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检验科 

 

目的  探讨新型布尼亚病毒感染患者的实验室指标变化特征，为其早期诊断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住院部 57 例新型布尼亚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患者的实验室指标，将患者组实

验室各指标结果与正常对照组进行比较分析,并将异常指标与核酸定量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新型布尼亚病毒感染患者 WBC、PLT、APTT、TT、淀粉样蛋白 A、ALT、AST、总蛋白、

白蛋白、胱抑素 C、血清钠、血清钾、血清钙、血清磷、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CEA、铁蛋白、

CYFR21-1 和 NSE 与正常对照组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其中 PLT、APTT、TT、淀粉样蛋

白 A、AST、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和铁蛋白分别与新型布尼亚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存在相关性

（P<0.001）。患者新型布尼亚病毒抗体检出率低，大部分患者尿常规结果异常。  

结论   在核酸检测结果无或未出的情况下，临床医生可根据上述存在显著性差异和相关性的实验室

参数结合临床症状对新型布尼亚病毒感染患者进行早期诊断和感染程度的评估 

 
 

PU-1832 

AVE-562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临床应用评价 

 
王黎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在临床粪便常规检测过程中，主要包括粪便理学检验、有形成分镜检及隐血试验三部分，国

内大部分医院仍采用人工法检测，其存在感官不易接受、操作繁琐耗时耗力、交叉污染、生物安全

性低等诸多问题。而目前全自动粪便分析仪粪便常规检测国内尚无行业标准，本实验室对爱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AVE-562 系列全自动粪便分析仪进行详尽地评测，旨在讨论其对于临床粪便

常规检测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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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我院在 2018 年 1 月 17 日~2018 年 2 月 17 日期间 517 例门诊及住院患者粪便常规标

本，对仪器的隐血试验、显微镜自动镜检、运行速度、自制标本采集盒的标本运输等进行检验全过

程的性能评价。其中粪便检测以人工法为金标准，通过人机对比分析其一致性。 

结果  AVE-562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有形成分镜检及隐血试验符合率为 95.7%和 92.1%，其隐血试验

方法性及寄生虫卵检出率优于人工检测方法，能提高粪便标本的阳性检出率，减少漏检和人为误

差。镜检结果与人工镜检基本一致，细胞识别灵敏度和准确率高。另外，标本检测全过程实施封闭

式处理，可以有效减少生物安全风险，运行速度及标本盒密封情况满足临床需求。 

结论  AVE-562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自动化程度高、操作简便、有形成分检出率高，可以有效减轻人

力负担，带来更高的检测效率及检测质量，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PU-1833 

尿液干化学分析、尿沉渣分析和镜检联合检测的重要性 

 
闫静 

宝鸡高新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镜检和尿液干化学分 62，假阴性率为 20%。白细胞镜检阳性数为 45，假阴性率约为

15%。红细胞 UF-1000 阳性数为 35，假阴性率为 12%。红细胞镜检阳性数为 24，假阴性率约

8%。  

方法  对我院门诊及住院病人新鲜晨尿 300 例尿液分析测定红细胞、白细胞均阴性标本进行尿沉渣

分析和显微镜镜检。 

结果  300 例干化学检测阴性标本中，白细胞 UF-1000 阳性数为自动分析仪检测出现全阴结果时，

为了不出现漏诊和误诊，实验室应全部进行尿液沉渣分析或显微镜检查。 

结论  尿液干化学分析仪必须和尿沉渣分析、镜检联合检测，才能最大限度的控制漏检、误诊。 

 
 

PU-1834 

血栓性疾病与血小板参数的相关性探讨 

 
唐良洪 

宝鸡高新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血小板参数与急性血栓性疾病的相关性,为血栓性疾病早期进行干预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我院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2 月血栓性疾病住院患者共 309 例，其中脑梗组 122 例，

心梗组 187 例作为实验组，162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采用同一血细胞分析仪分别对两组患者

进行血小板计数(PLT)、血小板体积(MPV)、血小板分布宽度(PDW) 和 大型血小板比率 L-LCR 4 项

指标进行回顾性分析，并与对照组的血小板参数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急性心肌梗死和脑梗组与对照组相比 PLT、PCT 差别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MPV、

PDW 明显大于正常对照组(P<0.05)。L-LCR 也大于正常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血小板平均体积、小板分布宽度和大型血小板比率在血栓前状态中有一定的临床意义,对判断

冠心病的发生及预后有一定的临床价值，PLT 的变化则可提示急性血栓性的病程。二者存在一定的

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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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35 

尿液干化学分析仪与显微镜镜检测定尿中红细胞结果的比较 

 
王妙佳 

宝鸡高新人民医院 

 

目的  比较尿液干化学分析仪与显微镜镜检测定尿中红细胞的结果，探讨尿液干化学分析后进行尿

沉渣镜检的必要性。 

方法  对 100 例来我院进行健康体检客户的随机尿液标本分别进行尿液干化学分析仪和显微镜检

查。分析和比较两种检测方法的检测结果，以显微镜镜检结果作为检测尿中红细胞的“金标准”。 

结果  尿液干化学分析仪红细胞检测结果的灵敏度为 97.91%，特异性为 90.80%，阳性符合率

90.70%，假阴性率为 2.07%，阴性符合率为 97.93%，假阳性率为 9.30%(χ2=36.8，χ2＞

χ20.05，4，则 P＜0.05，在 α=0.05 检验水准下，拒绝 H0，认为尿液干化学分析仪与显微镜镜检

测定尿中红细胞结果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尿液干化学分析仪检测尿中红细胞快速简便，敏感度、特异度、阴性符合率均较高，但假阳

性率也较高，只能作为过筛试验，不能完全取代显微镜检查，必须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既能提

高工作效率，又能保证检验质量，避免误诊和漏诊，从而给临床提供准确的检验结果。 

 
 

PU-1836 

肿瘤患者的 PT/APTT 延长 

 
王宏 

江苏省人民医院,210000 

 

目的  报道两例肿瘤患者 PT 和 APTT 延长的案例 

方法  案例 1：88 岁子宫内膜癌患者，住院常规化疗期间逐渐出现 PT 和 APTT 同时延长，并伴有

皮肤出血症状。患者无抗凝药物服用史，无出血过去史。 案例 2：具有乳癌和淋巴瘤病史的 62 岁

患者，入院时即发现 PT 和 APTT 同时延长，但无任何出血表现。患者无抗凝药物服用史，无出血

过去史。 

结果  两例患者均进行了以下项目检测：PT 纠正试验、APTT 纠正试验、凝血因子活性检测、抗磷

脂抗体检测，案例 1 为获得性 Vk 依赖性凝血因子缺乏，案例 2 为 APS 合并 XII 因子缺乏。 

结论  同为肿瘤患者，都出现 PT 和 APTT 的延长，却有不同的原因及临床（出血）表现。 

 
 

PU-1837 

XE-2100 血细胞分析仪性能验证应用 

 
李云霞 

宝鸡高新人民医院 

 

目的  按照《临床血液学检验常规项目分析质量要求（WS/T406-2012）》[1]和《医学实验室质量

和能力认可和准则》的要求，定期评价 Sysmex XE-21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的分析性能。 

方法  本研究根据 ISO15189 要求，参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CLSI）的仪器性能验证方法，对 Sysmex XE-21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的分

析性能包括本底计数、携带污染率、批内精密度、日间精密度、临床可报告范围、正确度。 

结果  本底计数最高值为白细胞 0.01，小于判定标准≤0.5。携带污染率最高为 0.18%，远低于厂家

要求的小于 3%。批内精密度 WBC、RBC、 HGB、HCT、PLT、MCV、MCH、MCHC 的 CV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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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1.83%、0.79%、0.45%、0.61%、2.64%、0.45%、0.78% 、0.77%，均远小于判定标准

CV≤4.00%、 2.0%、 1.5%、3.00%、5.00%、2.00%、2.00%、2.50%。临床可报告范围经验证，

线性回归方程的斜率（a 值）在 1±0.05 范围内，相关系数 r≥0.975。 

结论  Sysmex XE-21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本底计数、携带污染率、批内精密度、日间精密度、

临床可报告范围、正确度均在 ISO15189 或行业标准要求的范围内，仪器重复性好，精密度高，可

用于临床全血细胞分析检测。 

 
 

PU-1838 

精液分析的质量控制探讨 

 
马斌 

宝鸡高新人民医院 

 

目的  精液常规分析为临床诊断正常精液、少精症、弱精症、无精症等提供参考依据，是目前男性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诊断、病情监测及预后判断的基础实验室指标然而，由于精液标本的特殊性以及

精液分析方法学的局限性，目前多数实验室没有完整的精液分析室内质量控制程序。 

方法  本文依据《第五版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精液检查与处理实验室手册》，从检验前（禁欲时间、

标本采集运送）、检验中（液化、液化状态、精液体积、室内质量控制）、检验后过程（标本的安

全处理、无精子结果的审核签发、不动精子检出的审核签发），探讨精液分析的实验室内质量控

制。 

结果  精液标本的自身特殊性决定了其在检验过程中应严格监测分析前、分析中、分析后等过程的

各个环节, 以保证检验报告的可靠性。精液分析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对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每一

步操作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是检验结果准确性和可重复性的保障。 

结论  建议所有开展精液分析的实验室普遍采用 WHO 推荐的标准实验室手册进行操作和开展室内

质量控制。有条件的还应参与室间质评，其对于评估质量程序标准化的效果非常重要。只有做到规

范化的操作和标准化的质量控制，才能保证报告的准确、可重复、可信。 

 
 

PU-1839 

妊娠晚期孕妇纤维蛋白原参考区间的探讨 

 
马亮,葛高霞 

江苏省人民医院,210000 

 

目的  建立适用于 Sysmex CS5100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的健康妊娠晚期孕妇的纤维蛋白原（FIB）浓

度的参考区间。 

方法  收集 2016 年至 2017 年在江苏省妇幼保健院产科门诊进行正常产检的妊娠妊娠晚期孕妇 907

例，使用 Sysmex CS5100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检测血浆 FIB 浓度。运用 SPSS 22.0 软件，对结果

数据进行正态性分析并建立新的参考区间，将新的参考区间与原参考区间进行一致性检验并计算

Kappa(K)值。将 907 例样本分为高龄组（>34 岁，250 例）和适龄组（19~34 岁，657 例），分别

分析两组数据并对两者的结果进行 t 检验以比较不同年龄段的参考区间有无差异。 

结果  使用 Kolmogorov-Smirnov 法对数据进行检测，P＜0.001，数据分布符合正态分布，靶值

3.87，标准差 0.75。参考范围按均值±1.96 标准差计算，本次研究的参考值范围为 2.40~5.34 

g/L。使用 McNemar-Bowker 法对新参考区间与原参考区间（2~4 g/L）进行卡方检验，

Kappa=0.060，P＜0.05，认为两个参考区间的一致性较差。对适龄组和高龄组分别进行分析，并

对两组结果进行两独立样本的 t 检验，t=0.576，P=0.564＞0.05，认为适龄组和高龄组间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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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正常健康人群纤维蛋白原浓度的参考区间不适用于妊娠晚期孕妇，因此需要单独建立孕晚期

妇女 FIB 的参考区间，以提高临床对孕妇生理状态评估的准确性。 

 
 

PU-1840 

五种细胞因子在结核性与恶性胸腔积液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赵洁 

天津医科大学,300000 

 

目的  本研究拟通过比较 sIL2R、IL-6、IL-8、IL-10 及 TNF-α 等五种细胞因子水平在结核性与恶性

胸腔积液中的差异，评价该 5 项细胞因子的鉴别诊断效能。 

方法  收集 2016 年 3 月至 8 月期间在解放军 309 医院行胸水检查患者的胸腔积液标本，根据临床

诊断建立结核性胸腔积液（TPE）组（37 例）和恶性胸腔积液（MPE）组（34 例），同时设立漏

出液组（32 例）。采用化学发光免疫法定量检测胸腔积液中 sIL2R、IL-6、IL-8、IL-10 及 TNF-α

浓度水平，比较不同组间五种指标水平的差异。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计算

sIL2R、IL-6、IL-8、IL-10 及 TNF-α 鉴别诊断胸腔积液时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

测值和准确度等 

结果   TPE 组和 MPE 组 5 种细胞因子水平均显著高于漏出液组（P<0.01）；sIL2R、IL-6、IL-8 及

TNF-α 在 TPE 中的含量明显比 MPE 中的含量高（P<0.01）；IL-10 水平在 TPE 组和 MPE 组之间

无明显差异（P>0.05）。单项指标中 IL-6 对 TPE 的预测能力最强。联合上述 4 种指标预测 TPE

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和准确度分别为（%）：91.3、85.3、82.7、84.7 和

88.2。 

结论   检测 sIL2R、IL-6、IL-8 及 TNF-α 的水平有助于鉴别诊断结核性胸腔积液和恶性胸腔积液；

单项指标比较时，IL-6 的诊断价值要优于 sIL2R、IL-8 及 TNF-α；联合上述 4 个指标时诊断效能增

强。 

 
 

PU-1841 

三种常见自身免疫性疾病血液学异常分析 

 
张娟,李明勇，贺元，吴昊，钟凌，李玉芹，蹇启政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610000 

 

目的   探讨系统性红斑狼疮（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类风湿关节炎

（Rheumatoid arthritis，RA）以及干燥综合征（Sjogren syndrome，SS）患者外周血常规、骨髓

象及铁染色特点，为临床提供可靠的实验室依据。 

方法  收集 2010 年 1 月-2016 年 10 月在我院确诊且同时进行外周血常规和合格的骨髓分析的自身

免疫性疾病患者共 161 例，其中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 73 例，类风湿关节炎患者 54 例，干燥综合

征患者 34 例，分别进行外周血常规、骨髓象及铁染色结果回顾性总结分析。 

结果  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与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外周血白细胞（WBC)，血小板(PLT)，红细胞(RBC)

数量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分别为 0.000，0.000，0.007），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与干燥综合征

患者外周血 WBC,PLT 数量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分别为 0.009 和 0.000），系统性红斑狼疮

患者与干燥综合征患者 RBC，血红蛋白 HGB 数量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分别为 0.010 和

0.033），余各项血常规指标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骨髓象分析结果显示，系统性

红斑狼疮患者与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淋巴细胞数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为 0.000），系统性红

斑狼疮患者与干燥综合征患者骨髓增生程度、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数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分

别为 0.005，0.000，0.000），铁染色结果显示，三组间细胞内铁数量和细胞外铁比较均无显著性

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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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每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均具有独特的血象及骨髓象特点。加强患者的外周血常规及骨髓象的监

测，了解外周血常规各项指标及骨髓中各类细胞的数量及形态变化，可加深对疾病的诊断与分型认

识，结合铁染色结果及病因分析有助于对常见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生机制的深入探讨。 

 
 

PU-1842 

不规则抗体筛查在预防输血不良反应中的应用分析 

 
李秀文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210000 

 

目的  不规则抗体是指血液系统中不符合 ABO 血型系统 Land-Steiner 法则的血型抗体，也就是抗-

A、抗-B 以外的血型抗体（如 Rh、MNSs、Lewis 等血型系统的抗体），它是引起血型鉴定困难、

交叉配血困难、迟发性溶血性输血反应和新生儿溶血病的主要因素之一。本研究旨在研究输血不良

反应的影响因素，验证不规则抗体筛查的临床意义，并指出不规则抗体筛查的重点人群。 

方法  本研究收集了某三甲医院符合输血指征的患者 9797 人次，其中 6084 人次进行了不规则抗体

筛查，3713 人次未进行不规则抗体筛查。我们利用卡方检验对比了使用不规则抗体筛查前后输血

不良反应的发生率的变化，并分析了输血不良反应的分布特征， 计算了输血不良反应影响因素的

OR 值及其 95%置信区间，置信水平设置为 0.05。 

结果  在未进行不规则抗体筛查的 3713 人次中，共发生 31 例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0.83%；进

行不规则抗体筛查的 6084 人次中，共发生 23 例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0.38%。经卡方检验，

不规则抗体筛查前后，输血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有统计学差异（c2=8.78,p=0.003）。经分析，不规

则抗体筛查是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的保护因素（OR 值为 0.45,95%置信区间为 0.26-0.77），输血史

和妊娠史是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的危险因素，其 OR 值和 95%置信区间分别为 2.20(1.13-4.27) 和 

5.24(2.36-11.65)。不规则抗体筛查前后，用血量及不良反应发生数的前三位的科室为普外科、血

液科及重症加强护理病房。本研究共检出不规则抗体阳性病例 38 例，阳性率为 0.62%，检出的不

规则抗体前三位依次为抗-E，抗-M，抗-Fya 

结论  不规则抗体筛查对减少输血不良反应的发生具有保护作用，有输血史或者妊娠史的患者应作

为重点筛查人群。 

 
 

PU-1843 

APTT 纠正试验探寻血小板减少原因 

 
王琳,王宏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本文报道一例经 APTT 纠正试验证实患者体内存在狼疮抗凝物的抗磷脂抗体综合征（APS）

病例。 

方法  一位 36 岁的女性患者，急性肾功能衰竭伴严重感染，在使用肝素透析的过程中，血小板持续

下降（危急值水平），经停用肝素，更换抗凝剂阿加曲班，血小板数量仍然不能回升，且整个疗程

APTT 显著延长，遂进行 APTT 纠正试验重新评估凝血状态。 

结果  纠正结果显示患者体内存在狼疮抗凝物，结合该患者抗心磷脂抗体及其他检测结果，考虑诊

断为 APS。更改治疗方案后，患者血小板数量逐步回升，病情得以控制。 

结论  APTT 纠正试验是一项操作较为简单用于凝血异常的筛查试验，适用于无明显影响因素（使

用肝素制剂、血友病史）导致的 APTT 延长，根据纠正结果判断病人体内是否存在凝血因子缺乏或

凝血抑制物，后者主要包括狼疮抗凝物以及时间温度依赖性的八因子抑制物。血小板减少是 APS

患者的重要临床表现，且由于患者体内存在狼疮抗凝物，导致 APTT 延长，本病例恰好适合进行

APTT 纠正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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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44 

健康成人外周血细胞变化趋势研究 

 
王琳,张丽霞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健康人外周血细胞数量及形态的变化。 

方法  选取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南京市红十字医院 2009、2010 和 2015 年健康人群 770

例，用 Sysmex XE-21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对全血细胞计数并进行分类，用 Beckman-Coulter 

LH75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分析白细胞形态学相关体积(volume，V)、传导(conductivity，C)和光

散射(scatter，S)参数，采用 stata/SE14.0 统计学软件统计结果。 

结果  相对于 2009 年，2015 年淋巴细胞绝对值和百分比均增加（p<0.05），从而引起白细胞数量

增加，而其它白细胞数量则无变化（p>0.05）。红细胞计数和红细胞压积无差别（p>0.05），但血

红蛋白、红细胞平均体积、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含量和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浓度以及血小板均增高

（p>0.05）。而对于白细胞形态，除了女性淋巴细胞体积无变化之外(p>0.05)，2015 年相较于

2010 年，VCS 参数均升高，并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外周血细胞数量和形态随着时间的变化，都发生一定变化。 

 
 

PU-1845 

外周血单核细胞计数与肺癌关系的研究 

 
钱香,张丽霞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肺癌患者中的单核细胞计数及百分比，并评估其与肺癌预后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分析 2007 年至 2017 年 127 例肺癌病人及 100 例健康人群的临床资料及单核细胞水

平，分析单核细胞与肺癌的关系。 

结果  化疗前，肺癌患者单核细胞计数（0.42±0.15×109/L）及百分比（6.4±2.0 ％）均高于健康人

（p＜0.01），化疗前和化疗后单核细胞的计数与肺癌预后无相关性（p＞0.05）。 

结论  肺癌患者单核细胞升高，化疗前后单核细胞水平与肺癌的预后无相关性。 

 
 

PU-1846 

乙二胺四乙酸（EDTA）抗凝下 

不同时间白细胞 VCS 参数的变化 

 
张丽霞,叶琴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血液与 EDTA 不同时间作用后 VCS 参数的变化来定量评估 EDTA 对白细胞形态的影

响，并为 VCS 参数的正确应用提供参考。 

方法  采集血液后，分别不加抗凝剂，加抗凝剂后 1(立即)、15、30、60 和 120 分钟分别用

Beckman coulter LH750 血液分析仪进行检测，分析白细胞 VCS 参数。 

结果  与不加抗凝剂相比，加入 EDTA-k2抗凝剂后，白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和

嗜酸性粒细胞）VCS 参数产生了变化，且不同时间点变化不同。 

结论  EDTA-k2 对白细胞形态包括体积、细胞核和颗粒等都有一定的影响，且不同抗凝时间下影响

不同，因此在应用 VCS 参数应注意抗凝时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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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47 

Sysmex XN-9000 血细胞分析系统自动审核规则的建立与验证 

 
张娟,熊志刚，华诗，范小明，牟勇，游莉，吴昊，何敏，李焱鑫，蒋黎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610000 

 

目的  建立一套 Sysmex XN-9000 血细胞分析系统的自动审核规则，并对该套规则有效性进行验

证。 

方法  参照国际血液学组织提出的“41 条复检规则”和我室制定的 24 条复检规则以及 Sysmex XN-

9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的技术水平，通过检测 1226 例新鲜抗凝（EDTA-K2 抗凝）全血样本，

建立初步的样本审核规则并录入 labman 样本审核系统；随机选取 450 例临床样本对规则的假阳

性、假阴性、真阳性、真阴性及自动审核通过率等指标进行验证，测试自动审核通过率，人工审核

所占比例及镜检审核所占比例。 

结果  对初步的审核规则验证结果表明，假阴性率小于 2%，假阴性的样本主要为中晚幼粒细胞低

值（幼稚细胞比例在 3% 以内）、红细胞形态异常及血小板形态异常等情况，假阴性样本中不存在

原始细胞增多及幼稚细胞比例 3% 以上的样本，总体临床风险较小；假阳性率较高，接近 18%，

影响了自动审核通过率。根据假阳性分析结果对规则进行了调整，规则调整后，假阴性率与调整前

基本一致，但假阳性率有明显降低，且自动审核通过率有较大的提升。采用确定的规则运行了 1 万

多例样本，自动审核通过率为 76.4%。而导致自动审核不通过的主要因素为 IMG% 增高、未成熟

细胞报警及 WBC 超出设定的范围等因素；采用该套系统后，平均 TAT（turnaround time）缩短了 

4.1 分钟。 

结论  采用 Sysmex XN-9000 血细胞分析系统及配套的 Labman 样本审核软件对样本进行分析及自

动审核，制定严谨的自动审核规则，可以保证较低假阴性前提下，实现大部分样本自动审核（自动

审核通过率可达 75% 以上），提高检验科的工作效率。同时检验工作人员可以将更多的时间与精

力用于异常样本复检上，从而使血常规报告的质量大为提高。 

 
 

PU-1848 

各类血液病疑难少见包涵体总结分析 

 
张娟,贺元， 吴昊，钟凌，李玉芹，蹇启政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610000 

 

目的  针对国内外报道的各类血液病细胞内外包涵体形态、名称及成分尚不统一的情况，本文旨在

对目前所报道的各类血液系统疾病细胞内外包涵体进行归纳总结分析。 

方法  本文根据笔者工作实践所遇一例多发性骨髓瘤病人骨髓瘤细胞内包涵体为起源，收集工作中

所遇到的各类血液病包涵体，查阅大量国内外文献，对不同种类血液病出现包涵体的情况及形态按

照血液系统疾病系列分别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各类血液病细胞均可出现不同形态的包涵体，以多发性骨髓瘤最为多见，形态变化最大，其

次为各类髓系白血病细胞。 

结论  每一系列血液系统疾病细胞中均可出现包涵体，但每种包涵体的形态特点及其与疾病的诊断

及预后的相关性尚有待于大量临床资料进行累积验证。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071 

 

PU-1849 

血常规分析中多因素引起的血小板聚集处理研究 

 
王黎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在应用全自动血液分析仪进行血常规的检测过程中，血小板聚集是常见的干扰因素之一，由

其导致的血小板计数假性减少常常给临床的诊疗带来很大危害。研究发现引起血小板聚集的因素主

要包括抽血不畅、EDTA 依赖的血小板聚集、血小板冷凝集和血小板微卫星现象等。血小板在

EDTA 抗凝下易发生聚集从而导致血小板计数的假性减低，而更换其他抗凝剂如肝素或者枸橼酸盐

则无聚集的现象，称为 EDTA 依赖的血小板聚集。我们在前期对血小板聚集的研究中发现，多抗凝

剂引起的血小板聚集越来越多，此类血小板聚集通过更换抗凝剂并不能解决聚集的干扰。本研究旨

在寻找一个可以解决多因素下血小板聚集的方法。 

方法  对血小板聚集样本以手工显微镜计数为参考方法，配制特殊离子强度和 pH 值的特殊稀释

液，采用不加抗凝剂立即检测，无抗凝剂和有乙二胺四乙酸（EDTA）1:2 稀释液、特殊稀释液稀

释立即、30min，60min 检测，进行结果比对。 

结果  60min 内 EDTA-K2抗凝管、EDTA-K2抗凝 EPK1:2 稀释管、EDTA-K2抗凝特殊稀释液 1:2 稀

释管、无抗凝剂特殊稀释液 1:2 稀释管血小板均值分别为：83.5、78.9、105.8、100（×109/L），

无抗凝剂 EPK1:2 稀释管偶尔出现凝集，其中不加抗凝剂立即检测及 EDTA 抗凝 1:2 特殊稀释液稀

释检测结果均满意，且后者血小板计数随时间变化无显著降低。 

结论  EDTA-K2抗凝 1:2 特殊稀释液稀释检测对于各种原因引起的血小板聚集计数均有效且血小板

计数不随时间变化而产生显著减少。 

 
 

PU-1850 

Shortened 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and 
increased superoxide dismutase levels are associated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Guangzhen Fu,Yunmeng Yun,Ming Li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determine differences in levels of coagulation tested and superoxide dismutase in 
normal controls and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stages of glucose control. 
Methods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fasting 
blood glucose (GM1 and GM2) and HbA1c levels (BM1 and BM2). Blood clotting times and levels 
of serum superoxide dismutase were compared among the three groups. A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was generated to evaluate predictors and determine their sensitivities 
and specificities. A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the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patients using standard methods to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 of serum levels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and coagulation parameters with certain disease risk factors. A multiple linear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also performed. 
Results There is a significance difference in levels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and 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APTT) between normal controls and type 2 diabetes patients with 
varying glucose tolerance statuses (P<0.001).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M1 and GM2 with 
respect to APTT was als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48). The area under the ROC for APTT 
and SOD was 0.705 and 0.707, respectively. An inverse and high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APTT and fasting plasma glucose (r =−0.177, P=0.024), and serum level of SOD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ge (r=-0.309, P<0.001), D-Dimer (r=-0.253, P=0.001) and APTT 
(r=-0.2, P=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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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Shorter APTT and increased SOD levels might be useful haemostatic markers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PU-1851 

术前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检测 

与产科手术患者术中出血的相关性研究 

 
张霞,张鸽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610000 

 

目的  目前国际上对手术患者是否有必要在术前通过凝血功能检测来预测术中出血风险存在争议，

较多研究表明术前凝血功能检测与术中出血风险相关性不佳。与此同时，在中国，凝血功能检测仍

然被要求作为手术前的必备常规性检查。甚至在国内的部分专科医院，在许多情况下，手术医生更

是将凝血功能检测的结果，而非病史以及查体的结果，视为患者能否进行手术的首要条件。 

方法  对 2013 年 3 月至 2015 年 7 月间的 9783 位 18 岁以上产科手术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

术前 APTT 值，患者临床情况及干预方法对患者进行分组，比较组与组之间的术中大出血率和失血

量。 

结果  在所有调查患者中，有 163 人的 APTT 值超出正常对照值 10 秒，62 人的 APTT 值超出正常

对照值的 1.5 倍。剩余的患者中，随机抽取了 256 人作为正常对照组。在 APTT 值延长的两个组

中，患者在术中出现大出血的概率以及其失血量,均大于正常对照组。而在这些患者中，胎盘早

剥、胎盘植入、前置胎盘、异位妊娠破裂、妊娠肝内胆汁淤积等都是较常见术前并发症，且这些病

症大都可以在术前通过影像学检查或其他检验手段确认，当除外此类患者，剩余的 APTT 延长患者

的术中大出血概率与对照组相比未见升高，失血量甚至偏低。同时，对产科此类非大出血性 APTT

延长的患者，术前输入含凝血因子的血浆（FFP）并不会对其术中出血的预防和控制有任何帮助，

与没输 FFP 的患者相比，其大出血概率和失血量无差异。 

结论  对中国的产科患者来说，APTT 检测是一个能够预测术中出血的筛查方法。不过，查体、临

床表现、影像学检查仍是更优选的检查手段。如果能通过上述手段确认存在高出血风险，APTT 检

测对于术中出血的预测能力将明显减弱。对那些 APTT 检测结果延长，但却没有大出血或缺乏凝血

因子的患者，在手术前输入 FFP 对出血控制不会有任何益处。若用 APTT 检测来预测患者是否存

在术中出血风险，选择检测结果比正常对照值延长 10 秒是恰当的标准。 

 
 

PU-1852 

12789 体检者血粘度参数的观察与分析 

 
毛江洪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健康体检者血粘度状况及影响因素。 

方法  收集 2013 至 16 年体检者，分析其血粘度检测结果并分为六组；年龄在 21-90 岁之间，以十

年为一个组，按性别各分有七组；用 SPSS17.0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分析 12789 例体检者中： N[ 男 / 女 3123 (39.19%)/1366(28.34%)] 、 ηPH [ 男 / 女

531(6.66%)/348(7.22%)] 、 ηb1H[ 男 / 女 826(10.37%)/1139(23.63%)] 、 ηb200H[ 男 / 女

529(6.64%)/3(0.1%)] 、 ηbH [ 男 / 女 2695(33.82%)/1810(37.55%)] 、 ηbL [ 男 / 女

265(3.3%)/154(3.2%)]；各组间性别、年龄和年份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方差分析 ηb

指标显示：第 2、３年龄组女性最低,男性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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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粘度异常者正年轻化,女性 ηb1H 占比高于男性，男性 ηb200H 占比高于女性；30 至 50 岁

ηb 指标的女性最低，男性最高;建议定期检侧血粘度要从年轻开始，有助于疾病的早期发现与防

治 。 

 
 

PU-1853 

比浊法和手工比色法检测 C 反应蛋白的结果及评价 

 
李裕管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21000 

 

目的  通过采用速率散射比浊法和手工免疫层析比色法对人血清中 C 反应蛋白的检测，对这两种实

验方法进行评价 

方法  收集 60 份感染性疾病患者血清标本分别用比浊法和免疫层析比色法检测 CRP，并在 60 份血

清标本中随机取 20 份混合，两种方法同时测定 CRP20 次作重复性实验。 

结果  两种方法检测 CRP 结果无差异（p>0.05）,其重复性实验结果，比浊法 CV%=2.8%，酶比色

法 CV%=6.8%。 

结论  两种方法检测 CRP 结果虽无差异，但比浊法在检测时间、操作方法、精确度、灵敏度、重复

性等方面均优于手工免疫层析比色法。 

 
 

PU-1854 

尿干化学法、尿沉渣法 

与显微镜镜检法检测尿液红细胞的对比分析 

 
边旋利,卢发强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116000 

 

目的   探讨尿干化学法、尿沉渣法与显微镜镜检法检测尿液红细胞的结果差异。 

方法  选取医院 2018 年 1 月-4 月所收集的 300 份晨尿标本，应用尿干化学分析仪、尿沉渣分析仪

和光学显微镜同时检测患者尿液的红细胞，采用 SPSS20.0 软件进行统计学数据处理，计量资料采

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一致性检验采用 Kappa 检验，对三种检测方法的结果进行比较

分析。 

结果  本次研究以显微镜镜检法作为检测的金标准,其结果显示：160 例阳性占 53.33%，140 例阴

性占 46.67%。尿干化学法结果显示：158 例阳性占 52.67%，8 例假阳性占 2.7%，150 例真阳性

占 50.0%；142 例阴性占 47.33%，10 例假阴性占 3.33%，132 例真阴性占 44.00%。尿沉渣法结

果显示：154 例阳性占 51.33%，3 例假阳性占 1.00%，151 例真阳性占 50.33%；146 例阴性占

48.67%，9 例假阴性占 3.00%，137 例真阴性占 45.67%。以显微镜镜检法作为对照, 尿干化学法

的敏感度为 94.38%, 特异性为 97.86%, 诊断符合率为 96.00%, Kappa 值为 0.96。尿沉渣法的敏感

度为 93.75%, 特异性为 94.29%, 诊断符合率为 94.00%, Kappa 值为 0.93。尿干化学法与尿沉渣法

在检测红细胞时诊断符合率为 96.63%, Kappa 值为 0.95。三种方法对检测尿液红细胞均具有较高

的一致性。 

结论  尿干化学法和尿沉渣法检测尿液红细胞各有优缺点，二者应联合应用，且必要时采用显微镜

镜检法进行复检, 三者联合能有效提高临床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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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55 

血小板压积与肺癌的相关性研究 

 
石琼,丁爽,顾兵,马萍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21000 

 

目的  探讨肺癌患者的血小板压积与肺癌不同病理类型及不同转移情况之间的关系，为临床提供一

定的思路。 

方法  选择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均经病史、临床表现、CT 和病理检查

确诊的肺癌患者 98 例作为研究对象，另选我院同期 60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组，检测不同病

理类型和转移/未转移患者的血小板压积变化。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肺癌组的血小板压积明显增高，且肺腺癌的血小板压积与其他类型的肺

癌相比也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此外，发生转移的肺癌患者的血小板压积也高于未发生转移的

肺癌患者的血小板压积（P<0.05）。 

结论  肺癌患者血小板压积增高可能对于临床判断肺癌病情及预后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PU-1856 

血小板假性减低的原因、现象及处理方法 

 
任爽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抗凝血血小板(PLT)测定在临床上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  目前临床上常用的血小板计数法有普通光学显微镜计数法和血细胞分析仪法。 

结果  血细胞分析仪检测方法主要包括电阻抗法、激光法、流式细胞术加光学检测法，而电阻抗法

被广泛应用于临床血细胞检验中。下面我就电阻抗法血细胞分析仪 XE-2100 检测血小板假性减低

的现象进行分析。 

结论  血小板的正常参考值是（100~300）×109/L，当 PLT 低于 100×109/L 时，检验人员应提高警

惕，结合仪器给出的散点图和 PLT 直方图来分析原因，血小板假性减低不仅会误导医生的诊断，

而且会给患者带来经济上的负担。 

 
 

PU-1857 

调节性 B 细胞对 ITP 模型小鼠的治疗效果分析 

 
刘云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21000 

 

目的  探索在给 ITP 模型小鼠注射调节性 B 细胞（Breg 细胞）对疾病进展的影响。 

方法  1.制备 Breg 细胞。25 只 Balb/c 雄性小鼠经麻醉脱颈处死后取脾脏，研磨后收集脾细胞，首

先经磁珠分选出 B 细胞，再加入流式抗体分选出 Breg 细胞（CD19+CD5+CD1dhi）。2.建立小鼠

ITP 模型，腹腔注射 CD41 抗体。3.实验分三组，正常对照组（Normal 组），ITP 模型组（ITP

组），ITP 模型 Breg 细胞输注组（ITP+ Breg 组），其中 ITP+ Breg 组经 腹腔注射 1×106 个细

胞。每隔 5 小时经尾静脉取血测血常规，在血小板计数下降百分比有差异的时间点处死小鼠取脾脏

进行流式检测。 

结果  在 5h，45h，65h，ITP 组小鼠血小板下降百分比与 ITP+ Breg 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3.63±4.68 对 76.13±3.08，P=0.0012；82.15±3.45 对 65.80±1.85，P=0.0139；23.33±4.91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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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9±2.36，P=0.0090）。流式检测 Breg 细胞百分比在 ITP 组表现为先下降后升高，ITP+ Breg

组表现为先升高后下降。Treg 细胞百分比在 ITP 组表现为先升高后下降，在 ITP+ Breg 组表现为

先下降后升高。 

结论  给 ITP 模型小鼠注射具有免疫负性调节作用的 Breg 细胞并未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这与临床

ITP 缓解患者外周血 Breg 细胞数量比初诊者升高不符，提示 Breg 细胞虽然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

疗方向，但在 ITP 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探索。 

 
 

PU-1858 

血小板假性增多案例分析并文献复习 

 
孙静芳,陈卫民,丁爽,马萍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21000 

 

目的  临床检验工作中，血小板假性增多很容易被忽视，本文通过两个临床检验案例的分析，旨在

引起临床检验工作人员对血小板假性增多的重视，通过对相关的文献复习，查找导致造成血小板假

性增多的常见原因，对临床检验工作进行有利指导。 

方法   通过临床检验中出现的仪器检测血小板假性增多的案例进行分析，并进行相关的文献复习，

查找导致造成血小板假性增多的常见原因，以对临床检验工作有利的指导。 

结果  两个案例血小板直方图均提示异常，且 Sysmex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 XN 2000 的

PLT-I 和 PLT-O 均显示血小板计数较高，与人工镜检血小板数量不符且与既往结果不

符，标本存在重度的溶血现象。患者重新采血避免溶血后仪器检测结果与人工镜检血

小板数量相符。 

结论  临床检验中遇到血小板异常报警信息的需进行人工镜检，以避免异常血小板结果

的漏报错报。 

 
 

PU-1859 

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与 CysC、mAlb 联合检测 

对 2 型糖尿病肾病的诊断价值 

 
程霏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21000 

 

目的  研究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的比值(NLR)在 2 型糖尿病肾病(T2DN)中的变化,探讨 NLR 与

T2DN 之间的关系。 

方法  选择 2017 年 3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就诊的 113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进行

回顾性分析，按临床诊断分为单纯 2 型糖尿病组(DM)51 例，2 型糖尿病肾病组(DN）62 例，选取

同期健康体检者 22 例作为对照组，检测各组的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NLR、尿微量白蛋白

（mAlb）、血清胱抑素 C（CysC）。 

结果  DM 组和 DN 组淋巴细胞水平低于对照组(P<0.01)，NLR、mAlb、CysC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1)；DN 组 NLR、mAlb、CysC 水平明显高于 DM 组(P<0.05)。 

结论  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的比值可作为糖尿病肾病的参考指标，与 CysC、mAlb 联合检测对 2

型糖尿病肾病的诊断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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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60 

CYP2C9 和 VKORC1 基因多态性 

在高寒地区汉族人群中的分布情况分析 

 
杨正亮,闫海润 

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 

 

目的  探究 CYP2C9 和 VKORC1 基因多态性在我国高寒地区汉族人群中的分布情况，比较其与同

纬度不同国家及我国低纬度汉族人群的差异。 

方法  在高寒地区汉族人群中收集服用华法林的受试者 210 例，收集患者相关临床病例资料并检测

患者的 CYP2C9 和 VKORC1 基因型。 

结果  210 例受试者 CYP2C9 的基因型*1/*1、*1/*3 和*2/*3 频率分别为 96.2%、3.3%和 0.5%；

*1/*1 基因型频率高于法国、加拿大、俄罗斯、瑞典和西班牙国家人群（P<0.05），*1/*3 和*2/*3

低于上述国家（P<0.05）。VKORC1 基因 AA、GA 和 GG 的基因型频率分别为 81.0%、17.6%和

1.4%；AA 基因型频率高于法国、加拿大、俄罗斯、瑞典和西班牙国家人群而 GG 基因型频率低于

上述国家人群（P<0.05）。CYP2C9 和 VKORC1 基因型与我国广州、湖北、江苏、华南等低纬度

地区分布无差异（P>0.05）。 

结论  CYP2C9 和 VKORC1 基因型在我国高寒地区汉族人群中以对华法林敏感性较高的类型居

多。同纬度不同国家人群上述基因多态性分布差异较大，我国不同纬度汉族人群上述基因多态性分

布无差异性。 

 
 

PU-1861 

高寒地区汉族人群 CYP2C9 和 VKORC1 基因多态性 

对华法林用药剂量影响的研究 

 
杨正亮,闫海润 

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 

 

目的   探讨高寒地区汉族人群 CYP2C9 和 VKORC1 基因多态性的分布情况，分析该地区 CYP2C9

和 VKORC1 基因多态性对华法林剂量的影响。 

方法  收集高寒地区汉族人群样本 210 例，其中，2016 年 10 月—2017 年 8 月在牡丹江医学院附

属红旗医院就诊并服用华法林的患者 180 例（华法林组），同期进行健康体检者 30 例（对照

组）。收集临床资料并采集静脉血检测患者 CYP2C9 和 VKORC1 基因型，参考 WarfarinDosing

网站公式计算患者的华法林理论日用药剂量，随访统计患者的华法林实际日用药剂量。 

结果   210 例受试者 CYP2C9*2 基因型检测结果全部为纯野生型（CC）；CYP2C9*3 杂合型

（AC）基因仅在华法林组检出 7 例；210 例受试者 VKORC1 纯突变型（AA）、杂合型（GA）和

纯野生型（GG）的基因频率分别为 81.0%、17.6%和 1.4%。华法林组患者理论用药剂量平均值

（5.11±0.41）mg/d；患者实际用药剂量平均值（4.48±0.57）mg/d，患者华法林实际用药剂量低

于理论剂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2.05,P=0.00）。VKORC1 纯突变型患者平均用药剂量

（4.54±0.58）mg/d 高于杂合型患者平均用药剂量（4.23±0.45）mg/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79,P=0.01）。 

结论  高寒地区 CYP2C9 和 VKORC1 基因多态性以对华法林敏感性较高的类型居多，其他少见类

型需要进一步发掘。欧美国家提供的华法林应用指导剂量公式不适用于我国高寒地区汉族人群。我

们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适合高寒地区汉族人群的华法林应用指南，以更好的指导华法林的个体化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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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62 

不同实验方法检测尿液有形成分的分析 

 
蒋秀利 

成都市青羊区第九人民医院,610000 

 

目的    对 Sysmex UF-1000i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H-800 尿液干化学分析仪及未离心尿液检测尿

液中 WBC、RBC、CAST、结晶及真菌等有形病理成分进行分析。 

方法  对门诊 1001 例尿检病人的尿液进行尿沉渣分析仪、干化学分析仪、未离心和离心检测各种

有形成分并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以离心镜检为标准，UF-1000i 检测 WBC、结晶有显著性差异；H-800 检测 RBC 有显著性

差异；未离心镜检 WBC、RBC、CAST、结晶和真菌均具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临床实验室中要联合使用各种方法以提高阳性率、灵敏度和特异性。在尿沉渣分析仪和干化

学结果不符合时应进行镜检，对于离心镜检为“金标准”也并非一成不变，而要根据不同的标本适当

的选择不离心或离心镜检差异。 

 
 

PU-1863 

乙二胺四乙酸（EDTA）盐抗凝管代替肝素抗凝管 

测定血流变指标的可行性 

 
熊志刚 

四川省人民医院,610000 

 

目的  本次研究目的在于探讨用 EDTA（乙二胺四乙酸盐）抗凝管代替含肝素抗凝的负压真空管来

测定血液流变学指标的可行性。 

方法   本次研究在医院血流变体检标本中以随机的方式将标本分为四组，每组改变血流变检验仪器

混匀次数，依次为混匀 3 次、4 次、5 次和 6 次。首先将分好组的标本读片处理，之后进行血液常

规检测（项目：CBC+DIFF+PLT-F）；其次改变混匀次数测定全血粘度，测定完成后再做血液常

规检测（项目：CBC+DIFF+PLT-F）并再次读片处理；然后将标本离心（3000r/min,5min）后，取

血浆稀释 10 倍，测定反射率；最后统计学处理，通过比较两种抗凝剂测定血液流变学指标之间的

差异以及在不同混匀次数下使用 EDTA（乙二胺四乙酸盐）抗凝的标本全血粘度值及血液流变学测

定前后血常规检测结果，来探讨用 EDTA（乙二胺四乙酸盐）抗凝管代替含肝素抗凝的负压真空管

来测定血液流变学指标的可行性。 

结果   EDTA 抗凝组与肝素抗凝组血流变指标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EDTA（乙二胺四乙酸盐）抗凝管代替肝素抗凝管测定血流变指标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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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64 

XE-21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分类报警的验证 

 
熊志刚 

四川省人民医院,610000 

 

目的  验证 Sysmex XE-21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对全血细胞计数及分类异常提示的准确性。 

方法   将提示报警的 389 例样本进行血涂片染色镜检，与仪器法进行比较。 

结果  阳性报警率：变异淋巴细胞(ATYP) 58.3%、有核红细胞(NRBC) 62.5%、单核细胞计数

（M）75.9%、未成熟粒细胞(IG) 77.6%、血小板计数  (PLT) 86.0 %、白细胞计数（WBC）

97.9%、淋巴细胞计数（L）93.3%、小红细胞 (MICRO)、大红细胞(MACRO)为 93.7%。 

结论  XE-21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的报警参数只能起到初筛的能力，不能代替人工显微镜检查，

因此,对于结果有异常提示的标本应当配合显微镜检查确认，只有结合二者的优势，才能减少漏诊

和误诊。 

 
 

PU-1865 

UF-1000i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性能评价 

 
熊志刚 

四川省人民医院,610000 

 

目的  对 UF-1000i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进行性能评价，验证并判断其是否处于正常性能状态及满足

临床要求。 

方法  根据 ISO15189 实验室认可要求，对 UF-1000i 检测的主要指标参数（RBC、WBC、EC、

CAST、BACT）的携带污染率、精密度、准确度、空白计数和线性范围进行评估。 

结果  本实验室 UF-1000i 在携带污染率、精密度、准确度、空白计数（本底干扰）和线性范围参数

测定的试验中,均表现出较好的性能,符合对常规标本检测的要求。 

结论  本实验室 UF-1000i 的各项性能均符合仪器要求范围，满足 ISO15189 认可性能评价要求，为

临床提供持续的性能质量保证。 

 
 

PU-1866 

改良临床检验中白细胞校正公式 

 
曾凡华 

深圳市龙岗区第三人民医院 、 

 

目的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经常会碰到增生性贫血的患者，如地中海性贫血的患者，他们的有核红

细胞在血液中所占比率有的高达 60%以上，也就是说白细胞比率不到一半的数目。给临床白细胞

测定带来不便，影响白细胞计数，应校正除去有核红细胞数，然而我们应用白细胞校正公式计算出

的白细胞数与实际白细胞数有一定的差异。这样的误差曾经让我们迷茫了一个世纪。为此我们建议

用改良的白细胞校正公式。白细胞校正公式为什么要修改 

我们在 2017 年 8 月 5 日上午检查号 MXT0059 黄艳梅,女，32 岁。该病人血常规为例分析点评。

HB：71G/L，RBC：3.72×10^12/L 白细胞分类；有核红细胞占 54%，白细胞占 46%.白细胞计

数：10.45×10*9/L，（取的平均数报告校正的结果  ） 

方法   

血液分析 • 希森美康流 • 希森美康流水线 • 希 森 美 康 • 希 森 美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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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型号 水线 1 号机

白细胞 

2 号机白细胞 2000i 白 细

胞数 

1800i 白 细

胞数 

WBC 数值

×10*9、L 

13.03 
  

• 12.77 34.57 35.46 

公式校正 

修改公式

校正 

结果 

自动校正 

13.03 

自动校正 

12.77 

10.33 
15.90 

10.45 
16.31 

白细胞校正公式： 

白细胞校正数=X× 100/100+Y 

X=未校正的白细胞数。 

Y=在白细胞分类时，计数 100 个白细胞的同时计数到的有核红细胞数。这里就有个问题。当计数

到第一百个白细胞的同时，有很多的有核红细胞和白细胞出现在同一个视野里，要不要计数？这一

点给我们校正白细胞的误差带来了难度。用这个公式计算出来的白细胞校正数明显的偏低。为此，

我们用改良的方法校正的白细胞数；（白细胞校正公式应该是） 

100%-54%（有核细胞的%）=46%（白细胞所占的%） 

100：46=未校正的白细胞数：校正白细胞数 

结果  改良白细胞的校正公式=X*（100%-Y%） =X*（1-Y%） 

结论  100：46=未校正的白细胞（已知）：校正的白细胞数（真实的白细胞）（X） 

 
 

PU-1867 

正常妊娠孕妇肾脏损伤指标检测 

 
薛丹丹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肾脏损伤检测指标 NAG、mALB、α1-MG、β2-MG 在正常妊娠孕妇变化规律。 

方法  选取 400 例正常妊娠孕妇作为实验组，87 例入职体检护士作为对照组，根据实验组尿液常规

检测结果分为尿糖阴性组、尿糖组和尿蛋白组，所有入组对象留取晨尿先进行尿液常规检测，然后

1500 r/min 离心 5min，取上清进行 NAG、尿微量白蛋白、α1 微球蛋白、β2 微球蛋白检测。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尿糖阴性组与尿糖组 NAG、mALB、α1-MG、β2-MG 均升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尿糖组与尿糖阴性组相比四指标均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蛋

白 20 组、蛋白 30 组同对照组相比，NAG、mALB、α1-MG、β2-MG 均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晚期妊娠同对照组相比，NAG、mALB、α1-MG、β2-MG 均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尿液常规检查尿糖、尿蛋白阴性的孕妇，肾脏损伤指标 NAG、mALB、α1-MG、β2-MG 较

低，随着尿糖、尿蛋白的增多，指标相应升高；晚期妊娠较早、中期妊娠肾脏损伤程度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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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68 

自动化精液分析仪检测结果的分析 

 
刘培培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对西班牙 SCA，上海北昂和北京伟力三台精子分析仪进行评估。 

方法   分别使用三台仪器和显微镜对精液标本进行精子密度和活力检测，比较不同精液分析仪的重

复性、线性等。 

结果  三种仪器的重复性均较好，变异系数 CV 均小于 15%；三台仪器和显微镜检测结果相关性接

近，相关系数（r）分别是 0.60,0.57 和 0.56；配对 t 检验三台分析仪的 P 值均小于 0.001。 

结论  建议针对不同仪器建立相应的的参考值区间。 

 
 

PU-1869 

白介素-6、C 反应蛋白与原发性高血压发生发展关系研究 

 
薛晓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检测不同程度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白介素-6(IL-6)、C 反应蛋白(CRP)水平，探讨 IL-6、CRP 与

高血压发生发展的关系。 

方法  1 级、2 级、3 级高血压患者各 20 例及健康体检者 15 例分别用散射比浊法测定 CRP 含量, 

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浆 IL-6 含量。 

结果  高血压患者血浆 IL-6、 CRP 水平均明显高于健康体检者(P<0.05)，经线性分析 CRP 水平于

IL-6 呈正相关(r=0.486，P<0.05)。 

结论  IL-6 和 CRP 可能是导致原发性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与高血压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PU-1870 

MiR-182 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 

及其对结直肠癌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 

 
刘慧 1,邹明瑾 1,杨咏梅 1,张欣 1,张义 1,王传新 2 

1.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2.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检测 miR-182 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情况及与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体外实验探讨其对结直肠

癌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 

方法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86 对结直肠癌与对应癌旁组织 miR-182 的表达情况，分析其与结直

肠癌临床病理参数之间的关系。体外用 miR-182 mimics 转染结直肠癌 HT-29 细胞，transwell 小室

实验观察 miR-182 对 HT-29 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 

结果   MiR-182 在结直肠癌的表达显著高于癌旁  (p<0.001)，其表达水平与患者的浸润程度

（p=0.028）、淋巴结转移（p=0.003）、远处转移（p=0.006）和临床分期（p=0.005）密切相关, 

而与年龄、性别、肿瘤类型、肿瘤大小和分化程度无关（p>0.05）。体外实验进一步表明 miR-182

过表达的 HT-29 细胞迁移数显著高于阴性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 

结论  MiR-182 在结直肠癌中高表达且与肿瘤的转移及进展有关，体外能增强结直肠癌细胞的迁移

能力，提示 miR-182 可作为预防和治疗结直肠癌转移的潜在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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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71 

精液白细胞、弹性蛋白酶、精液培养 

在男性生殖道感染中的诊断分析 

 
李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男性生殖道感染为男性不育重要原因，现按照第五版 WHO 人类精液实验室手册对 113 例门

诊就诊的男性不育症进行弹性蛋白酶，精液白细胞检测和细菌培养，探讨三个指标在男性生殖道感

染诊断中的意义。 

方法  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精浆中的弹性蛋白酶，>600ng/ml 作为阳性诊断指标，

白细胞过氧化物酶染色对精液白细胞进行检测，计数>1.0x106 作为诊断指标，取精液进行细菌培

养，检出席均为阳性诊断指标。 

结果  113 例患者中，弹性蛋白酶阳性 107 例（94.7%），精液白细胞阳性 79 例（69.9%），细菌

培养阳性 99 例（87.6%） 

结论  在男性生殖道感染诊断中，弹性蛋白酶作为早期诊断指标，敏感性较高，精液白细胞作为诊

断指标敏感性差一些，细菌培养作为诊断生殖道感染的金标准，但是培养周期较长，不利于病人早

期的诊断及治疗，综上，弹性蛋白酶是一个良好的男性生殖道感染诊断指标。 

 
 

PU-1872 

一例纤维蛋白原 Aα 链 Arg38Thr 突变导致的遗传性 

异常纤维蛋白原血症家系 

 
蔡瑞敏 

泰安市中心医院,271000 

 

目的  对一个遗传性异常纤维蛋白原血症家系进行表型和基因型分析。 

方法  采集先证者及家系（共 2 代 3 人）外周血，上层血浆在全自动血凝仪上检测凝血酶原时间

（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时间（TT）和 D 二聚体，纤维蛋白原活性

（Fg）分别用 Clauss 法和 PT 换算法进行检测，采用 DNA 提取试剂盒提取家系所有成员的外周血

基因组 DNA，采用 PCR 扩增纤维蛋白原 3 个基因 FGA、FGB 和 FGG 所有外显子及其侧翼序列，

PCR 产物纯化后直接测序分析，与 NCBI 数据库标准序列进行比对，明确突变位点及导致的错义突

变氨基酸，对其进行生物学信息功能分析，并行物种间保守性分析。 

结果  先证者及其母亲 Fg（Clauss 法）明显下降，Fg（ PT 换算法）均趋于正常范围，PT 稍有延

长，APTT 在正常范围内，TT 显著延长，家系其他成员凝血指标在正常范围内；DNA 测序结果显

示先证者及其母亲发生了 FGA 第 2 外显子 c.113G＞C 杂合错义突变，即 AGG→ACG，导致

Arg38Thr 杂合突变，PolyPhen-2 及 Mutation Taster 软件预示该突变为有害突变，且 Aα 链 Arg38

在同源物种间具有高度保守性。 

结论   该遗传性异常纤维蛋白原血症家系的 FGA 第 2 外显子 c.113G＞C 杂合错义突变

（Arg38Thr）系国内首次报道，该突变是导致该家系患者纤维蛋白原活性显著下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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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73 

降钙素原、C 反应蛋白及血清淀粉样蛋白 A 

对儿科发热病人细菌感染诊断价值研究 

 
高彩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评估降钙素原（PCT）、C 反应蛋白（CRP）、血清淀粉样蛋白 A（SAA）在我院儿科发热

病人中协助鉴别细菌感染的诊断价值。 

方法  应用双抗体夹心免疫化学发光等方法，前瞻性测定我院儿科 2017 年 1 月至 4 月发热患者

PCT、CRP、SAA，结合血常规、血培养等数据结果，待患者出院后查阅其临床资料及最后临床诊

断，分析 PCT、CRP、SAA 等炎性介质对儿科发热患者的诊断价值。 

结果  纳入 147 例儿童发热病例，根据最终临床诊断分为 3 组：第一组（n=26）:菌血症组（血培

养阳性）；第二组（n=98）：细菌感染组（血培养阴性）；第三组（n=23）：非细菌感染组。经

秩和检验分析，第 1 组 PCT 水平高于第 2 组（p<0.001），第 2 组者高于第 3 组（p<0.001），第

1 组者也高于第 3 组（p<0.001），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RP 和 SAA 水平组第 1 组和第 2 组均

高于第 3 组（p<0.05）。革兰阴性菌感染者的 PCT 水平高于革兰阳性菌感染（p<0.05）。本研究

中 PCT、CRP、SAA 预测细菌感染的最佳临界值分别为 0.13ng/ml、75mg/L、119mg/L。PCT、

CRP、SAA 及白细胞计数（WBC）预测细菌感染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825、0.712、

0.698、0.536，PCT 诊断效能优于 WBC（p<0.05）,但 PCT 与 CRP 或 SAA 相比差异无明显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PCT 在发热病人预测细菌感染的诊断价值很大，SAA 也是一个较好的预测细菌感染的标志

物，儿科患者发热早期 CRP 和 SAA 联合检测可能提高临床对感染诊断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PU-1874 

Ret、IPF 和 IRF 联合监测在 NSCLC 患者化疗中的临床意义 

 
王斌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21000 

 

目的  探讨网织红细胞（Ret）、未成熟血小板比率（Immature Platelet Fraction，IPF）和未成熟

网织红细胞比率(Immature Reticulacyte Fraction,IRF)的联合监测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化疗中的临

床意义。  

方法  采用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法，对 113 位首次接受化疗的中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

者，在化疗的第 0、5、10、15、20、25 天监测外周血白细胞（WBC）、中性粒细胞（NEU）、

血小板（PLT）、Ret、IPF 和 IRF 的值。  

结果  结果   患者外周血 WBC、NEU 和 PLT 在化疗后第 5 天、第 10 天、第 15 天逐步降低，在第

20 天开始升高（各组数据结果：第 10 天较第 5 天、第 15 天较第 10 天、第 20 天较第 15 天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Ret、IPF 和 IRF 在化疗后的第 5 天，第 10 天，逐步降低，在第 15 天

开始升高（各组数据结果第 10 天较第 5 天、第 15 天较第 10 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化疗的过程中，Ret、IPF 和 IRF 联合监测可以较传统的 WBC、NEU 和

PLT 更早的反应骨髓造血能力和血小板生成能力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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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75 

Exosomal ephrinA2 derived from serum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prostate cancer 

 
Yao Zhao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In this study, we explored the ephrinA2 expression in whole serum and tissues and 
identified the circulating exosomal ephrinA2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PCa. 
Methods Exosomes were isolated from patient sera by differential centrifugation and the 
presence of ephrinA2 was confirmed via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western blotting. The type of 
ephrinA2 in serum was evaluated by western blotting. The expression of serum ephrinA2 
including secreted and cleaved ephrinA2 and exosomal ephrinA2 were detected by ELISA and 
western blotting. 
Results compared with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BPH) and controls, the levels of whole 
serum ephrinA2 and exsomal ephrinA2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Ca patients. Moreover, 
exosomal ephrinA2 express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NM staging and Gleason score of 
PCa patients.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of exosomal ephrinA2 was superior to that of whole 
serum ephrinA2 and serum PSA in distinguishing PCa patients from those from BPH patents. 
Conclusions Our study indicates that exosomal ephrinA2 has high potential as a biomarker for 
the presence of PCa and offers a new therapeutic target for this disease. 
 
 

PU-1876 

A homozygous nonsense mutation leading to FXI 
deficiency in an consanguineous pedigree 

 
王莹宇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21000 

 

目的  This study was to elucidate the molecular defects in a Chinese patient with FXI deficiency 

from an consanguineous pedigree. 

方法   The FXI genes were amplified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d screened for variants.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affected amino acids was checked by Clustal X software. 

结果  DNA sequencing of the proband revealed a homozygous g.15410G>A mutation in exon 6 of 

the F11 gene, leading to p.Trp228stop in theAp3 domain. Her mother, aunt, brothers, sisters and 
daughter were all heterozygous carriers of this mutation, while the grandmother was a wildtype. 

结 论   This study has increased our knowledge of the mutational spectrum underlying 

FXI deficiency. The proband with severely decreased FXI levels experienced no bleeding 
episodes reinforcing the clinical heterogeneity of FXI deficiency. 
 
 

PU-1877 

尿液放置时间对尿隐血及尿红细胞的影响 

 
李守勇 

东营市人民医院,257000 

 

目的  研究分析尿液放置时间对尿液隐血和 RBC 的检验结果的影响  

方法  随机选取 2018 年 3 月 1 日在本院治疗并进行尿液常规检查病人 30 人，并且隐血首次检验结

果为隐血阳性、尿红细胞镜检阳性患者，作为第一组。再选取健康查体尿液常规检查者 30 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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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隐血首次检验结果为尿隐血阴性、尿红细胞镜检阴性患者，作为第二组。分别将 30 份标本用

FUS-2000 尿液分析仪进行 6 次检测，间隔时间为 30min、60min、90 min、120 min、150 min；

通过检查结果查看第一组（阳性组）和第二组（阴性组）对尿隐血半定量变化及尿红细胞在形态和

数量上的变化。 

结果  第一组（阳性组）与首次检测结果比较，尿液隐血结果均与首次相符，无变化；尿液红细胞

数量随时间的延长而不断降低，从 120 min 开始与初次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在 120min 变

形细胞数量明显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第二组（阴性组）与首次检验结果比较，尿液隐血结果在 120min 开始出现假阳性，假阳性率达到

17%，150min 开始假阳性率达到 26%，随着时间的延长尿隐血假阳性率越高，差异具有明显的显

著性（P<0.05);尿液红细胞与首次检验结果无差异。 

结论  尿液红细胞数量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降低，部分发生形态学改变,放置 120min 后差异具有显著

变化（P<0.05)。尿液隐血随时间延长假阳性越来越高，放置 120min 后具有显著变化（P<0.05)。

因此，尿液标本放置时间过长，会导致红细胞数量降低和隐血假阳性，尿液常规检验采取标本及时

检验，应控制在 120min 内。 

 
 

PU-1878 

Urine Routine Screening for Rapid Screening of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jing liu 

Gansu Provincial Hospital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ukocyte esterase, nitrite, leukocyte count, 
bacterial count an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in urine routine, and to explore the rapid screening 
value of urine routine examination for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Methods  Using urine culture positive as the gold standard, 200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were tested for urine routinely, and middle urine was taken for bacterial culture.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ukocyte esterase, nitrite, leukocyte, bacterial count an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in routine urine tests. 
Results The sensitivity of urine leucocyte esterase, nitrite, urine leukocyte and bacterial count 
were 58.8%, 47%, 82.4% and 94.1%, respectively. The specificities were 66.7%, 96.9%, 27.4%, 
36.4, respectively. The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s were 47.6%, 88.9%, 36.8%, 43.2%, respectively. 
The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s were 75.9%, 78%, 75%, 92.3%. 
Conclusions  In clinical practice, when the urinary nitrite is used ,the specificity of the assay is 
higher, the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is better, and the positive result is more reliable. When the 
urinary sediment bacteria count test is used, the negative result is more reliable.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wo methods can effectively assist clinical screening for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hree items, the urinary bacterial count had the highest sensitivity and 
was of greater significance in screening for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The sensitivity of nitrite in the 
diagnosis of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is low, but the specificity is high. These indicators in urine 
routine combined with rapid diagnosis of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have significant value.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085 

 

PU-1879 

联合检测血栓弹力图及传统出凝血指标 

在原发性肝癌术后凝血功能判断中的临床价值 

 
饶春美,洪松,叶飞,房萌 

上海市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目的  探讨血栓弹力图（TEG）检测参数 R 值、K 值、Angle 角度、MA 值及传统出凝血指标 PT、

APTT、Fib、PLT 计数、D-二聚体在原发性肝癌术后凝血功能判断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收集 2018 年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确诊为原发性肝癌并接受肝癌切除术的 21 例患者术前及

术后 5 天内血栓弹力图、PT、APTT、Fib、PLT 计数、D-二聚体检测结果，对各参数术前术后结

果进行配对分析，所有患者临床资料回顾分析表明均无出血事件发生。 

结果  21 例原发性肝癌患者术前与术后比较 R 值、PT、APTT、D-二聚体、PLT 计数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04，0.001，0.017，0.003，0.006），其中 R 值、PLT 计数术后低于术前，PT、

APTT、D-二聚体术后高于术前，K 值、Angle 角度、MA 值、Fib 术前术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TEG R 值反映从凝血启动到血块形成过程中凝血、抗凝以及纤溶系统的综合作用，PT、

APTT 则主要反映凝血因子水平变化，21 例无出血事件患者术后 TEG R 值缩短，PT、APTT 延

长，提示单纯以 PT、APTT 判断肝癌切除术后凝血功能异常存在过度诊断的可能，还需进一步的

研究证实；TEG MA 值术前术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LT 术后低于术前，同样提示患者术后血小板

功能异常存在过度诊断可能；D-二聚体术后高于术前，提示肝癌切除术后患者处于纤溶亢进状态。

单纯传统出凝血指标 PT、APTT、Fib 等均为凝血途径筛查实验，不能全面反应患者凝血、抗凝血

系统的综合变化，血栓弹力图检测通过体外模拟患者血液凝固全过程评价患者的出凝血状态，联合

检测血栓弹力图及传统指标可更好地评价原发性肝癌患者术前及术后的凝血功能和状态。 

 
 

PU-1880 

Do you dare to challenge the pathological gold standard: A 
case of Adenoid Cystic Carcinoma of the Breast Diagnosed 

by Fine-Needle Aspiration and literature review 

 
朱立强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21000 

 

目的  Adenoid cystic carcinoma (ACC) of the breast is a rare neoplasm, accounting for only 0.1% 

of all malignant breast tumors. The clinical criteria is not specific and the 
radiographic examination frequently showed a benign-appearing tumor. If preoperative diagnosis 
is not clear and treatment is incomplete, it may recur after operation. 

方法  Fine-needle aspiration cytology (FNAC) remains a useful tool for preoperative diagnosis of 

breast lesions. 

结果  ACC is a rare but distinctive neoplasm of the breast that can be accurately diagnosed by 

FNAC. We describe a case of recurrent ACC of breast diagnosed by FNAC. Subsequent 
histopathology corroborated the diagnosis.  

结论  Its infrequent presentation, favorable prognosis, and relatively conservative management in 

the breast prompt us to reinforce its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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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81 

针吸细胞学诊断乳腺粘液癌 2 例并文献复习 

 
朱立强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21000 

 

目的  探讨乳腺粘液癌的针吸细胞形态学特点和鉴别诊断。 

方法  对 2 例乳腺粘液癌的针吸细胞学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复习相关文献分析乳腺粘液癌的细

胞形态学诊断特征。 

结果  以病理学结果为金标准，2 例乳腺黏液癌针吸细胞学诊断结果与病理组织学结果一致，准确

率为 100%。2 例乳腺黏液癌针吸物均为半透明胶冻样粘稠物，镜下形态学特点：大量体积略增

大、轻度异型的癌细胞紧密呈乳头状或三维立体球团样，如同小岛漂浮在粘液湖中。 

结论  乳腺黏液癌针吸细胞形态学特征鲜明，可以作为乳腺粘液癌术前诊断的一种常规检查方法。 

 
 

PU-1882 

肿瘤标志物（CEA、CA153、CA125）对早期乳腺癌的 诊断价

值及其与分子亚型的关系 

 
朱立强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21000 

 

目的  探讨血清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CEA)、糖类抗原 153(CAl53)、糖类抗原 125(CAl25)在乳腺良

恶性肿瘤早期诊断及预后判断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择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及徐州市肿瘤医院 2015 年 7 月-2017 年 3 月收治的 52 例乳腺癌

患者纳入观察组，根据组织病理及免疫组化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人类表皮生长因子

受体-2(Her-2)的表达水平将乳腺癌分为腺腔 A 型、腺腔 B 型、Her-2 过表达型、基底细胞样型 4 个

主要亚型，同时将同期 12 例乳腺良性肿瘤患者纳入对照组。采用化学发光法测定各组术前血清中

CEA、CA125、CA153 的水平，并对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乳腺癌患者血清中 3 种肿瘤标志物的水平与良性病变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EA、

CAl53 在 4 种分子亚型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其中 Her-2 过表达型乳腺癌患者血清中的

CAl53 的水平显著高于腺腔 A 型；CAl25 在 4 种分子亚型乳腺癌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 Her-2

过表达型乳腺癌患者血清中的 CA125 的水平显著高于其他 3 种亚型。  

结论   CA125、CA153、CEA 虽不能成为早期乳腺癌诊断的理想肿瘤标志物，但高水平的

CA125、CA153 常与预后差的 Her-2 过表达型乳腺癌相关，可提示临床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提

高其远期生存率。 

 
 

PU-1883 

针吸细胞学在儿童体表恶性肿瘤诊断中应用价值 

 
朱立强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21000 

 

目的  探讨针吸细胞学（FNAC）在儿童体表恶性肿瘤诊断中的应用。 

方法  结合临床及组织病理学资料，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1 月儿童（0-16岁）体表

可疑恶性肿瘤的针吸细胞学诊断结果及细胞形态学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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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针吸细胞学共诊断儿童恶性肿瘤及可疑恶性肿瘤 16 例，经术后组织病理学证实为淋巴瘤 3

例，甲状腺乳头状癌 3 例，高分化滤泡癌 1 例，甲状腺癌转移 1 例，鼻咽癌转移 3 例，纤维肉瘤 1

例，横纹肌肉瘤 1 例，梭形细胞肉瘤 1 例，Langerhans 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 1 例，黄色肉芽肿 1

例。本组病例中，出现 1 例假阳性的结果，即 FNAC 诊断为可疑恶性肿瘤细胞，而组织病理结果

为黄色肉芽肿；1 例恶性肿瘤的具体分型错误，即 FNAC 诊断为霍奇金淋巴瘤，组织病理证实为鼻

咽部转移癌。其余 14 例结果均与组织病理结果一致。FNAC 对儿童表浅可疑恶性肿瘤诊断的准确

率为 87.5%。 

结论  FNAC 检查操作简单、损伤小、耗时少且准确率较高，FNAC 是一种有效的术前筛查儿童体

表恶性肿瘤的诊断方法。 

 
 

PU-1884 

Exosomal long noncoding RNA HOTTIP as potential novel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biomarker test for gastric cancer 

 
Rui Zhao1,Yanli Zhang2,Xin Zhang1,Yongmei Yang1,Xin Zheng1,Xiaohui Li1,Yingjie Liu1,Yi Zhang1 

1.Qilu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2.Shandong Provincial Third Hospital 

 
Objective Gastric cancer (GC) is a huge burden worldwide with high morbidity and high mortality, 
especially in Eastern Asia. Blood-based examination is an ideal examination for GC diagnosis, 
butcurrent serum tumor biomarkers, like CEA, CA 19-9 and CA 72-4, have a low positive rate. 
Long noncoding RNA HOTTIP (HOXA transcript at the distal tip) plays important roles in the 
generation and progression of human cancers and has gained growing attention among cancer-
related lncRNAs. Exosomes participate in cellular communication by transmitting moleculars 
between cells and are regarded as suitable candidates for non-invasive diagnosis. However, the 
existence of HOTTIP in the circulating exosomes and the potential roles of exosomal HOTTIP in 
GC was poorly understood. This study aims at estimating the potential novel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values of exosomal HOTTIP for GC. 
Methods Serum exosomal HOTTIP from 246 subjects (126 GC patients and 120 healthy people) 
were detected by reverse transcription real-tim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
qPCR) and serum CEA, CA 19-9 and CA 72-4 were measured by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method on Cobas E601.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was built to estimate the 
diagnostic values of exosomal HOTTIP, CEA, CA 19-9 and CA 72-4. The Kaplan–Meier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osomal HOTTIP, CEA, CA 19-9 and CA 72-4 
expression levels and overall survival (OS) of GC.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s were 
performed to identify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for GC. 
Results 1. We found that exosomal HOTTIP could be detected in the culture medium of GC 
SGC7901 cell line, and the levels were increased with the incubation time extended, suggesting 
exosomal HOTTIP was directly released by GC cells. Then RT-qPC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exosomal HOTTIP in serum were typically higher in GC than in normal 
control (P < 0.001) and its expression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umor invasion 
depth (P = 0.0298) and TNM stage (P < 0.001). We also measured exosomal HOTTIP expression 
levels after serum samples were treated with prolonged exposure to room temperature or mutiple 
freeze-thaw cycles to observe their stability, and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all these treatments 
had no influence on their expression. 
2.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for exosomal HOTTIP was 0.827 (P < 0.001),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AUCs for CEA, CA 19-9, CA 72-4 with 0.653, 0.685 and 0.639, 
respectively (P < 0.001), indicating that exosomal HOTTIP was superior to them in GC diagnosis. 
3. The Kaplan–Meier analysis showed a correlation between increased exosomal HOTTIP levels 
and poor overall survival (OS) (P < 0.001)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CEA, 
CA 19-9, CA 72-4 and OS (all P > 0.05). The online (www.kmplot.com) survival analysis results, 
basing on the detection data from GC tissues, demonstrated that expression levels of HOTTIP 

http://www.kmplot.com/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088 

 

were increased above the optimal cutoff point in 71.8% of patients with GC and these patients 
had a poor OS, with the pooled HR of 1.63 (95% CI 1.19-2.23, logrank P = 0.0022), which 
supported our conclusion. 
4.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COX analysis revealed exosomal HOTTIP overexpression w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in GC patients (HR = 2.037, 95% CI = 1.085-3.823, P = 0.027). 
Conclusions Our study reveales the presence and stability of HOTTIP in exosomes isolated 
from serum samples of GC patients. We find that exosomal HOTTIP is upregulated in the serum 
of GC patients and it may be a better biomarker for GC in diagnosis than CEA, CA 19-9 and CA 
72-4. Furthermore, exosomal HOTTIP expression levels is identified as an independent factor for 
poor prognosis in GC patients. In conclusion, exosomal long noncoding RNA HOTTIP may be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GC in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PU-1885 

超敏 C-反应蛋白联合白细胞检测 

在新生儿感染性疾病中的临床分析 

 
贺淑霞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探讨超敏 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联合白细胞计数及分类计数对新生儿感染疾病

的临床价值分析。 

方法  回顾分析 2014 年 8 月至 2015 年 9 月期间在我院新生儿科住院的感染性疾病患儿 140 例的临

床资料作为研究组，患儿血培养均有致病菌生长，分别是肺炎链球菌、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

等。均符合新生儿感染疾病的诊断标准。对照组 150 例为同期在我院产科出生，体格检查及其它辅

助检查都正常的新生儿，研究组和对照组的婴儿均行超敏 C-反应蛋白和外周血白细胞检测。 

结果  研究组超敏 C-反应蛋白（16.8±2.1）mg·L-1、外周血白细胞计数（24.8±1.9）×109/L、中性

粒细胞相对值（72.4±10.4）%、单核细胞相对值（6.0±0.9)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淋巴细胞的相对

值（24.7±2.2) %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超敏 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

白细胞计数及分类计数的变化情况较对照组具有显著性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对感染性疾病的患儿进行超敏 C-反应蛋白联合白细胞检测，可明确区分细菌感染患儿和病毒

感染的患儿，可降低为其滥用抗菌素的风险。 

 
 

PU-1886 

妊娠期女性外周血红细胞参数参考区间的调查 

 
宓恬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调查孕妇在不同孕期外周血红细胞参数的变化，建立参考区间。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9 月在我院定期接受产前检查的 200 例健康妊娠女性，分别记录其孕早

期（13 周前）、孕中期（13~28 周）、孕晚期（28 周后）外周血红细胞参数的检测结果，同时收

集非妊娠育龄女性 186 例为对照组。并另取早、中、晚各 40 例妊娠期女性外周血红细胞检测结果

用不同诊断标准对妊娠期贫血发生率进行验证。 

结果  正常妊娠组孕早、中、晚各期参考范围如下：Hb 为 105 g/L~144 g/L、99 g/L~132 g/L、98 

g/L~140 g/L，RBC 为（3.5~4.8）×1012/L、（3.2~4.4）×1012/L、（3.2~4.8）×1012/L，HCT 为

0.31~0.41、0.30~0.39、0.28~0.41，RDW 为 12.0~14.8、11.2~15.3、11.9~15.6。妊娠组的

Hb，RBC，HCT 均低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孕中期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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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地孕妇妊娠期贫血的诊断参考值低于 WHO 标准及美国 CDC 标准，建立妊娠女性参考区间

可更好评估孕妇的健康水平。 

 
 

PU-1887 

重症肺部感染血浆 D-二聚体、FDP 与 NT-ProBNP 的动态分析 

 
董瑞华 

河南省中医院 

 

目的  探讨应用血浆 D-二聚体、FDP 与 NT-ProBNP 评估老人重症肺部感染并 MODS 患者病情变

化及预后的临床价值。 

方法  抽取重症肺部感染并 MODS 的老年患者共 65 例做为观察组，正常老年人 30 例做为对照

组。观察组患者治疗前后分别开展 D-二聚体、FDP 与 NT-ProBNP 的检测。分析正常老年人与重

症肺部感染并 MODS 老人；重症肺部感染并 MODS 老人治疗前后各项指标的变化。 

结果  重症肺部感染组 D-二聚体、FDP 与 NT-ProBNP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D-二聚体、

FDP 与 NT-ProBNP 与疾病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结论   血浆 D-二聚体、FDP 与 NT-ProBNP 的水平与老人重症肺部感染并 MODS 病情程度呈正相

关关系 

 
 

PU-1888 

一例健康人低凝血酶原症-狼疮抗凝物综合症病例报道 

 
郭艳,楚熙,赵婷如,孙淑慧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狼疮抗凝物（LA)是一种获得性抑制物，影响磷脂依赖的凝血检查，如 APTT，白陶土凝集

时间（KCT)和稀释蝰蛇毒素时间（drVVT），约 30%-40%的患者合并静脉和（或）动脉血栓。LA

偶尔也可引起出血，可能的原因：1、血小板减少；2、血小板功能降低；3、出现 FⅧ抑制物；4、

凝血酶原缺乏，即低凝血酶原症-狼疮抗凝物综合症（hypoprothrombinemia-lupus anticoagulant 

syndrome,HLAS）。HLAS 是一种罕见的综合症，女性多发，可继发于病毒感染或系统性红斑狼

疮，临床主要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出血，以中重度出血多见，出血严重程度与原发病及凝血酶原活性

无明显相关性。大部分病例经激素治疗能有效抑制出血。 

本次发现的一例 HLAS 与以往国内报道的不同，因此有必要予以报道、探讨，以增加医护人员对本

病的认识。 

方法  患者，男，53 岁，一个月前因车祸多发性骨折，后因血尿转入我院急救中心治疗，会诊后转

入泌尿科。经冷沉淀血浆治疗膀胱冲洗，血尿症状缓解，三次血凝实验检查 PT 分别为 69 秒，

71.8 秒，54.1 秒，APTT 为 276.00 秒，不凝，257 秒，FⅧ活性低，狼疮抗凝物检测阴性，后转入

血液科治疗最后诊断为 HLAS。 

结果  经激素+达那唑+硫唑嘌呤治疗，出血症状缓解，凝血因子 II、V、VII、VIII、IX、X、XI、XII

活性恢复正常。 

结论  本次发现的一例 HLAS 与以往国内报道的不同，因此有必要予以报道、探讨，以增加医护人

员对本病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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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89 

血栓弹力图与常规凝血检测评价患者凝血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边旋利,卢发强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116000 

 

目的  探讨血栓弹力图( thromboelastography，TEG)与常规凝血试验的相关性，评价两种方法在住

院患者凝血功能检测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2018 年 1 月在本院神经外科、妇产科、消化内科、ICU 进行治疗的住院

患者 72 例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45 例，女 27 例；年龄 25~87 岁，平均年龄（56.3±8.2）岁；进行

TEG 参数[包括 R 值、K 值、Angle 角和血凝块最大强度（MA）]、凝血功能指标[包括凝血酶原时

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和纤维蛋白原（FIB）]及全血细胞分析血小板计数

(PLTs)检测的相关性分析。运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若服从正态分布则采用

t 检验，相关性采用 Person 相关分析；若不服从正态分布则采用秩和检验，相关性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探讨 TEG 与常规凝血试验的相关性。 

结果  TEG 检测的 R 值与 PLTs 不相关（P＞0.05），与 APTT 、PT 和 FIB 均相关(P 均＜0.05)，

以 APTT 相关性最为显著（r=0.523,P＜0.05）；K 值与 APTT、PT 不相关（P＞0.05），与 PLTs

和 FIB 相关(P 均＜0.05)，以 FIB 相关性最显著（r=-0.534, P＜0.05）；Angle 角与 APTT、PT、

FIB 及 PLTs 均相关(P 均＜0.05)，以 PLTs 相关性最显著（r=0.504, P＜0.05），MA 值与 PT 不相

关（P＞0.05），与 APTT、FIB 及 PLTs 均相关，以 PLTs 相关性最显著（r=0.894,P＜0.05）。 

结论  TEG 检查凝血功能的各项指标与常规凝血项参数存在一定相关性，但两种方法不能互相替

代，两者联合应用更能全面反映患者的凝血状态。 

 
 

PU-1890 

RET 新参数在肿瘤病人的临床应用 

 
张炎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恶性肿瘤患者化疗过程中骨髓造血功能检测的新指标，及探索新指标在肿瘤放化疗中的临床

意义。 

结论   化疗是治疗恶性肿瘤并预防转移及复发的主要方法之一，其主要并发症之一就是骨髓抑制
[1]。在目前的肿瘤治疗中，监测骨髓造血功能状况的主要血液学指标是检测外周血白细胞（WBC）

及血小 板（PLT）数，但临床实践发现外周血 WBC 计数并不能完全准确而及时地反映化疗过程中

骨髓造血功能状况，有时会导致化疗引起的骨髓增生不可逆地受抑。 [1-4]骨髓抑制的后果导致三系

下降，在临床上就会出现感染，出血，贫血[5]。此时病人就需要中断化疗，否则将危及生命。如何

检测骨髓造血功能的状况是化疗过程中重要的一步，关系到指导临床用药及化疗时机的选择，因此

要寻找一种灵敏可靠地指标。本文综述恶性肿瘤患者化疗过程中骨髓造血功能检测的新指标，及探

索新指标在肿瘤放化疗中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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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91 

精浆柠檬酸、锌、酸性磷酸酶联合检测 

在前列腺炎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刘心伟,张小倩,李永伟 

河南省中医院 

 

目的   探讨精浆柠檬酸、锌、酸性磷酸酶与前列腺液常规的两项重要指标白细胞、卵磷脂小体的关

系，评估以上三项指标在前列腺炎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搜集河南省中医院 2017 年 6～7 月份 218 例泌尿外科门诊患者精浆和前列腺液标本，同时进

行精浆柠檬酸、锌、酸性磷酸酶检测和前列腺液显微镜镜检。 

结果  精浆柠檬酸、锌、酸性磷酸酶与白细胞、卵磷脂小体具有较高的相关性，3 项指标联合检测

可提高前列腺炎诊断的准确性。 

结论  精浆柠檬酸、锌、酸性磷酸酶联合检测为前列腺液常规检测提供了一种有益补充，可作为前

列腺炎的辅助诊断指标。 

 
 

PU-1892 

微滴式数字 PCR 技术在肿瘤液体活检中应用的研究进展 

 
黄燕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肿瘤的早期诊断和靶向治疗对提高患者的生存率至关重要，这些多依赖基因水平的分子生物

学诊断技术。目前肿瘤基因检测多采用活检组织，但取样受到多方面限制，不易获取，同时组织活

检对患者创伤较大，患者不易接受，可能带来多种并发症，并且肿瘤基因存在时间异质性，使得肿

瘤基因相关检测存在局限性。液体活检(Liquid biopsy)由于其无创，可多次重复实时采样，能动态

监测肿瘤基因谱变化等优点，成为肿瘤生物学的研究热点，为肿瘤的早期诊疗提供了可能。循环肿

瘤 DNA(ctDNA)是重要的液体活检指标之一，它是肿瘤原发灶或继发灶的肿瘤细胞分泌或者细胞破

碎后释放到外周循环系统中的核酸片段，目前 ctDNA 的检测技术主要包括直接测序和二代测序

等，但均存在检测灵敏度低下的问题，由于 cfDNA 在外周血中的含量非常少，从而限制了 cfDNA

肿瘤基因检测的推广和应用。微滴式数字 PCR(Droplet digital PCR,ddPCR)是近几年备受关注的第

三代 PCR 技术，是将 PCR 反应体系均匀分散到大量反应单元微滴中，能检测到 0.001%的突变，

显著提高了基因检测的灵敏度和精确度，并能得到绝对定量。因此，本文将探讨灵敏度高和特异性

好的 ddPCR 分子检测技术在肿瘤液体活检中应用的研究进展。 

方法  回顾探讨利用微滴式数字 PCR 技术和液体活检在肿瘤的早期筛查、个体化治疗及疗效的实时

检测及 miRNA 定量中的应用的研究进展。 

结果  微滴式数字 PCR 技术解决了液体活检 ctDNA 低丰度问题，提高了检测敏感度，ddPCR 技术

在肿瘤液体活检中具有优越的应用价值。 

结论  微滴式数字 PCR 技术使液体活检在肿瘤的诊断、疗效评估及预后判断中具有的更为广阔的应

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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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93 

降钙素原，C 反应蛋白及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对术后感染的诊断价值 

 
黄小天 

四川省人民医院,610000 

 

目的  分析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 ,PCT），C 反应蛋白(C reactive protein, CRP)与中性粒细胞百

分比（N%）对术后感染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95 例骨科术后患者的 PCT，CRP 以及 N%的结果，并对三者在术后感染中

的诊断价值进行统计学比较。 

结果    以 N%作为判断术后感染的标准，PCT 水平与 N%有统计学差异（Kappa =0.12，

P<0.05），CRP 水平与 N%亦有统计学差异（Kappa =0.078, P<0.05），与 N%相比，PCT、

CRP 在提示术后早期感染方面更有价值。 

结论  PCT 与 CRP 均为术后感染的重要指标。 

 
 

PU-1894 

桥本甲状腺炎合并甲状腺乳头状癌的针吸细胞学形态分析 

 
朱玉秋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21000 

 

目的  探讨桥本甲状腺炎合并甲状腺乳头状癌的细针吸取细胞学（FNAC）的形态学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4 例术前行 FNAC 并经术后组织病理学确诊的桥本甲状腺炎合并甲状腺乳头状

癌的病例，复习该病变的相关文献并讨论其诊断及鉴别诊断要点。 

结果  该类病变细针吸取细胞学镜下形态较丰富，主要表现为数量不等的淋巴细胞、浆细胞及组织

细胞背景中可见正常的成团腺上皮细胞、大嗜酸细胞及呈乳头状排列的癌细胞团，部分病例可见癌

变的大嗜酸细胞团，其内可见核内假包涵体。 

结论  炎性背景中找到乳头状排列结构、核沟和核内假包涵体是术前甲状腺肿块 FNAC 诊断桥本甲

状腺炎合并甲状腺乳头状癌的特征性结构。 

 
 

PU-1895 

一例重症 Kasabach-Merrit 综合征的临床转归分析 

 
马汝飞 

河南省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目的  观察一例重症新生儿 Kasabach-Merrit 综合征（KMS）的诊断、实验室指标变化、临床

治疗转归，进一步了解该疾病的实验室指标和治疗方案。结果  患者经过积极治疗，病情得到有效

控制。结论  KMS 患者的实验室指标随病情发展而变化，可利用这些指标指导治疗进程。 

方法  Kasabach-Merritt 综合征(KMS)又称巨大血管瘤-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是以巨大血管瘤伴血小

板减少和全身出血倾向为特征的一种综合征,由于有严重的血小板进行性消耗 ,可表现为全身出血倾

向,往往发病急 ,短期内症状进行性加重,甚至威胁生命。KMS 并不多见,特别是深部的血管瘤易误诊

或漏诊。本院于 2018 年 1 月 3 日收治一例重症 KMS 新生儿患者，笔者现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

性分析，结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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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940 年 Kasabach 和 Merritt 报道了 1 例迅速增大的血管瘤伴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新生儿病

例，此后陆续有相关病例的报道[2]。学者们将巨大血管瘤合并有血小板减少及全身紫癜等特点的症

候群称 KMS[3]或血管瘤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其典型表现是巨大血管瘤局部血管内凝血，从而引起弥

散性血管内凝血伴血小板减少 、低纤维蛋白血症,继之发生出血、贫血,重者可发生 DIC 危及生命。

本病病因不明,可能是血管瘤内发生 DIC，也可能是血小板被利用来当作血管瘤内皮层，单核-巨噬

细胞系统吞噬血小板作用加强，产生血小板抗体，破坏血小板，而血管瘤中血管也不正常，血流在

其中形成涡流，使血小板凝聚、受伤而裂解等,进一步加重病情。KMS 一般可根据临床表现及实验

室检查结果诊断，三维 CT 可准确判断血管瘤的血管结构，对 KMS 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4]。 

结论  见论文 

 
 

PU-1896 

老年性类风湿性关节炎血清 G-6-磷酸异构酶的检测及临床意义 

 
刘伯让,毕晓洁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 

 

目的  为了更深入的了解老年人类风湿关节炎(ERA)患者血清中 GPI 水平与 RA 的关系，对临床早

期诊断、早期治疗给予更好的帮助, 探讨其在 RA 早期诊疗过程中的临床价值。笔者对 116 例老年

人 RA 患者、70 例其它风湿病患者、50 例健康老年组进行了血清中 GPI 的检测，并对病情活动性

之间的关系及试验结果进行比较、总结、分析， 

方法  共分为六组，第一组为 RA 患者组，60 岁～70 岁，第二组为 70 岁～88 岁，第三组为其它风

湿病患者组，第四组为 RA 患者活动期组、第五组为 RA 患者非活动期组、第六组为健康老人对照

组。方法，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 

结果  见表 1   

结论   1.本试验的结果表明 RA 患者血清中 GPI 的检测有助于该病的早期诊断；2. 本试验结果显

示，RA 患者血清中 GPI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老年人对照组(P<0．01)，同时也显著高于其它风湿病

患者组(P<0．01)；RA 患者活动组血清中 GPI 水平显著高于非 RA 患者活动组血清(P<0.01，显著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经过药物综合治疗，血清中 GPI 水平随临床治疗药物的使用而下降(P<0．

01)；3.本试验初步探讨了 GPI 在 ERA 中得意义，对 ERA 的早期诊断、治疗有较大的临床意义。 

 
 

PU-1897 

食管鳞癌患者血浆 lncRNA TUC338 表达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孙开颜 1,赵新炜 1,杨丽君 1,董翠翠 2,董树岭 1,尹惠卿 1,明亮 1,贺付成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2.天津儿童医院 

 

目的  观察食管鳞癌( ESCC) 患者血浆长链非编码 RNA( lncRNA) TUC338 表达变化，并探讨其诊

断 ESCC 的潜在价值。 

方法  选择 ESCC 患者 116 例( ESCC 组) 、体检健康者 39 例( 对照组) ，收集两组空腹静脉血， 

离心留取血浆; 选择 ESCC 组织及其配对的癌旁正常组织。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两组血

浆和 ESCC 组织及癌旁正常组织 lncRNA TUC338 表达。随机选择 46 例 ESCC 患者， 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法分析血浆与肿瘤组织 lncRNA TUC338 表达的关系。分析血浆 lncRNA 

TUC338 表达与 ESCC 患者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 ROC) 曲线评估血浆 

lncRNA TUC338 表达诊断 ESCC 的价值。 

结果  ESCC 组血浆 lncRNA TUC338 相对表达量明显高于对照组( P ＜ 0.01) 。ESCC 组织 

lncRNA TUC338 相对表达量明显高于癌旁正常组织( P ＜ 0.01) 。血浆与肿瘤组织 lnc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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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C338 表达呈正相关关系( r = 0．643， P ＜ 0.01) 。血浆 lncRNA TUC338 表达与 ESCC 患者

TNM 分期及淋巴结转移有关( P 均 ＜ 0．05) 。ROC 曲线分析显示，血浆 lncRNA TUC338 表达

诊断 ESCC 的曲线下面积为 0．684; 其 cut off 值为 1．415，此时其诊断 ESCC 的敏感性为 63．

4% ， 特异性为 78. 1% 。 

结论  ESCC 患者血浆 lncRNA TUC338 高表达， 其表达变化与肿瘤 TNM 分期、淋巴结转移有关; 

血浆 lncRNA TUC338 有可能作为诊断 ESCC 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PU-1898 

Plasma MIF and CCL3 as potential biomarkers for 
distinguishing patients with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from high risk individuals who have positive EBV VCA-IgA 

 
Ning Xue1,2,Wanli Liu2 

1.Affiliated Tumor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Henan Tumor Hospital 

2.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Objective To identify novel plasma biomarkers for distinguishing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patients from healthy individuals who have positive Epstein-Barr virus (EBV) VCA-IgA 
Methods 174 plasma cytokines were analyzed by a Cytokine Array in 8 healthy individuals with 
positive EBV VCA-IgA and 8 patients with NPC. Real-time PCR, Western blotting, ELISA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were employ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acrophage migration 
inhibitory factor (MIF) and CC chemokine ligand 3 (CCL3) in NPC cell lines and tumor tissues. 
Plasma MIF and CCL3 were measured by ELISA in 138 NPC patients, 127 EBV VCA-IgA 
negative (VN) and 100 EBV VCA-IgA positive healthy donors (VP). Plasma EBV VCA-IgA was 
determined by immunoenzymatic techniques 
Results 34 of the 174 cytokines vari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VP and NPC group. Plasma MIF 
and CCL3 were significantly elevated in NPC patients compared with VN and VP. Combination of 
MIF and CCL3 could be used for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NPC from VN cohort (AUC: 0.913; 
Sen: 90.60; Spe: 80.30%), and combination of MIF, CCL3 and VCA-IgA could be used for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NPC from VP cohort (AUC: 0.920; Sen: 90.60; Spe: 84.00%), from (VN + 
VP) cohort (AUC: 0.961; Sen: 90.60; Spe: 92.00%). Overexpression of MIF and CCL3 were 
observed in NPC plasma, NPC cell lines and NPC tissues 
Conclusions Plasma MIF, CCL3 and VCA-IgA combinat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diagnostic 
specificity of NPC in high-risk individuals 
 
 

PU-1899 

儿童外周血异型淋巴细胞阳性结果的血细胞分析仪 

白细胞分类计数特点分析 

 
吉艳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222000 

 

目的  探讨血细胞分析中对异型淋巴细胞（YL）阳性结果有预示意义的指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12 月至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的血涂片镜检查见 YL

的病例。共 408 例，其中男 274 例，女 134 例，年龄为 1 个月至 12 岁。根据外周血片镜检检测结

果的 YL 百分比数值(YL%)将 408 个病例分为 3 组，A 组：YL%≤5%;B 组：5% ＜YL%≤10%；C

组：YL%＞10%。观察 3 组血细胞分析仪测定结果中的淋巴细胞百分比（L%）、淋巴细胞绝对值

(L#)、淋巴细胞百分比与中性粒细胞百分比比值（L%/N%），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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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A 组有 156 例患儿，B 组有 151 例患儿，C 组有 101 例患儿。A 组、B 组和 C 组的 L%的平

均值分别为 58.56%、63.10%和 65.87%； L#的平均值分别为 5.74、6.51 和 9.17×109/L； L%/N%

的平均值分别为 2.47、2.76 和 2.95。A 组、B 组和 C 组 L%的均值的 95%可信区间分别为

56.04~61.08%、60.91~65.28%和 63.40~68.33%； L#的均值的 95%可信区间分别为 5.23~6.25、

6.02~7.01 和 8.08~10.26×109/L； L%/N%的均值的 95%可信区间分别为 2.21~2.73、2.49~3.04 和

2.66~3.24。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合之前学者和专家的研究成果，得出以下结论：

血细胞分析中对 YL 阳性结果有预示意义的指标为：L#≥4.0×109/L,并同时满足 L%≥60%。 

结论  临床儿科医生可根据淋巴细胞绝对值和淋巴细胞百分比决定是否需要进行血涂片镜检查 YL

的检测。 

 
 

PU-1900 

震荡法在纠正 EDTA 依赖的假性血小板减少中的应用 

 
罗磊,朱建锋,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00 

 

目的  评估震荡法纠正 EDTA 依赖的假性血小板减少的可行性。 

方法  收集 140 例 EDTA 依赖的血小板假性减少患者标本，比较震荡前后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血小

板计数检测结果，同时进行外周血涂片观察血小板分布情况。 

结果  140 例 EDTA-PTCP 标本中，93 例外周血涂片观察震荡后的 EDTA-K2抗凝标本血小板聚集

情况明显减少，血小板计数结果明显升高，中位数为 184（128~376）；47 例未完全解聚，血小板

中位数为 48（13~145），与震荡前相比存在显著差异（P < 0.05）。20 例正常 EDTA-K2 抗凝血

标本，震荡前后各项参数无显著差异（P > 0.05）。 

结论  对大部分标本而言，震荡法可作为首选方法纠正 EDTA 抗凝剂依赖的假性血小板减少，提高

效率，减少患者痛苦，避免临床误诊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不必要的治疗。 

 
 

PU-1901 

EBV-miR-BART11 targets FOXP1 to promote monocyte 
differentiation and macrophage function 

 
Yali Song,Tingting Zeng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Pluripotent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are further limited in their pedigree potential to 
produce mature terminal differentiation cells. The hematopoietic differentiation process is 
considered to follow a well-developed gene expression pattern. Transcription factors play a key 
role i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maturation of hematopoietic cells. In the case of monocyte 
differentiation, the transcription factor FOXP1 is essential for monocyte differentiation and 
macrophage function, and our previous data suggest that EBV-encoded miR BART11 down-
regulates FOXP1 expression, so it is possible to speculate that BART11 may play a role in 
mononuclear cell differentiation. In view of the difficulty of transfection in monocyte, we used the 
lentiviral pLenti6 / V5-D-TOPO expression system as a tool for gene transfection to further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RT11 and FOXP1 during mononuclear-macrophage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effects of BART11 and FOXP1 on monocyte differentiation. 
Methods Lentiviral vector particles expressing BART11 precursor or full-length FOXP1 cDNA 
were generated using the pLenti6 / V5-D-TOPO expression system. We then examined the 
expression of FOXP1 in THP-1 and HL60 cells in vitro via bone marrow mononuclear cell 
differentiation system. The expression of FOXP1 and BART11 in PMA-induced mononuclear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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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tion was then detected by infecting THP-1 and HL60 cells with FOXP1 or BART11 
lentiviral vector. 
Results We examined the transient expression of FOXP1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P-1 
monocytes into macrophages induced by PM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OXP1 was down-
regulated in monocyte-to-macrophage transformation. Lentiviruses encoding FOXP1 or BART11 
infected THP-1 and HL60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PMA to induce differenti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ART11 down-regulated FOXP1 at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In addition, we found 
that FOXP1 expression hinders PMA-induced THP-1 and HL60 cell differentiation, and BART11 
overexpression promotes this process. Since FOXP1 is essential for monocyte differentiation and 
macrophage function, BART11 may also play a role in monocyte differenti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FOXP1 and BART11 in PMA-induced monocyte differentiation, THP-1 and HL60 cells 
were infected with lentiviral vector to overexpress FOXP1 or BART11. The data show that 
overexpression of FOXP1 prevents PMA-induced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orphological 
macrophage-like differentiation, whereas the higher expression of BART11 promotes this 
progression. 
Conclusions BART11-3p and BART11-5p directly target FOXP1 expression. BART11 promotes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maturation of human monocyte-macrophages by down-regulating FOXP1. 
Lentiviral vector is an effective tool for gene transfer and expression in monocyte.  
 
 

PU-1902 

小儿肺炎支原体感染的临床检验特点探析 

 
温碧艳 

1.石嘴山市妇幼保健所,753000 

2.石嘴山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目的  探析小儿肺炎支原体感染的临床检验特点。 

方法  随机选择 2016 年 2 月--2017 年 11 月期间收诊的 80 例肺炎支原体感染患儿，回顾性分析患

儿临床资料，观察各项检查情况，并采用被动凝集法与酶联免疫吸附法，检验肺炎支原体阳性。 

结果  第一，血常规，80 例患儿，9 例（11.25%）白细胞计数<4.0109/L，42 例（52.5%）为

（4.0-10.0）109/L，29 例（36.25%）>10.0109/L；18 例（22.5%）血小板计数<100109/L，62 例

（77.5%）≥100109/L；34 例（42.5%）C-反应蛋白>10mg/L；41 例（51.25%）血沉>20mm/第

1h 末。第二，痰液培养，31 例（38.75%）支原体阳性，19 例（23.75%）肺炎链球菌阳性，17 例

（21.25%）肺炎克雷伯菌阳性，13 例（16.25%）阴沟肠杆菌阳性。第三，尿常规，7 例

（8.75%）尿蛋白，18 例（22.5%）潜血阳性，55 例（68.75%）正常。第四，被动凝集法检查，

34 例（42.5%）肺炎支原体阳性，11 例（32.4%）支气管肺炎，4 例（11.7%）上呼吸道感染，12

例（35.3%）急性支气管炎，7 例（20.6%）支气管哮喘。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查，36 例（45%）肺

炎支原体阳性，12 例（33.3%）支气管肺炎，6 例（16.7%）上呼吸道感染，10 例（27.7%）急性

支气管炎，8 例（22.3%）支气管哮喘。 

结论  小儿肺炎支原体感染，经临床检验，分析检查结果，无明显的特异性，较难明确诊断。对

此，针对小儿肺炎支原体感染，需综合各方面检查，分析病情，辅助临床诊断，提高诊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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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03 

基于第三代单分子测序仪的无创产前检测研究 

 
贺建奎 

南方科技大学 

 

目的  目前开发的基于下一代高通量测序（NGS）的无创产前筛查（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 

NIPT）相比于传统筛查手段显著提升了对唐氏综合征（21-三体）、爱德华氏综合征（18-三体）以

及帕陶综合征（13-三体）的检出能力，但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检测 T13 和 T18 的阳性预测

值偏低、胎儿 DNA 浓度偏低引起的检测失败问题、检测周期长等。本研究采用不依赖于 PCR 扩增

的第三代单分子测序平台进行无创产前检测，验证该测序平台对 21-三体、18-三体和 13-三体的检

出能力，并与 NGS 平台进行比较分析。 

方法  对 63 例孕妇血浆样本及 15 例胎儿绒毛膜样本采用 GenoCare 单分子测序平台进行测序和数

据分析，将单分子平台 NIPT 检测结果与金标准结果比对进行准确性验证。此外，对胎儿 DNA 浓

度分别为 1.25%、2.5%、5%及 10%的模拟样本进行测序，以分析单分子测序对胎儿游离 DNA 浓

度的最低检测限。 

结果  63 例孕妇血浆样本，通过单分子平台鉴定了 7 例 T21 阳性、4 例 T18 阳性、2 例 T13 阳性、

50 例阴性，与金标准结果比对后得到其阳性符合率 100%、阴性符合率 100%。15 例胎儿绒毛膜

样本，通过单分子平台鉴定了 5 例 T21 阳性、5 例 T18 阳性、5 例 T13 阳性，阳性符合率 100%、

阴性符合率 100%。基于三代单分子测序技术进行 NIPT 检测，T21、T18 三体的胎儿 DNA 浓度最

低检测限为 2.5%，T13 三体的最低检测限为 5%。 

结论  基于第三代单分子测序平台进行 NIPT 对 T21、T18 和 T13 均具有良好的检出能力，且对于

T21 和 T18 的胎儿游离 DNA 浓度检测限可低至 2.5%。基于三代单分子测序平台进行 NIPT 有望提

升 T18 和 T13 的检出效率、降低胎儿 DNA 浓度检出限、提升检测成功率。 

 
 

PU-1904 

红细胞冷凝集现象对血常规检测结果影响的探讨 

 
马艳青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对血常规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研究探讨红细胞冷

凝集现象对血常规检验结果的影响。 

方法  选择冷凝集素试验为阳性的 4 例 EDTA-K2 抗凝的血常规标本。分别在 SYSMEX-XN3000 全

自动血细胞分析仪上对其直接检测，之后分别做 37℃热水浴和血浆置换处理后再次进行检测，每

例标本检测 2 次，取其平均值作为检测结果。并涂片染色镜检分析，对所得的各项指标进行比较，

得出结论。 

结果  冷凝集现象可对血细胞分析仪中诸多检测参数造成显著干扰，出现检测结果异常，使得 RBC

和 HCT 的计数结果显著降低，Hb/RBC 比值远远大于 30，从而导致由 RBC、Hb、HCT 计算所得

的参数 MCV、MCH、MCHC 结果的假性偏高。冷凝集素效价低的标本经 37℃热水浴法可以有效

的消除影响因素，使得红细胞各个参考数值回复正常。对于冷凝集素效价高的标本，37℃热水浴法

并不能完全消除影响因素，RBC 数值虽有所升高，但仍假性偏低，镜下仍可看到小的聚集，当进

行血浆置换后，RBC、HCT 值升高，MCH、MCHC 值降低，基本回复正常。但是在洗涤细胞进行

血浆置换的过程中会导致 WBC 和 PLT 不同程度的丢失。 

结论  在进行血常规检测时，需要及时发现并准确判断标本的冷凝集现象，对于效价低的冷凝集素

标本，通过 37℃热水浴处理后上机检测即可得到有效数值。对于效价高的冷凝集素标本，需要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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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37℃热水浴后获得 WBC 和 PLT 值，然后再进行血浆置换获得红细胞的各个参数值。通过对

标本进行合理有效的处理，才能为临床医生提供准确可靠的检验结果。 

 
 

PU-1905 

Single nucleotide rs738409 polymorphisms in the PNPLA3 
gene is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alcoholic liver disease in 

Han Chinese males 

 
Yanfang Zhang1,2,Funing Yang1,2 

1.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Rheumatolo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Key Laboratory of Rheumatolo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Objective Alcoholic liver disease (ALD) is a chronic liver disorder caused by the consumption of 
large amounts of alcoho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have recently confirmed that 
polymorphisms in PNPLA3 predispose individuals to ALD and have identified risk loci of MBOAT7 
and TM6SF2 in persons of European descent. However,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NPLA3, 
TM6SF2, SUGP1 and MBOAT7 gene polymorphisms and ALD has not been assessed in a Han 
Chinese population.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determine the PNPLA3, TM6SF2, SUGP1 and 
MBOAT7 genes allele and genotypes frequencies, as well as evalu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ir 
impact on alcoholic liver disease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Methods We extracted genomic DNA of each sample from a 2-ml peripheral blood sample using 
a Tiangen kit (Beijing, China) and selected the SNPs from the HapMap project. Approximately 15 
ng DNA was amplified by a multiplex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d then the DNA was 
performed via locus-specific single-base extension reactions with the MassArray Assay Design 
4.0. The DNA of all samples was genotyped with a Sequenom MassArraY system (iPLEX assay, 
San Diego, CA, USA).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d locus-specific single-base extension with 
primers designed by the MassArray Assay Design 4.0 were then performed. All experimental 
procedures were performed according to the manufacturers’ instructions. The products were 
desalted and added to a 384-element SpectroCHIP array (Sequenom, CA), and allele detection 
was carried out by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MALDI-TOF MS). The mass spectrometric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MassArray Typer 4.0 
software. 
Results The rs738409 in the PNPLA3 gene was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ALD in 
allele and genotype frequencies (P = 6.25×10-14 and P = 9.05×10-13). The frequencies of the risk 
allele G in rs738409 were notably higher in ALD compared to controls (odds ratio = 1.93, 95% 
confidence interval = 1.63-2.28). The current study showed that the genotype frequencies of 
three genetic models were als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1.07×10-13, P = 9.3×10-8 and P = 
1.57×10-12). Additionally, the G-allele of rs738409 was associated with a variety of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such as elevated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γ-glutamyl transpeptidase (GGT), mean corpuscular volume (MCV) in the patients with 
ALD.  
Conclusions In a Han Chinese population, the present study confirmed that PNPLA3 
polymorphism rs738409 was more likely to influence the susceptibility to ALD. However,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or the allele and genotype frequencies of rs626283, rs641738 
in MBOAT7, rs10401969 in SUGP1 and rs58542926 in TM6SF2 were found between ALD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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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06 

川崎病患儿凝血功能、D- 二聚体水平 

与冠状动脉病变的关系探讨 

 
周玉杰,陈杰,乐杨桦,赵梦华,袁勇华,谭超超,黎村艳,曹友德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10000 

 

目的  观察并探讨川崎病患儿急性期凝血功能、D-二聚体的水平与冠状动脉病变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在本院儿科住院治疗的已诊断为川崎病的患儿 194 例作为

观察组，根据观察组的心脏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判断是否有冠状动脉病变，并且分为 42 例冠状

动脉病变组（CAL 组）和 152 例非冠状动脉病变组（NCAL 组），并同时设置健康对照组 60例。 

检测所有研究对象的凝血功能，即凝血酶时间（TT），部分凝血酶原活化时间（APTT），纤维蛋

白原定量（FIB）值，以及 D-二聚体（D-dimer）水平，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川崎病 CAL 组及 NCAL 组的 APTT、TT 均比对照组缩短，而 FIB、D-dimer 均比对照组增

大，且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 CAL 组与 NCAL 组的 TT 及 D-dimer 的差别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提示 TT 是冠状动脉损伤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川崎病患

儿 TT 每增加 1s，其发生冠状动脉损伤的风险增加 0.838 倍。TT 诊断冠状动脉损伤的 ROC 曲线面

积(AUCROC)为 0.608。 

结论   川崎病患儿急性期凝血功能处于高凝状态,且凝血功能指标中 TT 是影响 CAL 较为敏感的独

立因素，同时也可推测冠状动脉病变与血管炎症活动有关。 

 
 

PU-1907 

荧光定量 RT-PCR 技术检测人偏肺病毒的研究 

 
高歌 1,赵静 2,高利飞 1,杜美 1,鲁清月 1,李振红 1 

1.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河南省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建立快速检测医院患者口咽拭子中人偏肺病毒的荧光定量 RT-PCR 方法。 

方法  根据 GeneBank 数据库中不同血清型 HMPV 核蛋白 N 基因的保守核苷酸序列，通过 Vector 

NTI Explorer 生物学软件进行同源性分析，选出高度保守序列，同时用 Primer express3 设计引物

和 TaqMan 探针，并对 2017 年 4 月至 2017 年 11 月因呼吸道感染在河南省人民医院儿科门诊和住

院部接受治疗的患儿口咽分泌物 564 患者标本进行检测，通过与间接免疫荧光检测技术进行比较确

定荧光定量 RT-PCR 方法的敏感性，利用 HMPV 标准活菌株不同稀释度平皿培养法确定荧光定量

RT-PCR 方法的灵敏度。 

结果  采用实时荧光 RT-PCR 法共检测出 121 例 HMPV 阳性（21.98%），间接免疫荧光检出 95

例 HMPV 阳性（14.6%），二者相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种方法检测的 27 例不一致样本

通过基因测序方法进行确定，基因测序结果与实时荧光 RT-PCR 法检测结果一致，最终建立具有

高度特异性和灵敏度的检测医院患者中人偏肺病毒的荧光定量 RT-PCR 方法，人偏肺病毒检测反

应的灵敏度 0.28 TCID50/mL，检测时间为 73 min。 

结论  本研究建立的荧光定量 RT-PCR 方法可以快速检测医院患者口咽拭子中的人偏肺病毒，荧光

定量 RT-PCR 方法检测 HMPV 敏感性明显高于间接免疫荧光法，适用于临床检测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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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08 

Novel compound heterozygous mutations causing Kufs 
disease type B 

 
Cui Wang,Liang Mi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China 

 
Objective To report a sporadic case of Kufs disease(KD) type B with novel compound 
heterozygous mutations in the cathepsin-F (CTSF) gene. 
Methods Blood DNA was extracted from the patient and her parents for use as the amplification 
templates. Targeted sequence capture and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technology was used to 
sequence 3,994 known causative genes (by the end of April 2016). 
Results Here, we report a sporadic case of KD type B with novel compound heterozygous 
mutations, a novel missense mutation c.977G>T (p.C326F) and a novel nonsense mutation 
c.416C>A (p.S139X), in the CTSF gene. Th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inding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demonstrated in adult neuronal ceroid lipofuscinosis (NCL): diffuse cortical 
atrophy, mild hyperintensity and reduction of the deep white matter on T2-weighted images. A 
skin biopsy was negative for abnormalities.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broaden the mutation database in relation to the NCLs, and the clinical 
diagnosis of KD type B was confirmed. 
 
 

PU-1909 

Diagnostic values of circular RNAs as an effective 
biomarker for cancers 

 
shan liu 

Sichuan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Sichu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Increasing evidence has revealed that circular RNAs (circRNAs) are identified as an 
ideal molecular biomarker in cancer diagnosis, therapy and prognosis. However, the overall 
diagnostic efficiency of circRNAs is still unclear. Thus, this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circRNAs expression profiles for cancers. 
Methods A literature search was conducted on the online databases to identify all eligible studies. 
The quality of studies was assessed by Quality Assessment of Diagnostic Accuracy Studies 2 
(QUADAS-2). All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executed by using STATA 14.0, Meta-DiSc 1.4 and 
Review Manager 5.2 software. 
Results A total of 25 studies with 1930 cases and 1833 controls were included in the diagnostic 
meta-analysis. The pooled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LR, NLR, DOR and AUC were 0.78(95% CI: 
0.71-0.84), 0.73 (95% CI: 0.66-0.79), 2.9 (95% CI: 2.4-3.5), 0.30 (95% CI: 0.23-0.38), 10 (95% CI: 
7-13) and 0.82 (95% CI: 0.78-0.85), respectively. Overall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circRNAs was a 
useful diagnostic biomarker for cancers. Subgroup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plasma samples had a 
better diagnostic performance in cancers. And studies with case size≥100 or gastric cancer 
showed higher sensitivity than those with case size<100 or other cancers. 
Conclusions This meta-analysis suggested circRNAs might serve as an effective diagnostic 
biomarker for can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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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10 

Serum human epididymis protein 4  
for endometrial cancer diagnosis 

 
shan liu 

Sichuan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Sichu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Serum human epididymis protein 4 (HE4) has been proved to be a potential marker for 
endometrial cancer (EC), however,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HE4 in EC is still controversial. In this 
manuscript, we estimat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the serum HE4 for EC by meta-analysis. 
Methods Literatures on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the serum HE4 for EC were systematically 
searched by using 3 English data-bases, including Pub-med, Web of Science and Cochrane 
Library, during May 2008 to December 2017. Pooled Sensitivity (SEN), specificity (SPE), positive 

likelihood ratio (PLR), negative likelihood ratio (NLR)，diagnostic odds ratio (DOR) and area 

under the summar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SROC) curve were analyzed with a random 
model. Meta-regression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heterogeneity. Subgroup analysis assessed the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controls on diagnostic accuracy. Deeks’ funnel plots was conducted to 
validate presence of publication bias. Sensitive analysis examined the stability of results. The 
meta-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using STATA 12.0, Meta-Disc 1.4 and Review Manager 5.2 
software. 
Results A total of 4182 participants and 23 studies were included in our meta-analysis. The 
overall pooled SEN was 0.65 (95% CI: 0.56–0.73), SPE was 0.91 (95% CI: 0.84–0.95), PLR was 
7.44 (95%CI: 4.38–12.64), NLR was 0.38 (95%CI: 0.31–0.47), DOR was 19.46 (95%CI: 11.61– 
32.62) and AUC was 0.84 (95%CI: 0.81 to 0.87). Two factors were analyzed by meta-regression 
and none was the reason of heterogeneity (all P>0.05). After excluding the outlier study, the I2 did 
not show significant altera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publication (p=0.393) among studies. 
Conclusions Our present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serum HE4 may serve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EC diagnosis. Due to certain limitations, this conclusion should to be cautiously 
interpreted. 
 
 

PU-1911 

Efficacy and safety of nanoparticle albumin-bound 
paclitaxel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shan liu 

Sichuan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Sichu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Nanoparticle albumin-bound paclitaxel (Nab-paclitaxel) can offer more efficient delivery 
of paclitaxel into tumor cells with less side effects when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chemotherapy 
drugs. However, the question remains whether it could improve therapeutic efficacy for NSCLC 
patients. Thus, we performed this meta-analysis to better evaluate the anticancer efficacy and 
safety of Nab-paclitaxel in NSCLC. 
Methods Online databases were used for systematic literature search. The hazard ratio (HR) or 
rate ratio (RR) with the corresponding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s) for outcomes were retrieved. 
All of the meta-analyses were performed via the Cochrane Review Manager (RevMan, software 
version 5.2)  
Results Thirteen high quality studies with 4613 patients were included, 5 of which were 
comparative trials that compared the use of nab-paclitaxel plus carboplatin (nab-P/C) with 
solvent-based paclitaxel plus carboplatin (sb-P/C) and the others are 8 non-comparative trials 
investigating the efficacy of nab-paclitaxel. The pooled estimatesin comparative trials showed that 
the nab-P/C arm significantly improved ORR(RR = 1.31; 95% CI: [1.18 , 1.45], P<0.0001)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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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longed PFS (HR = 0.89; 95% CI: [0.83 , 0.97], P = 0.007) as well as OS (HR =0.93; 95% CI: 
[0.86 , 1.00], P =0.04) compared with control arm. However, the meta-analysis of younger 
subgroup indicated that the PFS (HR = 93; 95% CI: [0.85 , 1.02], P = 0.11) and OS (HR = 96; 
95% CI: [0.89 , 1.04], P = 0.32) were similar in the two arms. Regarding safety, nab-paclitaxel 
arm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risk ofgrade ≥3 Anemia. For non-hematological adverse events, 
grade ≥3 sensory neuropathy and arthralgia occurred more frequently in control arm compared 
with experimental arm. Results in non-comparative group showed that the nab-paclitaxel 
chemotherapy can achieve good overall response in NSCLC patients. 
Conclusions Nab-paclitaxel is an effective and safe regimen for NSCLC patients, especially for 
elderly population. 
 
 

PU-1912 

Co-administration of iRGD enhancing the anti-colon  
cancer effect and tumor 

 
shan liu 

Sichuan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Sichu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Nanoparticles offer new opportunities for conventional cancer chemotherapy with 
increased solubility, improved bioavailability, and enhanced targeting distribution. However, 
nanoparticle-based tumor targeting remains a major challenge because it mostly relies on 
insufficient enhanced permeability and retention effect. iRGD tumor-homing peptide, with high 
affinity to αv-integrin and neuropilin-1 overexpressed on both angiogenic blood vessels and tumor 
cells, can efficiently enhance tumor targeting and penetrating effect of nanoparticles by co-
administration. 
Methods In the study, we prepared an iRGD-co-administrated, paclitaxel-loaded nanoparticle 
(PLGA-PTX+iRGD), and evaluated its tumor-targeting and antitumor activity in colon cancer 
LS174T model. 
Results Our prepared PLGA-PTX showed satisfactory size distribution, encapsulated efficiency, 
loading capacity, stability and sustaineddrug release with no obvious hemolysis of human 
erythrocytes. Tumor vasculature investigation showed that blood vessels are especially abundant 
in LS174T tumors. In vivo imaging and distribution in tumor tissue and tumor cells together 
confirmed that co-administration with iRGD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delivery of nanoparticles to 
the tumor site. The further in vivo antitumor activity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ntitumor effect of 
PLGA-PTX+iRGD against tumor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PLGA-PTX in LS174T tumor-bearing 
mice. At the end of the experiment, there was a 39.9%, 67.6%, 69% and 85.7% reduction in 
tumor weight after treatment with free PTX, PTX+iRGD, PLGA-PTX and PLGA-PTX+iRGD,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nanoparticles co-administrated with iRGD peptide 
would be a promising drug delivery system for active targeting tumor therapy. Importantly, co-
administration strategy can be a better choice for the convenient prepar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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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13 

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对肝细胞癌的预后价值评价 

 
胡琼英,艾承锦,陈高莉,张爽,熊大迁,张朝明 

成都中医药大学,610000 

 

目的   回顾性分析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病人血小板 /淋巴细胞比值

（Platelet-to-lymphocyte ratio, PLR），评价其在 HCC 的预后价值。 

方法  纳入我院 2015.01——2017.01 首次确诊的 100 例 HCC 病人，经治疗随访，分为生存组和死

亡组，抽取 EDTA 抗凝静脉血做血常规检测，分别得到淋巴细胞计数绝对值和血小板计数值，经计

算得出 PLR，并绘制受试者工作曲线（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曲线）找到

cut-off 值，评价其预测价值。 

结果  100 例 HCC 病人中 22 例（22%）患者在平均随访期 11 个月内死亡，而生存者（78）和死

亡病人（22）的 PLR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此时的 cut-off 值为 208，预测的敏感度和

特异性分别为 64.2％和 75.2％，ROC 曲线下面积（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为

0.75。 

结论  PLR 升高高于 208 时，提示 HCC 患者预后不良，PLR 是一种廉价，易得的血常规结果，可

作为 HCC 潜在的预后指标。 

 
 

PU-1914 

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和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 

在前列腺癌和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中辅助筛查前列腺癌患者的作

用研究 

 
魏高辉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评估 PLR 和 NLR 在 PCa 和 BPH 初诊患者中筛查 PCa 患者的价值。 

方法  收集我院 2012 年至 2015 年 PCa 和 BPH 住院患者 96 人；分析两组患者初诊 PLR，NLR 差

异性，评估其诊断价值。 

结果  PCa 患者的 PLR 中位数为 103.6（IQR,88.1-120.7），BPH 患者的 PLR 中位数为 127.2 

（IQR,91.0-183.8），PCa 初诊患者的 PLR 明显低于 BPH 初诊患者（P=0.011）；PCa 患者 NLR

中位数 1.95（IQR,1.4-2.8），BPH 患者 NLR 中位数 2.6（IQR,1.7-4.5），PCa 初诊患者 NLR 明

显低于 BPH 初诊患者（P=0.008）；应用 ROC 曲线分析，PLR 的曲线下面积为 0.664（95%CI，

0.554-0.773），NLR 的曲线下面积为 0.643（95%CI，0.536-0.750），两指标均具有诊断价值；

ROC 曲线计算 PLR 和 NLR 的最佳 cutoff 值，PLR 小于 145，NLR 小于 2.55 作为在 PCa 和 BPH

初诊患者中筛查 PCa 患者的依据，PLR 小于 145 作为诊断标准的敏感度高达 92.9%。 

结论  PLR，NLR 可作为有价值指标在 PCa 和 BPH 初诊患者中筛查 PCa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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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15 

Different contributions of CDKAL1, KIF21B, and 
LRRK2/MUC19 polymorphisms to SAPHO syndrome, 

rheumatoid arthritis,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nd 
seronegative spondyloarthropathy 

 
李楠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The study here was to evaluate whether three previously reported AS associated SNPs 

(rs6908425 in CDKAL1, rs11584383 near KIF21B and rs11175593 near LRRK2/MUC19) showed 
genetic overlaps across SAPHO syndrome, RA, AS and SPA. 

方法  Genomic DNA was obtained from 71 patients with SAPHO, 125 patients with RA, 67 

patients with AS, and 35 patients with SPA, as well as 104 healthy controls. Polymorphisms were 
genotyped by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MALDI-TOF MS). 

结果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nly found in genotype frequency of rs6908425 in SAPHO cases 

(P = 0.004); among patients with RA, AS and SPA,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detected (P > 
0.05). 

结论  Our study suggested that rs6908425 in CDKAL1 was identified associated with the risk of 

SAPHO in Han Chinese population. People who carry the risk allele T of rs6908425 might be 
more prone to developing SAPHO syndrome. 
 
 

PU-1916 

CAP 骨髓细胞形态学能力比对检验结果分析 

 
赵瑾,李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目的   通过参加美国病理家协会 ( College of American Pathologists, CAP)的能力比对检验

（Proficiency Testing, PT），评价骨髓细胞形态学检验水平。 

方法  将收到的 PT 样本按照临床常规样本对待，在规定日期内通过网络将上述结果反馈给 CAP，

并根据回报结果进行自我评估。 

结果  两次 PT 中骨髓细胞分类计数 13 项中有 1 项自评未通过，每次 PT 有 5 个细胞辨识参加测

评，共有 3 个细胞辨识自评未通过。 

结论  通过 CAP 认可及参加能力比对检验，规范了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测流程,并通过 CA P 学习罕见

骨髓形态病例，拓展了实验室检测能力。 

 
 

PU-1917 

486 例不良孕产史及不孕不育夫妇染色体核型检测分析 

 
孟倩,张曼 

北京世纪坛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不良孕产史与染色体异常的关系。 

方法  采用常规方法培养外周血淋巴细胞制备染色体标本，经 G 带处理，按 ISCN 标准，进行染色

体核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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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486 例不良孕产史夫妇中 58 例示核型异常，男性 30 例，女性 28 例，总异常率为 11.9％。

染色体异常主要包括平衡易位、臂间倒位、缺失、多态性等。 

结论  染色体异常是导致不良生育的重要因素：因此，对有不良孕产史的夫妇进行染色体检查十分

必要。 

 
 

PU-1918 

Study on the detection of specific low concentration   
proteins 

 
Junjun Wang,Man Zhang 

beijing shijitan hospital 

 
Objective The conventional proteins assays cannot be performed to detect the specific low 
concentration proteins in urine. Consequently, there are limited important urinary proteins which 
plays vital role in clinical diagnostics. To solve this problem, we attempted to use the method of 
immunomagnetic beads (IMB) coupled with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CE) to detect specific low 
concentration proteins that have or have not standards. 
Methods In our study, urinary proteins ar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one category has 
standard and the other has not standard.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method, fibrinopeptide A 
(FPA) with standard and apolipoproteinA-I (ApoA-I) without standard were taken for example. For 
FPA with standard, FPA immunomagnetic beads were prepa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anufacturer's instructionsand verified by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Then FPA immunomagnetic 
beads were used to concentrate the low concentration FPA standard and followed by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to analyze the eluate of the FPA immunomagnetic beads. For ApoA-I without 
standard, the first thing is to prepare ApoA-I standard by recycling ApoA-I from ApoA-I calibrator. 
The next operation of ApoA-I is the same as FPA with standard. 
Results The specific low concentration proteins, FPA with standard and ApoA-I without standard, 
can be detected by the method ofimmunomagnetic beads coupled with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Conclusions The method of immunomagnetic beads coupled with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can 
rapidly and sensitively detect the specific low concentration proteins solution. Furthermore, this 
method provides valuable method refer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diagnosis of low 
concentration proteins in urine. 
 
 

PU-1919 

Identification of a DNA Repair-Related Multigene Signature 
as a Novel Prognostic Predictor of Glioblastoma 

 
Shuai Jin,Man Zhang 

Beijing Shijitan Hospital， Capital Medicine University 

 
Objective Glioblastoma (GBM) is an extremely challenging malignancy to treat. Although 
temozolomide  is a standard treatment regimen, many patients with GBM develop 
chemoresistanc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a DNA repair-related gene signature to 
better stratify patients treated with TMZ. 
Methods  We selected 89 cases of primary GBM (pGBM) from the CGGA RNA-seq dataset as 
the training cohort, while the TCGA RNA-seq and GSE16011 mRNA array sets were used as 
validation cohorts.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linear risk score assessment were performed to build 
a DNA repair-related signature. We used Kaplan-Meier 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the signature for overall survival (OS) in the different groups.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five-gene signature could independently predict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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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Using our five-gene signature panel of APEX1, APRT, PARP2, PMS2L2, and POLR2L, 
patients with pGBM were divided into high- and low-risk groups. Patients with a low-risk score 
were predicted to have favourable survival and greater benefit from TMZ therapy compared to 
patients from the high-risk group (p < 0.05). Moreover,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s 
showed that the multigene signature was the most sensitive and specific model for survival 
prediction (p < 0.05). 
Conclusions Among patients with pGBM,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a risk score determined using a 
five-gene panel indicated different OS and reaction to TMZ. The findings in this study 
demonstrate that this unique five-gene signature could be a novel model to predict OS and 
provide accurate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pGBM. 
 
 

PU-1920 

Serum miR-146a, miR-155 and miR-210 as potential 
markers of Graves’ disease 

 
Lei Zhe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Previous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dysfunctional regulatory T cells (Tregs) may 
be associated with Graves’ disease (GD). In this study, we evaluated four serum Treg-associated 
miRNAs (miR-210, miR-182, miR-155 and miR-146a) expressions and assessed the potential of 
serum miRNAs as biomarkers of GD. 
Methods Foxp3 and serum miRNAs expressions both in GD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were 
measured by RT-PCR. 
Results Serum miR-210 in GD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healthy controls (2.64-fold, 
P<0.001), in contrast, miR-155 and miR-146a were lower (P<0.001 and P=0.008).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miR-182. ROC curv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miR-210, miR-155 and miR-
146a with the area under ROC (AUC) of 0.803 (70.0% sensitivity and 83.1% specificity), 0.796 
(76.3% sensitivity and 76.9% specificity) and 0.736 (68.8% sensitivity and 73.8% specificity), 
respectively, could differentiate GD patients from healthy controls. Combination of three miRNAs 
yielded an AUC of 0.976 (91.3% sensitivity and 93.8% specificity) with 92.41% diagnostic 
efficiency. In addition, serum miR-210 and miR-155 in GD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extent of 
goiter. Three miRNAs levels were different by gender. Besides, serum miR-210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free throxine (FT3) and thyrotrophin receptor antibody (TRAb) level. 
Conclusions The serum levels of miR-210, miR-155 and miR-146a may be potential new 
markers for the diagnosis of GD and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GD pathogenesis. 
 
 

PU-1921 

人激肽释放酶相关肽与精液液化的相关性研究 

 
张圣强 

北京世纪坛医院,100000 

 

目的  人激肽释放酶相关肽（KLKs）是一类蛋白酶，大多存在于人类精浆中，与精液液化密切相

关。针对精液激肽释放酶相关肽（KLKs）在精液质量评价、鉴别诊断以及精液液化伴/或粘稠度异

常原因方面的临床价值进行了相关研究。 

方法  采用高度特异性的 ELISA 方法对 KLK1–3, 5–8, 10, 11, 13 以及 14 进行了分析。根据精液样

本的液化状态和粘稠度，将样本分为四个临床组。四个组之间的精液质量参数进行分析比较，包括

运动精子数、运动速度、精子密度、体积、PH 值和患者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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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四个组之间 KLKs 具有显著性差异。KLK2，3, 13，14 及 KLK1, 2, 5, 6, 7, 8, 10, 13, 14 表达

在精液液化及粘稠度方面差异巨大。精子运动的几个参数均会影响液化状态。KLK14 浓度在临床

病例中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精浆 KLKs 浓度的不同表达水平与精液液化及粘稠度密切相关，检测精浆 KLKs 浓度有助于

进行鉴别诊断及病因分析。 

 
 

PU-1922 

表观遗传标志物在临床实验室分析中的挑战 

 
喻静,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表观遗传标志物与遗传生物标志物相比的优势，在于能够提供关于基因功能、特定表型的信

息，甚至可以结合环境信息和疾病史。目前将这些信息转化为可靠的生物标志物，着重在于改进分

析基因甲基化、组蛋白修饰和 microRNAs 的方法。 

方法  在研究肿瘤组织中潜在的 DNA 甲基化生物标志物时，临床样品通常含有大量的异质性细胞和

非癌细胞，可能在 DNA 甲基化谱中产生错误结果。同时癌细胞的克隆进化、分化状态或不同组织

学分级也可能导致 DNA 甲基化和临床状态的不相关性结果。此外，当连续监测样品中的生物标志

物时，例如在治疗期间，其甲基化的变化可能反映样品中细胞类型的改变，而不是该生物标志物甲

基化谱的变化。 

结果  另一个潜在的问题是，一些病理科的标本通常是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FFPE）保存，这可

能导致染色质免疫沉淀（ChIP）-seq 或 DNA 甲基化分析结果产生偏差。事实上，从 FFPE 组织提

取的 DNA 高度降解，因为 DNA 的稳定性、完整性和 DNA 片段大小取决于固定时间，方案和储存

时间。因此通过使用基于 ChIP 的毛细管电泳或多重 PCR 来评估 DNA 质量是甲基化研究的关键步

骤。 

关于使用循环 miRNA 作为生物标志物，强烈建议使用血浆样品代替全血样品，避免可能改变

miRNA 含量的溶血样品，使用 EDTA 和柠檬酸盐作为抗凝剂（避免使用肝素），建议加倍离心步

骤以限制血小板污染。 

结论  目前有少数符合欧共体体外诊断（CE-IVD）标准且已到达临床试验的表观遗传学方法，例如

检测 O6-甲基鸟嘌呤 DNA 甲基转移酶（MGMT）基因的甲基化水平用于预测胶质母细胞瘤对放化

疗的反应；在结肠镜诊断结肠直肠癌中辅助检测甲基化 SEPT9 基因；甲基化 SHOX2 基因与细胞

学联合检测支气管灌洗样本用于肺癌诊断。但是，这些表观遗传生物标志物的临床应用之前，仍有

许多问题待解决，包括其他和独立实验室的验证，敏感性和特异性的确认以及临床标准化问题。 

 
 

PU-1923 

尿渗透压、电导率及比重的相关性研究 

 
宋晓冬,刘艳 

吉林大学第四医院（原：第一汽车制造厂总医院）,130000 

 

目的  探讨尿液渗透压、电导率和比重的相关性。 

方法  14 例标本用 FM-8P 全自动冰点渗透压计、UF-1000i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H-800 尿干化学

分析仪同时测定渗透压、电导率和比重。 

结果  冰点渗透压与电导率呈线性关系，二者的回归方程为 Y = 28.66 X + 12.32。 

结论  冰点渗透压与电导率呈线性关系，而比重与渗透压，电导率的相关性差，不具有一定的相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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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24 

尿渗透压、电导率及比重的相关性研究 

 
宋晓冬,刘艳 

吉林大学第四医院（原：第一汽车制造厂总医院）,130000 

 

目的  探讨尿液渗透压、电导率和比重的相关性。 

方法  14 例标本用 FM-8P 全自动冰点渗透压计、UF-1000i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H-800 尿干化学

分析仪同时测定渗透压、电导率和比重。 

结果  冰点渗透压与电导率呈线性关系，二者的回归方程为 Y = 28.66 X + 12.32。 

结论  冰点渗透压与电导率呈线性关系，而比重与渗透压，电导率的相关性差，不具有一定的相关

性。 

 
 

PU-1925 

磷脂抗体综合征狼疮抗凝物和血栓的临床相关性分析 

 
宋红宝,徐建华 

吉林大学第四医院（原：第一汽车制造厂总医院）,130000 

 

目的  探讨分析磷脂抗体综合征狼疮抗凝物和血栓的临床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2017 年 6 月的 35 例已接受了抗血栓治疗的 35 例磷脂抗体综合征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在深圳景田医院进行狼疮抗凝物（LA）和 β2-糖蛋白 1、抗心磷脂抗体

（ACL）检测，所得数据进行回顾性分析狼疮抗凝物用于抗血栓治疗中的评估价值。 

结果  35 例磷脂抗体综合征患者中，LA 阳性患者占比 91.4%（32/35），多见单一 LA 阳性、LA 合

并 ACL 阳性、LA 合并 β2-糖蛋白阳性、以及 LA 合并 ACL 阳性、β2-糖蛋白阳性；血栓栓塞以静脉

栓塞为主，多为单一部位发病；32 例 LA 阳性患者中，LA 转阴率为 78.1%，血栓好转率明显高于

LA 未阴转患者血栓好转率（P＜0.05）。 

结论  磷脂抗体综合征狼疮抗凝物与血栓存在明显相关性，在临床实践中可加强该指标检测，以保

证疾病准确诊断、及时治疗。 

 
 

PU-1926 

首次在中国西部汉族人群多中心建立 NLR, PLR, LMR 

以及 SII 的参考范围 

 
罗怀超 1,何林波 2,张光洁 3,余建洪 4,陈雅萍 5,银海霖 3,宋晓玉 1,张莉 1 

1.四川省肿瘤医院,610000 

2.宜宾第一人民医院 

3.成都第五人民医院 

4.自贡第一人民医院 

5.简阳市人民医院 

 

目的  近年，许多研究人员发现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率（NLR），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率

（PLR），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比率（LMR） 和系统性免疫炎症指数（SII）是各种癌症患者的有

效预后指标，但没有研究这些参数在健康对照中的基础值。该研究旨在在中国西部汉族人群建立

NLR, PLR, LMR 以及 SII 的参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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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为了建立 18 至 79 岁的西部汉族参考范围，回顾性检索在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期间四

个参与中心（成都，宜宾，简阳，自贡）的健康检查中心数据库和实验室信息系统（LIS） 遵循临

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文件 C28-A3，使用非参数方法，建立并验证每个参数的参考范围，

并应用 ggplot2 软件包实现数据可视化。 

结果  入选 34931 名受试者，筛选后，将 5306 名健康受试者纳入最终分析（训练组：2621 名女性

和 2485 名男性; 验证组：114 名女性和 86 名男性）。 不同中心之间存在显着差异（均 P 

<0.05）。 性别可显着影响 PLR 和 LMR（P <0.001），但 NLR 和 SII（P> 0.05）。 此外，随着

年龄的增加，PLR，LMR 和 SII 倾向于下降，而 NLR 倾向于增加。 成人（18-64 岁）PLR，LMR

和 SII 值显着高于老年人（65-79 岁）（P <0.001）。NLR，PLR，LMR 和 SII 在中心，仪器，年

龄和性别方面有一些变化。 然而，这些变化对于受试者而言并不具有临床意义。按在 CLSI 文件

C28-A3 指导，没有必要分层建立参考范围，所有数据都可以用来建立统一的参考范围。 NLR，

PLR，LMR 和 SII 的一致参考区间分别为 0.89-3.13,46-170,3.05-9.19,133×109 / L-652×109 / L。 

结论  我们的多中心研究解决了可能的变异，为中国西部健康汉族成年人建立了共识 NLR，PLR，

LMR 和 SII 参考区间，标准化 NLR，PLR，LMR 和 SII 的临床应用，将推动其进入血常规报告

中。 

 
 

PU-1927 

The Changes of Coagulation Test in Subject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Guangzhen Fu1,Xiaoxu Sun1,Yunmeng Yan1,Man Zhang2,Liang Ming1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2.Peking University Ninth School of Clinical Medicine， Beijing Shijita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Capital Medical Uni-

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of coagulation test in subject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Methods We performed a one-year retrospective analysis to retrieve combined results of 
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prothrombin time, fibrinogen, D-dimer, free thyroxine, tri-
iodothyronine, and 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performed on inpatients and referred by general 
practitioners for routine blood testing. Cumulative results were retrieved for 2794 such inpatients. 
Results Patients with TSH <0.34 μIU/mL had a higher value of PT (10.43±1.02 vs 10.27±0.91) 
and Fib (3.00±0.92 vs 2.7±0.56) as compared with patients of 0.34 μIU/mL < TSH < 5.6 μIU/mL. 
Conversely, the values of PT (10.01±0.95 vs 10.27±0.91) was lower and APTT (33.70±4.17 vs 
32.56±4.12) value was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TSH > 5.6 μIU/mL as compared with patients of 
0.34 μIU/mL < TSH < 5.6 μIU/mL. 
Conclusions There are different changes of coagulation test in subject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PU-1928 

The Serum MicroRNA Profile of Intrahepatic Cholestasis of 
Pregnancy: Identification of Novel Noninvasive Biomarkers 

 
Ping Zou,Ting Zhang 

The Affiliated Wuxi Matemity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Intrahepatic cholestasis of pregnancy (ICP) is a pregnancy-specific disease that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risk of fetal complications. Here, we measured serum miRNA levels in 
ICP patients to identify candidate biomarkers for I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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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We used the Agilent miRNA array followed by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ssays to identify and validate the serum miRNA profiles of 40 pregnant women with ICP 
and 40 healthy pregnant controls. We used bioinformatics to identify metabolic processes related 
to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iRNAs. 
Results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three miRNAs (miR-371a-5p, miR-6865-5p, and miR-1182)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ICP patients compared to controls; the areas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AUCs) were 0.771, 0.811, and 0.798, respectively.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 combination of the levels of the three miRNAs 
afforded a greater AUC (0.845), thus more reliably diagnosing ICP. The levels of all three 
miRNAs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at of total bile acids. Furthermore,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three miRNAs principally affected lipid phosphorylation, apoptosis, and 
the MAPK signaling pathway.  
Conclusions This preliminary work improves our understanding of serum miRNA changes in 
pregnant women with ICP. The three miRNAs may serve as novel noninvasive biomarkers of ICP. 
 
 

PU-1929 

Double Whammy of Thrombocytopenia: A Case of 
Temperature- and EDTA-dependent 

Pseudothrombocytopenia 

 
Guo-Ming Zhang,Gao-Ming Zhang 
Shuyang People&#39;s Hospital 

 
Objective This report is the first discovered case of temperature- and EDTA-dependent 
pseudothrombocytopenia. This report aims to increase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rapidly 
and accurately reporting of complete blood count (CBC), especially to avoid the EDTA-dependent 
or (and) temperature-dependent pseudothrombocytopenia report. 
Methods Laboratory examination was performed, and the complete blood count showed platelet 
level of 68×109/L in ethylenediaminetetraacetic acid (EDTA) tube. Because of an unexpectedly 
low platelet count, the test was repeated immediately to check for an error, and the second result 
showed further decrease in the platelets levels to 27×109/L, about three minutes later. At this time, 
it was hypothesized that this variation in results could be due to the EDTA-dependent 
pseudothrombocytopenia. A second sample (anticoagulant: blood is 1: 9) of citrate-theophylline-
adenosine-dipyridamole (CTAD) tube was drawn. An immediate testing for platelet evaluation 
was performed which revealed a platelet count of 115×109/L. However, the testing was repeated 
on the second sample (with CTAD), and it revealed a platelet count of only 83×109/L, about three 
minutes later. These samples were also checked for platelet counts in room temperature (25C̊), 
and later after warming for up to 37 ̊C. We speculate that these variations in the platelet counts 
could represent a case of temperature- and EDTA-dependent pseudothrombocytopenias based 
on the presentation. Figure 1 shows white blood cell (WBC), red blood cell (RBC) and platelet 
counts after drawing two blood samples and placing two blood samples at room temperature for 0 

minute, 3 minutes, 5 minutes, 10 minutes later and two samples with warming at 37℃ for 15 

minutes. The platelet counts of EDTA and CTAD tubes at room temperature were only 7×109/L 
and 58×109/L respectively. 
Results Microscopic review of the blood smear of both samples at room temperature showed 
platelet agglutination in both EDTA and CTAD samples (Figure 2A). However,  Microscopic 

review of blood smear after warming at 37℃ for 15 minutes showed platelet agglutination only in 

EDTA sample, but not in CTAD sample (Figure 2B). 
Conclusions Laboratory technician should be aware of this phenomenon to avoid reporting the 
erroneous results. In order to avoid the EDTA-dependent or (and) temperature-dependent 
pseudothrombocytopenia reports, we propose the follow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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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 order to avoid the EDTA-dependent or (and) temperature-dependent, the tests should 
be performed as soon as possible.  

2. If platelet count with EDTA tube is low-normal, then the test should be performed with 
another blood anticoagulant and review of blood smear should be considered.  

3. If blood testing cannot be done immediately and platelet count is less than normal, then it 
is best to count platelets after warming the sample at 37 °C for 15 minutes.  

4. If platelet count is of low-normal value, we should recount platelets by using the same 
sample a few minutes later.  

In this report, we describe a very rare case of temperature- and EDTA-dependent 
pseudothrombocytopenia, and we offer a method of identification to avoid reporting of erroneous 
 
 

PU-1930 

耳尖放血治疗麦粒肿 512 例 

 
杨雁斌 1,2,李育兰 1,2 

1.北京茗视光眼科医院检验科主任 

2.解放军 322 医院五官科主任 

 

目的   在门诊运用耳尖放血治疗麦粒肿有病例记载的 512 例，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治疗效果，现在报

告如下。 

1.   一般资料麦粒肿中医称"针眼“ ”眼丹“，属实热症。512 例，其中，男 370 例，女 142 例；年龄

最小的三岁，最大的 54 岁；病程最短 3 小时，最长 3 天。 

方法  2.  治疗方法，将患侧耳廓向前对折，对折的上部尖端处即耳尖穴。局部用 75%酒精消毒，

以左手固定耳廓，右手持消毒三棱针（小儿用 4 号半注射针头）快速点刺耳尖穴，刺后用双手拇

指、食指挤压放血 3 到 5 滴，干棉球擦拭干净即可。每日一次，一般 1~3 次即可。如放血 4 次，

效果不明显者，应该加抗生素治疗。 

结果  3. 疗效观察：512 例中，单用耳尖穴放血治愈 324 例，占 76.96%，其余结合用抗生素治愈

188 例，占 23.04%，有效率 100%。 

结论  4.麦粒肿属于多发病和常见病，起病急，有不同程度的红、肿、热、痛等症状，在中医的辩

论分型中当属实热症，其病机为热毒蕴结、营为失和。治疗当清泄热毒、调和营卫。耳尖穴放血治

疗具有操作简便易行，不受条件限制，痛苦少，见效快等优点。适合推广使用，也很适合于儿童的

治疗。但对于体质虚弱及有出血疾病者慎用。 

 
 

PU-1931 

MiR-381-3p directly targets at FGF7 and restrains cervical 
cancer progression 

 
Anquan Shang1,2,Weiwei Wang2,Cheng Zhou3,Wei Chen2,Zhengxin Cai1,Wenying Lu2 

1.Tongji Hospital，Tongji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The Sixth People's Hospital of Yancheng City 
3.Huasha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Fud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directed at elucidating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miR-381-3p, which may 
improve the pathological study of cervical cancer and provide new theories and ideas for the 
treatment of cervical cancer. 
Methods Microarray analysis screened out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and qRT-PCR 
confirmed the low expression of miR-381-3p. MicroRNA base predicted the target gene and dual-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verified the direct target relationship. Then, western blot assay attested 
protein expression of target gene FGF7. Colony formation assay detected the cell prolif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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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low cytometry tested cell cycle and apoptosis. Transwell migration/invasion assay finally 
examine influences of miR-381-3p and FGF7 on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Results MiR-381-3p was low expressed and FGF7 was high expressed in cervical cancer cells. 
MiR-381-3p and FGF7 had a direct target relationship an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MiR-381-3p 
could suppress FGF7 expression, resulting in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inhibition, cell 
cycle retardation and apoptosis acceleration. 
Conclusions MiR-381-3p reversely regulated FGF7, resulting in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inhibition, cell cycle retardation and apoptosis acceleration. 
 
 

PU-1932 

可溶性生长刺激表达基因 2 蛋白在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临床应用 

 
杨琴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257000 

 

目的  心力衰竭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疾病，其中心脏提供所需心输出量的能力减弱，从而阻碍了心脏

泵送足够的血液来支持身体代谢需求的能力。心力衰竭的流行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增多，是医院护理

成本的主要负担。这一负担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患者住院率和资源利用率较

高，同样具有较高的死亡风险。临床医生继续寻求改善方法来确定预后，并且心力衰竭的风险分层

仍然不足。临床医生现在可用于此类评估的一种方法是生物标志物测试。 

ST2（可溶性生长刺激表达基因 2 蛋白）是白细胞介素-1 受体家族的成员。ST2 蛋白具有两种直接

参与心脏病进展的亚型：可溶性 ST2 和细胞膜结合亚型 ST2L。当可溶性 ST2 水平低时，ST2 的

配体 IL33 可与 ST2L 结合并具有保护心脏功能的心脏保护作用。然而，当可溶性 ST2 水平高时，

可溶性 ST2 竞争性结合 IL-33，使得 IL-33 不太可能与 ST2L 结合，从而使 IL-33 不能用于心脏保护

性信号传导。因此，在存在高水平可溶性 ST2 的情况下，心脏受到更大的压力，导致细胞死亡和

组织纤维化，心脏功能降低，疾病进展速度增加。本文统计我院 2017 年 12 月-2018 年 1 月住院患

者可溶性 ST2 的浓度，为医生提供准确的工具来评估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预后。 

方法  一种定量夹心单克隆 ELISA 在 96 孔微量滴定板的格式为血清可溶性 ST2 测量。 

结果  统计共检测 213 例住院患者，男性 138 例，女性 75 例，平均年龄：66.45 岁。呼吸科患者

42 例，血液科患者 92 例，内分泌患者 22 例，心血管患者 27 例，其他科室患者 30 例。可溶性生

长刺激表达基因 2 蛋白含量大于 35ng/ml（厂家提供说明书参考范围：0-35ng/ml 的 94 例，全部样

本可溶性生长刺激表达基因 2 蛋白含量的均值为 44.12ng/ml。 

结论  可溶性生长刺激表达基因 2 蛋白针对年龄组大于 66 岁以上患者在慢性心脏疾病中，阳性率能

达到 40%以上，敏感性较高，具有预防和治疗监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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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33 

Association between polymorphisms in the promoter 
region of miR-17-92 cluster and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in a Chinese population 

 
Rong Wang1, Chun-Fang Wang1,2,Hai-Mei Qin1,2,Yu-Lan Lu1,2,Gui-Jiang Wei1,Hua-Tuo Huang1,2,Yang 

Xiang1,Jun-Li Wang1,Yan Lan1,3,Ye-Sheng Wei1,3 
1.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You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2.You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aise， 533000， China 

3.Correspondence authors: Ye-Sheng Wei and Yan-Lan; 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by grants from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81560552).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of genetic polymorphisms in 
the promoter region of miR-17-92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Methods The gene polymorphism was analyzed by using SNaPshot in 312 SLE patients and 396 
controls. Relative expression of miR-17-92 was measured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Results Association was found between rs9515692 and a decreased risk of SLE (CT vs. CC: 
OR=0.65, 95%CI, 0.46–0.92, P=0.014; CT+TT vs. CC: OR=0.64, 95%CI, 0.46–0.90, P=0.009; T 
vs. C: OR=0.69, 95%CI, 0.52–0.92, P=0.010, respectively). Haplotype analysis showed that C-G-
G, C-A-A haplotypes were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SLE risk (OR=4.46, 95%CI, 2.17–9.17, 
P<0.001; OR=2.33, 95%CI, 1.44–3.76, P<0.001, respectively).  T allele and CT+TT genotypes in 
rs9515692 were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d risk of anti-dsDNA in SLE (CT+TT vs. CC: OR=0.42, 
95%CI=0.24-0.72, P=0.002; T vs. A: OR=0.49, 95%CI=0.31-0.79, P=0.003). Moreover, 
rs9515692 CT+TT genotypes had a higher level of miR-17 as compared to CC genotype 
(P=0.017).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rs9515692 CT+TT genotypes were a protective 
factor for the susceptibility of SLE, probably by increasing the expression of miR-17. 
 
 

PU-1934 

α-tocopherol Ameliorates Experimental Autoimmune 
Encephalomyelitis through the regulation of Th1 cells 

 
haikuo xue,Liang Mi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Multiple sclerosis (MS) is a disabling autoimmune neurological disease that commonly 
affects young adults. Vitamin E was considered to b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human diet with 
its antioxidant activity which protects the body’s biological systems. In order to assess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Vit E to this disease, we established Experimental Autoimmune 

Encephalomyelitis (EAE), the animal model of MS，and treated EAE with α-tocopherol (AT) 

which is the main contents of Vit E.  
Methods Twenty C57BL/6 adult female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ne were 
treated with AT in the dose of 100mg/kg on the 3th day post-immunization with MOG35-55, the 
other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placebo. EAE were induced as describe in methods with MOG. 
Mice were sacrificed on day 14 post-immunization, spleens were removed for assessing 
lymphocyte proliferation and cytokine profile, spinal cords were dissected to assess the infiltration 
of inflammatory cells in spinal cord. 
Results AT was able to attenuate the severity of EAE and delay the disease progression. HE 
staining indicated that AT reduced the inflammation in the spinal cord. Treated with AT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proliferation of splenocytes. AT also inhibited the production of IFN-γ 
(Th-1 cytokine), though the other cytokines were only affected sligh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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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AT ameliorated EAE through inhibiting the proliferation of 
T cells and the Th1 response. AT may be used as a potential treatment for MS. 
 
 

PU-1935 

Proteomic analysis of Trichinella spiralis muscle larvae and 
intestinal infective larvae 

 
Ruoyu Pe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identify the effect of ABZSO on the proteome of T. spiralis muscle larvae in vitro 
Methods isobaric tagging reagents for relative and absolute quantification (iTRAQ)-based liquid 
chromatography and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Results A total of 3,795 proteins were quantified from 22,974 unique peptides. Comparative 
proteomics analysis showed that 417 proteins were markedly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in ABZSO-
treated larvae, of which 213 were up-regulated and 204 were down-regulated. Gene ontology 
annotation and KEGG pathway analysis showed that most of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proteins 
were involved in cell apoptosis, signal pathway, amino acid metabolism, protein 
synthesis/assembly/degradation and other biological processes. 
Conclusions the proteomic change of T. spiralis ML and IIL was investigated by isobaric tagging 
reagents for relative and absolute quantification (iTRAQ) -based liquid chromatography and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LC/MS-MS) analysis.  
 
 

PU-1936 

化学发光法和 ELISA 法测定乙肝标志物的结果对比分析 

 
李牧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 

 

目的  研究化学发光法与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在乙肝两对半检测中的应用，比较分析两种方法测试

结果的一致性和差异性。 

方法  选取我院收治的乙肝患者 130 例作为研究对象，并筛选乙肝少见模式 62 例，其中 ELISA 单

独 HBsAg 阳性的 10 例，单独 HBeAb 阳性 22 例，单独 HBeAg 阳性且 HBV-DNA 扩增<500cps/ml

的 8 例，化学发光法单独 HBsAb>1000mIU/L 的 10 例，单独抗 HBsAb>10mIU/L 但<1000mIU/L

的 12 例。分别化学发光法和 ELISA 法检测乙肝 5 项血清标志物，并对乙肝少见模式的病例结果进

行数据分析。 

结果  ELISA 法和化学发光法检测 HBsAg、HBsAb、HBeAg、HBcAb 的一致性较好，化学发光法

测定的检出率高，更灵敏。在少见模式中，ELISA 法测单独 HBeAb 阳性的 22 例标本中用化学发

光法测得 22 例 HBeAb 全部阳性，但其中 4 例 HBsAg 弱阳性，2 例 HBsAb 强阳性，2 例 HBsAb

弱阳性，12 例 HBcAb 阳性，说明化学发光法检出率高。用 ELISA 法测得单独 HBeAg 阳性且

DNA 扩增<500 拷贝的 8 例标本用化学发光法测得全部阴性。 

结论  化学发光法优于 ELISA 法，但化学发光法 HBeAg 阴性的乙肝感染者还应注意病毒低复制。

化学发光法相比 ELISA 能有效防止发生漏诊、误诊。 

化学发光法能定量检测乙肝标记物的浓度，能准确反映乙肝的病情变化，可用于肝炎患者的疾病监

测、指导用药、疗效观察及判断预后等方面。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115 

 

PU-1937 

Reference intervals of carbohydrate antigen 19-9 in the 
apparently healthy adult population 

 
Gaoming Zhang1,2,Shu-Mei Bai3,Guo-Ming Zhang1,2, Xiao-Bo Ma1,2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Shuyang People’s Hospital， Shuyang， China. 

2.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Shuya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14 Medical University， 

Shuyang， China 

3.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17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011; China 

 
Objective To establish reference intervals of carbohydrate antigen 19-9(CA 19-9) according to 
the CLSI CA28-A3 guideline, and to evaluate age- and gender-related variations. 
Methods Serum CA 19-9 values of 10149 healthy subjects (from 20 years old to 60 years old) 
were measured from location health check-up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 19-9 and age was 
analyzed by using Spearman’s approach. The reference intervals of CA19-9 were established by 
using Q2.5 and Q97.5, and the 90% confidence intervals of upper limits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The reference intervals of CA 19-9 were: 1.98-25.12 U/ml for males (1.97-25.06 U/ml for 
20-50 years old and 2.31-26.13 U/ml for 50-60 years old), 2.36-29.29 U/ml for adult (20-60 years 
old) females. The upper limit of reference intervals for all individuals was 26.45 U/ml; the level of 
CA 19-9 is higher in females than males. Carbohydrate Antigen(CA) 19-9 i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aging in adult males(r=0.0930, P＜0.0001), but not in females(P=0.4734). 

Conclusions Establishing reference intervals for CA19-9 and giving age-related reference 
intervals of CA19-9 by using a big-data of healthy adult, and we first discovered that CA19-9 
tends to increase with age in adult males but not in females. 
 
 

PU-1938 

血清中磷酸化的 Tau-181 蛋白 

在阿尔茨海默病临床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郝建华 1,林丽樱 2 

1.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深圳市南山人民医院,518000 

2.广东医科大学实习生 

 

目的  探讨患有阿尔茨海默病（AD）的老年人与健康中老年人血清中磷酸化的 tau-181（p-tau-

181）蛋白浓度的变化规律在临床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 50 例 AD 患者和 40 例健康中老年人的血清样本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双抗体夹心法进行检

测。 

结果  在统计学上，血清中 p-tau-181 蛋白浓度在 AD 组与健康对照组不同性别之间的检测结果均无

意义（P>0.05）。而血清中 p-tau-181 蛋白浓度在健康对照组、轻度 AD 组、中度及以上 AD 组中

递增，其中，在统计学上，轻度 AD 组的检测结果相对于中度及以上 AD 组的检测结果有意义

（P<0.01），为极显著差异；中度及以上 AD 组的检测结果和轻度 AD 组的检测结果相对于健康对

照组的检测结果有意义（P<0.01），为极显著差异。参考区间是采用血清中 p-tau-181 蛋白浓度在

健康老年人组中的平均值而建立，并求得 p-tau-181 蛋白浓度的检测用于 AD 诊断的敏感性为

78.0%，特异性为 97.5%。 

结论  随着 AD 病情的加重，血清中 p-tau-181 蛋白浓度相对增高，可见其在 AD 的临床诊断中具有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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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39 

Expression and Functions of Formyl Peptide Receptor 1 in 
Drug Resistant Bladder Cancer 

 
Xue Jiang,Man Zhang 

Beijing Shijitan Hospital， Capital Medicine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of formyl peptide receptor 1 (FPR1) expression with drug 
resistance and the functions of FPR1 in drug resistant bladder cancer. 
Methods Expression of FPR1 in T24 and T24/DDP cisplatin resistant bladder cancer cell lines 
was tested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After incubation of T24/DDP with 
N-formyl-Met-Leu-Phe, the phosphor-proteins were tested by Western blot analysis. We 
characterized the functions of FPR1 in T24/DDP cells by assessing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changes of cell cycles. 
Results FPR1 was expressed in both T24 and T24/DDP, and it was overexpressed in T24/DDP 
compared with T24. FPR1 activation promoted the expression of resistance-related proteins and 
mRNA (mrp1 and lrp). The expression of four signal pathway proteins were up-regulated: 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 Janus kinase 2, extracellular regulated protein kinases, 
and protein kinase B, while the expression of 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 was observed to be 
down-regulated in drug resistant bladder cancer cells. FPR1 activation also improved the 
expression of phospho-STAT3 and phospho-ERK1/2 and promoted the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of T24/DDP cells. In addition, FPR1 inhibition led to the change in the cell cycle in 
T24/DDP. 
Conclusions The overexpression of FPR1 may be related to drug resistant bladder cancer and 
promotes the deterioration of drug resistant bladder cancer. 
 
 

PU-1940 

Targeting immunotherapy for bladder cancer by using anti-
CD3 × B7-H3 bispecific antibody 

 
Wanru Ma,Man Zhang 

Beijing Shijitan Hospital， Capital Medicine University 

 
Objective B7-H3 is attractive for cancer immunotherapy with B7-H3 over-expressed tumors. To 
explore whether B7-H3 is an effective target for patients with bladder cancer, anti-CD3×anti-B7-
H3 bispecific antibodies (B7-H3Bi-Ab) was armed with activated T cells (ATC) to kill bladder 
cancer cells. 
Methods High expressions of B7-H3 on human bladder cells were detected, including Pumc-91 
and T24 cells, and their chemotherapeutic drug-resistant counterparts. ATC generated from 
healthy donors were stimulated with anti-CD3 monoclonal antibody and interleukin-2 (IL-2) for 13 
days. The ability of ATC armed with chemically hetero-conjugated B7-H3Bi-Ab to kill bladder 
cancer cells was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LDH, Elisa and luciferase quantitative assay. 
Moreover, ATC generated from bladder cancer patients was armed with B7-H3Bi-Ab to verity the 
cell killing by the methods as previously describ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unarmed ATC, a significant increased cytotoxicity of B7-H3Bi-Ab-armed 
ATC against bladder cancer cells was observed. The B7-H3Bi-Ab-armed ATC secreted more 
IFN-γ, TNF-α and expressed higher level of activation marker CD69 than unarmed ATC. 
Interestingly, despite the presence of immunosuppression in patients and resistance in 
chemotherapeutic drug-resistant cancer cell lines, B7-H3Bi-Ab-armed ATC from bladder cancer 
patients still showed significant cytotoxic activity against bladder cancer cells and their 
chemotherapeutic drug-resistant counter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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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B7-H3 is an effective target for bladder cancer. B7-H3Bi-Ab enhances the ability of 
ATC to kill bladder cancer cells. B7-H3Bi-Ab-armed ATC is promisingly to provide a novel 
strategy for current bladder cancer therapy. 
 
 

PU-1941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ransthyretin and Retinol Binding 
Protein expressions in Colorectal Cancer Tissues 

 
Huihui Hu,Man Zhang 

Beijing Shijitan Hospital， Capital Medicine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correlation of transthyretin and retinol binding protein with the 

colorectal cancer malignancy in clinical tissue samples，because of the tight association between 

transthyretin and retinol binding protein in human body. 
Methods We collected tissue samples from 12 cases of normal control people, 12 cases of 
colorectal polyp patients, and 37 cases of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All the cancer patients were 
divided by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tumor stage, cancer cell differentiation (grade) and 
metastases factors). Immunohistochemistry was used to detect the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transthyretin and retinal binding protein. 
Results Higher transthyretin and retinol binding protein expressions were found in colorectal 
cancer tissues compared with normal colorectal and colorectal polyp tissues. In colorectal polyp 
tissues, transthyretin and retinal binding protein had higher expression than normal tissue. The 
expression of transthyretin and retinal binding protein did not associate with the stage of 
colorectal cancer (p>0.05). Transthyretin and retinal binding protein had no relationship with 
cancer cell differentiation (p>0.05)and metastases (p>0.05). The expressions of transthyretin and 
retinal binding protein were paralyzed. 
Conclusions The role of transthyretin in the tumor genies and development of colorectal cancer 
were correlated with RBP. 
 
 

PU-1942 

Reference range and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SH among reproductive age women in rural China 

 
Qiang Su,Man Zhang 

Beijing Shijitan Hospital， Capital Medicine University 

 
Objective Appropriate reference range of thyroid-stimulating hormone (TSH) is important to 
interpreting the results of thyroid functional tests. However, the reference range and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SH based on large-scale studies are yet to be declared in 
rural China.  
Methods To clarify reference range and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SH in reproductive 
age of women from rural China. A nationwide population-based study was conducted as The 
National Free Preconception Health Examination Project(NFPHEP). Nearly 400 
thousand(n=392659) of Chinese rural women aged 15-55 years were randomly recruited. 
Predetermined strict exclusion criteria made a number of 359895 as the reference population. 
Serum TSH was evaluated with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 
Results The mean age of the reference population was 26.30±4.90(Mean±S.D.)years. The 
reference range of TSH on overall and reference population was0.39-5.20and 0.39-
5.13uIU/ml(2.5th–97.5th percentiles), respectively. In the reference population, the mean TSH 
value in women aged 15-25 years was 2.25uIU/ml,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aged 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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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uIU/ml, p<0.0001) or 46-55 years(2.60uIU/ml, p<0.05). The mean TSH value in women aged 
26-35 years was 2.26uIU/ml,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aged 36-45 (p<0.0001) or 46-
55(p<0.05), respectively. The mean TSH value in Western region was 2.24uIU/ml,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entral region(2.29uIU/ml, p≤0.001).TSH values in women who were smoking, 
drinking, having interpersonal tension, or having life and economic pressure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p<0.0001). 
Conclusions The TSH value 0.39-5.13uIU/ml (2.5th-97.5thpercentiles) was derived as a 
reference range of reproductive age women from rural China. The value of serum TSH was 
associated with age, living region, smoking, drinking, educational level, Interpersonal tension, as 
well as life and economic pressure, but irrelevant to ethnicity or occup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important information on understanding the patterns of thyroid dysfunction and diseases in 
women of reproductive age in rural China. 
 
 

PU-1943 

Different roles of FTH FTL in benign and malignant 
prostatic cells 

 
Huijun Zhao,Man Zhang 

Beijing Shijitan Hospital， Capital Medicine University 

 
Objective Ferritin is the major intracellular iron storage protein and is essential for maintaining 
the cellular redox status. Ferritin is also shown to be involved in many biochemical pathways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cancer in recent years. Although these functions 
change cell characteristics in many tumors, the influence in prostate cancer remains undefined. 
Methods we show thatferritin heavy chain(FTH) and ferritin light chain(FTL) are the functional 
protein in prostate cancer cell line PC-3 and are overexpressed in PC-3 cell lines compared to 
BPH-1. 
Results knockdown of FTH reduced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contributes to cell apoptosis. 
Conclusions knockdown of FTL contributes to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PU-1944 

The reversal effect on phenotype of bladder cancer cell-
treated dendritic cellbyAG490 

 
Weigang Xiu,Man Zhang 

Beijing Shijitan Hospital， Capital Medicine University 

 
Objective Past studies have confirmed that tumor could impair dendritic cells (DCs) function and 
promote tumor evasion. AG490, a Jak2/STAT3 inhibitor, has shown that induced maturation of 
DCs and inhibited growth of tumor cell. 
Methods In this study, DCs were generated from healthy human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s). On day 5 of culture, DCs were co-cultured with human bladder cancer cell pumc-
91 for 24 h, and then purified using magnetic beads. The maturation of DCs was induced by LPS. 
Results After co-cultured with pumc-91, expression of HLA-DR, CD86 and CD80 was reduced in 
DCs, accompanied by increased production of IL-10 but decreased production of IL-12p70. 
Moreover, DCs co-cultured pumc-91 inhibited the proliferation of allogeneic T cells. Finally, 
AG490 restored the expression of HLA-DR, CD86 and CD80. These data indentified bladder 
cancer cell could inhibit DCs’ antigen presenting function and induce anergy in T cells.  
Conclusions AG490 may partly reverse this inhibitory effect of bladder cancer cell on DCs, 
activate immunogenicity and induce antitumor immunity response of D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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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45 

Research on STAT3 Signaling Pathway in Drug Resistance 
Bladder Cancer Cell Line 

 
Shangyan Zhou,Man Zhang 

beijing shijitan hospital 

 
Objective Looking for the method of reducing the tumor metastasis and recurrence is an urgent 
matter to treatment of bladder cancer. STAT3 signaling pathway is related to the proliferation, 
apoptosis and metastasis of tumor cells. 
Methods When the activity of STAT3 signaling pathway was inhibited, we studied the expression 
of STAT3 and its downstream molecules, and analyzed the effects on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in drug resistance bladder cancer cells. qRT-PCR and Western Blot were 
implemented to research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JAK2, STAT3, p-STAT3, MMP2 and Cyclin D1 in 
Pumc-91 and Pumc-91/ADM cell lines respectively. The effects of AG490 on the expression of 
STAT3, p-STAT3, MMP2 and Cyclin D1 in Pumc-91 were evaluated using qRT-PCR and western 
blot. Pumc-91/ADM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AG490. CCK-8 and wound closure assay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Results Compared to Pumc-91, an obvious decrease of JAK2, p-STAT3 and increase of MMP2 
were shown in Pumc-91/ADM cell line. After inhibition of STAT3 signaling pathway, the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of STAT3, p-STAT3, MMP2 and Cyclin D1 obviously decreased in test group. 
The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of Pumc-91/ADM were suppressed by inhibiting of STAT3.  
Conclusions STAT3 pathway regulates the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of bladder cancer drug 
resistant cells by mod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Cyclin D1 and MMP2. 
 
 

PU-1946 

pcDNA3.1(+)-NPM1 真核表达质粒构建 

 
孟倩,张曼 

北京世纪坛医院,100000 

 

目的  构建 pcDNA3.1(+)-NPM 真核表达质粒，体外转染人膀胱移行细胞癌 pumc-91 细胞并观察其

表达情况。 

方法  设计引物，采用 PCR 扩增核仁磷蛋白 1（Nucleophosmin，npm1）基因编码序列；运用基

因重组方法对其进行双酶切，插入 pcDNA3.1(+)载体，经菌液 PCR、测序对重组质粒进行鉴定。

将成功构建的质粒经脂质体介导转染至 pumc-91 细胞，Western blot 验证蛋白表达情况。 

结果  经菌液 PCR、测序鉴定表明成功构建 pcDNA3.1(+)-NPM1 质粒，将成功构建的质粒转染至

pumc-91 细胞，Western blot 证实转染 pcDNA3.1(+)-NPM1 表达质粒的 pumc-91 细胞 npm1 蛋白

过表达。 

结论  成功构建 pcDNA3.1(+)-NPM1 重组质粒，为进一步研究 NPM1 蛋白的功能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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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47 

Expression and function of B7 family members  
on bladder cancer cell 

 
Juan Ma,Man Zhang 

Beijing Shijitan Hospital， Capital Medicine University 

 
Objective Expression of B7 family checkpoints is one mechanism of immune evasion by tumors 
to suppress T-cell function.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expression and function of B7 family members on 
human bladder cancer. Bladder cancer cell T24 and its chemotherapeutic drug-resistant 
counterpart were incubated in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IFN-γ and expression of B7 family 
members was measured by flow cytometry. 
Results B7-H1, B7-DC and HLA-ABC were found to be detected consistently and further 
upregulated remarkably by IFN-γ stimulation, whereas B7-H3 expression was detected similarly 

with or without IFN-γ stimulation. In contrast，other B7 family members including CD80, CD86, 

B7-H2, B7-H4, B7-H5, B7-H6, B7-H7 and HLA-DR were not detected either with or without IFN-γ 
stimulation. Interestingly, compared to T24 cell,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B7-H1 and B7-DC was 
detected on chemotherapeutic drug-resistant counterpart. In the following bladder cancer/T cell 
co-culture experiment, activated T cells (ATCs) were generated from PBMCs by anti-CD3/anti-
CD28/IL-2 stimulation for 14 days. ATCs showed a decreased cytolytic activity against 
chemotherapeutic drug-resistant counterpart using a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accompanied by 
lower levels of IFN-γ secretion and lactate dehydrogenase activity in bladder cancer/T cell co-
culture system. 
Conclusions B7 family of immune checkpoints B7-H1 and B7-DC might be involved in immune 
evasion by chemotherapeutic drug-resistant bladder cancer to suppress T-cell function. 
 
 

PU-1948 

干扰素调节因子家族成员对逆转录病毒复制影响的差异比较 

 
胡笑梅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逆转录病毒由于其独特的生活周期，能够在感染者体内形成长期的潜伏感染而难以根治，如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1，人类 T 淋巴细胞白血病病毒 HTLV-1 等，而干扰素（interferon, IFN）作

为机体固有免疫应答反应中发挥抗病毒作用的关键细胞因子，其表达的时序性直接影响着反转录病

毒建立潜伏感染的过程。干扰素的诱导表达是由干扰素调节因子（ interferon regulatory factors, 

IRFs）家族成员所调控，在逆转录病毒复制过程中，IRFs 家族成员之间如何协同调控干扰素发挥

抗病毒作用的机制尚不明晰，因此本文通过比较 IRFs 对逆转录病毒复制影响的差异，旨在宿主层

面反映此类病毒形成潜伏感染的原因，为阐明宿主与病毒间的相互作用和博弈关系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  由于原型泡沫病毒（prototype foamy virus, PFV）在感染者体内独特的非致病性，本文选用

其为研究对象，在许可细胞中分别过表达 IRFs 家族中正向调控 IFN 表达的转录因子 IRF3，

IRF5，IRF7 以及各自的模拟活化突变型，随后感染 PFV 病毒，转染 48 小时后检测每种条件下病

毒的复制水平。 

结果  实验结果显示三种转录因子对 PFV 的复制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而且模拟活化型的抗病毒效应

均强于野生型，其中 IRF5 的活化型抑制效应最强，并且与其自身野生型抑制效应的差异也最大，

由此说明 IRFs 家族成员 IRF5 在抗逆转录病毒的天然免疫应答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结论  本文比较了 IRFs 家族成员对逆转录病毒感染复制影响程度的差异，结果显示成员间通过协同

效应共同抵御病毒的复制，参与潜伏感染的形成，其中 IRF5 是产生抗病毒效应的关键成员，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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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为切入点研究宿主与病毒间的相互作用，可为发现新的宿主限制因子及揭示潜伏感染形成的原

因提供研究热点。 

 
 

PU-1949 

血清 IL-12、IL-17 在强直性脊柱炎中的表达特征 

 
解娟,归巧娣,刘文康,李博 

陕西省人民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血清白介素-12（IL-12）、白介素-17（IL-17）在强直性脊柱炎（AS）中的表达特征以

及二者间的相关性。 

方法  纳入我院 2015 年 2 月～2017 年 2 月收治的 AS 患者 56 例作为 A 组，选取同期收治的 56 例

类风湿性关节炎（RA）患者为 B 组，并纳入 56 例健康体检者为 C 组。检测并比较三组 IL-12、IL-

17 水平，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 IL-12、IL-17 对 RA 的预测价值。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明确 IL-12、IL-17 间的相关性，并分析二者与人类白细胞抗原 B27（HLA-B27）的相关

性。 

结果  A 组、B 组血清 IL-12 分别为（35.93±15.37）ng/L、（40.43±14.82）ng/L，IL-17 分别为

（6.63±2.83）ng/L、（10.37±3.65）ng/L，均高于 C 组，且 B 组高于 A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A 组稳定期 IL-12、IL-17 分别为（30.15±16.58）ng/L、（4.52±0.65）ng/L，均低于

A 组活动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IL-12 预测 AS 的最佳截断值为 37.456ng/L，敏感

度、特异度分别为 80.4%、78.6%，IL-17 预测的最佳截断值为 8.852ng/L，敏感度、特异度均为

85.7%；通过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发现，AS 患者血清 IL-12 与 IL-17 呈正相关（P<0.001），IL-

12、IL-17 均与 HLA-B27 呈正相关（均 P<0.001）。 

结论  AS 患者的血清 IL-12、IL-17 水平较正常人明显增高，且二者与 HLA-B27 水平的相关性较

强，可能参与了 AS 进展过程。 

 
 

PU-1950 

TGF-βR II 通过改变 TGF-β1 信号途径 

介导人膀胱癌侵袭转移的机制 

 
边菁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 TGF-β1 信号途径中 TGF-βR II 对膀胱癌细胞生长，侵袭及转移的作用。通常情况下，

肿瘤细胞通过下调或突变失活 TGF-βRII，解除其对肿瘤生长的抑制。但是，TGF-β 信号还有促肿

瘤迁徙的作用，本实验重在研究 TGF-βRII 在恶性细胞逃避生长抑制作用，增强侵袭能力过程中分

子结构的变化，及变化后所起的作用 

方法  RT-PCR 检测 17 种肿瘤细胞系 TGF-β1，TGF-βRI 和 TGF-βRII 的表达，检测膀胱肿瘤细胞

运动和转移试验中，利用 transwell 实验计数五个随机视野，取平均值和结果；实验设计 TGF-βR

Ⅱ的引物，序列为扩增 1707bp，PCR 产物进行测序；2009 年 10 月到 2010 年 10 月连续收集 46

例膀胱癌组织标本，按照性别，年龄，肿瘤大小，病理分级，临床分期和多发性进行分类。临床分

期依据 2002 UICC TNM 分级； 

结果  本实验发现，TGF-βRII 在多种肿瘤细胞系，比如，前列腺癌，肺癌，子宫颈癌，胃癌，黑色

素瘤，肝细胞癌，乳腺癌，白血病细胞系中低表达或者缺失，却能在膀胱癌细胞系 T24 中高表达，

同时伴有 TGF-βRII 序列点突变，特别是第 269 位谷氨酸突变为赖氨酸（G→A）。TGF-βR II 突变

后，仍与 Smad2/3 形成信号复合体，进行 TGF-β1 下游信号转导，在细胞培养基中加入 TGF-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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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因子，对肿瘤细胞的生长无明显抑制作用，但是却能明显促进细胞的侵袭和转移。在 46 例膀

胱癌标本中，有 18 例中出现 TGF-βR II 的 G→A 的点突变，与膀胱癌细胞系 T24 情况一致。从临

床分期（χ2=7.404，p<0.01）和病理分级(χ2=9.127, p<0.01)看，G→A 突变组的肿瘤有明显恶化的

趋势，病情进展与 G→A 突变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结论  这些研究为 TGF-β1 信号的双重效应提供了新的启示，也为 TGF-β1 的肿瘤治疗，特别是膀

胱癌患者，提供了新的策略。 

 
 

PU-1951 

SI、TPSA 及 FPSA 检测对前列腺癌的诊断价值 

 
苏强,张曼 

北京世纪坛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血清铁（SI），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TPSA）及游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FPSA）单独

及联合检测在前列腺癌诊断中的意义。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到 2017 年 12 月我院泌尿外科的前列腺增生(BPH)及前列腺癌(PCA)患者各

140 例。通过两点终点法检测血清中 SI,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中 F-PSA，TPSA 的含量，计算

FPSA/ TPSA，并与 140 例健康体检者进行比较。 

结果  BPH 组和 PCA 组 SI、T-PSA、FPSA/ TPSA 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HG）( P ＜0.001)；

PCA 组与 BPH 组 FPSA、FPSA/ TPSA 差异亦存在统计学意义( p ＜0.05) ，区分正常人和 PCA 最

好单项指标为 TPSA，诊断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45%和 97.1%。利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结合

ROC 曲线对 FPSA、TPSA 和 SI 的联合检测进行分析，其诊断价值优于任何单项指标，当其临界

值（cut off）为 0.936 时，曲线下面积（AUC）达到 0.782，约登指数为 0.457，灵敏度和特异度

分别为 62.9%和 82.9%。 

结论  SI，TPSA 及 FPSA 联合检测提高了前列腺癌的诊断能力，可作为辅助诊断方法应用于临

床。 

 
 

PU-1952 

孕酮、绒毛膜促性腺素、雌二醇在异位妊娠患者中的表达 

 
刘娜娜,李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目的  分析孕酮（P）、绒毛膜促性腺素（β-hCG）、雌二醇（E2）在异位妊娠患者中的表达。 

方法  选择 2012 年 11 月~2016 年 11 月收治的 69 例异位妊娠患者，并同期选择 69 例先兆流产及

正常妊娠者，均以微粒子化学发光法测定 P、β-hCG、E2 水平，并观察比较各组 P、β-hCG 及 E2

水平。 

结 果   异 位 妊 娠 者 P 、 β-hCG 及 E2 水 平 低 于 正 常 妊 娠 者 （ 4.11±0.54 ） ng/mL 、

（ 7731.40±965.49 ） mIU/ml 、 （ 112.07±14.56 ） pg/L 比  （ 27.98±3.42 ） ng/mL 、

（35472.13±4431.09）mIU/ml、（705.42±88.12）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异位

妊娠者 P、β-hCG 及 E2 水平低于先兆流产者（4.11±0.54）ng/mL、（7731.40±965.49）

mIU/ml、（112.07±14.56）ng/L 比  （14.63±1.87）ng/mL、（24130.79±2676.90）mIU/ml、

（602.35±75.63）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先兆流产者 P、β-hCG 及 E2 水平低于

正常妊娠者（14.63±1.87）ng/mL、（24130.79±2676.90）mIU/ml、（602.35±75.63）pg/mL 比

（27.98±3.42）ng/mL、（35472.13±4431.09）mIU/ml、（705.42±88.12）pg/mL，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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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P、β-hCG 及 E2的动态观察能够客观反映妊娠状态，预测早期异位妊娠，提高临床诊断，从

而利于临床治疗。 

 
 

PU-1953 

Phage-displayed specific polypeptide antigens can induce 
significant protective immunity against Trichinella spiralis 

infection 

 
Huijun Ren,Ruoyu Peng,Xiaohan Ma,Liang Ming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protective immunity activities of recombinant phage T7-Tsp10 in 
BALB/c mice. 
Methods Tsp10 cDNA fragment was identified by biopanning of the T7 phage display cDNA 
library of T. spiralis. It was inserted in T7 phage 10-3b vector, and encoded a predicted 202-aa 
polypeptide. T7-Tsp10 was amplified, purified, and inoculated to BALB/c mice. Anti-Tsp10 
antibodies were determined by ELISA and Western blot. The immunofluorescence test was used 
to locate the Tsp10 polypeptide in T. spiralis. Cytokine levels were analyzed by ELISA. The 
protective immunity was calculated as adult and larvae reduction. 
Results The serum levels of anti-Tsp10 antibodies were greatly increased following the second 
and third immunization. The highest titer was observed 1 week after the third immunization. Anti-
Tsp10 antibodies were able to recognize the native Tsp10 protein mainly localized to the 
stichosome of T. spiralis.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s, the spleen cells from mice immunized 
with T7-Tsp10 produced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s of IFN-γ, IL-4 and IL-10 at 5 weeks after 
immunization (p < 0.01). Mice immunized with the recombinant phage T7-Tsp10 showed a 62.8% 
reduction in adult worms and a 78.6% reduction in muscle larvae following challenge with T. 
spiralis muscle larvae.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vaccination with Tsp10 polypeptide displayed by 
T7 phage elicits the Th2-predominant immune responses and produces a significant protection 
against T. spiralis infection in mice. 
 
 

PU-1954 

小分子化合物 MLN4924 

通过抑制泛素连接酶的活性抑制肿瘤的生长 

 
张楠楠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针对泛素-蛋白酶体系统的抗癌药物，目前分为特异性抑制剂抗癌药物和广谱抑制剂抗癌药物

两种。广谱抑制剂并不被看好，由于阻止整个泛素-蛋白酶体系统介导的蛋白质降解，因而产生了

较强的细胞毒性。 

方法  小分子 MLN4924 出现之前，没有有效的药物抑制 SCF-E3 泛素连接酶的活性，最新研究发

现了 MLN4924，能够抑制 cullin Neddylation 过程来抑制 SCF-E3 泛素连接酶的活性。SCF-E3 泛

素连接酶的活化需要 cullins 蛋白的类泛素化修饰 neddylation，使得 neddylation 促使 CAND1 对 

cullins 蛋白抑制性的解除。这种类泛素化修饰过程是把泛素样蛋白 NEDD8 添加到目标蛋白的过

程，通过 NEDD8 激活酶、NEDD8 共辄酶以及 NEDD8 连接酶完成整个过程。 

结果  MLN4924 是针对 NEDD8 激活酶的抑制剂，从而特异性的抑制 NEDD8 激活酶进而抑制

SCF-E3 泛素连接酶的活性，进一步使 SCF-E3 泛素连接酶目标蛋白增加而抑制细胞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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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MLN4924 的体内实验显示能对肿瘤的生长产生抑制，剂量耐受性和治疗耐受性在小鼠体内表

现良好，显示这个小分子化合物由于对癌细胞的选择性杀伤，从而体现了治疗优越性。最近研究显

示，该小分子化合物对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和前列腺癌有显著抑制效果。 

 
 

PU-1955 

Express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LF4 in aortic 
atherosclerosis plaque of ApoE knock-out mouse 

 
Ruiying Y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Atherosclerosis (AS)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cardiovascular events. KLF4, as a nuclear 
transcription factor, has important effect on suppression of endothelial cells inflammation and 
smooth muscle cells proliferation, as well as regulation of monocytes/macrophages inflammatory 
response.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examined the express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LF4 in aortic 
atherosclerosis plaque. 
Methods After fed with high-fat diet for 12 weeks, aortic arch was isolated from ApoE knockout or 
wild type mouse. The atherosclerosis plaques or equivalent area in aortic arch were prepared by 
frozen section. Then we detected the expression of KLF4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staining. The 
distribution of KLF4 in AS plaque was shown compared with α-actin and Mac-3, the markers of 
smooth muscle cells and monocytes/macrophages, respectively. 
Result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KLF4 presented positive staining on a middle level. It mainly 
distributed at SMCs in top of fibrous cap, and macrophages in the shoulder area as well. 
Conclusions KLF4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S plaque, and mainly 
expressed in SMCs and macrophages. KLF4 may exert its functions in SMCs by the regulation of 
the proliferation and dedifferentiation of SMCs. 
 
 

PU-1956 

河南省 2015 年‐2017 年 HIV 抗体确证实验结果分析 

 
张磊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对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入住我院申请艾滋病抗体初筛检测阳性标本进行确证检测，分

析确证结果与初筛实验的关系，以评价初筛试剂的性能，为初筛试剂的合理选择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我院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 HIV 抗体初筛（ELISA 法、化学发光法）阳性的标本，

采用电化学发光法及胶体金复检，复检结果双阳性或一阳一阴的标本采用免疫印迹法进行确证实

验，分析确证不确定结果带型特点及不确定结果的随访转归情况。 

结果  815 例初筛阳性（一阴一阳或者双阳）患者，经免疫印迹实验检测，HIV-1 型抗体阳性 480

例，HIV 抗体不确定 83 例，HIV 抗体阴性 252 例。经进一步随访观察，HIV 不确定患者中有 11 例

转为阳性。确证阳性率 60.25%，男性多于女性（男女比为 3:1）。以确证实验及随访结果作为

HIV 病毒感染的金标准，电化学发光法灵敏度为 100%，特异度为 4.63%，符合率为 62.09%，电

化学假阳性多发生在生殖医学门诊患者；胶体金法灵敏度为 100%，特异度为 94.75%，符合率为

97.91%。发生阳性转化的 HIV 不确定患者中 gp160 阳性率为 90.91%，p24 阳性率为 100%。HIV

不确定患者最终随访为阴性患者中 P24 阳性率为 71.23%。 

结论  在我院 HIV 初筛病人群体中，与电化学发光法相比，胶体金法特异度和总符合率较高，在

HIV 感染低流行群体中的筛查价值高于前者。HIV 抗体不确定患者中出现 gp160 和 P24 条带预示

其发生阳性转化的可能性较大，P24 条带是假阳性患者最主要的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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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57 

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 Associated with Disease 
Progression in Primary HIV Infection: PD-L1 Blockade 

Attenuates Inhibition 

 
Nan Yi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Events occurring during the initial phase of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infection are intriguing because of their dramatic impact on the subsequent course of the disease. 
In particula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 (MDSCs) and HIV 
pathogenesis in primary infection remains unknown and the mechanism of MDSCs in HIV 
infection are incompletely defined. 
Methods The frequency of MDSC ex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PHI) and chronic HIV 
infection was measured, and the association with disease progression was studied. Programmed 
death-ligand 1 (PD-L1) and galectin-9 (Gal-9) expression on MDSCs was measured and in vitro 
blocking ex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in order to study the role of PD-L1 in MDSCs’ inhibition. 
Results We  found  increased  levels  of  HLA-DR -/low CD14 - CD33 + CD11b+ granulocytic(G)-
MDSCs in PHI individuals 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s, which correlated with viral loads and 
was negatively related to CD4 + T cell levels. When co-cultured with purified G-MDSCs, both 
proliferation and interferon-γ secretion by TCR-stimulated CD8 + T cells from HIV infected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We  also  demonstrated  that  PD-L1,  but  not  Gal-
9,  expression  on HLA-DR -/low CD14 - CD33 + CD11b + cells increased during HIV infection. 
The suppressive activity of G-MDSCs from HIV infected patients was attenuated by PD-L1 
blockade. 
Conclusions We foun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G-MDSCs in PHI patients that was related to 
disease progression and PD-L1 was utilized by G-MDSCs to inhibit CD8 +Tcells in HIV infection. 
Our data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HIV pathogenesis in primary HIV infection. 
 
 

PU-1958 

AMPKα2 缺失降低脂多糖诱导的肿瘤坏死因子-α 的分泌 

 
张嫄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细菌感染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发病和急性加重中起重要作用。脂多糖(LPS)诱导的

肿瘤坏死因子-a（TNF-a）分泌的经典通路是通过 Toll 样受体（TLR）和 NF-κB 介导信号，但其具

体的信号机制尚未明确。本研究旨在明确 AMPK 在 LPS 诱导的炎症因子 TNF-α 的分泌过程中的作

用。 

方法  C57/BL6 野生型和 AMPKa2-/-健康雄性小鼠均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和 LPS 组，每组各 6

只。LPS 组采用腹腔注射 LPS（3mg/kg），对照组同时给予相等体积生理盐水，1.5 小时后收集血

清。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血清 TNF-α 水平。分离培养野生型和 AMPKa2-/-雄性小鼠血

液单核细胞，给予 LPS（0.1mg/mL）刺激，蛋白免疫印迹法检测 AMPK 磷酸化水平，ELISA 检测

细胞上清液 TNF-α 分泌。培养人单核细胞性白血病细胞（THP1）,在有无 Compound C（10-5M）

存在下给予 AICAR（10-4M）刺激，蛋白免疫印迹法检测 AMPK 磷酸化水平，ELISA 检测细胞上

清液中 TNF-a 水平。 

结果  LPS 组小鼠与对照组相比血清 TNF-a 水平显著增加（P＜0.001）。AMPKa2-/-小鼠血清

TNF-a 显著低于 LPS 处理的野生型小鼠（P＜0.01）。小鼠单核细胞 AMPKa2 缺失抑制 LPS 诱导

的 AMPK 磷酸化，AMPKa2-/-小鼠单核细胞与野生型小鼠单核细胞相比细胞上清液中 TNF-a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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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P＜0.05）。在 THP1 细胞上, Compound C 能够显著抑制 AICAR 诱导的 AMPK 的磷酸化，

抑制 AICAR 诱导的 TNF-a 分泌（P＜0.05）。 

结论  AMPK 是参与 LPS 诱导的 TNF-a 分泌过程的重要信号分子，AMPK 通过其磷酸化状态调节

LPS 诱导的 TNF-a 分泌，AMPKa2 缺陷降低小鼠及单核细胞 LPS 诱导的 TNF-a 分泌。 

 
 

PU-1959 

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中抗核抗体谱的表现特征及其诊断意义 

 
孙萍萍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分析 SLE 患者体内各自身抗体的表现特征，为 SLE 患者的诊断和鉴别提供重要依据。 

方法  收集病人血清，包括 SLE 患者 598 例，其他自身免疫病患者 390 例，健康对照组 100 例。

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抗核抗体（anti-nuclear antibody，ANA），采用线性免疫印迹法检测

ANA 谱，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检测抗 dsDNA 抗体。采用 SPSS1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各组阳性

率、两种方法检测抗 dsDNA 抗体相关性、SLE 组不同自身抗体阳性率与非 SLE 组。 P<0.05 表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598 例 SLE 确诊患者经 IIF 法共检出 ANA 阳性 571 例，阳性检出率 95.4%；荧光核型常为

混合核型，以核颗粒+核均质型最为常见，占 ANA 荧光核型的 43.2%。经 LIA 法检测 ANA 谱共检

出特异性抗体阳性 539 例，阳性检出率 90.1%，各特异性抗体的检出率以抗 Ro60 抗体最高

（62.1%），其次为抗 Ro52（46.9%）抗体、抗 nRNP/Sm(46.2%)；特异性以抗 Histone 抗体最

高（99.62%），其次为抗 Sm 抗体（98.94%）、抗 dsDNA 抗体（98.82%）。ANA、抗

nRNP/Sm、抗 Sm、抗 Ro60（SSA）、抗核小体（AnuA）、抗 dsDNA、抗组蛋白（His）、抗

rRNP 抗体的阳性率在 SLE 组与非 SLE 组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01）。ELISA 法与

LIA 法检测抗 dsDNA 抗体检测结果不同，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01）。 

结论  抗 dsDNA(ELISA)、抗 nRNP/Sm、抗 dsDNA（LIA）、抗 rRNP、抗核小体（AnuA）抗体

对 SLE 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PU-1960 

白细胞介素 4/STAT6/Tim-3 信号活化 

在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中的作用 

 
郭艳,楚熙,刘帅,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 IL-4/STAT6/Tim-3 信号活化在急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中辅助性 T 淋巴细胞 1

（Th1）/辅助性 T 淋巴细胞 2(Th2)中的作用。 

方法  选择新发 ITP 患者 20 例，同年龄段健康对照组 20 例。RT-PCR 法检测转录因子 T-bet 和

GATA3 的 mRNA 水平，ELISA 检测 Th1 特征性细胞因子 IFN-γ 和 Th2 特征性细胞因子 IL-4 的水

平；RT-PCR 检测 CD4+T 细胞 Tim-3 的表达水平；运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CD4+T 细胞磷酸化

STAT6（pSTAT6）的平均荧光强度（MFI）。 

结果  1、ITP 患者 T-bet mRNA 和 IFN-γ 高于正常人，而 GATA3mRNA 和 IL-4 下降，证实 ITP 患

者外周血存在 Th1/Th2 失衡现象；2、ITP 患者 PBMC 中 Tim-3 mRNA 表达显著低于正常对照

（P<0.05），并且 Tim-3 mRNA 与 FN-γ 水平呈负相关，与 IL-4 水平呈正相关；3、ITP 患者

CD4+T 细胞上 pSTAT6 表达明显低于正常人（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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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ITP 患者 IL-4/STAT6 信号通路表达下降下调 Tim-3，二者的共同作用最终诱导 Th1/Th2 平衡

向 Th1 方向漂移，参与 ITP 疾病的发生发展。 

 
 

PU-1961 

肺腺癌早期诊断血清标志物 microRNA 的筛选及鉴定 

 
吕少刚,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对比肺腺癌患者与健康对照血清 miRNA 的表达差异情况，以筛选并鉴定潜在的肺腺癌早期

诊断标志物。 

方法  我们收集了 180 名肺腺癌患者和 180 名健康对照的血清样本，先将 20 份肺腺癌患者的血清

和 20 份健康对照的血清分别混合并提取 RNA，利用低密度基因芯片（low-density array，LDA）

分别检测两者的 miRNA 表达谱，并统计其差异表达的 miRNA。选择差异表达最明显的一组

miRNA，并用茎环法实时定量 PCR（real time quantitative PCR，RT-qPCR）验证剩余的 160 份

肺腺癌和 160 份健康对照的血清。 

结果  混合样本中有 11 个 miRNA 在肺腺癌患者血清中表达明显高于健康对照，从中选取 6 个

miRNA，包括 miR-103、miR-146a、miR-151、miR-21、miR-221、miR-222 和 miR-223，用

RT-qPCR 进行鉴定。最后发现表达差异最大的三个 miRNA，miR-146a、miR-222 和 miR-223，

在 I/II 期肺腺癌患者血清中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 

结论  miR-146a、miR-222 和 miR-223 组成的 miRNA 组可以作为肺腺癌早期诊断的潜在标志物。 

 
 

PU-1962 

Clinical evaluation of CYFRA21-1 and CEA for diagnosis in 
patients with early stag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Shunhua W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 and cytokeratin 19 fragment (CYFRA21-1) have 
been reported to be elevated in various human cancers, but their diagnostic value for early stage 
lung cancer is still controversial and unclear.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detection of serum CEA and CYFRA21-1 for the clinical diagnosis of 
early stag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Methods Expression levels of CEA andCYFRA21-1 expression in the serum of early stage (Ⅰ-Ⅲ

A) NSCLC patients, pulmonary benign disease (PBD) and normal controls were measured by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and the receiver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for each factor 
was constructed. 
Results Levels of serum CYFRA21-1 and CEA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early stage NSCLC 
group in comparison with the normal control and PBD groups (p<0.0001). The ROCs of CEA and 
CYFRA21-1 were 0.7018 (95% CI, 0.6422-0.7614) and 0.6810 (95% CI, 0.6201-0.7419) 
respectively, indicating very low power of these two tumor markers. The sensitivity of CEA and 
CYFRA21-1 were 29.06% and 39.86% respectively, when combined, the sensitivity was 54.05%. 
The positive rate of CEA was higher in adenocarcinoma than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while 
CYFRA21-1 was higher in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than adenocarcinoma. The expression of 
CEA was related to lymph node metastasis, while CYFRA21-1 was related to gender, tumor size, 
lymph nodes metastasis and clinical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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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Single detection of CEA or CYFRA21-1 is of low diagnostic value in the diagnosis 
of early stage NSCLC, when combined these two factors, the diagnostic power was stengthened. 
 
 

PU-1963 

Foxp3 影响 CD4+CD25+调节性 T 细胞发育和功能的研究进展 

 
李海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本文就 Foxp3 的研究进展及其在 CD4+CD25+ Treg 细胞发育和功能发挥中的作用做一综述 

方法  CD4+CD25+调节性 T 细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为 1995 年 Sakaguchi 等首次报道的 T

细胞亚群，具有免疫应答低下和免疫抑制特性，其可通过抑制效应 T 细胞的活化和增殖来下调机体

针对外来抗原或自身抗原的应答水平，从而维持机体的免疫耐受状态。 

结果   Treg 的异常与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有关。Foxp3 作为转录抑制因子，特异性表达于

CD4+CD25+ Treg 细胞,与其发育成熟以及抑制功能关系密切。 

结论  不断积累的实验证据显示，Foxp3 基因表达的水平及持续状态对于 nTreg 的发育成熟及功能

是至关重要的[49，50] 。尽管 Foxp3+Treg 研究领域目前进展很快，但许多重要的科学问题仍然尚待

回答，比如调控 Foxp3 表达的分子机制以及 Foxp3 调节的下游靶基因仍然不清楚，在细胞水平上

调节性 T 细胞是如何调节其他免疫细胞活性的目前仍然所知甚少。阐明这些问题,将有助于 Treg 细

胞发育及其功能的研究,并对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生发展机制的阐明、以及临床治疗策略的制定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PU-1964 

支气管哮喘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TIPE2、TF 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时光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检测支气管哮喘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TIPE2、TF 表达水平及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并探讨其

与哮喘控制水平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6 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哮喘患者 108 例，根据哮喘控制水平

将其分为未控制组 53 例，部分控制组 55 例，选取同时期健康体检者 51 例作为正常对照组。

Western blot 法检测各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TIPE2、TF 的表达水平，Spearman 秩相关分析

TIPE2 和 TF 之间的相关性，受试者工作曲线（ROC 曲线）评估 TIPE2 和 TF 对支气管哮喘的诊断

价值。 

结果  与哮喘部分控制患者和健康对照相比，哮喘未控制患者 PBMCs 中 TIPE2 表达水平显著降低

（P < 0.01）。哮喘部分控制患者 PBMCs 中 TIPE2 表达水平显著低于健康对照（P < 0.01）。与

健康对照相比，哮喘部分控制组和哮喘未控制组 PBMCs 中 TF 表达水平显著升高（P < 0.01），

哮喘部分控制组和未控制组 TF 水平无差异（P > 0.05）。哮喘患者 PBMCs 中 TIPE2 表达水平与

TF 表达水平呈负相关（r = -0.4136，P < 0.01）。约登指数（Youden）最大原则确定 TIPE2、TF

最佳临界值，TIPE2 相对表达量小于 0.3635，TF 相对表达量大于 0.3539 作为区分哮喘患者和健

康者的依据，其诊断哮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68.4%，95.5%（TIPE2）；39.5%，100.0%

（TF）。TIPE2 相对表达量小于 0.1145 作为在哮喘未控制组和哮喘部分控制组中诊断哮喘未控制

患者的依据，其敏感度为 76.7%，特异度为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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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哮喘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TIPE2 表达水平降低，TF 表达升高，二者呈负相关。TIPE2 与

哮喘控制水平相关。 

 
 

PU-1965 

Evaluation of a commercial immunoassay for 
autoantibodies in Chinese systemic sclerosis population 

 
Chenxi Liu1,Yong Hou1,Yajun yang1,2,Dong Xu1,Liubing Li1,Jing Li1,3,Xiaoting Wen1,Xiaofeng Zeng1,Fengchun 

Zhang1,Yongzhe Li1 
1.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2.EUROIMMUN Academy， EUROIMMUN Medical Diagnostic (China) Co.， L td， Beijing 100101， PR China 

3.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Peking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Hospital， Beijing 102206， PR China 

 
Objective The autoantibody profile, which varies between races, has rarely been reported in 
Chinese systemic sclerosis (SSc) patients.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autoantibody profile of Chinese SSc patients using a commercial line immunoassay. 
Methods The prevalence of autoantibodies to Ro-52, PDGFR, Ku, PM75, PM100, Th/To, NOR90, 
Fib, RP155, RP11, CENP-B, CENP-A and Scl-70 were analyzed in serum samples obtained from 
healthy controls (n=30), SSc patients (n=320) and non-SSc connective-tissue disease patients 
(n=100) using an Euroline Systemic Sclerosis  Profile kit. 
Results SSc patients had increased prevalence of anti-RP11 (P=0.032), anti-CENPB (P<0.001), 
anti-CENPA (P=0.001) and anti-Scl-70 (P<0.001), but had decreased prevalence of anti-Ro-52 
(P=0.004), when compared to non-SSc CTDs. Furthermore, SSc patients had increased 
prevalence of anti-Ro-52 (P=0.003), anti-CENPB (P=0.034), anti-CENPA (P=0.034) and anti-Scl-
70 (P<0.001) when compared to HCs. In addition, SSc patients with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ILD) 
had increased prevalence of anti-Ro-52 (P=0.046) and anti-Scl-70 (P=0.035), but had decreased 
prevalence of anti-CENPB (P<0.001) and anti-CENPA (P<0.001). Moreover, SSc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PAH) had increased prevalence of anti-Ro-52 (P=0.013) and 
decreased prevalence of anti-Scl-70 (P=0.001). Anti-Ro-52 and anti-Scl-70 had increased values 
for predicting ILD in SSc patients, while anti-Ro-52 had increased values for predicting PAH in 
SSc patients. 
Conclusions Anti-Ro-52, anti-RP11, anti-CENPB, anti-CENPA and anti-Scl-70 are useful for 
diagnosing SSc in Chinese population. Anti-Ro-52, anti-CENPB, anti-CENPA and anti-Scl-70 
have potential value for diagnosing ILD in SSc patients.  Furthermore, anti-Ro-52 and anti-Scl-70 
may be used to diagnose PAH in SSc patients. 
 
 

PU-1966 

儿童荨麻疹患者血清过敏原特异性 IgE 检测结果分析 

 
孙晓旭,赵俊伟,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河南地区儿童荨麻疹病患者常见过敏原的分布情况，为临床预防、诊断和治疗提供依

据。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4 年 10 月至 2017 年 8 月河南地区 356 例儿童荨麻疹患者血清过敏原特异性

IgE 检测结果，使用 SPSS19.0 对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检出 159 例过敏性疾病患者（44.66%）至少对 19 种常见过敏原中的一种特异性 IgE 阳性。

主要的吸入性过敏原前三位为户尘螨（66，18.54%）、狗皮毛屑（52，14.61%）、猫皮毛屑

（48，13.48%），主要的食入性过敏原为牛奶（61，17.13%）、鸡蛋（37，10.39%）、腰果

（13，3.65%）。男性阳性率（81/196，41.33%）低于女性（77/160，48.13%），二者差异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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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p=0.199）。按年龄段对主要过敏原分析，户尘螨在 9-12 年龄组阳性率最高

（p<0.05），并随年龄增加阳性率增高；毛猫皮屑与够猫皮屑在 1-3 年龄组最高（p<0.05）；鸡蛋

与牛奶在 1-3 年龄组最高（p<0.05），腰果在 9-12 年龄组阳性率最高（p<0.05）。 

结论  河南地区主要的吸入性过敏原为户尘螨、狗毛皮屑、猫毛皮屑，主要的食入性过敏原为牛

奶、鸡蛋、腰果；过敏原在不同性别间分布没有差异；主要过敏原在不同年龄组段具有差异。这些

分析结果对我们早期诊断、治疗和预防过敏性疾病可能具有一定帮助。 

 
 

PU-1967 

Th1/Th2 及 Th17/Treg 细胞平衡 

在原发性痛风性关节炎发病中的意义 

 
钟晓武 1,杨虹 1,赵明才 2,杨小红 1,谢文光 1,郭晓兰 1,唐中 1,周京国 3 

1.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637000 

2.遂宁市中心医院,629000 

3.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Th1/Th2 及 Th17/Treg 平衡在痛风（GA）发病中可能的作用。 

方法  收集 35 例急性期痛风患者(AG)、36 例间歇期痛风患者(IG)和 32 例健康对照组（HC）,运用

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中 Th17 细胞和 Treg 细胞的比例。RT-PCR 检测 T-bet、GATA-3、

Foxp3、ROR-γt 的 mRNA 表达。ELISA 检测血清中 IL-4、IFN-γ、IL-17、IL-6、TGF-β1、IL-23

的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AG 组与 IG 组的 Th1、Th17 细胞比例与 HC 组比较均明显增高(P<0.05)。AG 组的 Th2、

Treg 细胞比例与 IG 组和 HC 组相比均明显降低(P<0.05)。在 AG 组 TH1/Th2、TH17/Treg 细胞比

例较 IG 组和 HC 组明显增高(P<0.05)。T-bet、ROR-γt mRNA 表达水平在 AG 组及 IG 组与 HC 组

比较均显著升高(P<0.05)。GATA-3、Foxp3 mRNA 表达水平在 AG 组与 IG 组、HC 组比较均显著

降低(P<0.05)。IFN-γ 在 AG 组、IG 组的表达水平与 HC 组比较均显著升高(P<0.05)，IL-4 表达水

平在 AG 组与 IG 组、HC 组比较均显著降低(P<0.05)。IL-17、IL-6、IL-23 蛋白表达水平在 AG 组

的表达水平与 IG 组、HC 组比较均显著升高(P<0.05)。TGF-β1 蛋白表达水平在 AG 组的表达水平

较 HC 组显著升高(P<0.05)，较 IG 组有所增高，但 AG 组与 IG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GA 患者外周血中 Th1 细胞增多且伴随 Th2 细胞减少，而 Th17 细胞增多且伴随 Treg 细胞减

少，提示 Th1/Th2 及 Th17/Treg 细胞比例失衡可能参与痛风性关节炎的炎症和免疫反应。 

 
 

PU-1968 

miR-122 分子在胶质瘤诊断及分级表达中的临床意义 

 
唐玉蓉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257000 

 

目的  探讨血浆 miR-122 的表达在脑胶质瘤中的诊断作用，为提高脑胶质瘤的确诊率提供理论依

据。 

方法  收集 74 名胶质瘤患者和 74 名健康人抗凝标本，荧光定量 RT-PCR（qRT-PCR）检测血浆

miR-122 的表达。应用 ROC 曲线评价 miR-122 在胶质瘤中的诊断性能，并与胶质瘤的临床病理特

征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  与健康人相比，神经胶质瘤患者血浆中 miR-122 的表达显著降低。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

（ROC）分析显示 miR-122 用于诊断胶质瘤的敏感性和特异度高（灵敏度 91.9％，特异性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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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下面积 0.939）。此外，脑胶质瘤患者的 miR-122 的表达与 WHO 分级显著相关，随着胶

质瘤的进展而降低。 

结论  血浆 miR-122 在胶质瘤患者中呈异常低表达，可作为诊断和预后胶质瘤 

的生物标志物。 

 
 

PU-1969 

铜绿假单胞菌感染肺部疾病的细胞免疫表现 

 
罗燕飞 

广东省人民医院,510000 

 

目的  了解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合并铜绿假单胞菌感染患者的免疫细胞水平变化。 

方法  通过比较健康人群（对照组），慢阻肺、慢支患者未合并铜绿假单胞菌（No-PA）感染组；

慢阻肺、慢支患者合并铜绿假单胞菌（PA）感染组患者外周血免疫细胞。观察患者的 T 细胞、B

细胞、NK 细胞免疫指标变化情况。进一步了解慢阻肺、慢支合并 PA 感染患者细胞免疫功能表

现。 

结果   （1）慢阻肺、慢性支气管炎合并 PA 感染患者与正常健康人比较，CD3+增多、

CD3+CD4+/CD3+CD8+比值明显降低，B 细胞、NK 细胞减少，分别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P<0.05 ）；（ 2 ）慢阻肺未合并 PA 感染患者与正常健康人比较， CD3+ 减少、

CD3+CD4+/CD3+CD8+比值明显降低，  NK 细胞增多，分别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B 细胞没有大太变化（P>0.05）；（3）慢阻肺合并 PA 感染与慢阻肺未合并 PA 感

染患者比较，CD3+相对增多、CD3+CD4+/CD3+CD8+比值明显降低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NK 细胞相对减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B 细胞没有大太变化。 

结论  慢阻肺、慢支的患者，感染铜绿假单胞菌时引起细胞免疫紊乱及免疫功能障碍。 

 
 

PU-1970 

光激化学发光与其他梅毒血清检测方法的联合应用 

 
尹石华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油田胜利医院 

 

目的  探讨光激化学发光免疫分析（LICA）在梅毒感染血清检测中的应用。 

方法  用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TPPA）和血浆快速反应素试验（RPR）对 LICA 初筛阳性标本

进行进一步检测，并以 TPPA 为金标准对 LICA 进行确认。 

结果  19156 例血清标本经 LICA 初筛阳性的 318 例，318 例阳性标本经 TPPA 复检阳性 231 例，

阳性检出率为 72.6%；而 RPR 检测 78 例，阳性检出率为 24.5%。以 TPPA 为金标准，用 LICA 对

TPPA 初筛阳性及阴性标本各 50 例进行复检，LICA 敏感性为 100%（50/50），特异性为 98%

（49/50）。 

结论  LICA 敏感性优于 TPPA 和 RPR，重复性好，操作简便可自动化，易用于梅毒的临床初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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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71 

糖尿病肾病患者胰岛素抵抗与骨密度的关系的相关性研究 

 
刘兵 

东营市胜利石油管理局胜利医院 

 

目的  探讨胰岛素抵抗患者的肾小球滤过率，25 羟维生素 D3[25(OH)D3]，碱性磷酸酶与骨密度的相

关性。 

方法  选择 200 例糖尿病性肾病患者，60 例肾小球滤过率(eGFR)≥50ml/min 者为 A 组，60eGFR 

49~25ml/min 者为 B 组，80 例 eGFR 24~10ml/min 者为 C 组。分别检测其空腹血糖(FPG)，

HbA1c 尿素氮，血肌酐，血钙，血磷，尿蛋白，空腹胰岛素(Fins)，25(OH)D3，甲状旁腺素，并计

算 eGFR 及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对左侧股骨近端要肢体进行 BMD 测量，计算平均骨密度

值。 

结果  三组年龄，性别和体重指数，FPG 差异无显著(P>0.05)，糖尿病发病时间，慢性肾病病程，

尿蛋白，eGFR, HbA1c,Fins 和 HOMA-IR 差异有显著(P<0.05)。以 HOMA-IR<3.28 为非胰岛素抵

抗组，HOMA-IR≥3.28 为胰岛素抵抗组在、两组患者的左侧股骨近端骨质疏松程度、腰椎骨质疏松

程度和 25(OH)D3差异有显著(P<0.05)。 

结论  糖尿病肾病患者中发生胰岛素抵抗的骨代谢异常较为严重，糖尿病肾病骨代谢异常的发生与

肾脏损伤的程度和肾脏功能下降的速度密切相关。 languN Z-8Fbidi-language:AR-SA'>25 羟维生

素 D3[25(OH)D3]，碱性磷酸酶与骨密度的相关性。 

 
 

PU-1972 

血清脂联素与 19-9 联合检测在胰腺癌诊断中的意义 

 
史苇,谭超超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10000 

 

目的  研究血清脂联素与 19-9 联合检测在胰腺癌诊断中的意义。 

方法  检测 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 2 月入院的 60 例胰腺癌患者，90 例慢性胰腺炎患者和 40 例健

康人群中 CA19-9 和脂联素的含量，评价其单独检测和联合检测对于胰腺癌的诊断价值。 

结果  与慢性胰腺炎组相比较，胰腺癌组的 CA19-9 水平显著增高，脂联素水平显著下降。CA19-9

和脂联素联合诊断胰腺癌时，其诊断价值高于任一单独指标检测，其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

88.30%和 85.60%。 

结论  血清脂联素和 CA19-9 联合检测有利于早期发现和诊断胰腺癌，提高对胰腺癌的检出率。 

 
 

PU-1973 

应用六西格玛水平评价罗氏 E602 检测系统的正确度验证 

 
席向红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应用六西格玛（6σ）性能对 RocheE602 检测系统的正确度验证方案进行评价，为实验室选

择合适的验证方案提供参考。 

方法  通过测定保存的 TPSA、FERR 室间质评物、TG、CYFRA21-1、AMH、IL-6 质控品和

CYFRA21-1、NSE、N-MID、TP1NP、ACTH、HGH、A-FSHR、TG、FERR 项目校准品的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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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满足允许误差来评价其正确度性能，并根据项目的总允许误差（TEa）、变异系数（CV%）及

偏倚计算 σ 值，评价项目的分析性能。 

结果  室间质评物、质控品和校准品 15 个检测项目中，14 个项目的偏倚均在允许误差范围之内，

分析性能大于 3σ；室间质评物 FERR 1 个项目的偏倚不满足要求，性能小于 3σ。 

结论  罗氏 E602 检测系统的正确度验证方法均可满足检测要求，验证方案简便易行，具有可操作

性。 

 
 

PU-1974 

Serum C1q concentration positively correlates with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in 

polymyositis/dermatomyositis 

 
Liubing Li,Qian Wang,Chenxi Liu,Fengchun Zhang,Yongzhe Li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Objective C1q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classical complement pathway.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C1q concentrations in the sera of PM/DM patients. 
Methods C1q concentrations were measured in the sera of 87 PM/DM patients and 100 healthy 
subjects. In additi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1q concentration and laboratory indexes such as 
CK, AST, ALT, LDH, hsCRP, and ESR were also evaluated. 
Results Our data indicat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erum C1q concentration between 
PM/DM patients and healthy subjects. However, serum C1q concentrations were observed to b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M/DM patients in patients group with elevated ESR than in those with 
normal ESR (207.55 ± 37.54 mg/L and 180.69 ± 38.90 mg/L, respectively; P=0.008). Furthermore,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C1q concentration and ESR (P=0.002), but no 
association was observed with CK, AST, ALT, LDH, and hsCRP levels.  
Conclusions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C1q levels were elevated in PM/DM patients with higher 
ESR, and reveale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However, the exact role of the classical 
complement pathway in PM/DM needs further elucidation. 
 
 

PU-1975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中 IgG4 和 25 羟维生素 D 的相关性分析 

 
苏荣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分析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中 IgG4 含量与 25-羟维生素 D（25-(OH)D）是否存在相关性。 

方法  收集宁夏医科大学总院 2016 年 1 月至今在宁夏医科大学总院住院的 38 例确诊为 PBC 的患

者，随机收集确诊为急性胆管炎、急性胰腺炎、胰腺癌的患者各 30 例做为对照组，分析患者组中

生化指标、血清 25-羟维生素 D 含量与血清 IgG4 含量的相关性，并对患者组与对照组血清中 IgG4

含量的差异性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中生化指标 TBIL、DBIL、IBIL、GLB、AST、ALT、ALP、g-GT 及 25-

羟维生素 D 与血清 IgG4 含量均无相关性，患者组与对照组血清中 IgG4 含量没有差异。 

结论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中 IgG4 含量与生化指标及 25-羟维生素 D 含量无相关性，原发性胆汁性

胆管炎不属于 IgG4 相关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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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76 

Hepatitis B virus X protein modulates chemokine CCL15 
upregulation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Yue-Guo Li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cancer hospital and institute 

 
Objective Hepatitis B virus X protein (HBx) plays important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CCL15 could be a specific proteomic biomarker of HCC with 
tumorigenesis and tumor invas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Bx and CCL15 expression in HCC tissue and in vitro. 
Methods HBV–positive HCC pathological tissue samples and corresponding adjacent non-tumor 
liver tissues were collected. The expression of HBx and CCL15 was analyz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and western blot analysis in 
tissues or in vitro. 
Results The CCL15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s in HCC sampl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adjacent non-tumor liver tissues. The CCL15 express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HBx expression in HBV-positive HCC samples. The up-regulation of HBx induced 
CCL15 expression in vitro. The high expression score of CCL15 was significant associated with 
the poor prognosis of HCC patients. 
Conclusions The CCL15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HBx in HCC patients. The 
CCL15 may serve as a novel target in HBV-associated HCC therapy. 
 
 

PU-1977 

贝克曼-腾程产筛系统 

进行唐氏综合征产前筛查的质量控制应用研究 

 
江华 

湖北省襄阳市中心医院（湖北文理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建立各项筛查指标值监控和评价体系，为产前筛查提供统计分析与监测。 

方法  采用贝克曼-腾程产筛系统对我院唐氏综合征产前筛查的质量控制进行监测分析，在 2017 年

1 月 8 日到 2018 年 8 月 3 日时间范围内将甲胎蛋白、游离 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非联合雌三醇

的中位数倍数值排序，主要考察检测结果的批间差和中值与实际人群的吻合性。 

结果  此段时期唐氏阳性率为 5.5%。甲胎蛋白指标的中位数倍数(MOM 值)偏低，均值为 0.86，累

计曲线系统误差为-10%；游离 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指标的中位数倍数(MOM 值)合理，均值为

1.06，累计曲线系统误差为 10%；非联合雌三醇指标的中位数倍数(MOM 值)偏高，均值为 1.05，

累计曲线系统误差指标为 10%-15%。根据产前筛查的特性，各指标的月度 MoM 值稳定波动合

格。三项指标各略有偏离，基本在  10%左右，三项指标的偏离共同构成了唐氏阳性率保持在

5.5%。 

结论  通过该产筛系统可以灵敏地发现筛查数据的波动从而及时发现筛查体系中的各种可修正误差

因素并加以纠正，同时通过预设调整触发的规则，经过中值调整可以使唐氏综合征产前筛查各项指

标长期处于一个稳定而理想的水平，从而使筛查体系假阳性率下降至理想水平，并最大程度地提高

筛查检出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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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78 

自身免疫性抗体检测在系统性红斑狼疮中的探究 

 
陈永强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257000 

 

目的  自身免疫性抗体作为炎症性结缔组织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SLE）、夏普综合征（混合型

结缔组织病）、多发性肌炎/皮肌炎和进行性系统性硬皮病（PSS）的诊断标志物。抗 Sm 抗体与

高发病率的活性和非活性全身性红斑狼疮、混合性结缔组织疾病（Sharp 综合症）、风湿性关节

炎、干燥综合症、硬皮病、光敏性皮炎和药物性狼疮有关。抗核小体抗体见于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

血清中。狼疮病人中可以检测到典型的抗双链 DNA 抗体。抗双链 DNA 自身抗体存在于 SLE 疾病

的活动期，此期间的血清浓度表现出阳性水平与疾病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本研究主要针对自身免

疫性抗体检测在系统性红斑狼疮中的敏感性。 

方法  检测技术基于间接酶联免疫反应原理。 

结果  共检测自身免疫性疾病 151 人次，男性 56 例，女性 95 例。抗核抗体检测参考范围：（0.0-

1.0），大于 1，为阳性；抗 SM 抗体参考范围：(0.0-25.0)U/ml，大于 25U/ml，为阳性；抗双链

DNA 抗体筛查参考范围： (0.0-25.0)U/ml，大于 25U/ml 为阳性；抗核小体参考范围： (0.0-

20.0)U/ml，大于 25U/ml 为阳性。 

结论  系统性红斑狼疮中抗核抗体阳性率为 30.46%，抗 SM 抗体阳性率为 6.62%，抗核小体阳性

率为 17.21%，抗双链 DNA 抗体阳性率为 26.49%，所以抗核抗体检测对系统性红斑狼疮更具敏感

性。 

 
 

PU-1979 

乙肝血清学标志物和 HBV DNA 定量联合检测 

在乙肝病毒感染诊断中的相关性分析 

 
张兰 

甘肃省肿瘤医院,730000 

 

目的  分析乙肝患者的血清标志物和乙肝病毒(HBV)DNA 联合检测在 HBV 感染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以 2014 年 6 月－2018 年 1 月在甘肃省肿瘤医院就诊的 706 例乙肝患者血清样本作为研究资

料，分别采用 ELISA 定性试验和实时荧光定量 PCR(RT-PCR)检测 HBV 血清标志物 (HBsAg、抗-

HBs、HBeAg、抗-HBe、抗-HBc)和 HBV DNA 含量。 

结果  A 组（大三阳组，即 HBsAg、HBeAg、抗 HBc 阳性） HBV DNA 阳性率为 96.49%

（165/171） ;B 组（小三阳组，即  HBsAg、抗 HBe、抗 HBc 阳性） HBV DNA 阳性率为

37.56%(151/402) ;C 组(HBsAG+HBc)HBV DNA 阳性率为 51.10%(23/45) ; D 组（其他模型组，即

抗 -HBs、抗-HBe、抗-HBc 阳性(0/10)，抗-HBs、抗-HBc 阳性(4/28)，抗-HBe、抗-HBc 阳性

(3/15)，抗HBc 阳性(2/10)，抗-HBs 阳性（0/8），HBsAg 阳性(0/1)及全阴性(0/16)等）。 A 组 

HBV DNA 定量显著高于 B、C 两组 (P＜0．01 )。 

结论  乙肝血清标志物与 HBV DNA 联合检测在诊断 HBV 感染过程中起互相补充的作用，诊断结果

更加准确，可提供更有效的参考依据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136 

 

PU-1980 

Multiplex Immunoassays for Ovarian Cancer Serum 
 Biomarkers: An NCI Early Detection  

Research Network Study 

 
Jin Song1,Lori J. Sokoll1,Weizhuo Xu1,Jered J. Pasay1,Ce Wang1,Steven J. Skates2,Karin D. Rodland3,Tao 
Liu3,Christos Patriotis4,Daniel W. Chan1,Zhen Zhang1 

1.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Baltimore， MD， USA 

2.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Boston， MA， USA 

3.Pacific Northwest National Laboratory， Richland， WA， USA 

4.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Bethesda， MD， USA 

 
Objective Ovarian cancer is the fifth leading cause of cancer death among U.S. women and has 
the highest mortality rate of all gynecologic cancers. Due to the lack of effective screening tools 
and therapy, the mortality of ovarian cancer has not declined significantly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Most cases of ovarian cancer (∼75%) are diagnosed at an advanced stage of the 
disease. Whereas patients with early-stage disease will have a 5-year survival of >74%, those 
with advanced-stage cancer will have overall survival rates of only 19% to 30%. Although serum 
CA-125 followed by ultrasound for elevated tests has the necessary specificity, there remains 
concern about its sensitivity for early stage disease. The U-PLEX platform enables flexible 
multiplexing of immunoassays using Meso Scale Discovery (MSD)’s MULTI-ARRAY technology. 
Multiplex immunoassay simultaneously measuring multiple analytes in the same patient sample 
using minimum volume allows us to evaluate serum biomarker panels that can potentially 
complement CA-125 in the early detection of ovarian cancer. This study is aimed to develop and 
characterize multiplex immunoassays for a panel of serum biomarkers for ovarian cancer as part 
of the NCI’s Early Detection Research Network (EDRN) program. 
Methods Existing candidate serum biomarkers identified by multiple EDRN sites were triaged 
first through in silico mRNA analysis and then by a Mass Spectrometry-based approach. U-PLEX 
assays were developed for 8 selected biomarkers using a MESO QuickPlex SQ 120 system 
(MSD). Briefly, antibodies were conjugated with biotin and/or SULFO-TAG and antibody pairs 
targeting the specific isoform of the MS-identified peptides were screened. Immunoassays for the 
individual candidates were first developed on small spot streptavidin plates followed by 
develop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multiplex assays on U-PLEX plates. Spike & recovery, linearity, 
and cross-reactivity studies were performed. Two hundred and Thirty of healthy control and 
ovarian cancer patient sera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U-plex assays of 4 candidate biomarkers including two FDA approved markers (CA-
125 & HE4) were in-house developed with negligible cross-reactivity, recovery of 85-113%, intra-
assay or inter-assay precision of 4.1-9.9% or 2.5-14%, and wide dynamic ranges for target 
measurements. The sensitivity of the U-PLEX assay was at 32 pg/ml for CA-125 assay. The U-
PLEX assay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its respective monoplex assay using 30 patient sera (CA-
125: Pearson R/p value = 0.9969/<0.00001). Among 30 ovarian cancer sera with available CA-
125 values analyzed on the Tosoh Bioscience AIA-2000, the U-PLEX assay also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clinical measurements (Pearson R/p value = 0.9715/<0.00001). 
Conclusions The utility of the developed multiplex assays was demonstrated with sufficient 
analytical performance. The developed multiplex assays can be used to evaluate serum 
biomarker panels of ovarian cancer and other can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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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81 

丝切蛋白 1 的表达与肝细胞肝癌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赵瀛,张春燕,郭奕超,戴谦,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00 

 

目的  评估丝切蛋白 1（cofilin1）对肝细胞肝癌（HCC）预后判断的价值。 

方法  收集 2012 年 12 月至 2014 年 5 月诊断为 HCC，并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接受 HCC 切除

术的患者术后石蜡样本 126 例。对 cofilin1 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与评分，统计比较 cofilin1 的表

达水平与其他临床指标的相关性。利用 GraphPad 软件对 cofilin1 表达水平高低组进行生存分析，

研究其对患者术后复发与生存时间的影响。利用 Cox 回归风险比例模型研究导致 HCC 切除术后复

发的危险因素。 

结果  Cofilin1 组化染色评分只与复发情况显著相关。生存曲线显示 cofilin1 高表达组和低表达组患

者术后复发情况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 BCLC 分级 0 和 A 期亚组和肿瘤<5cm 亚组中术后复发

情况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 AFP≤20ng/ml 亚组和未侵袭亚组中则没有。在对两组患者术后生

存情况的研究中，发现 cofilin1 高表达组与低表达组在术后的生存时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

BCLC 分级 0 和 A 期亚组和肿瘤<5cm 亚组中有统计学意义；而在 AFP≤20ng/ml 亚组和未侵袭亚

组中没有。在 Cox 回归风险比例模型的单因素研究中，cofilin1 的表达对患者术后复发情况和生存

情况有预后价值。相应的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cofilin1（HR，1.647；95%CI，1.015-2.672）是

导致 HCC 患者切除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也是术后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HR，2.412；

95%CI，1.696-4.940）。 

结论  Cofilin1 表达水平与 HCC 患者术后复发及较短生存时间相关，是肝癌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

素，对接受 HCC 切除术的患者具有显著预后评估价值。 

 
 

PU-1982 

电化学发光法胃泌素释放肽前体（ProGRP） 

检测试剂盒的性能评价及临床应用评估 

 
沈隽霏,吴文浩,周佳烨,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00 

 

目的  对电化学发光法 ProGRP 检测试剂盒进行性能评价并对其临床应用进行评估。 

方法  收集临床血清标本包括 127 例肺癌患者（小细胞肺癌 48 例，非小细胞肺癌 79 例），40 例

肺部良性疾病对照，60 例其他肿瘤对照，20 例自身免疫性疾病对照，120 例表面健康人对照。使

用电化学发光法、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法和酶法三种 ProGRP 试剂盒检测血清 ProGRP 浓度，评

价电化学发光法 ProGRP 试剂盒的精密度、线性、正确度、参考区间以及三种试剂检测结果的一

致性，比较小细胞肺癌组 ProGRP 水平同对照组的差异，并通过 ROC 曲线分析单独使用 ProGRP

以及联用其他肺癌肿瘤标志物时诊断小细胞肺癌的性能，最后比较电化学发光法、化学发光微粒子

免疫法和酶法三种 ProGRP 试剂盒对小细胞肺癌的诊断效能。 

结果  电化学发光法 ProGRP 试剂盒两水平批内精密度为 1.2%和 0.8%，批间精密度为 2.2%和

0.9%，回收实验结果显示两水平定值样本回收率分别为 98.32%和 99.86%，线性范围 33.13 ～ 

4796 pg/ml，20 例表面健康人 ProGRP 水平均在 0 ～ 69.2 pg/ml 参考区间内，电化学发光法、化

学发光微粒子免疫法和酶法三种 ProGRP 检测试剂盒方法学比较相关性良好，ProGRP 诊断小细胞

肺癌的灵敏度为 79.2%，特异性为 95.3%；ProGRP 与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联合应用诊断小细胞

肺癌的灵敏度为 83.3%，特异性为 96.2%。在诊断效率 ROC 曲线比较中，电化学发光法、化学发

光微粒子免疫法和酶法的 ProGRP 检测试剂盒诊断小细胞肺癌的 AUC 面积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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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电化学发光法 ProGRP 试剂盒各项性能指标均符合检测要求，ProGRP 作为一项辅助诊断小

细胞肺癌的可靠指标，具有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 

 
 

PU-1983 

ELISA 双抗夹心法检测嗜铬蛋白 A 的性能评价及临床应用研究 

 
胡玉懿 1,吴蕙 1,韩序 1,2,张春燕 1,郭玮 1,楼文晖 1,2,潘柏申 1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00 

2.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普外科 

 

目的  验证 ELISA 双抗夹心法检测嗜铬蛋白 A（chromogranin A，CgA）的性能，评价其初步临床

应用价值。 

方法  方法学验证，参考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EP15-A，EP6-A 和 EP17-A 方案对

该项目的精密度、线性和定量检测下限进行验证。采用厂商提供的质控品验证正确度。选取 2011

年 10 月至 2015 年 6 月中山医院临床诊断为神经内分泌肿瘤（neuroendocrine neoplasm，NEN）

的患者 66 例、健康对照组 41 例和疾病对照组 65 例，比较三者 CgA 浓度的差异，并用受试者操作

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 曲线）和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评估 CgA 对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的诊断能力。 

结果  CgA 检测试剂盒检测血清 CgA 的批内 CV<14%、批间 CV<8%；正确度验证所测值的均值在

标示浓度范围中，偏倚<5%；在 8~740ng/ml 范围内线性良好（Y=0.793X-3.791，R2=0.988）；定

量检测下限为 7.93ng/ml。神经内分泌肿瘤组、健康人组和疾病对照组的 CgA 浓度之间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CgA 区分正常人以及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的 AUC 为 0.741，最佳诊断切点为

47.18ng/ml，诊断敏感性为 78.8%，特异性为 68.3%。 

结论  ELISA 双抗夹心法检测 CgA 试剂盒，具有良好的精密度、正确性、线性范围和检出下限，检

测性能符合临床要求；血清 CgA 的浓度在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中显著升高，CgA 的水平可以区分

健康人和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 

 
 

PU-1984 

幽门螺杆菌检测方法学发展与比较 

 
崔俊华,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00 

 

目的  评价幽门螺杆菌（Hp）检测方法的进展以及在 Hp 感染诊断中应用 

方法  回顾性评价现有的用于检测 Hp 的侵入性或非侵入性手段。 

结果  侵入性试验一般通过内镜获取组织样本后进行检测，包括组织学检查、分离培养与药物敏感

性试验、快速脲酶试验和分子生物学检查等；非侵入性试验包括尿素呼气试验、粪 Hp 抗原检测以

及 Hp 血清学检测。许多实验还可用于检测 Hp 的毒力和耐药性，以及监测胃肠道肿瘤或癌前病

变。 

结论  Hp 感染与许多胃肠道疾病有着密切关系，对其精确检测也尤为重要，在一定程度上为临床的

选择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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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85 

The Role of Nucleocapsid-specific IgM Antibody Response 
During The Disease Progression of Severe Fever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 

 
Yuxin Chen,Chao Wu 

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 

 
Objective Severe fever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 (SFTS) is an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 caused by SFTS virus (SFTSV) with a high fatality rate. Unfortunately, there is no 
effective treatment regimen for SFTS thus far. The dynamic profiles of antibody responses 
against nucleocapsid (N) protein, the most immunogenic viral antigen of SFTS, have not been 
dissected. 
Methods In current study, 34 confirmed SFTS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our cohort. SFTS-specific 
IgM and IgG responses were determined and quantifi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meanwhile, clinical presentations and laboratory parameters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during the disease progression of SFTS were also determined. 
Results 82.4% of patients had generated positive N-specific IgM antibody response within two 
weeks since illness onset, defined as ‘IgM+ patients’, while the rest of patients termed as ‘IgM- 
patients’; only 15.38% of patients generated N-specific IgG responses. The absence of N-specific 
humoral response was associated with high risk of fatality and severity of SFTS. IgM+ patients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level of viral load, less disturbed coagulopathy as well as hepatic and 
cardiac damage compared to IgM- patients. Further, mild SFTS patient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magnitude of N-specific IgM responses than that in severe and fatal patients. The abundance of 
N-specific IgM responses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viral loads, the coagulation 
disturbances and hepatic injuries within SFTS patients. 
Conclusions Our data suggest a protective role of N-specific IgM response during SFTS and 
further facilitate the clinical recovery of SFTS, supporting antibody-based therapy to combat this 
emerging pathogen. 
 
 

PU-1986 

低免疫原性脂肪源性干细胞在骨组织工程应用中的探索 

 
章明徐,曹兴禄 ,黄杰 ,邓少丽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目的  探索脂肪源性干细胞（Adipose- derived stromal cell,ADSCs）的分离，培养方法，及其经基

因修饰后在骨组织工程应用中作为种子细胞的可行性分析。 

方法  取 6 月龄贵州小香猪腹股沟脂肪组织，分离培养脂肪源性干细胞，构建低免疫原性脂肪源性

干细胞（ADSCs），检测其生物安全性，并验证修饰前后异体和异种移植的免疫排斥变化情况。 

结果  从小香猪脂肪组织中培养出来的脂肪源性干细胞，能稳定增殖传代，经 US 基因修饰后的

ADSCs 生物安全性检测未引起异体和异种移植的免疫排斥变化。 

结论  从脂肪组织中容易大量获得 ADSCs 并能稳定增殖传代，经基因修饰后的 ADSCs 生物安全性

检测结果显示有可能成为骨组织工程理想的种子细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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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87 

纳米技术在循环肿瘤细胞分离中的应用 

 
郑百慧,章明徐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目的  基于纳米技术的功能化材料（包括免疫磁珠、纳米线阵列等）被广泛应用于循环肿瘤细胞分

离研究中。本文对循环肿瘤细胞分离纳米技术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希望能够为肿瘤的诊断和

治疗提供帮助。 

方法  1、利用循环肿瘤细胞直径比其他血细胞大而发展的膜过滤法，密度比其他血细胞低而发展起

来的密度梯度离心法等。这些基于循环肿瘤细胞物理性质的方法优点是操作简单，成本低，有一定

的灵敏度，分离得到的循环肿瘤细胞活力保持的很好。但是特异性却不高，可能会漏筛密度相近或

直径小的循环肿瘤细胞。 

2、循环肿瘤细胞细胞膜表面特异性表达 CK、EpCAM 等表面抗原、免疫磁珠运用核壳的方法合成

核心为超顺磁性物质，外层为均匀包裹高分子聚合体、最外层为经过特定修饰可与循环肿瘤细胞表

面抗原结合的抗体的固相颗粒。一旦循环肿瘤细胞与之结合，可在外加磁力作用下分离出循环肿瘤

细胞，这种方法特异性高、灵敏度高。 

结果  血液中循环肿瘤细胞的高效分离是其检测的前提、是监测临床肿瘤转移过程提供重要依据，

因而开发效率高、灵敏度高、准确性好的分离技术的研究非常重要，纳米技术可提高分离效率和灵

敏度。但这种方法也存在一些缺陷：一方面由于循环肿瘤细胞表面标志物表达的多样性（及标志物

在循环肿瘤细胞表达存在量和种类的差距），因此偶联特定抗体的分离方法并不具有通用性。另一

方面由于抗体的成本高、稳定性差，大部分基于抗原抗体免疫识别的纳米技术成本居高不下。目前

唯一被批准用于临床的 Cell Search 系统发展的较为成熟。 

结论  纳米技术在循环肿瘤细胞分离中的应用还处在初步的研究和探索阶段。一方面随着肿瘤学的

研究和发展，循环肿瘤细胞更具特异性的标志抗原有待人们去发现。另一方面，基于致力从降低成

本和缩短时间的纳米技术有待进一步研究。总而言之，基于纳米技术的研究方法开拓了循环肿瘤细

胞分离方法的新方向，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价值。 

 
 

PU-1988 

不同稀释介质对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稀释测定的影响 

 
无琼 1,程歆琦 2,禹松林 2,国秀芝 2,王丹晨 2,夏良裕 2,尹逸丛 2,李洪雷 2,高学慧 2 

1.赤峰学院附属医院 

2.北京协和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不同稀释液、稀释比例对 2 种(Roche 和 Siemens)化学发光免疫学方法稀释测定抗甲状

腺球蛋白抗体(TgAb)的影响。 

方法  稀释验证试验。根据 Roche 系统的线性上限，选取 TgAb 值为 3000～4000IU/mL 高值血清

30 例，分别用蒸馏水、生理盐水、低值混合血清按 2 倍、4 倍、8 倍的比例进行稀释验证。同时根

据 Siemens 系统的线性上限，选取 TgAb 值为 300～500U/mL 的高值血清 30 例，分别用蒸馏水、

生理盐水、低值混合血清和配套稀释液按 2 倍、5 倍、10 倍的比例进行稀释验证。 

结果  用蒸馏水、生理盐水、低值混合血清按不同比例稀释后在 Roche 系统检测，稀释后原倍结果

的百分偏差分别为-74%～209%、-70%～268%、-67%～282%，稀释后与原倍结果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P＜0.05)。用蒸馏水、生理盐水、低值混合血清、配套稀释液按不同比例稀释后在

Siemens 系统检测，稀释后与原倍结果的百分偏差分别为-29%～343%、-17%～347%、-1%～

567%、-7%～555%，稀释后与原倍结果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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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无论使用何种稀释液对样本进行稀释，均会引入较大的误差，因此当 TgAb 检测结果超过线

性上限时，不建议对标本进行稀释。 

 
 

PU-1989 

胃功能血清检测指标与胃镜检查结果的对比与分析 

 
李辉,李永伟,张小倩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血清胃功能检测指标：胃蛋白酶原Ⅰ（PGⅠ）、胃蛋白酶原Ⅱ(PGⅡ)、及其比值 PGⅠ

/PGⅡ(PGR)、胃泌素-17 在胃相关疾病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根据胃镜检查结果将分析对象分为：正常组 60 例，胃炎组 52 例（其中慢性浅表性胃炎 33

例，慢性萎缩性胃炎 19 例），胃溃疡组 28 例，胃癌组 13 例（其中弥漫型胃癌 2 例），共 153 例

患者。对其定量检测胃功能血清学检测指标的含量 

结果  慢性萎缩性胃炎组和胃癌组 PGⅠ水平和 PGR 均较慢性浅表性胃炎组和胃溃疡组明显降低

（P<0.05），G-17 水平明显升高（P<0.05）；慢性萎缩性胃炎组、慢性浅表性胃炎组、胃癌组

PGⅡ水平明显低于胃溃疡组（P<0.05），而胃炎组较胃癌组 PGⅡ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胃炎组 G-17 水平明显高于胃溃疡组和胃癌组（P<0.05）。 

结论  血清胃功能检测指标 PGⅠ、PGⅡ、PGR 和 G-17 水平的变化与胃部疾病的病程变化有一定

相关性，对胃部疾病的诊断和筛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PU-1990 

综合性三级甲等中医院 HIV 初筛检测情况分析 

 
李辉,李永伟,张小倩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通过 10 年间在综合性三级甲等中医院就诊患者筛查 HIV 抗体检测情况，了解 HIV 抗体筛查

阳性结果人群的特点。分析特殊检测结果发生的原因。 

方法  统计分析 2007—2017 年 10 年内在该医院门诊和住院患者 HIV 抗体筛查情况。分析初筛阳

性人群分布特点，分析初筛实验中金标法和酶联免疫法检测异常结果发生的原因。 

结果  10 年间共检测标本 353793 例，初筛阳性人群年龄、性别、就诊科室、首诊病因、地区来源

等指标各具特点。初筛两种检测方法阳性 297 例，金标法阳性酶免法阴性的 18 例，金标法阴性酶

免法阳性的 8 例，两种检测方法都成不确定结果的 4 例。 

结论  由大数据分析可知，在综合性三级甲等中医院 HIV 初筛阳性人群具有一定特点，为重点人群

的监测和防治提供了依据。在检测工作方面，初筛实验工作要严格按照检测技术规范进行，做好结

果的分析判断，尤其是特殊结果的分析和调查，为进一步提高检测技术水平和完善检查策略提供指

导和帮助，为临床做出正确诊断提供帮助。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142 

 

PU-1991 

五种血清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对肺癌诊断的临床价值 

 
边旋利,卢发强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116000 

 

目的  探讨五种血清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CEA)、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细胞角蛋白 19 片

段(CYFRA21-1)、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SCC)和胃泌素释放肽前体(ProGRP)联合检测对肺癌诊断

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本院经病理学或细胞学确诊的 104 例原发性肺癌患者纳入肺

癌组（其中腺癌 44 例，鳞癌 32 例，小细胞肺癌 28 例），选取同期 81 例肺部良性病变患者纳为

肺良性疾病组（其中肺炎 28 例，肺结核 20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23 例，胸腔积液 10 例），及

同期 100 例健康体检者纳入对照组。采用化学发光微粒免疫检测法分别检测血清 CEA、NSE、

CYFRA21-1、SCC 和 ProGRP 水平。采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

或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比较分析 5 种血清肿瘤标志物单项检测、联合检测的灵敏

度、特异度和准确度。 

结果  肺癌组患者 5 项肿瘤标志物水平及阳性率均显著高于肺良性疾病组和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SCC 和 CYFRA21-1 在肺鳞癌患者表达较高，CEA 在肺腺癌患者表达较

高，而 NSE 和 ProGRP 在小细胞肺癌患者表达较高。5 项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灵敏度为 92.76

％，特异度为 84.02％，准确度为 89.17％，其中灵敏度和准确度显著高于各单项检测（P＜

0.05）。 

结论  血清 CEA、NSE、CYFRA21-1 、SCC 和 ProGRP 检测对肺癌有一定的诊断价值，联合检测

可提高肺癌诊断的灵敏度和准确率。 

 
 

PU-1992 

HIV 抗原抗体联检电化学发光法反应性结果与蛋白印迹法检测结

果的相关性探讨 

 
杨若男,高楠,王万海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对比分析艾滋病病毒(HIV)抗原抗体联检电化学发光法(ECL)反应性结果与蛋白印迹法(WB)确

证实验检测结果,找出 ECL 诊断 HIV 阳性病人的阈值,探讨 HIV 检测新策略 

方法  收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2 年 4 月至 2016 年 2 月 646 例病人复筛 ECL 及 HIV 确证试

验结果,对 23 例 WB 不确定结果进行随访确诊,回顾性分析两组检验资料;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ROC)评估 ECL 检测 HIV 抗体的能力。 

结果  ECL 检测方法的总阳性率为 59.44%(384/646),ECL 诊断 HIV 抗体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90,cutoff 值 32.17,灵敏度 97.10%,特异度 96.20%;以 cutoff 值为界值,COI≥32.17 的病人中

97.14%为真阳性,COI≥200 时,确证实验阳性率为 100%,COI<32.17 的病人中 96.23%为假阳性 

结论  ECL 检测值 COI 越大,WB 的阳性率越高,该结果可为采用酶联免疫试验检测 HIV 抗体的检测

策略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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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93 

Cul-3 蛋白通过调节细胞周期素 E 的泛素化影响肿瘤的发生 

 
张楠楠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SCF-E3 泛素连接酶亚基 Cul-3 蛋白是 Cullins 蛋白家族重要的成员，具有保守的 Cullin 序

列，Cul-3 蛋白与 RBX1 蛋白结合促使 Cul-3 蛋白的活化。 

方法  Cul-3 蛋白可以与细胞周期素 E（Cyclin E ）自由结合，进一步使蛋白进行降解，从而调控细

胞周期的发展。科研人员进行了 Cul-3 的基因敲除小鼠实验，发现 Cul-3 基因敲除后小鼠会在早期

胚胎 E6.5-7.5 死亡。随后的研究发现 Cul-3 的基因敲除会伴随有 Cyclin E 在蛋白水平的增加。敲

除 Cul-3 基因能够阻止外胚层细胞进入有丝分裂的 S 期。显示 Cul-3 基因对细胞周期具有重要调节

作用。 

结果  同时有研究也显示在小鼠胚胎发育过程中，Cul-3 蛋白的表达也是必不可少的。进一步在小鼠

Cul-3 基因敲除模型中发现 Cul-3 蛋白和 Cyclin E 的表达存在密切联系，Cul-3 蛋白的减少伴随着

Cyclin E 的增加。另外有研究发现，在肝脏细胞中敲除 Cul-3 同样伴随着 Cyclin E 的积累，也显示

了 Cyclin E 是通过 Cul-3 蛋白构成的 SCF-E3 泛素连接酶降解的。在肝脏中的研究进一步发现敲除

Cul-3，引起了肝细胞的扩张，进而研究显示肝细胞的 DNA 存在大量损伤，从而导致肝脏进一步的

衰老与死亡。在同时缺失 Cul-3 和 p53 的情况下，肝祖细胞会转化为恶性肿瘤细胞，在裸鼠的移植

瘤实验中发现能够形成未分化的肿瘤组织，而且也发现同时缺失 Cul-3 和 p53 的情况下，会导致原

发性肝癌的产生。研究人员在肾癌中也发现 Cul-3 的表达存在缺失。 

结论  在免疫系统 T 细胞和 B 细胞中，敲除 Cul-3 会影响 T 细胞和 B 细胞的分化。而且 Cul-3 的缺

失同样能够影响白血病、肺癌、淋巴瘤、乳腺癌以及前列腺癌的进展。 

 
 

PU-1994 

原发性肝癌患者外周血中循环肿瘤细胞与转移相关性的研究分析 

 
肖潇,房萌,高春芳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200000 

 

目的  研究原发性肝癌患者外周血中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CTC)与肿瘤转移的关系。 

方法  选取我院 19 例原发性肝癌患者为实验组,9 例健康人作为对照组。采用密度梯度离心与免疫

磁珠阴性富集相结合的方法分离 CTC,然后利用荧光原位杂交和免疫荧光技术进行 CTC 鉴定并计数,

整理患者病例信息及影像学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实验组中 CTC 数量≥2 个的患者有 5 例,阳性率为 26.32%(5/19),CTC 个数均值为(1.83±3.88)

个。对照组中 CTC 均未检出，特异性 100%。患者的性别、年龄、甲胎蛋白、甲胎蛋白异质体、

异常凝血酶原、门静脉癌栓、腹水与肿瘤转移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而 CTC 数量与

肿瘤转移相关(r=0.782，P＜0.01)。 

结论  原发性肝癌患者外周血中 CTC 的数量与肿瘤的转移有关,当 CTC 数量≥2 时,肿瘤更具有转移

倾向,有助于临床判断疾病进程和指导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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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95 

岩藻糖基化免疫球蛋白 G 在大肠癌患者血清中的表达 

 
冯惠娟 1,房萌 1,王蒙蒙 1,关雯倩 1,2,高春芳 1 

1.海军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200000 

2.福建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目的  免疫球蛋白 G（IgG）是血清中含量最丰富的糖蛋白，其肽段上糖链含量及结构

的变化可以作为肿瘤的辅诊指标。研究发现，岩藻糖基化 IgG（Fuc-IgG）在卵巢癌、

胃癌及肝癌患者血清中表达均有所升高。本研究通过基于 DNA 测序仪的荧光糖电泳

（DSA-FACE）方法，研究大肠癌患者血清中 Fuc-IgG 结构的特征性变化，为大肠癌

的临床诊断提供新的无创性辅诊指标。 

方法  收集大肠癌（CRC）、结直肠腺瘤（CRA）及健康对照（HC）样本共 327 例，随机分为建

模组（72 例）和验证组（255 例）。同时收集 15 例已完成结直肠癌根治术患者术前及术后 2 个月

的配对血清。通过 DSA-FACE 技术，检测各组中 Fuc-IgG 的表达并构建诊断模型。 

结果  与 CRA 及 HC 组相比，CRC 组血清中 peak1（无半乳糖-α-1,6-核心岩藻糖基化二天线糖链

结构）及 peak2（无半乳糖-α-1,6-核心岩藻糖基化平分型二天线糖链结构）表达均升高。构建诊断

模型 CRCglycoA（CRCglycoA =0.343peak1+0.247peak2+0.777CEA-11.751）及 CRCglycoB

（CRCglycoAB=0.087peak1+0.453peak2+0.478CEA-5.730）分别用于 CRC 与健 HC 及 CRC 与

CRA 的鉴别。在建模组及验证组中，CRCglycoA 曲线下面积（AUC）均高于 CEA（建模组：

0.84vs0.70，验证组：0.90vs0.74）。与 CEA 相比，CRCglycoA 的敏感性和准确性分别提高 8.3-

24%及 8.3-13.2%。CRCglycoB 的 AUC 也均高于 CEA（建模组：0.79vs0.73，验证组：

0.82vs0.76），其敏感性和准确性分别提高 25-27.5%及 12.5%-14.2%。CRC 术后血清中 peak2

表达水平降低具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岩藻糖基化 IgG 表达变化可用于大肠癌的诊断及鉴别诊断的辅诊指标。 

 
 

PU-1996 

332 例男性尖锐湿疣患者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状况分析 

 
陈光辉 

河南省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男性尖锐湿疣（CA）患者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及其基因型的分布，为临床诊断和

防治提供依据 

方法  通过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扩增后进行导流杂交，利用基因芯片对 332 例男性 CA 患者尖

锐湿疣组织进行 HPV-DNA 分型检测。 

结果   332 例男性 CA 患者标本中检出 HPV 阳性 239 例，阳性率为 71.99%（95%CI: 

67.16%~76.82%）。37 个亚型除 26、45、69、70 亚型外，其他亚型均有检出，其中 6 亚型阳性

率 最 高 （ 39.46% ， 95%CI: 34.20%~44.72% ） ， 其 次 为 11 亚 型 （ 22.59% ， 95%CI: 

18.09%~27.09%）（P<0.05）。HPV 阳性 CA 患者中，以单一感染为主（P<0.05），占 66.11%

（158/239），多重感染占 33.89%（81/239），多重感染又以二重感染为主（P<0.05）。单一感

染主要为低危型感染（P<0.05），多重感染主要为低危型和高危型同时存在的混合型感染

（P<0.05）。CA 患者主要分布于 20~29 岁年龄组，其次为 30~39 岁年龄组（P<0.05） 

结论   男性 CA 患者 HPV 感染的基因型主要为低危型 6、11，单一感染较为常见，患者主要集中于

20~29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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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97 

轮状病毒 Rotateq 及 Rotarix 疫苗 

VP8*蛋白的原核表达、纯化与鉴定 

 
邓中华,乐杨桦,陈杰,曹友德 

湖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大肠埃希菌原核表达体系，分别获得轮状病毒疫苗 Rotateq 及 Rotarix 的 VP8*基因表达

产物，为深入研究轮状病毒 VP8*蛋白的结构和功能奠定基础。 

方法  基因合成轮状病毒疫苗 Rotateq 及 Rotarix 的 P[8]型 VP8*基因序列，将其克隆到携带有 GST

标签的 pGEX-4T1 表达载体中构建重组质粒 pGEX-4T1-VP8*，测序正确后转化大肠杆菌 BL21

（DE3），通过 SDS-PAGE 电泳检测表达产物，并通过 Glutathione Sepharose 4B 纯化柱进行纯

化，Western Blot 鉴定。 

结果  SDS-PAGE 电泳结果显示分子量 52KD 处有深染带，Western-Blot 显示该处蛋白能与 GST

标签抗体结合。 

结论  成功构建了包含 Rotateq 及 Rotarix VP8*基因的重组表达载体 pGEX-4T1-VP8*，获得了可溶

性 GST-VP8*重组蛋白。 

标签抗体结合。 

 
 

PU-1998 

miRNAs 在丙型肝炎中的表达及对其预后评估的临床意义 

 
范智程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丙肝病毒基因型的多样性使泛基因治疗药物和疫苗的研发面临巨大挑战，同时，不同基因型

的患者其治疗效果不一致的作用机制仍然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探讨 miRNA 在 HCV 疾病发生，发

展中的作用，以及血清外泌体中的 miRNA-122, miRNA-155 能否作为一种生物标志物用来预测不

同基因型丙肝患者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 100 例丙肝患者，对其 HCV 进行基因分型后选出 36 例不同基因型的 HCV 患者和 10 例

健康人，从血清和外泌体中提取出总的 miRNAs，测定其血清和外泌体中的 miRNA-122, miRNA-

155 水平。用中位数和四分位间距（IQR）表示患者各项临床指标。以分参数检验进行组间变量的

比较。LOGISTIC 回归分析和 ROC 曲线分析用于找出用诊断价值的生物标志物，并得出其最适

cutoff 值。 

结果  通过对 36 例不同基因型的丙肝患者研究发现：HCV-6a 型患者血清和外泌体重的 HCV 病毒

载量最高，其次是 HCV-3a 型，而 HCV-1b 型的最低；血清和外泌体中的 HCVRNA 水平显著相

关。血清和外泌体中的 miRNA122 在各个丙肝基因组中均低于对照组；HCV-1b 型患者血清中的

miRNA-122 比其他三组都高，但无显著差异；HCV-1b 型患者外泌体中的 miRNA-122 水平明显高

于其在 HCV-2a 型和 HCV-6a 型中的水平；miNA-155 也有相似的趋势。miRNA-122/155 和 HCV 

RNA 的复制呈显著的正相关；单因素和多因素回归分析提示，血清中 miTNA-122 可能是影响

HCV 感染者治疗效果的独立因素，即患者在治疗前血清中的 miRNA-122 越高，其治疗效果越好。 

结论  miRNA-122，miRNA-155 在各个基因型中的表达量不同；血清中的 miRNA-122 在评估丙肝

治疗效果上有更高的诊断价值，是反应丙肝治疗效果的有潜力的生物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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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99 

自身抗体检测在自身免疫性肝病与病毒性肝病中的相关性 

 
曹新春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研究自身抗体检测在自身免疫性肝病与病毒性肝病中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30 例自身免疫性肝病患者和 40 例病毒性肝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

免疫印迹法和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所有患者血清中出现的与肝脏疾病相关的自身抗体。 

结果  自身免疫性肝病患者血清中有 26 例为 ANA 阳性，阳性检出率为 86.7%，40 例病毒性肝病患

者血清中有 6 例为 ANA 阳性，阳性检出率为 15.0%，数据差异显著，P<0.05。肝癌患者血清中的

ANA 阳性检出率为 27.2%，明显高于慢性乙型肝炎的 11.3%和乙肝后肝硬化的 8.3%，数据差异显

著，P<0.05。 

结论  自身抗体与肝损伤程度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因此，针对肝病患者应该着重自身抗体的检测，

不断提高自身免疫性肝病的阳性检出率，为肝病的临床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PU-2000 

选择性自噬特异性降解肿瘤微环境中 IL-2/4/6 诱导的 

非对称性精氨酸甲基化 90 kDa 核蛋白（p90aDMA） 

 
曹雪蕾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蛋白精氨酸甲基化修饰介导产生非对称性二甲基精氨酸（aDMA）和对称性二甲基精氨酸

（sDMA）。目前，肿瘤微环境中低氧、饥饿或细胞因子是否调节 aDMA 或 sDMA 尚未得知。 

方法  Western Blot 检测肿瘤细胞中内源性以及应用白介素和（或）雷帕霉素刺激的 aDMA 和

sDMA 修饰蛋白的表达及核定位或自噬关键分子 LC3 的表达。应用甲基化转移酶抑制剂 AdOx

后，Western Blot 检测经白介素处理的乳腺癌细胞中 p90aDMA 和 p70aDMA 的表达。应用自噬抑

制剂 3-MA 或自噬相关基因 ATG5 的小干扰后，Western Blot 检测经雷帕霉素处理的乳腺癌细胞中

p90aDMA 和 p70aDMA 的表达。 

结果  我们发现 aDMA 或 sDMA 修饰的分子量 70 或 90 kDa 的蛋白 p90aDMA、p70aDMA 和

p90sDMA 广泛表达于乳腺癌细胞系中。值得关注的是白介素 IL-2、IL-4 和 IL-6 而非 IL-8 促进

p90aDMA 而非 p90sDMA 在核中积聚；并且上述效应受到 AdOx 的抑制。这表明肿瘤细胞中内源

性蛋白受到 aDMA 的修饰作用。而且，乳腺癌和宫颈癌细胞对低氧、饥饿和雷帕霉素发生应激，

导致内源性 aDMA 修饰的蛋白的降解。然而，IL-2/4/6/8 对乳腺癌细胞中基础水平和雷帕霉素诱导

的自噬无显著影响。但阻断自噬能逆转雷帕霉素诱导乳腺癌细胞中 p90aDMA 和 p70aDMA 蛋白降

解。与之相反，雷帕霉素诱导乳腺癌细胞中 p90sDMA 的聚集。 

结论  我们的研究加深了在不同应激反应中精氨酸甲基化调节网络复杂性的认识，并且首次证实了

aDMA 作为选择性自噬降解底物的特异性信号。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147 

 

PU-2001 

Lack of Siglec-9 expression identifies a dysfunctional 
natural killer cell subset associated with persistent HBV 

replication 

 
Di Zhao 

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Siglec-9 is a MHC-independent inhibitory receptor selectively expressed on CD56dim 
NK cells with mature phenotype. Its role in chronic infection diseases has not been investigated 
yet. Here we for the first time studied the association of NK Siglec-9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CHB) 
infection. 
Methods Flow cytometry was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expression of Siglec-9 and other 
receptors on peripheral NK cells.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was used to detect Siglec-9 
ligands on liver biopsy tissues. Siglec-9 blocking assay was carried out and cytokine synthesis 
and CD107a degranulation was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Results Flow cytometry was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expression of Siglec-9 and other 
receptors on peripheral NK cells.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was used to detect Siglec-9 
ligands on liver biopsy tissues. Siglec-9 blocking assay was carried out and cytokine synthesis 
and CD107a degranulation was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Conclusions Enrichment of dysfunctional Siglec-9neg NK cells might represent a novel 
mechanism for virus-induced NK anergy and Siglec-9 blockade might be of potentially 
translational significance. 
 
 

PU-2002 

抗缪勒管激素对卵巢功能的调节及预测作用 

 
张丽娟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257000 

 

目的 抗缪勒管激素(AMH)抗体在女性卵巢的卵泡发育中发挥重要作用。AMH 浓度在女性出生时几

乎测不出，在青春期后达到最高水平，之后随年龄增长逐步下降，在停经后无法测出。AMH 在评

估卵巢储备功能上有许多的优点,AMH 的表达并不依赖于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因此,在整个月经周

期中其血清浓度均保持稳定。AMH 浓度可精确反映卵泡的储备情况,被认为是一个预测卵巢储备的

灵敏指标，以反映窦前卵泡数量，即所谓的卵泡数目，以及用来预示对控制性促排卵的反应。 

方法 电化学发光法 

结果 统计 513 例女性 

数据统计如下：              降低           

女性 20-24 岁： 26 例          3 例          

女性 25-29 岁： 47 例         13 例          

女性 30-34 岁： 51 例          7 例          

女性 35-39 岁：155 例         49 例          

女性 40-44 岁：179 例         20 例          

女性 45-50 岁： 51 例         18 例          

女性 50 岁以上： 4 例          3 例    

结论 各年龄段抗缪勒管激素水平降低所占比例显示：20-24 岁占比例为 11.5％；25-29 岁占比例为

27.66％；30-34 岁占比例为 13.7％；35-39 岁占比例为 31.6％；40-44 岁占比例为 11.2％；45-50

岁占比例为 35.3％；50 岁以上占比例为 75％。AMH 在监测卵巢储备力方面具有其他指标所不可

比拟的优势，其可更早期、更准确地预测妇女卵巢储备的变化，有助于临床医师评估卵巢功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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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卵巢功能障碍患者制订最佳的生育方案。依据 AMH 在卵泡募集上的作用推测将来外源性重组

AMH 有望成为一种新的避孕方式，甚至能够延迟生殖老化。 

 
 

PU-2003 

Trichinella spiralis infection:  
an interactive multifactorial process. 

 
Ruoyu Pe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article reviews recent advances in the study of miRNA in parasites in order to 
provide new thoughts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parasite pathogenic mechanism. 
Methods We have made new progress of research on miRNA of parasites, but the key miRNA 
relevant to the parasite and host interaction still lacks reports. 
Results MicroRNA (miRNA) is a class of small non-coding RNA (19-24 nucleotides long) 
generated from endogenous transcripts which induce target mRNA transcriptional repression or 
degradation through complementary binding to target mRNAs, thus play critical roles in gene 
expression and regulation in parasite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morpha and sex differentiation, 
nutrition metabolism and pathogenic process. 
Conclusions thus play critical roles in gene expression and regulation in parasite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morpha and sex differentiation, nutrition metabolism and pathogenic process. 
 
 

PU-2004 

ROC 曲线分析血清 IgG4 和 IgE 对儿童过敏性鼻炎的诊断价值 

 
丁爽,陈卫民,王玮,马萍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21000 

 

目的 检测血清免疫球蛋白（Ig）G4 和 IgE，探讨两者在儿童过敏性鼻炎的临床价值，为儿童过敏

性鼻炎的诊断、治疗和预防提供重要实验室依据。 

方法 分析 2017 年 2 月至 2017 年 5 月间我院门诊儿童过敏性鼻炎患者 216 例，同期健康对照组

50 例。采集临床疑似儿童过敏性鼻炎病人的血标本进行过敏源检测、速率散射比浊法测定 IgG4 和

IgE。采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过敏性鼻炎组患儿血清  IgG4 和 IgE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统计学意义（P 

<0.05）。两者检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IgG4 81.04%，67.96%；IgE 68.51%，59.22%。血

清 IgG4 和 Ig E 联合检测在过敏性鼻炎中的阳性率均比单独指标检测的阳性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0.05）。ROC 曲线分析显示 IgG4、Ig E 及 IgG4 和 Ig E 联合检测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0、0.69 和 0.89。 

结论 IgG4 是儿童过敏性鼻炎较好的辅助诊断指标，其诊断效能明显优于 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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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05 

化脓性脑膜炎与病毒性脑膜炎的鉴别指标 

 
刘乐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21000 

 

目的 探究血清 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α1-酸性糖蛋白（α1-acid glycoprotein，

AAG）和脑脊液免疫球蛋白（Immunoglobulin，Ig）联合检测在鉴别诊断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类型的

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我院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收治的 50 例中枢神经系统化脓性感染患者（化脓

组），50 例中枢神经系统病毒性感染患者（病毒组），50 例同期入院非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患者(对

照组)分别进行血清 C-反应蛋白、α1-酸性糖蛋白和脑脊液免疫球蛋白检测，分析比较检测结果。 

结果 化脓组和病毒组的各项检测指标都高于对照组，且化脓组的血清中 CRP、AAG 和脑脊液中

IgG、IgA 显著高于病毒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1)。对各指标绘制受检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鉴别化脓性感染和病毒性感染，血清中 CRP、AAG 和脑脊液中

IgG、IgA 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ROC curve，AUC）>0.7，具有诊断价值；同时得出化脓

组 和 病 毒 组 的 较 好 临 界 值 分 别 为 CRP （ 18.40mg/l ） 、 AAG （ 119.00mg/dl ） 、 IgG

（45.40mg/l）、IgA（8.11mg/l）。 

结论 通过检测患者血清中的 CRP、AAG 以及脑脊液中的 IgG、IgA、IgM，能够鉴别出中枢神经系

统感染患者中化脓性感染和病毒性感染，这对早期诊断治疗有重要作用。 

 
 

PU-2006 

可溶性 ST2 检测在心力衰竭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李贞贞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257000 

 

目的 心力衰竭（简称心衰）发病率高，是当今最重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ST2 作为新一代心衰管

理标志物，在心衰患者的诊断、治疗、预后评估及风险预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实验中检测心衰

患者血清中可溶性 ST2 的水平变化，分析其与 NT-proBNP 的相关性，并明确 ST2 水平与心力衰

竭患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探讨 ST2 在心力衰竭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东营地区 2017 年 11 月~2018 年 3 月期间来本院就诊患者 200 例，将其分为健康对照组

和心力衰竭组，并按纽约心脏协会(NYHA)心功能标准对心力衰竭患者进行分级，检测血清中的可

溶性 ST2 和 NT-proBNP 水平。 

结果 与健康人群相比，心衰患者 ST2 有不同程度升高，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心衰患者的

NT-proBNP 水平也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心力衰竭患者的

ST2 浓度水平在不同分级组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 ST2 血浓度水平随着心力衰

竭程度的加重而加重。 

结论  ST2 指标与心力衰竭患者严重程度呈相关性，可用于心力衰竭严重程度的评估，在心衰患者

的诊断、治疗、预后评估及风险预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ST2 联合 NT-proBNP 检测对诊断心力衰

竭效果更佳。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150 

 

PU-2007 

Serum IgG4 was increased in Chinese eosinophilic 
granulomatosis with polyangiitis patients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number of organs involved 

 
ziyan wu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Objective Aimed to evaluate the distribution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 of serum IgG subclass in 
Chinese eosinophilic granulomatosis with polyangiitis (EGPA) patients. 
Methods  We enrolled 49 EGPA, 27 GPA, 31 MPA patients and 30 HC. Serum IgG subclass was 
measured by immunonephelometric assay. 
Results Using 135 mg/dL as a cut-off value for IgG4, 15 EGPA patients (30.61%) had elevated 
IgG4. In addition, that for granulomatosis with polyangiitis (GPA) and microscopic polyangiitis 
(MPA) were 2 (7.40%) and 1(3.33%). IgG4 level of EGPA (65.60 mg/dL)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GPA (32.70 mg/dL, p=0.0021), MPA (30.00 mg/dL, p=0.0021) and HC (28.55mg/dL, 
p=0.0002). Also, higher IgG4/IgG ratio (%) was witnessed in EGPA (6.44 %) than those of GPA 
(3.22%, p=0.0127), MPA (2.89 %, p=0.0055) and HC (2.12%, p<0.0001).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IgG4 and the number of affected organs (r=0.32, p=0.024). And the 
same trend was also witnessed between serum IgG4 and ESR (r=0.34, p=0.017).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our study figured out that serum IgG4 was increased in Chinese 
EGPA patients. And the level of IgG4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number of organs 
involved. But further study was needed to explore the pathogenic role of IgG4 and ANCA IgG4 
subclass in EGPA. 
 
 

PU-2008 

结核感染相关差异基因的甲基化芯片筛选及验证 

 
巫丽娟,辛兆丹,黄燕春,张晶雅,庄杰,应斌武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应用甲基化芯片筛选活动性结核患者 DNA 甲基化水平显著变化的基因并扩大样本量进行验

证。 

方法 (1)纳入 9 例活动性结核患者、3 例潜伏性结核患者和 3 例健康对照（年龄与性别均匹配），

分别提取人全血单个核细胞 DNA 并进行亚硫酸盐转化，与 Illumina 芯片杂交，比较结核组与健康

组甲基化差异基因，对差异基因进行 GO 功能和 Pathway 功能分析并与表达芯片进行联合分析。

(2) 收集活动性结核患者与健康对照各 60 例（年龄与性别均匹配），分别提取全血 DNA 并进行亚

硫酸盐转化，使用焦磷酸测序方法对甲基化芯片预测出的结核病相关基因（IFNGR2、PTPN6、

CRK1、ATP6V0B、WIF1、DKK1 和 SFRP1）进行甲基化程度检测；RT-PCR 方法进行上述基因

mRNA 表达检测 

结果 (1) 活动性结核患者与健康对照相比，呈现低甲基化改变的片段占绝大部分（2）大部分的甲

基化差异片段（DMRs）位于基因主体区域。（3）GO 分析与 Pathway 分析结果显示，甲基化差

异基因的功能主要富集在白细胞分化、凋亡、细胞因子调节及炎症反应等与结核病密切相关的生物

过程中。 (4) 待后续验证的 7 个结核病相关甲基化差异基因 IFNGR2、PTPN6、CRK-1、

ATP6V0B、WIF1、DKK1 和 SFRP1 包含 32 个 CpG 位点，其中，16 个 CpG 位点显示出统计学

差异（p<0.05），分布于 6 个基因：PTPN6、WIF1、CRK1、SFRP1、DKK1、IFNGR2。 

结论 本研究证实在 MTB 感染过程中存在基因组 DNA 的甲基化状态改变，且以低甲基化变化为

主。SFRP1 基因和 CRK-1 基因 mRNA 在结核组中表达上调。SFRP1 和 CRK-1 在结核病发病过

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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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09 

Autophagy related gene ATG3 polymorphisms  
and Susceptibility to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infection in Western Chinese 

 
Lijuan Wu1,Jing Li1,2,Xuejiao Hu1,Hao Bai1,Binwu Ying1 

1.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2. Panzhihua Central Hospital 

 
Objective Autophagy is considered to be a major and effective mechanism for the removal of 
intracellular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However, an ATG3-modulating autophagy in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has known to be very little. Therefore, we investigated the autophagy 
related gene ATG3 polymorphisms and Susceptibility to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infection in 
Western Chinese. 
Methods The three SNPs (rs2638029,rs2638037, rs3732817) in ATG3 were genotyped in 476 
TB patients and in 475 healthy subjects using a custom-by-design 48-Plex SNPscan Kit. 
Autophagy associated gene polymorphism and tuberculosis susceptibility were studied by the 
three SNPs (rs2638029,rs2638037, rs3732817) in ATG3, which associations with the genetyping , 
clinical basic characteristics, inflammatory index and anti-TB drug-induced adverse reactions 
(anaemia, leukopenia, thrombocytopenia, hepatotoxicity, and chronic kidney damage) were 
subsequently assessed in a follow-up analysis. 
Results  Interesting, we found that rs2638037 G allele within ATG3 gene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the increased risk for pulmonary TB [OR =1.37, 95% =1.04-1.79, p = 0.024], and the 
dominant model (GG+GA versus. AA)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the increased risk for 
tuberculosis [OR =1.33, 95% =1.02-1.72, p = 0.032].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trongly suggest that rs2638037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anti-TB drug-induced anemia (P<0.001). Further population validations and definite mechanism 
studies are needed to confirm these results. 
 
 

PU-2010 

ntegrating exosomal microRNA and electronic  
health data improves tuberculosis diagnosis 

 
Xuejiao Hu1,Shun Liao1,2,Hao Bai1,Lijuan Wu1,Minjing Wang1,Binwu Ying1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2.The Donnelly Centre for Cellular and Biomolecular Research， University of Toronto， ON， Canada 

 
Objective Tuberculosis (TB) is difficult to diagnose under complex clinical conditions. Diagnostic 
information from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EHRs) remains insufficient. Exosomal miRNAs have 
emerged as promising disease biomarkers. We aim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of exosomal 
miRNAs and EHRs to assist with TB clinical diagnosis. 
Methods A cohort of 407 individuals were interrogated through a multi-stage approach. 
Exosomal miRNA expression was profiled using microarray and qRT-PCR. EHR and follow-up 
patient information were collected accordingly.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iRNAs (DEMs) were 
selected in the discovery phase and validated in the prospective selection and testing phases. 
The ‘EHR + miRNA’, ‘miRNA only’ and ‘EHR only’ models were established by using the Support 
Vector Machine algorithm.  
Results A total of 370 individuals were finally enrolled. Six DEMs (miR-20a, miR-20b, miR-26a, 
miR-106a, miR-191, and miR-486) were found to be over-expressed in pulmonary tuberculosis 
(PTB) and tuberculous meningitis (TBM) patients as compared to those in the controls. The ‘EHR 
+ miRNA’ model showed a superior clinical diagnostic efficacy, with an AUC increased to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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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CI 0·80-0·99) in TBM and 0·97 (0·87-0·99) in PTB, respectively. Model feature analysis 
determined that miR-20b, miR-191 and miR-486 were promising diagnostic biomarkers for TB. 
The DEMs presented a decreased trend after 2-month intensive therapy (adjusted-p = 4·80 ×10-5).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concluded that a combination of miRNAs and EHRs by using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potentially improved the TBM and PTB clinical diagnoses. Further validation is 
warranted. 
  
 

PU-2011 

IL-1B 及 IL-1RN intron2 基因多态性与大肠癌易感性的关系 

 
邢培祥,阚士峰, 杨发林, 姜金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白细胞介素-1B（IL-1B）和白介素-1RN（IL-1RN）基因多态性在中国山东地区汉族人大

肠癌中的分布特征。 

方法  用基因分型芯片检测山东地区汉族人 490 例大肠癌、396 例腺瘤性息肉、516 例非腺瘤性息

肉及 312 例慢性结肠炎和 648 例不相关联的健康对照人群的 IL-1B–31C/T、-511C/T 单核苷酸多态

性（SNP）；以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IL-1RN 内含子 2（intron2）基因多态性(VNTR)。以 PCR-

RFLP 随机分析部分样本验证基因芯片分型结果。以 ELISA 测定 IL-1b、IL-1ra 血清水平。 

结果 （1）在大肠癌组、腺瘤性息肉组及慢性结肠炎组：IL-1β 和 IL-1ra 血清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

组；IL-1B-511T 携带者血清 IL-1b 水平均显著高于其相应 CC 纯和子及非腺瘤性息肉组和健康对照

组(P<0.05), 而其 IL-1ra /IL-1b 比值显著低于非腺瘤性息肉组及对照组(P<0.05)；（2）大肠癌组 IL-

1B-511TT 频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OR=1.55，95%CI=1.10～2.18），二组间 T 等位

基因频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OR=1.31，95%CI=1.05～1.63）。（3）直肠癌及管状腺

癌组-511TT 频率及 T 频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低分化管状腺癌组-511TT 频率（61.90%）显著高

于对照组；而其 CT 频率（19.05%）显著低于对照组，其 OR(95％CI)分别为,TT: 4.57（1.96～

10.65）及 CT:0.23（0.08～0.64）；中分化及低分化管状腺癌组-511T 频率均 显著高于对照组，

其 OR(95％CI)分别为： 5.80（1.24～27.08）及 2.35（1.24～4.59）。 

结论 IL-1B-511TT/T 可能是大肠癌易感风险因素，而–511T 则可能是中分化及低分化管状腺癌易感

风险因素。 

 
 

PU-2012 

G 试验和 GM 试验联合检测在儿童 ICU 患者 

侵袭性真菌感染早期诊断中的应用 

 
李朋朋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 

 

目的 探讨 G 试验和 GM 试验在儿童重症加强护理病房（ICU）患者侵袭性真菌感染早期诊断的应

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4 月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新生儿 ICU 和儿科 ICU 患者

167 例，平均年龄 8.6 个月，男性 102 例，女性 65 例。其中临床确诊为侵袭性真菌感染的患者 47

例，疑似感染患者 12 例，非侵袭性真菌感染的患者 108 例，选取同时期 68 例健康婴幼儿作为对

照组，以培养真菌阳性或者临床症状典型判定为真菌感染。分别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ELIsA)

和比色法进行检测患者血浆 1,3-β-D 葡聚糖（G 试验）和半乳甘露聚糖（GM 试验）水平，对比 G

试验值 GM 试验值。分别计算 G 试验、GM 试验以及联合检测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

（PPV）、阴性预测值（N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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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G 试验的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 91.5%、86.7%，GM 试验的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 34.0%、

95.0%；G 试验和 GM 试验的阳性预测值（PPV）、阴性预测值（NPV）分别为 84.3%、92.9%和

84.2%、64.8%；G 试验联合 GM 试验的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 27.7%、98.3%，阳性预测值

（PPV）、阴性预测值（NPV）分别为 92.9%、63.4%。G 试验的灵敏度以及阴性预测值均高于

GM 试验；GM 试验的特异度高于 G 试验；G 试验与 GM 试验的阳性预测值基本相同；G 试验联合

GM 试验检测的灵敏度以及特异度均高于单独的 G 试验或 GM 试验。 

结论 G 试验联合 GM 试验能够提高诊断准确性，降低假阳性或者假阴性的发生率，为儿童 ICU 患

者侵袭性真菌感染的快速诊断提供有效的实验室依据。 

 
 

PU-2013 

TNF-α 及 IL-6 基因多态性与大肠癌易感性的关系 

 
邢培祥, 阚士峰, 杨发林 ,姜金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以及白细胞介素-6（IL-6）基因多态性与中国山东地区汉族人

大肠癌发生发展的关系。 

方法 采用基因芯片技术检测 TNF-α -238G/A、-308G/A 以及 IL-6 -174G/C/-572G/C/-597G/A 位点

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并采用 ELISA 测定 TNF-α 及 IL-6 血清水平。通过病例-对照研究方法

分析 490 例大肠癌与 TNF-α -238/-308 及 IL-6 -174/-572/-597 SNPs 的关系。采用 χ2、t 检验行相

关指标的比较分析；以比值比(OR)及其 95％可信区间(95％CI)估计相对风险。 

结果 （1）大肠癌组 TNF-α -308AA 频率显著高于对照组（χ2 =6.15，P<0.05）； IL-6-572CC 频

率显著低于对照组（χ2 =4.97，P<0.05）。（2）结肠癌，管状腺癌及高、中分化腺癌 TNF-α -

308AA 频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其 OR(95％CI)分别为：2.31（1.17～4.55）、2.32（1.28～

4.21）、2.05（1.01～4.15）及 5.88（1.79～19.3）。（3）大肠癌组 TNF-α -308AA 携带者 TNF-

α 血清水平显著高于 G 携带者(t=2.13, P＜0.05)及对照组 AA 携带者（t=2.13， P＜0.05)，IL-6 血

清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t=6.74，P＜0.001）。 

结论 TNF-α-308，IL-6–572 SNP 与山东地区汉族人大肠癌相关。 

 
 

PU-2014 

TLR8 在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的表达 

及与细胞因子 TNF-α、IL-1β 和 IL-6 相关性分析 

 
何志强,杨恒,李永伟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研究 Toll 样受体 8 在类风湿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的表达情况，同时探讨 TLR8 与类风湿关

节炎不同分期炎性细胞因子的相关性，为进一步研究 TLR8 与类风湿关节炎的发生发展做铺垫。 

方法  应用 Real-time PCR 检测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和健康对照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的

TLR8 mRNA 的转录差异；应用流式细胞仪检测 PBMC 中各细胞群体的 TLR8 表达情况；ELISA

方法检测 RA 患者和健康对照者外周血细胞因子 TNF-α、IL-6 的水平及关节腔积液中 IL-1β 水平。 

结果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 PBMC 中 TLR8 表达显著高于健康对照者（P<0.01）；在外周单个核细胞

中，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单核细胞上 TLR8 表达显著高于健康的对照者单核细胞上 TLR8 表达量

（P<0.01）；TLR8 表达量与外周血 TNF-α、IL-6 及关节腔积液 IL-1β 水平呈正相关性且与类风湿

关节炎的临床分期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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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TLR8 与类风湿关节炎有明确相关性，且与疾病临床分期相一致，这个结论为探讨类风湿关

节炎的发病机制和临床治疗评价提供实验依据，也为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靶点提供新的思路。 

 
 

PU-2015 

TLR8 受体激动剂 CL075 对宫颈癌细胞生物学行为的作用研究 

 
杨恒,何志强,李永伟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明确 TLR8 在人宫颈癌细胞系 Hela 中的表达情况，探讨 TLR8 受体激动剂 CL075 对 Hela 细

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方法 应用 Real- Time PCR 和间接免疫荧光法确定 TLR8 于 Hela 细胞上表达；TLR8 激动剂

CL075 共培养作用于 Hela 细胞，MTT 法检测刺激后 Hela 细胞增殖情况，PI 染色后流式细胞仪分

析细胞周期变化；PI-AnnxinV 爽染检测刺激前后 Hela 细胞凋亡。 

结果 Real- Time PCR 和间接免疫荧光法证实人宫颈癌细胞系 Hela 细胞上存在 TLR8 受体转录和

表达；经 TLR8 激动剂 CL075 作用后促进 Hela 的增殖，促使 M 期细胞比例增多；凋亡细胞刺激前

后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TLR8 受体激动剂 CL075 能够促使宫颈癌细胞系 Hela 细胞的增殖和分裂，该研究为探讨宫颈

癌的发生机制和治疗靶点提供实验依据。 

 
 

PU-2016 

细胞因子 IL-35 免疫抑制作用的分子机制初探 

 
李雪芬,董月皎,钱周杰,陈瑜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310000 

 

目的 白细胞介素-35（IL-35）是 IL-12 家族的新成员，我们前期研究发现其对效应性 T 细胞具有明

显抑制作用。本研究主要探索细胞因子 IL-35 发挥免疫抑制效应的相关信号传导通路。 

方法  利用 Ficoll 淋巴细胞分离液从健康成人外周血中分离单个核细胞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并进一步通过免疫磁珠法从 PBMC 中分离纯化 CD4+T、CD8+T 细

胞，分离后的 CD4+T、CD8+T 细胞经非特异性磁珠 CD3/28 与 100ng/ml 的重组 IL-35 蛋白刺激培

养 6 天（实验组），同时设空白对照组（0 ng/ml IL-35）。运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流式细胞术、

Western 印迹方法检测刺激培养后的 CD4+T 细胞及 CD8+T 细胞中相关酪氨酸激酶（JAK）/信号转

导与转录活子（STAT）信号通路的激活情况。 

结果 激光共聚焦可见 STAT1 及 STAT4 蛋白在 CD4+T 细胞内的高表达，未加入 IL-35 则无明显

STAT1/STAT4 蛋白表达；流式结果显示加入 IL-35 刺激的 CD4+T 细胞内 STAT1、STAT4 表达含

量明显升高，与空白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P=0.019，P=0.029），而 STAT2、STAT3 表达含量

未见显著变化（P=0274，P=0.357）；Western 印迹亦显示经过 100 ng/ml 重组 IL-35 蛋白刺激培

养后的 CD8+T 细胞胞浆高表达 STAT1 及 STAT4 蛋白，同时其上游的 JAK1/TYK2 亦明显上调。 

结论 细胞因子 IL-35 对效应性 T 细胞的免疫抑制作用可能与其激活 T 细胞内的 JAK/STAT 信号通

路密切相关，此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明确 IL-35 发挥免疫效应机制提供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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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17 

不同体位对肾素浓度、血浆醛固酮浓度 

及其比值对高血压的诊断价值 

 
韩惠丽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由于血浆肾素活性(PRA)检测技术的操作复杂和不同实验室之间结果的重复性差等问题，PRA

检测的价值和实用性受到挑战，随着化学发光法的推广应用，血浆肾素浓度(PRC)开始逐步替代

PRA 技术。本文探讨卧、立位血浆肾素浓度、血浆醛固酮浓度及血浆醛固酮浓度(pg/ml)/血浆肾素

浓度(pg/ml)(AARR)对高血压患者的临床应用。 

方法 采用磁微粒化学发光法检测本院 2017.01-2018.03 期间 214 例高血压患者卧位/立位血浆肾素

浓度，血浆醛固酮浓度检测，并测定 AARR 比值。 

结果 立位 AARR 较卧位 AARR 对 PA 的筛查更有帮助，敏感性及特异性更高，并从两者的分区情

况比较，卧位 AARR 具有较大的重叠性。值得注意的是，单独以 ARR 或 AARR 筛查 PA 存在一定

的假阳性或假阴性，因此，在筛查实验准备过程中，纠正患者的低钾血症，正常饮食，采用立位

2h 后采血进行测定。 

结论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筛查最常用的指标血浆醛固酮浓度/血浆肾素活性(ARR)，由于肾素活性

PRA 采用放射免疫法，需要特殊样本前处理，检测时间长，重复性和一致性差。而采用磁微粒化

学发光免疫法直接测定肾素浓度(PRC)是可以克服这些不足的。 

 
 

PU-2018 

应用 CLSI EP12-A2 和 EP15-A2 评估磁微粒化学发光法 

肺炎支原体 IgM 抗体检测试剂盒的性能 
 

王雪玢 1,崔宁华 2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2.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河南省儿童医院、郑州儿童医院 

 

目的 应用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 CLSI EP12-A2 和 EP15-A2 文件，评估一种磁微粒化学发光

法肺炎支原体 IgM 抗体检测试剂的性能。  

方法 参照 EP15-A2 文件方法，选择 3 类分别具有肺炎支原体 IgM 抗体高中低浓度的血清样本，每

个样本每天重复测定 4 次，持续 5 天，计算总不精密度；应用 EP12-A2 文件方法，制备 C50、

C50-20％、C50＋20％浓度样本，重复检测 40 次，验证 C50±20%是否在 C5~C95 区间之外。应

用 EP12-A2 文件，收集河南地区血清肺炎支原体阳性病例 792 例，分别与被动凝集法和 ELISA 法

进行方法学比对，计算符合率和 Kappa 值。 

结果 三批产品检测高中低三个浓度样本的总不精密度均小于 6%，低于行业标准和说明书声称值。

三批产品的 C50±20%均在 C5~C95 区间之外，验证通过。磁微粒化学发光法与被动凝集法（效价

160）的阳性符合率为 95.8%，阴性符合率为 96.9%，Kappa 值为 0.893，与 ELISA 法的阳性符合

率为 97.4%，阴性符合率为 98.9%，Kappa 值为 0.956。 

结论 本研究的全自动磁微粒化学发光法肺炎支原体 IgM 体抗体检测试剂精密性良好，与被动凝集

法和酶联免疫法的临床符合率较好，性能可以满足临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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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19 

急性胰腺炎持续性 SIRS 与继发感染关系的临床分析 

 
谭超超 

湖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急性胰腺炎 (acute pancreatitis，AP)患者持续性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与胰腺继发感染的关系。 

方法     前瞻性的募集于 2012 年 1 月到 2017 年 12 月在湖南省人民医院诊断为 AP 的住院患者

2130 例，收集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与实验室数据，以 SIRS 持续时间是否大于 48 小时，将所有患

者分为持续性 SIRS 组（404 例）、暂时性 SIRS 组（224 例）以及无 SIRS 组（1502 例）。使用

SPSS 19.0 软件对 SIRS 与继发感染的关系进行分析。 

结果    持续性 SIRS 组 APACHII 评分、CTSI 评分、平均住院天数、多器官衰竭、继发感染以及死

亡率均显著高于暂时性 SIRS 组及无 SIRS 组，且继发感染组患者持续性 SIRS 发生率（89.4%）

显著高于非感染组（14.7%）。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证实持续性 SIRS 和暂时性 SIRS 是急性胰

腺炎继发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危险比分别为 39.6（95%CI 3.92-399.8）和 14.35（95%CI 1.416-

145.3）。 

结论  持续性 SIRS 可能是导致继发感染发生的重要原因，控制 SIRS 发生及持续时间可能有助于减

少继发感染的发生。 

 
 

PU-2020 

HE4 单克隆抗体制备及初步应用 

 
牛小斌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制备 HE4 单克隆抗体，并初步应用于 HE4 诊断试剂盒进行临床应用评价。 

方法   用重组的 HE4 蛋白免疫 6-8W 的雌性 BALB/C 小鼠，三次腹腔免疫后，脾内加强免疫，然后

取其脾细胞与 Sp2/0 骨髓瘤细胞融合，采用间接 ELISA 筛选阳性杂交瘤细胞株，有限稀释法进行

克隆，制备 HE4 单克隆抗体。对制备的 HE4 单克隆抗体进行配对，应用于诊断试剂盒并对其优

化，并评价其临床应用。 

结果  成功获得 8 株能稳定传代并分泌 HE4 单克隆抗体的杂交瘤细胞株；对其分泌的单克隆抗体进

行纯化，标记使用夹心法进行配对，共获得４个完全配对，分别是 1F4-5B2，2C9-3D10，3D12-

4C3，4C3-5B2。应用于诊断试剂盒并优化，与进口试剂盒 CanAg 临床结果高度相关，相关性分

别为 y=4531.7x-90725，R2=0.7282；y=5387.2-7371.9，  R2=0.9492；y=4614x-14058，R2= 

0.7033；y=4727.8x+12093，R2=0.8495。 

结论   利用重组 HE4 蛋白成功制备了其单克隆抗体，并应用于 HE4 诊断试剂盒，对其初步临床应

用评价中，与目前临床应用的商业化试剂盒有高度的相关性，为临床开发 HE4 诊断试剂盒打下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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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21 

六种血清肿瘤标志物在肺癌辅助诊断中的应用评价 

 
卢兴兵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探讨肿瘤标志物 NSE、CYfra21-1、CA125、CEA、CA199 和乳酸脱氢酶 LDH 在肺癌辅助

诊断中的应用评价。 

方法   通过电化学发光和酶法检测 292 例肺癌患者、201 例肺部良性病患者及 215 例健康体检者的

六种血清标志物水平 

结果   六种血清肿瘤指标在肺癌患者中的水平均明显高于肺部良性病和健康体检组（P＜

0.05）； CYfra21-1 和 CA199 结果水平在男性各组别显著高于女性，在鳞癌中的阳性率高于腺

癌；小细胞肺癌 NSE 和 LDH 结果明显高于非小细胞肺癌，其阳性率显著高于腺癌，CA199 和

CEA 结果显著低于非小细胞肺癌；CEA 和 LDH 在腺癌和鳞癌之间有显著差异；各血清标志物升高

程度与肺癌 TNM 分期呈正相关；联合检测结果的敏感度和准确性明显高于单项检测。 

结论  6 种血清标志物在肺癌患者中呈异常高水平表达，与 TNM 分期具有显著相关性。同时联合检

测能显著提高肺癌辅助诊断的灵敏度和阳性率，能够弥补单项检测的不足为优化治疗方案提供依

据。 

 
 

PU-2022 

炎性因子预测急性胰腺炎 SIRS 发生的临床价值 

 
谭超超 

湖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索急性胰腺炎(AP )患者白细胞（WBC）和 C 反应蛋白（CRP）检验结果与全身炎症反应

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发生发展的关系，为临床早期诊断

和预防 SIRS 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湖南省人民医院 2014 年至 2017 年 AP 患者临床和检验资料。使用 SYSMEX 全自动血

液分析仪检测 WBC 计数，使用 Siemens 全自动免疫分析仪检测血清 CRP 浓度。采用 SPSS21.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比轻症急性胰腺炎患者有更高的几率并发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CRP 检

测用于预测 AP 患者发生 SIRS 情况时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81.8%、

82.2%、83.3%和 80.5%； WBC 计数用于预测 AP 患者发生 SIRS 情况时敏感度、特异度、阳性

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76.5%、74.3%、75.0%和 73.8%；联合两项检验预测 AP 患者发生

SIRS 情况时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91.6%、90.1%、90.4%和

90.1%。 

结论  WBC 计数和 CRP 检测联合使用时可以有效地预测 AP 患者 SIRS 的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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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23 

微流控芯片免疫荧光检测技术 

检测甲胎蛋白异质体在原发性肝癌中的应用评价 

 
季君,肖潇,房萌 

海军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目的  探讨微流控芯片免疫荧光检测技术检测甲胎蛋白异质体（AFP-L3）的性能评估及其在原发性

肝癌（PLC）中的诊断价值评价。 

方法   临床大数据回顾性评价我院 2013 年 2 与至 2016 年 8 月来我院就诊并确认为原发性肝癌 

（PLC）患者 413 例，另选取同期收治的肝硬化（LC）患者 119 例。分别采用电化学发光法

（ECLIA）加凝集素捕获微量离心柱法（离心柱法）和微流控芯片免疫荧光检测技术（微流控法）

定量检测 AFP 和 AFP-L3 含量及检出阳性率（AFP-L3%）。从准确度、正确度、重复性、可报告

范围、诊断学评价等多个方面评估微流控法检测 AFP-L3 的诊疗效果。并比较离心柱法和微流控法

检测 AFP-L3 的符合率。 

结果  以病理作为金标准来评价， AFP 参考值设定为 20 μg/l，AFP-L3%参考值设定为≥10%，微流

控法检测 AFP 的灵敏度为 58.84 %，特异性为 84.87%，准确度为 64.66 %；微流控芯片免疫荧光

检测 AFP-L3 的灵敏度为 51.57%，特异性为 84.87%，准确度为 59.02%。诊断学评价，微流控法

检测 AFP 和 AFP-L3 结果进行 ROC 曲线分析， 检测 AFP 诊断 PLC 的曲线下面积为 0.790

（95%CI：0.752-0.829），检测的 AFP-L3 诊断 PLC 曲线下面积为 0.735（95%CI：0.690-

0.780）。 

结论  微流控法检测 AFP，在准确度、正确度、重复性、可报告范围等与 ECLIA 法相当，但通量较

ECLIA 法低。微流控法检测 AFP-L3，诊断的敏感性较离心柱法高，特异性较离心柱法低。 

 
 

PU-2024 

调节性 T 细胞和辅助性 Th17 细胞在子痫前期中的作用 

 
徐娜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子痫前期是妊娠期出现的特发性高血压综合征，以妊娠 20 周以后出现的以蛋白尿和高血压为

主要特征。关于子痫前期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完全清楚，其病因与营养缺乏、内皮损伤、胰岛素抵

抗、螺旋动脉重铸不足、遗传因素及免疫失衡有关。研究证实，调节性 T 细胞作为关键性的免疫调

节因子对胎儿在母体内的生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 Th17 细胞作为效应辅助 T 细胞的一种新的

亚型，在宿主抵御细胞外病原体，自身免疫以及慢性炎症性疾病中均有显著作用，而且最近的研究

成果为 Treg 和 Th17 细胞对于成功妊娠的贡献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子痫前期作为妊娠紊乱的一

种，与 Treg 细胞减少和高水平的 Th17 细胞有关。本文将系统地回顾目前 Treg 和 Th17 细胞的相

关知识，并阐述这两种细胞在正常妊娠和子痫前期发病中的作用，进一步讨论 Treg 细胞和 Th17

细胞失衡在子痫前期病理生理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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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25 

三种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对乳腺癌的诊断价值分析 

 
孙政敏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三种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对乳腺癌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收治的 798 例乳腺癌患者、672 例良性乳腺疾病患者与 551 例健康女性作为观察对

象，分别分为观察组、对照组 1 、对照组 2，对比 3 组 CA125、CA153、CEA 三项肿瘤标志物水

平、阳性率，并对比三项肿瘤标志物单纯与三项复合诊断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 

结果  观察组各项浓度、阳性率均高于其他 2 组；三项肿瘤标志物中，CA153 特异度最高，

CA125、CA153、CEA 三项联合检测敏感度、准确度均高于单一项目检测，P<0.05。 

结论  CA125、CA153、CEA 三项联合检测有助于判定乳腺癌检测准确度，提升乳腺癌早期发现

率。 

 
 

PU-2026 

对于初检人群自身抗体检测试验的选择 

 
王立水,于瑞丛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实验室部分患者自身抗体初检数据，对临床试验选择提供建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5716 例初次进行自身抗体检测样本实验室结果，其中，ANA 采用欧蒙抗核抗体

IgG 检测试剂盒（间接免疫荧光法）; 抗 nRNP/Sm、Sm、SS-A、Ro-52、SS-B、Scl-70、PM-

Scl、Jo-1、CENP B、PCNA、核小体、组蛋白、核糖体 P 蛋白及 AMA M2 抗体采用抗核抗体谱

(IgG)检测试剂盒(欧蒙印迹法)；抗 dsDNA 抗体采用欧蒙抗双链 DNA 抗体 IgG 检测试剂盒(酶联免

疫吸附法)及（间接免疫荧光法）。 

结果  5716 例样本中 72 例 ANA 印迹法阳性而间接免疫荧光法阴性，约占 1.26%，其中 SS-A 39

例，Jo-1 9 例， SCL-70 6 例，PM-SCL6 例，其他 12 例；5716 例样本中 876 例 ANA 印迹法阴性

而间接免疫荧光法阳性，约占 15.33%，核型分布，核均质型 188 例，核颗粒型 174 例，核仁型

105 例，胞浆型 253 例，其他单核型或混合核型 156 例， 876 例样本中滴度≥1：320 约 15%。 

结论  对于初检人群，ANA 测定最好不要唯一采用第二水平测试，即抗原特异性试剂进行检测，应

至少或最好同时采用第一水平测试，即以 Hep-2 细胞为基质的间接免疫荧光法，两水平联合测试可

互为补充，减少漏检，保证结果可靠性。 

 
 

PU-2027 

干扰素诱导基因 S-腺苷甲硫氨酸基区域蛋白 2 

与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相关性研究 

 
杨宜娥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目的  探讨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s）中干

扰素诱导基因 S-腺苷甲硫氨酸基区域蛋白 2（Radical S-adenosyl methionine domain containing 

2,RSAD2）的表达及其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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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运用实时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技术检测 46 例 SLE 患者及 33 例健康体检者

的 RSAD2 mRNA 表达水平，并分析其与 SLE 疾病活动指数（SLEDAI 积分）、尿蛋白、抗核抗体

（ANA）、抗 sm 抗体、抗 dsDNA、抗 nRNP 抗体、补体 C3、补体 C4 等常用临床实验室检验的

相关性。  

结果  1、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SLE 组的 RSAD2 mRNA 表达水平显著增高(P<0.01)。2、SLE 高疾病

活动性组(SLEDAI>=6)的 RSAD2 mRNA 表达水平较低疾病活动度组显著升高(P<0.05)但 SLE 组

中尿蛋白阳性组与尿蛋白阴性组的表达水平无显著差异。3、SLE 组 RSAD2 mRNA 表达水平与

ANA 呈正相关（r=0.39,P=0.006）, 与抗 nRNP 抗体呈正相关（r=0.31,P=0.039）。4、SLE 组

RSAD2 mRNA 表达水平与补体 C3、C4、抗 sm 抗体、抗 dsDNA 抗体、抗核小体抗体及抗 Ro-52

抗体均无显著相关。 

结论  SLE 患者 RSAD2 mRNA 的表达水平显著增高，并与疾病活动度、ANA 及抗 nRNP 抗体相

关，对于疾病诊断及病情判断有一定临床意义。 

 
 

PU-2028 

石家庄地区乙肝病毒 P 区耐药基因突变与核苷类似物相关性研究 

 
杨莉 

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五医院 

 

目的  探讨石家庄地区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 HBV P 区基因位点耐药突变情况。对比分析服用拉

米夫定(LAM)及拉米夫定、阿德福韦酯(ADV)联合用药出现耐药的患者换用不同核苷(酸)类似物

(NAs)后乙肝病毒 DNA 载量及肝功能指标变化情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10 月-2016 年 3 月在石家庄市第五医院住院就诊的遵医嘱口服 NAs 的

454 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临床资料；选择使用初始用药为 LAM 及 LAM 联合 ADV 且检出耐药并换

用其他 NAs 治疗 12 个月以上的患者，分别在初始治疗前及换药治疗 3 月、6 月、12 月时采血清样

本进行相关指标检测，对检测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在 454 例标本中，有 437 例检出基因位点突变，总体基因突变率为 96.3%。所检测的 14 个

位点中，均出现变异，其中 M204I/V/S、L180M 和 A181V/T/S 的突变检出率最高，分别为

64.3%、38.8%和 22.7%。使用 LAM 进行治疗的患者出现耐药后换用 ETV 第 6、第 12 月及 LAM

联合 ADV 用药第 3、6、12 个月 ALT 与换药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换用 LAM 联合

ADV 后 AST 值与换药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使用 LAM 联合 ADV 治疗的患者出现耐

药后换用 ETV 联合 ADV 的患者第 6、12 月 ALT 与换药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进行

ETV 联合 ADV 用药的患者第 6 月、第 12 月 AST 值与换药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石家庄地区病例 HBV P 区主要的突变位点分别为 M204I/V/S，L180M，A181V/T/S；使用

LAM 进行治疗的患者出现耐药后换用 LAM 联合 ADV 治疗药效更佳。使用 LAM 联合 ADV 治疗的

患者出现耐药后换用 ETV 联合 ADV 治疗药效更佳 

 
 

PU-2029 

Prevalence of allergen sensitization among 9,534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allergic diseases in Henan Province, China 

 
Xiaoxu Sun,Junwei Zhao,Liang Mi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prevalence of allergen sensitization varies in different geographic areas and 
population subset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prevalence and distribution of inhaled and food 
allergens among allergic patients in Henan Provinc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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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he prevalence and distribution of 19 inhaled and food allergens among 9534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allergic disease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in Henan Province, China 
between December 2014 and January 2017. Reactivity of their serum-specific immunoglobulin E 
(sIgE) to allergens was tested using the AllergyScreen test. 
Results Of the 9534 patients tested, the sIgE of 3911 (41.02%) was tested positive for at least 
one of the 19 tested allergens. Dermatophagoides pteronyssinus (2191, 22.98%), cockroach (818, 
8.58%), and mold mix (773, 8.11%) were the most frequently tested inhaled allergens, while 
cashew nut (809, 8.49%), mango (452, 4.74%) and cow’s milk (436, 4.57%) were the most 
frequently tested food allergens. The overall sIgE positive rate was higher in males than that in 
females (p < 0.05). Moreover, the sIgE positive rates to the most of the inhaled and food 
allergens we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between age groups (p < 0.05). The sIgE positive rates of the 
main inhaled allergens increased with age. However, the sIgE positive rates for the primary food 
allergens were higher in the younger groups and lower in the older groups. 
Conclusion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llergen sensitization revealed in this study in Henan 
Province would facilitate the prevention,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allergic diseases in this 
region. 
 
 

PU-2030 

STAT5b 及其磷酸化与胃癌的相关性研究 

 
程丽英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目的  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蛋白 5(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ranscriptional activation protein 5，

STAT5)，被认为在多种肿瘤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本研究旨在检测胃癌组织 STAT5b、

pSTAT5b 的表达，并分析二者与胃癌临床参数及胃癌预后的关系。 

方法   选取 92 例初诊的原发性胃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免疫组化法检测患者胃癌组织中 STAT5b、

pSTAT5b 的表达，并分析二者与胃癌患者临床病理参数的相关性。 

结果  STAT5b 及 pSTAT5b 表达与胃癌 TMN 分期、T 值、N 值、临床分期和淋巴结是否转移均有

相关性。 

结论  STAT5b 可能通过其活性形式 pSTAT5b，影响胃癌的发生发展。 

 
 

PU-2031 

继发性肺结核患者外周血 CD4+/ CD8+T 淋巴细胞表达的研究 

 
杨莉,许怡,赵晓霞,卢建华,郭云,黄颖 

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五医院 

 

目的  探讨继发性肺结核患者外周血中 T 淋巴细胞亚群表达水平的变化。 

方法   收集石家庄市第五医院治疗的 339 例继发性肺结核患者的基础资料，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患

者外周血 CD3+T 淋巴细胞、CD4+T 淋巴细胞和 CD8+T 淋巴细胞表达的水平，同时收集 30 例正常

人外周血进行检测作为对照组。 

结果  所有患者 CD4+T 淋巴细胞及 CD3+T 淋巴细胞表达量均低于正常人。女性组 CD4+T 淋巴细胞

表达量平高于男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女性 21-40 岁组 CD3+T 淋巴细胞表达量比

0-20 岁组、41-60 岁组明显降低，与 61-80 岁组相比明显增高，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

患者各年龄组这三种 T 淋巴细胞的表达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按照病灶发生部位进行

分组，不同发病部位患者 CD3+T 淋巴细胞、CD4+T 淋巴细胞、CD8+T 淋巴细胞表达量之间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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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差异（P>0.05）。右上部位组患者 CD3+T 淋巴细胞和 CD8+T 淋巴细胞表达量随年龄增加有增加

的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继发性肺结核患者 CD4+T 淋巴细胞表达量均低于正常水平，故检测 CD4+T 淋巴细胞可作为

临床防治继发性肺结核的监测指标。继发性肺结核患者多在 21-40 岁发病，且男性比女性更早出现

CD4+T 淋巴细胞的受损。继发性肺结核患者中 CD3+/CD4+/CD8+T 淋巴细胞表达量与病灶发生部位

相比无相关性。 

 
 

PU-2032 

结核病患者密切接触者结核病潜伏感染率调查研究 

 
杨莉 

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五医院 

 

目的  运用 γ 干扰素（T-spot）实验以及结核菌素（TST）实验对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进行筛选，

获得石家庄地区结核密接者潜伏感染情况。对医务人员，结核陪护人员（结核病人家属）和一般人

群之间潜伏感染率的差异进行分析。比较 TST 以及 T-spot 实验的检测结果。探讨性别，年龄，身

高，体重，婚姻状况，吸烟，饮酒，是否接种卡介苗对结核潜伏感染率分布的影响。明确结核潜伏

感染的相关风险因素，为结核密切接触者有效预防结核病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抽取结核陪护人员 155 人，医务人员 68 人和一般对照人群 38 人。运用自行

设计的调查问卷搜集相关资料，结合 X 光胸片结果，T-spot 以及 TST 实验结果，排除活动性结核

患者后，获得结核密接者潜伏感染情况。采用卡方检验分析潜伏感染率在不同人群中分布的差异性 

结果  陪护人员组、医务人员组、一般人群对照组的潜伏感染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陪护

人员组、医务人员组、一般人群对照组的 TST 试验阳性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陪护人员

组、医务人员组、一般人群对照组的 TST 试验强阳性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陪护人员

组、医务人员组、一般人群的 T-spot 试验阳性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年龄、性别、婚姻状

况、吸烟、饮酒、身高、体重、卡介苗接种史对潜伏感染率分布的影响差异没有显著性（P＞0.05) 

结论  结核病密切接触者因与结核病患者在一起生活、工作，因此受到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机会往

往高于正常人群，是需要重点防护的人群。年龄、性别、婚姻、接种卡介苗及吸烟、喝酒等不良生

活习惯均对结核感染起一定作用，而身高、体重对结核感染影响不大。TST 试验的强阳性率对于密

切接触人群潜伏感染的筛查有一定的意义，T-spot 实验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强，结果更可靠。 

 
 

PU-2033 

血清转铁蛋白及其特定糖型 

在原发性肝细胞癌中的水平和诊断评价 

 
关雯倩,高春芳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转铁蛋白及其特定糖型在原发性肝细胞癌中的水平和诊断评价。 

方法   通过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肝癌、肝硬化、慢性乙型肝炎和健康体检者各组血清中具有特定糖

型的转铁蛋白。同时定量检测了样本中转铁蛋白的含量。对各组中具有特定糖型的转铁蛋白、总转

铁蛋白浓度及二者比值进行比较，分析其与临床相关实验室指标的相关性和对肝癌的诊断评价。 

结果  肝癌组血清总转铁蛋白浓度与肝硬化组和慢性乙型肝炎组均出现差异（P<0.05）,肝癌组各期

（TNM 分期）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特定糖型转铁蛋白含量在肝癌组明显高于肝硬化组、慢性乙

型肝炎组和健康体检组（P<0.05）。计算出特定糖型转铁蛋白与总转铁蛋白的比值后，发现肝癌

组与其他三组间均存在显著差异（P<0.001）。该比值与甲胎蛋白及甲胎蛋白异质体无相关性，鉴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163 

 

别肝癌组与肝硬化组时，其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14，明显高于甲胎蛋白。与甲胎蛋白联合后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5。鉴别肝癌组与慢性乙型肝炎组时，其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14，明显高

于甲胎蛋白。与甲胎蛋白联合后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78。 

结论  特定糖型转铁蛋白及其与总转铁蛋白的比值在原发性肝细胞癌患者血清中明显升高，并与肝

硬化、慢性乙型肝炎、健康对照存在显著差异。该比值对肝癌的诊断具有一定价值。 

 
 

PU-2034 

Pathogenic role of Interleukin 18 induced CD83+CCR7+ NK 
cells in experimental autoimmune uveitis 

 
Xin Wang1,Yi Zhang1,Wei Lin2 

1.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2.Shandong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Objective Natural killer (NK) cells have been reported to play a pathological role in autoimmune 
uveitis. As activated NK cells produce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expression of IFN-γ in Behcet’s 
disease, a type of autoimmune uveitis, any prevention in the secretion of IFN-γ from NK cells 
would have the potential to alleviate uveitis. An alteration in the status of NK cells may also 
contribute to the recovery of Behcet’s disease through suppression of Th1 responses. Previous 
findings from our laboratory have revealed that EAU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CD3-NK1.1+ NK 
cells during its inflammatory stages within the eyes and spleen. Moreover, these cells expressed 
increased levels of CD83 and secreted elevated levels of IFN-γ. However, the role of such 
CD83+CCR7+NK cells in EAU remains unknown and the specific factors affecting activation of NK 
cells in uvetis is unclear. 
Methods C57BL/6 mice were immunized via subcutaneous injections with 350 μg human 
interphotoreceptor retinoid-binding protein peptide (IRBP)1–20. Subsequently, a single dose of 
500 ng pertussis toxin (PTX) was injected intraperitoneally. After immunization, the severity of 
EAU mice was evaluated by histopathology of eyes and clinical scoring. The NK cells were sorted 
from eyes and spleens of EAU mice, and the phenotype of NK cells were examined by FCM. 
Results Here we report that the number of CD3-NK1.1+CD83+CCR7+ cells are increased in 
inflamed eyes and spleens within EAU mice, and these cells express elevated levels of NKG2D, 
CD69 and IFN-γ. CD83+CCR7+ NK cells migrate into the eyes to aggravate EAU symptoms and 
increase the number of CD3+T cells and DCs within the eye. These cells then promote the 
maturation of DCs and IFN-γ expression within T cells in vitro. Moreover, IL-18, promotes 
CD83+CCR7+NK cells activation. The number of CD83+CCR7+NK decreased when blocking IL-
18R in NK cells. In EAU mice, anti-IL-18R antibody treatment also decreased retinal tissue 
damage and the number of CD83+CCR7+NK cells, CD3+ T cells and DCs in eyes and spleens of 
EAU mice.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CD83+CCR7+NK cells, as induced by IL-18, play a 
critical pathological role in EAU. Anti-IL-18R antibody might serve as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agent 
for uveitis through its capacity to inhibit CD83+CCR7+NK cell infil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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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35 

乙肝大三阳患者 HBV-DNA 病毒载量 

与 HBeAg、PreS1、AST/ALT 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 

 
刘君君,张炳杨,逯素梅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目的  探讨乙肝大三阳患者血清中 HBV-DNA 病毒载量与血清中 HBeAg 水平、PreS1 抗原水平、肝

功能指标(AST/ALT 比值)之间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4 月在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就诊的乙肝大三阳患者 692

例，统计其 HBV-DNA 病毒载量检测结果，同时统计其乙肝五项(HBeAg 水平)、PreS1 抗原水平、

肝功能(AST/ALT 比值)结果。将纳入研究的患者按照 HBV-DNA 病毒载量结果分为三组，病毒高复

制组（HBV-DNA≥106 IU/mL, 305 例）,中低复制组（106>HBV-DNA≥102 IU/mL，375 例）, 无复制

组（HBV-DNA<102 IU/mL, 即低于检测下限，12 例），借助 SPSS 16.0 统计分析软件分析三组中

HBeAg 水平、PreS1 抗原水平、AST/ALT 比值的变化以及其与 HBV-DNA 病毒载量的相关性。 

结果  HBV-DNA 病毒高复制组 HBeAg>1000 COI 者占 61.97% (189/305)，HBV-DNA 病毒中低复

制组 HBeAg>1000 COI 者占 12.80% (48/375)，相关性分析发现乙肝大三阳患者 HBV-DNA 病毒载

量与 HBeAg 水平呈正相关(相关系数 r=0.482)；乙肝大三阳患者 HB-DNA 病毒载量与 PreS1 抗原

水平相关系数 r 为-0.095，提示 PreS1 抗原水平与 HBV-DNA 病毒复制水平相关性不大；HBV-

DNA 低复制组 AST/ALT 为 1.05±0.92，HBV-DNA 高复制组 AST/ALT 为 0.91±0.57，AST/ALT 比

值在 HBV-DNA 高复制组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乙肝大三阳患者 HBV-DNA 病毒载量与血清中 HBeAg 水平呈正相关，与 PreS1 抗原水平相

关性差，且 HBV-DNA 高复制状态下常伴随 AST/ALT 下降的现象。 

 
 

PU-2036 

The impact of sharing primer, the quantity of the internal 
control gene and the primer dimer on reaction system in 

duplex PCR 

 
Wencan Jiang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To find out the relationship of interference among templates with different primer pairs, 
the internal control gene and the primer dimer in duplex PCR. 
Methods We designed and synthesized plasmids with partial same sequence and different types 

of primers，include central-homo primer pair, ordinary primer pair and complementary primer pair. 

Then we compared the amplify efficiencies of different kinds of primer pairs. Besides, we adjusted 
the amount of IC plasmid and IC primer to find out the key factor that influencing the sensitivity of 
the target template. 
Results The concentration ratios for two plasmids appeared interference for sharing universal 
primer pair, sharing one forward primer and sharing no primer were 50:1, 200:1 and 500:1, 
respectively. And the amplify efficiency of the ordinary primer pair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universal primer pair for the plasmid. Sensitivity of the duplex qPCR unchanged when we 
increased the amount of PDs, but it declined rapidly when the quantity of the IC was increased. 
Conclusions IC who is the major factor influencing the sensitivity of the duplex qPCR and it 
would be better to use one universal primer for IC and target template to achieve minimum 
interference and it would be better to use one universal primer for IC and target template to 
achieve minimum inter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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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37 

转录因子 Twist 1 在小鼠脂肪形成及胰岛素敏感性中的作用研究 

 
张炳杨,刘君君,逯素梅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目的  探讨转录因子 Twist 1 在小鼠脂肪细胞 3T3-L1 生成及胰岛素敏感性中的表达变化，并进一步

分析干扰 Twist 1 表达对 3T3-L1 生成及胰岛素敏感性中的影响及分子机制。 

方法   体外培养小鼠脂肪前体细胞 3T3-L1，胰岛素，地塞米松及 IBMX 的联合作用下诱导分化为成

熟脂肪细胞，检测 Twist 1 基因在 3T3-L1 分化不同时间点时的表达；以体外培养的成熟脂肪细胞

3T3-L1 为材料，高糖高胰岛素诱导胰岛素抵抗（IR）模型，检测对照组和 IR 组中 Twist 1，

PPARγ 的表达水平；构建靶向干扰 Twist 1 shRNA 的慢病毒载体，分别感染 3T3-L1 脂肪前体细胞

和其成熟脂肪细胞，观察干扰 Twist 1 对 3T3-L1 脂肪前体细胞分化过程的影响及对其成熟脂肪细

胞胰岛素敏感性的影响。 

结果  小鼠脂肪前体细胞 3T3-L1 分化过程中 Twist 1 基因表达上调，且自分化第四天差异显著

（P<0.05）。与对照组比较，IR 细胞中 Twist 1, PPARγ 基因表达显著上调（P<0.05）。干扰

3T3-L1 脂肪前体细胞中 Twist 1 基因表达能够使分化第 4 天时的 PPARγ 表达显著上调，但是并不

影响脂肪细胞的生成进程。干扰 3T3-L1 成熟脂肪细胞中 Twist 1 基因表达能够显著下调 PPARγ 表

达，增加胰岛素敏感性。 

结论  转录因子 Twist 1 在小鼠脂肪细胞中的作用在于影响其胰岛素敏感性而不在于脂肪形成过

程，干扰 Twist 1 表达显著改善脂肪细胞胰岛素敏感性，其分子机制与调控 PPARγ 表达有关。 

 
 

PU-2038 

黏多糖病患者尿液 α1-抗胰蛋白酶含量的研究 

 
苑晓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研究黏多糖病（MPS）患者尿液中 α1-抗胰蛋白酶含量，探讨尿液与 MPS 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5 年 3 月~2016 年 6 月在解放军总医院儿童医学中心确诊的 MPSⅠ型患者 18 例

（MPSⅠ组），MPSⅡ型患者 11 例（MPSⅡ组）和本院查体人员 30 例（健康对照组），收集晨

尿，运用 ELISA 和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尿液中 α1-AT 含量。 

结果  用 ELISA 方法检测 MPSⅠ组尿液 α1-AT/Cr 比值为(57.65±10.43)mg/mmol,MPSⅡ组为

(55.89±7.43) mg/mmol, 健康对照组为（33.32±3.59）mg/mmol，MPSⅠ组、Ⅱ组均显著高于健康

对照组（P＜0.05），用 Western Blot 方法进行验证，结果与 ELISA 方法相一致。 

结论  α1-AT 含量在 MPS 患者尿液中升高，可作为 MPS 辅助诊断指标。 

 
 

PU-2039 

超敏 C 反应蛋白定量方法的比较 

 
张雪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比较散射比浊法和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检测 C 反应蛋白方法的检测结果。 

方法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20 例患者的血液样本，分别采用散射比浊法和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对样本中的 C 反应蛋白进行定量，评估两种方法在检测 C 反应蛋白中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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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用散射比浊法定量的 20 例样本中 CRP 的均值为 6.82 mg/dL，稳定同位素标记串联质谱技术

得到的 CRP 的均值为 5.89 mg/d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散射比浊法方法操作简便，灵敏度高，更适合于临床应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在区分同分

异构体中更具有优势。 

 
 

PU-2040 

基因重组弓形虫 GRA7 诊断弓形虫病的研究 

 
刘苗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克隆、表达并纯化弓形虫重组蛋白 GRA7，分析其检测弓形虫感染的能力，为弓形虫病诊断

提供新的实验依据。 

方法  （1）根据 GenBank 中弓形虫 GRA7 基因序列设计并合成引物，以弓形虫 RH 株基因组

DNA 为模版，利用聚合酶链反应（PCR）扩增 GRA7 基因片段，将目的基因克隆至 pMD-18T 载

体，经过菌落 PCR、双酶切和测序鉴定阳性菌落。（2）将序列正确的 GRA7 基因亚克隆至表达载

体 pET-28a(+)，构建重组质粒 pET-28a-GRA7 并转化 E.coli BL21，筛选出阳性菌株并加以扩增，

异丙基-β-D-硫代半乳糖苷(IPTG)诱导表达重组蛋白 GRA7，His-bind™柱层析(Ni2+-NTA) 纯化重组

蛋白，Western-blot 分析重组蛋白的免疫学活性，ELISA 检测弓形虫感染者血清中的 IgG 和 IgM，

评价其诊断弓形虫病的价值。 

结果  （1）克隆获得约 630bp 的 GRA7 基因，成功构建了原核重组表达质粒 pET-28a-GRA7；

（2）经表达和纯化后获得分子量约 33kDa 的 GRA7 重组蛋白，Western-blot 显示该重组蛋白能被

弓形虫感染者血清特异识别；ELISA 检测弓形虫感染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

和诊断效率分别为 81.54%、95.38% 、94.64% 、83.78% 、88.46%。 

结论  （1）采用重组 DNA 技术获得了弓形虫重组 GRA7；（2）重组 GRA7 免疫活性良好，用于

检测弓形虫感染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具有诊断弓形虫感染的潜在价值。 

 
 

PU-2041 

Ki67、NSE 和 ProGRP 在小细胞肺癌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张好良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Ki67、NSE 和 ProGRP 在小细胞肺癌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25 例小细胞肺癌局限期患者为 A 组，30 例小细胞肺癌广泛期患者为 B

组，50 例肺部良性疾病患者为 C 组。采用免疫组化检测 Ki67 细胞比例，电化学发光法检测 NSE

和 ProGRP，采用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A 组、B 组和 C 组相比，ProGRP、NSE 显著高于 C 组（p<0.05），而 A 组与 B 组间没有统

计学意义，Ki67 表达率在 A 组和 B 组间没有区别。 

结论  NSE 和 ProGRP 可以作为小细胞肺癌的诊断标志物，其表达水平与肿瘤分期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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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42 

Anti-Melanoma Differentiation-Associated Gene 5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Dermatomyositis 

 
Liubing Li,Chenxi Liu,Yanfang Zhang,Linlin Cheng,Fengchun Zhang,Yongzhe Li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Objective The goal of our study was to determine anti-MDA5 autoantibody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dermatomyositis (DM). 
Methods Patients, disease controls and healthy controls were identified i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Anti-MDA5 was measured by serum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Results We identified 191 DM patients (64.9% women, mean age 48.3 years), 92 disease 
controls (64.3% women, mean age 49.2 years) and 129 healthy controls (63.8% women, mean 
age 44.2 years). The frequencies of anti-MDA5-positivity in the 3 cohorts (MDA-5 positive: DM 
13.1%, disease control 4.3% and healthy control 0%, respectively). Anti-MDA-5-positivity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ILD, since 50% of MDA-5-positive subjects had ILD versus 25.5% of 
MDA-5-negative subjects (P<0.05). 
Conclusions Anti-MDA-5 antibody i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ILD in Chinese DM patients. 
 
 

PU-2043 

E2 上调 microRNA-24 调节 NK 细胞分泌干扰素-γ 的机制研究 

 
李鹏飞,高峰,张春兵 

江苏省中医院 

 

目的  了解雌激素 E2和 mir-24 对人自然杀伤细胞株 NK92 干扰素-γ 的调节作用及其可能参与的调

控机制。 

方法  分别用雌激素 E2、Toll 样受体 3 配体 poly I:C 以及两者联合处理 NK92 不同时间（0、4、

8、12、24 小时）后，分别运用定量 RT-PCR、ELISA 检测干扰素-γ mRNA 及蛋白水平的变化，

同时用定量 RT-PCR 检测 mir-24 的表达水平。利用 Western Blot 分析 E2对 TLR3 下游 IRF-3、

NF-κB 和 MAPK 信号通路活化情况。使用脂质体 2000 分别转染 pre-mir-24、anti-mir-24 以及各自

的无义对照至 HEK-293T 细胞 48 小时，定量 RT-PCR 及 ELISA 检测干扰素-γ 的变化情况。同时

转染 pre-mir-24 及含有干扰素-γ 3’UTR 的荧光素酶报告基因载体至 HEK-293T 细胞中，48 小时后

检测荧光素酶的变化情况。 

结果 E2能够降低 poly I:C 诱导 NK92 干扰素-γ 的表达水平（mRNA 和蛋白）（p<0.05），同时上

调 mir-24 的表达。E2可抑制 IκB-α、IRF-3、p38 和 JNK 的磷酸化水平，而对 ERK1/2 没有影响。

脂质体转染及荧光素酶报告实验表明 mir-24 可以调节干扰素-γ 的表达。 

结论  E2可调控 TLR3 信号通路以及影响 mir-24 的表达抑制干扰素-γ 的表达。 E2在通过调控免疫

细胞中 microRNA 分子的表达，进而影响免疫功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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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44 

供受者匹配特征影响肾移植术后肌酐恢复 

 
周娟,巫丽娟,辛兆丹,庄杰,代波,陆小军,应斌武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移植后排斥反应是影响肾移植患者生存时间和质量的重要因素，而供者与受者的匹配程度是

发生移植排斥的基础，本研究旨在探讨供者与受者匹配特征对肾移植术后肌酐恢复情况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在华西医院进行肾移植手术的 2462 例供受者资料，以术后 1 天、1 周、2 周、1

个月、3 个月、6 个月、1 年、2 年、3 年、4 年、5 年的肌酐恢复情况反映移植效果，采用 spss 软

件对供受关系、HLA-A/B/DR/DQ 错配数与肾移植术后肌酐进行关联分析。 

结果  对于无亲缘关系供者（包括无关供者和夫妻供者）和亲属供者进行分析显示：无亲缘关系供

者肌酐异常率在术后短期内（1 周、2 周、1 个月）显著高于亲属供者（P<0.05）；而相较于非夫

妻无关供者，夫妻供者术后短期内（1 天、1 周、2 周、1 个月）肌酐恢复情况更好（P<0.05）。

将 HLA-A/B/DR/DQ 错配总数分为 0-4 和 5-8 两组，结果显示：错配数 0-4 组较错配数 5-8 组的肌

酐恢复情况更好，在术后 1 天、1 周、2 周、1 个月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供受关系和错配数对肾移植术后短期肌酐恢复影响较大，但对中长期影响较小。 

 
 

PU-2045 

前列腺癌相关基因 PAX5 启动子甲基化的临床意义 

 
殷灵瑜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 

 

目的  探讨前列腺癌相关基因 PAX5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作为前列腺癌生物标志物的临床价值。 

方法   采用实时定量 RT-PCR（qRT-PCR）检测正常前列腺细胞系（RWPE-1）和前列腺癌细胞系

（LNCaP、PC-3、DU145）中 PAX5 mRNA 的表达，甲基化特异性 PCR(MSP)法分析 4 株前列腺

细胞的甲基化状态；去甲基化药物处理后，qRT-PCR 法检测肿瘤细胞 PAX5 基因 mRNA 表达；实

时定量 MSP 法检测 64 例前列腺癌患者、22 例前列腺增生患者与 47 例健康体检者血清中 PAX5 基

因启动子甲基化水平，并统计分析血清 PAX5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水平与临床病理参数的相关性；运

用 ROC 曲线分析 PAX5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在前列腺癌诊断中的价值。 

结果  qRT-PCR 结果显示，与正常前列腺上皮细胞 RWPE-1 相比，PAX5 mRNA 在 3 株前列腺癌

细胞中均表达下调,而且均可检测到 PAX5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而正常前列腺上皮细胞 RWPE-1 不

存在 PAX5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去甲基化药物可恢复 PAX5 基因 mRNA 表达；实时定量 MSP 结果

显示，前列腺癌患者的血清 PAX5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水平显著高于前列腺增生患者和健康体检者；

前列腺癌患者的血清 PAX5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率与 Gleason 评分和 TNM 分期有关；ROC 结果显

示 PAX5 基因的诊断价值优于前列腺特异抗原 PSA。 

结论  本研究结果提示启动子甲基化是前列腺癌细胞中 PAX5 基因表达下调的主要原因，血清

PAX5 启动子甲基化是一种潜在的前列腺癌诊断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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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46 

Diagnostic Value of DACT-2 Methylation in Serum  
Patients with PCa 

 
Lingyu Yin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Currently, prostate cancer (PCa) remains a hard nut to crack for the medical 
profession. Therefore, ident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ovel biomarkers that can accurately 
diagnose disease and predict prognosis are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clinical value of DACT-2 promoter methylation in 
serum of patients with PCa, so as to discover a potential diagnostic marker for PCa. 
Methods The methylation status of DACT-2 in serum of 64 patients with PCa, 22 patients with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BPH) and 47 healthy subjects was investigated by methylation-
specific PCR (MSP) and real-time methylation-specific PCR (QMSP). And we further evalu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CT-2 methylation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parameters. ROC curve 
analysis was used to assess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DACT-2 methylation and PAS levels. 
Results  The results of MSP and QMSP showed that the level of methylation of DACT-2 
promoter in patients with PC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patients with BPH and healthy 
subjects. The promoter methylation level of serum DACT-2 in patients with PCa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Gleason score and TNM. ROC curve results displayed that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DACT-2 is superior to PSA. 
Conclusions Our study confirms that the level of methylation of the DACT-2 promoter in patients 
with PCa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patients with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BPH) and healthy 
subjects, suggesting that DACT-2 methylation in serum is a potential biomarker of PCa. 
 
 

PU-2047 

Downregulation of DACT-2 by promoter methylation and its 
clinicopathological significance in prostate cancer 

 
Lingyu Yin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Dapper homolog (DACT) 2, a member of Dact gene family, is down-regulated in many 
types of human cancers and linked to tumor progression. However, DACT2 expression in human 
prostate cancer remains to be elucidated. 
Methods In this study, the expression of DACT-2 of were detected by qRT-PCR, Western blotting,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in four prostate cell lines (RWPE-1，LNCaP, PC-3 and DU145) and 

100 cases of prostate tissue (3 normal tissues, 2 cases of adjacent tissues and 95 cases of 
cancer). 
Results Subsequently, the mechanism of DACT-2 down-regulation was confirmed through qRT-
PCR, methylation-specific PCR and bisulfite sequencing. Immunohistochemical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DACT-2 protein was strongly (3+) expressed in the cytoplasm of all 
5 noncancerous tissues and 12.7% (12/95) prostate cancer (PCa) tissues. Whereas 68.4% 
(65/95) PCa samples and 18.9% (18/95) PCa tissues respectively displayed weakly (1+) 
expressed and moderately (2+) expressed. In addition, DACT-2 expression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Gleason score in tumor specimens (p=0.019). What’s 
more, down-regulation and promoter methylation of DACT-2 were observed in all 
three prostate cancer cell lines and prostate cancer tissue. And, the expression of DACT-
2 mRNA was restored by the treatment of demethylated drug 5-aza-2'-deoxycytidine in all PCa 
cell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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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erefore, our study provides evidence that DACT-2 may be a useful biomarker for 
distinguishing prostate tumor tissues from non-cancerous samples and a potential target for 
epigenetic silencing in primary prostate Cancer.  
 
 

PU-2048 

Hepatitis b virus X protein increase glucose metabolism 
gene expression through CTRC2 

 
Xiaohui Tian 

Medical Diagnostic Department of Henan Provincial’s Hosptial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that the Hepatitis B virus X protein ( HBx) 
regulates hepatic glucose metabolism. 
Methods The human hepatocellular cell line, HepG2, was transfected with pcDNA3.1/FLAG-HBx, 
to detect a rise in glucose metabolism gene expression in liver cells. pcDNA3.1/FLAG-HBx and 
pSuper- CRTC2 were Co-transfected in HepG2, to analysis the influence that HBx promote 
glucose metabolic gene expression in liver cells under knocking-down CRTC2.  
Results  HBx c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hepatic glucose metabolic gene expression in liver cells, 
when knocking-down CRTC2, HBx can't enhanced glucose metabolic gene expression in liver 
cells. 
Conclusions HBx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glucose metabolic gene expression in liver 
cells in liver cell, CRTC2 plays an important roles in HBx-induced glucose metabolic gene up-
regullation. 
 
 

PU-2049 

丙种球蛋白含量减低对血型鉴定的影响 

 
任爽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分析 1 例先天性无丙种球蛋白导致 ABO 血型正反定型不符的原因。 

方法   采用试管法、微柱凝胶法和吸收放散试验进行验证。 

结果  正定性为“O 型”,反定型为“AB 型”，患者既没有 A、B 抗原，也没有 A、B 抗体。进一步通过

吸收放散试验排除了亚型，最终血型为“O 型”。 

结论  无丙种球蛋白或者低丙种球蛋白的人血清中可能检测不出应有的 ABO 血型系统抗体，所以遇

到正反定型不符时，需正确分析原因，用血清学方法综合判断。 

 
 

PU-2050 

2524 例不同年龄段患儿细胞免疫功能下降状况调查分析 

 
殷立奎,孙学青 

东营市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 2524 例患儿细胞免疫功能下降在不同年龄段的分布及其男女之间分布差异状况。 

方法  选择东营市人民医院儿童医院 2017 年 10 月 1 日-2018 年 3 月 7 日共 2524 例患儿作为调查

对象，0-1 岁年龄段 684 例，其中男 420 例，女 264 例；1-6 岁年龄段 1540 例，，其中男 894

例，女 646 例；6-12 岁年龄段 300 例，其中男 191 例，女 109 例。使用细胞免疫芯片技术对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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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儿童医院就诊的 0-12 岁患儿细胞免疫功能状况进行检测。计算各年龄段细胞免疫功能下降患儿

的阳性率，并用卡方分析计算各年龄段的细胞免疫功能下降患儿的阳性率有无差异，及男女分布有

无差异。 

结果  0-1 岁年龄段细胞免疫功能下降患儿占该年龄段的 48.8%，其中男性细胞免疫功能下降患儿

208 例，女性细胞免疫功能下降患儿 126 例（χ2=0.21，P=0.65），男女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6 岁年龄段细胞免疫功能下降患儿占该年龄段的 26.0%，其中男性细胞免疫功能下降患儿 265

例，女性细胞免疫功能下降患儿 136 例（χ2=14.37，P<0.05），男女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6-

12 岁年龄段细胞免疫功能下降患儿占该年龄段的 10.7%，其中男性细胞免疫功能下降患儿 21 例，

女性细胞免疫功能下降患儿 11 例（χ2=0.06，P=0.81），男女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三个年龄

段细胞免疫功能下降患儿占该年龄段的比率进行比较（χ2=178.9，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随着年龄的增长，细胞免疫功能逐步成熟，出现细胞免疫功能下降的情况越少；1-6 岁阶

段，男性儿童比女性儿童更容易出现细胞免疫功能下降的情况。 

 
 

PU-2051 

肾移植术后肌酐与患者临床特征的关联分析 

 
焦琳,辛兆丹,巫丽娟,庄杰,代波,陆小军,应斌武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分析受者年龄，性别，民族，体重身高，术前肝炎史对肾移植术后效果的影响 

方法   收集我院自 2003 年至 2018 年接受肾移植手术的 2462 例病历资料，回顾分析肾移植患者术

后 1 天，1 周，1 个月，3 个月，6 个月，1 年，2 年，3 年、4 年、5 年的肌酐值。根据受者年龄，

性别，民族，体重身高，术前肝炎史，对受者术后的肌酐值进行关联分析。 

结果  2462 例肾移植手术均获成功。受者年龄对肾移植患者术后短期内肌酐恢复情况有显著影响。

术后 1 天至 1 月内，肌酐恢复正常的患者年龄均值＜肌酐不正常的患者年龄均值（P＜0.05）。肾

移植患者术后肌酐恢复情况与受者性别有关。肾移植术后 1 天、1 周、1 月、3 月、6 月、1 年、2

年、3 年、4 年男性和女性患者中肌酐分别恢复至正常范围内的比例存在显著差异（P＜0.001），

术后 5 年也存在差异（P=0.049），其中，女性患者中肌酐恢复至正常范围比例较男性中高。肾移

植患者术后肌酐恢复情况与身高、体重及 BMI 指数相关。身高较低、体重较轻以及 BMI 指数较小

的患者术后 4 年内肌酐恢复情况好于与之相反的患者（P＜0.05）。民族与肾移植患者术后较短期

内肌酐水平恢复情况也有相关性。肾移植术后 1 天、1 周、1 月、3 月汉族与非汉族患者中肌酐分

别恢复至正常范围内的比例存在显著差异（P＜0.05）。非汉族患者中肌酐恢复至正常范围比例较

汉族患者中高。术前是否有肝炎史对肾移植患者术后较长期肌酐恢复情况有影响。有肝炎史和无肝

炎史患者在肾移植术后 4 年、5 年肌酐分别恢复至正常范围内的比例存在显著差异（P＜0.05），

无肝炎史患者肌酐恢复情况较好。 

结论  年龄、民族对肾移植患者术后肌酐早期恢复影响较大。受者性别、身高、体重、术前肝炎史

对肾移植术后早期至长期的肌酐恢复有影响。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172 

 

PU-2052 

Anti-RNA polymerase III antibodies in Chinese Han 
systemic sclerosis patients detected by ELISA 

 
Chenxi Liu,Yongzhe Li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prevalence and clinical correlates of anti-RNA polymerase III 
antibodies(anti-RNAP-III) in Chinese Han systemic sclerosis patients. 
Methods Sera from 236 patients with systemic sclerosis (SSc), 125 patients with 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s (CTDs) and 78 healthy controls recruited from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were identified for antibodies to RNA polymerase III by means of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using MBL anti-RNA polymerase III ELISA kit. 
Results Anti-RNA polymerase III antibodies were found in 14/236 SSc patients (5.93%), 
1/125(0.80%) CTDs patients and 0/78 healthy controls(0.00%). Anti-RNA-polymerase III 
antibodies were associated with kidney involvement and gastrointestinal involvement.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anti-RNAP III antibody detected by a commercially available ELISA 
is useful for the diagnosis for SSc and the prediction for kidney involvement related to SSc. 
 
 

PU-2053 

MPV、PCT 及 IL-6 联合检测 

在急性重症胰腺炎早期诊治中的临床意义 

 
史苇,谭超超,谢良伊,曹友德,谭黎明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动态观察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AP）患者平均血小板体积(Mean platelet volume, 

MPV)、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白细胞介素-6 (interleukin-6，IL-6)在第一周内的变

化，分析它们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及预后评估中的价值。 

方法  收集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4 月入院诊断为急性胰腺炎的 380 例患者,根据疾病严重程度分

为轻症组（mild acute pancreatitis,MAP）和重症组（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比较两组

间 MPV、PCT、IL-6 在起病的第 1、3、5、7 天的差异，并通过受试者工作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urve，ROC）来分析 MPV、PCT、IL-6 的临床价值。 

结果  急性胰腺炎患者轻症组与重症组间 MPV、PCT、IL-6 在第 1、3、5、7 天间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入院首日 APACHE-Ⅱ评分、MPV、PCT、IL-6 和三项联合检测诊断 SAP 的

ROC 曲线面积依次为 0.847、0.865、0.841、0.900、0.988。 

结论   MPV、PCT、IL-6 检测有助于急性胰腺炎的早期诊断及病情判断，对 SAP 的诊治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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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54 

自身抗体等检测指标对自身免疫性肝病的诊断意义 

 
陈茹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徐州医学院附属市立医院、徐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目的  自身免疫性肝病（ALD）大部分病例发病隐慝，临床表现复杂多变，临床上有时会将其误诊

为普通肝炎，而随之对其进行抗病毒和增强免疫治疗，这与 ALD 的治疗原则背道而驰 ，因此早期

准确的诊断对 ALD 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对 ALD 的生化，免疫指标和自身抗体结果进行汇总分析 ，

以探讨其在 ALD 诊断中的意义及其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对 84 例 ALD 患者和 325 例其他类型肝炎患者，分别进行生化、免疫和自身抗体的检测。生

化项目采用日立 76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日立公司提供配套试。免疫项目采用 BNⅡ特种蛋白

仪，试剂由德国西门子公司提供。自身抗体分别采用苏州浩欧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生产的 ANA 抗

体试剂盒和 ALD 抗体谱试剂盒。 

结果   生化项目 ALD 各组 TB、DB、AST、ALT、γ－GT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仅 PBC 组和 OS 组 γ-GT，ＡLP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免疫项

目 ALD 各组 IGG、C3、C4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IGA、IGM 与对照组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自身抗体检测 AIH 组 ANA、LKM－1、LC－1、SLA/LP 分别为

79.3%、10.3%、6.9%、27.6%；PBC 组 ANA、M2、CENPB、sp100、gp200、抗 SSA/52 分别

为 75.6%、82.9%、7.3%、29.3%、17.1%、17.1%；OS 组 ANA、M2、抗 SSA/52 分别为

90.9%、72.7%、27.3%；对照组 ANA 、LM－1、LC－1、抗 SSA/52 为 32.9%、0.3%、0.3%、

0.6%。 

结论  综上所述，ALD 各组单靠常规生化和免疫功能检测无法鉴别和诊断。因此，对原因不明肝炎

患者进行自身抗体检测，具有重要的意义。 

 
 

PU-2055 

成都地区健康人群骨代谢标志物参考区间的建立 

及与 IGF-1 的相关性研究 

 
冀承杰,王加强,许程洁 

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建立成都地区健康人群骨代谢相关标志物 β-胶原特殊序列(β-CrossLaps)、总 I 型前胶原氨基

端延长肽(total procollagen type 1 amino-terminal propeptide, tP1NP)、人 N 端中段骨钙素(N-MlD 

Osteocalcin, N-MID OC)的参考区间。并对上述骨代谢标志物与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IGF-1）的相关性进行研究。 

方法   自 2017 年 4 月至 2017 年 12 月，将于我院进行常规体检者 194 名作为研究对象，年龄介于

20-60 岁，男女各半，>45 岁者与≤45 岁者各半。同时，需排除如下疾病：患有骨代谢异常疾病

者；肝肾疾病及甲状旁腺疾病患者；近年患有胃肠道疾病者（如胃溃疡、肠炎等）；服用影响维生

素 D 代谢药物者，如抗癫痫药物、抗结核药物、唑类抗真菌药物及某些调脂药物等。所有受试者于

空腹 10 h 后清晨采集肘静脉血，3000rpm 离心 5min 后，于 2h 内使用罗氏电化学全自动免疫分析

仪 cobas e601 检测 tP1NP、β-CrossLaps、N-MID OC、25-(OH)D 水平，于安图全自动化学发光

测定仪 A2000 Plus 检测 IGF-1 水平。 

结果  性别因素对骨代谢标志物有显著影响，男性组均大于女性组（P<0.05）。tP1NP 及 N-MID 

OC 水平随年龄的升高而降低，呈现负相关，推测与性激素的减少有直接关系。25-(OH)D 与各骨

代谢标志物均无相关性（P>0.05）。IGF-1 水平与 β-CrossLaps、N-MID OC 呈正相关关系，再次

证实了 IGF-1 参与调节骨形成、骨吸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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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性别、年龄为骨代谢标志物的独立影响因素，故应设立相应的参考区间。VD 缺乏广泛存在，

但与骨代谢标志物无相关性。IGF-1 通过正向调节 β-CrossLaps、N-MID OC 参与机体的骨形成与

骨吸收过程。 

 
 

PU-2056 

微滴式数字 PCR 技术与扩增阻滞突变系统技术 

检测外周血 EGFR 基因突变分析 

 
陈虎诚 

南京市第一医院 

 

目的  利用外周血检测循环肿瘤 DNA(circulating tumor DNA，ctDNA)的 EGFR 基因突变已得到广

泛认可.本研究分析微滴式数字 PCR 技术（droplet digital PCR，ddPCR）与扩增阻滞突变系统技

术（Amplification Refractory Mutation System，ARMS）检测外周血 EGFR 基因突变的差异。 

方法  采用 ddPCR 法与 ARMS 分别检测 58 例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外周血 EGFR 基因突变，其中 TKI 治疗后耐药患者 20 例，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比

较。 

结果  ARMS 法检测 EGFR 基因突变共检出 34 例患者有突变，其中双突变患者 5 例，ddPCR 法共

检出 38 例患者有突变，其中双突变患者 10 例。ddPCR 法检测 EGFR 基因突变与 ARMS 法相比

敏感性为 97.5%，特异性为 72.73%，阳性预测值 81.25%，阴性预测值 96%。ddPCR 法检测接受

TKI 治疗的患者 20 外显子 p.T790M 位点突变检出率为 50.00%（10/20），而无 TKI 用药史患者未

检出。ddPCR 法检出突变丰度<1%的突变位点占总突变位点的 29.17%（14/48），ARMS 法仅检

出其中的 35.71%（5/14）。 

结论  ddPCR 法与 ARMS 法相比具有更高灵敏度，且可绝对定量，检测 EGFR 基因突变的检出率

更高。 

 
 

PU-2057 

化学发光法检测肾素、血管紧张素Ⅱ、醛固酮的研究 

 
张敏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时间及体位肾素（Renin）、血管紧张素Ⅱ（AⅡ）及醛固酮（ALD）检测结果的差

异。 

方法  收集本院 2015 年 3 月至 2017 年 7 月检测的肾素（Renin）、血管紧张素Ⅱ（AⅡ）及醛固

酮（ALD）结果 400 例，同一患者不同时间和体位并按性别分类，采用配对 t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肾素、血管紧张素Ⅱ及醛固酮上午（立位）和下午（卧位）结果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

0.000，并不是单纯的随机性差异。上午（立位）明显高于下午（卧位），平均差最高为血管紧张

素Ⅱ62.34。相关系数 r 最高为肾素 0.840，均呈明显正相关，且有统计学意义，P 均为 0.000。女

性 t 值明显高于男性，且上午（立位）和下午（卧位）结果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上午

（立位）明显高于下午（卧位）。  

结论  由于不同时间和体位肾素、血管紧张素Ⅱ及醛固酮结果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在进行检

测时应注明时间和体位，以便正确分析检验结果，为临床分析鉴别诊断病情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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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58 

南京地区普通人群中中青年男性甲状腺功能 

血清学标志物的初步分析 

 
蔡针针,葛高霞 

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南京地区普通人群中中青年男性甲状腺功能血清学标志物的异常情况，提高人们对男性

甲状腺疾病的认识和警惕，为早期发现和预防治疗此类疾病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1 月在我院进行常规体检正常人群 847 例，其中男性 412

例，女性 435 例，分别行血清学指标（FT3,FT4,TSH,TPOAb,TGAb）检查并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  男性人群甲状腺血清标志物结果异常率为 16.75%，女性人群甲状腺血清学标志物结果异常

率为 30.11% 

结论  甲状腺疾病早期因症状较轻而不易被发现，错过临床最佳治疗时机，因此，定期的全面健康

体检是早期确诊甲状腺疾病的有效方式。目前认为甲状腺疾病的发病与以下几种因素有关：种族、

性别、年龄、高血压、高血糖吸烟、碘摄入量、接触放射线、自身免疫、环境污染、职业类型及精

神压力等.女性甲状腺血清标志物异常率明显高于男性，但男性甲状腺血清学指标的异常率也越来

越高，因此我们在关注女性和中老年的同时对男性甲状腺的健康我们也应该同样给予更多的关注。 

 
 

PU-2059 

血清 NSE、hs-CRP、同型半胱氨酸 

及血浆 D-二聚体联合检测对脑梗死诊断价值分析 

 
张立涛,黎青,张晓洁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在脑梗死诊断过程中，血清 NSE、hs-CRP、同型半胱氨酸 HCY 及血浆 D-二聚体联合

检测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接受治疗的 56 例脑梗死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以同期健康体

检者 60 例为对照组。对两组受试者进行血清 NSE、hs-CRP、同型半胱氨酸及血浆 D-二聚体检

测，并进行结果分析。 

结果  脑梗死患者组血清 NSE、hs-CRP、同型半胱氨酸 HCY 及血浆 D-二聚体水平分别为

（18.85±4.69）ng/mL,（9.4±0.14）mg/L,（19.54±3.25）µmol/L 和（0.82±0.15）mg/L,明显高于

对照组，差距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euron-specific enolase，NSE)是参与糖酵解途径的烯醇化酶中的一

种，存在于神经组织和神经内分泌组织中，NSE 在脑组织细胞的活性最高，当缺血、缺氧、中毒

或损伤时，细胞膜的完整性受到破坏，NSE 便从中释放出来进入血液循环。D-二聚体可以作为纤

溶亢进高凝状态的分子标志物，对于脑梗死疾病发展及转归有重要意义。hs-CRP、同型半胱氨酸

HCY 是动脉粥样硬化及血栓形成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血清 NSE、hs-CRP、同型半胱氨酸

HCY 及血浆 D-二聚体与脑梗死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联合监测有助于脑梗死的预防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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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60 

南京地区中晚期妊娠妇女甲状腺激素参考值范围的初步调查 

及甲状腺功能分析 

 
张晓洁,黎青,张立涛,张美娟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建立南京地区碘适量的中晚期妊娠妇女甲状腺激素的正常参考范围并以此为依据来评价妊娠

期间母体的甲状腺功能。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期间在我院就诊进行妊娠常规检查直至分娩的妇女共 799

名，参考 NACB 的纳入标准，并根据本地区人群的特点，进行了入选标准的确立，经过严格筛选

后得到碘适量的妊娠 14～40 周妇女 505 名和非妊娠妇女 160 名（作为对照），检测血清 TSH、

FT3、FT4、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以及尿碘水平，建立甲状腺激素参考值范围，分析孕

妇甲状腺功能。 

结果  与健康非妊娠对照组比较，妊娠中、晚期孕妇血清 TSH 水平显著增高，以妊娠晚期最为明

显，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妊娠中、晚期孕妇的血清 FT3 和 FT4 水平显著下降，以妊娠晚期最

为明显，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妊娠中、晚期妇女 TPOAb 的水平高于非妊娠妇女，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孕妇的甲状腺激素水平不同于非妊娠妇女，中、晚孕期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建立妊

娠月份特异性的血清甲状腺激素参考值范围对于诊断妊娠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和低 FT4 血症是

必要的。 

 
 

PU-2061 

新生儿脐带血与母体外周血 CD4+  

及 CD4+CD25+调节性 T 细胞的表达研究 

 
袁浩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比较新生儿脐带血与母体外周血中 CD4+及 CD4+CD25+调节性 T 细胞分布 

方法   收集 2017 年 2 月 10 日至 2017 年 4 月 20 日在本院分娩的 30 例新生儿的脐静脉血及其母体

外周血，采用流式细胞技术检测两种血中 CD4+T 细胞及 CD4+CD25+T 细胞百分比。 

结果   新生儿脐带血中 CD4+T 细胞百分比较母体外周血明显增高（ t=16.12,P<0.001）；

CD4+CD25+Treg 细胞百分比较母体外周血明显减低（t=9.851,P<0.001）；平产新生儿脐带血

CD4+T 细胞百分比较平产产妇外周血明显增高（t=9.615，P<0.001）,而 CD4+CD25+T 百分比较

平产产妇外周血减低（t=5.46，P<0.001）;剖腹产新生儿脐带血 CD4+T 细胞百分比较剖腹产产妇

外周血明显增高（ t=12.637,P<0.001），而 CD4+CD25+T 百分比较剖产产妇外周血减低

（t=8.304，P<0.001）；平产较剖腹产新生儿脐带血 CD4+T 细胞及 CD4+CD25+T 百分比无明显

差别（ t=0.318、 0.545，P=0.753、 0.590）；平产较剖腹产产妇外周血 CD4+T 细胞及

CD4+CD25+T 百分比无明显差别（t=0.099、1.006，P=0.922、0.323）。 

结论  新生儿脐带血 CD4+T 细胞及 CD4+CD25+T 细胞与母体外周血有明显的差别，平产新生儿脐

带血与母体外周血较剖腹产 CD4+T 细胞及 CD4+CD25+T 百分比无明显差别，Tregs 细胞在妊娠

发生发展中对新生儿和母体的免疫机制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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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62 

高危型 HPV 基因分型在宫颈病变组织中的分布特征分析 

 
张美娟,成祥君,马金霞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的基因分型，为 HPV 感染控制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江苏某三甲医院妇科及妇科保健门诊就诊的 3594 名女性，

取宫颈脱落细胞标本进行高危型 HPV 分型检测，了解高危型 HPV 感染状况以及亚型分布规律。 

结果  在所收集的 3594 份标本中，共检出高危型 HPV 阳性 1407 例，阳性率为 39.15%。其中

HPV16 型阳性检出 211 例，检出率为 5.87％；HPV18 型阳性检出 45 例，检出率为 1.25％；其他

12 种高危 HPV 亚型(HPV 31, 33, 35, 39, 45, 51, 52, 56, 58, 59, 66 和 68b)阳性共检出 994 例，检

出率高达 27.66%。HPV 阳性率从高到低的年龄组分别是 : ≥65 岁组(58.06%)、55~64 岁组

(46.52%)、35~44 岁组 (40.98%)、45~54 岁组 (40.02%)、<25 岁组 (35.03%)、25~34 岁组

(35.00%)。在 1407 例 HPV 阳性检测结果中，多重感染 157 例，多重感染率为 11.18％，其中二重

感染 154 例，三重感染 3 例。二重感染以 HPV16 型和其他 12 种高危 HPV 亚型混合感染为主，占

64.33％，而 HPV16 型和 18 型的混合感染较少，仅有 3 例。 

结论  在宫颈组织病变的患者中，高危型 HPV 感染以非 16、18 型的其他 12 种高危 HPV 亚型为

主，多重感染率最高的出现在 35~44 岁的人群。HPV 基因型检测对于宫颈恶性病变的早期防治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PU-2063 

宝鸡地区孕妇 TORCH 检测分析 

 
李伟 

宝鸡高新人民医院 

 

目的  为了解宝鸡地区妊娠期妇女 TORCH 的感染情况，有效预防宝鸡地区 TORCH 感染、降低先

天性畸形儿出生率。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对宝鸡高新人民医院进行门诊体检的待孕或孕早期的 3348

例妇女进行了 TORCH-IgM 检测。 

结果  TORCH-IgM 总阳性率为 3.94%，其中弓形虫（TOX）阳性率为 0.57%，风疹病毒（RV）阳

性率为 0.93%，巨细胞病毒（CMV）阳性率 1.94%，单纯疱疹病毒Ⅱ(HSVⅡ)阳性率 0.51%。不

同季节的巨细胞病毒感染中：春季感染率为 2.12%，夏季感染率为 1.76%，秋季感染率为

1.90%，冬季感染率为 1.96%。 

结论  宝鸡地区孕妇 TORCH 感染中主要以巨细胞病毒感染为主。在对不同季节的巨细胞病毒的感

染阳性率统计中发现，巨细胞病毒感染阳性率跟季节性因素无关。孕妇应积极注意住处的卫生条

件，尽量避免到人流密集处，此外应重视妇女孕前 TORCH 筛查，提高优生优育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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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64 

三叶青提取物对人树突状细胞功能的影响 

 
廖雨琴 1,刘军权 1,祝宇翀 1,单宇 1 

1.杭州金域医检验所有限公司 

2.第九七医院检验科 

 

目的  探讨三叶青提取物 TH-b 部分对树突状细胞（DC）功能影响。 

方法   分离健康人外周血中单个核细胞，用 GM-CSF、IL-4、γ-IFN 和 LPS 诱导培养 DC。用念珠

菌孢子法检测经 TH-b 作用后的 DC 吞噬能力；将经三叶青提取物 TH-b 部分作用后的 DC 与同种

外周血淋巴细胞进行混合培养，以检测淋巴细胞增殖率；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TH-b 作用后 DC 的 

CD80、CD83、CD86、HLA-DR 表面标记；用酶免疫法检测 TH-b 作用后的 DC 培养上清液中的

IL-12 含量。 

结果  三叶青提取物 TH-b 部分对 DC 吞噬能力有作用明显，TH-b 浓度为 0.62μg/ml 时吞噬能力最

强。各种 TH-b 浓度作用后的 DC 其细胞表面 CD80、CD83、CD86 和 HLA-DR 表达均明显升高，

以 0.62μg/ml 最 明 显 ， 分 别 为 88.56%±8.16% 、 86.75%±7.59% 、 99.34%±8.24% 、

96.15%±8.27% ，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 （ 0 μg/ml ） 的 71.38%±7.31% 、 43.61%±4.29% 、

93.41%±8.34%、79.26%±5.12%,两者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TH-b 作用后的 DC 与淋巴

细胞在 1:1、1:10、1:100 的比例下，对同种外周血淋巴细胞具有强烈的激发和促增殖作用，以 1:1

最明显。TH-b 作用 DC 48h 后，DC 分泌的 IL-12 均明显升高，在 0.62μg/ml 时 IL-12 分泌达最高

值（526.3 pg/ml），显著高于对照组（260.1 pg/ml）（p＜0.05），并有浓度窗现象。 

结论  低浓度三叶青提取物能够显著促进人 DC 吞噬功能，促进 DC 表面 CD80 和 CD86 的表达，

提高 DC 成熟标记和 IL-12 分泌能力。 

 
 

PU-2065 

乙型肝炎患者 HBV-DNA 与血清标志物联合检测 

 
倪琼 

宝鸡高新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乙型肝炎患者 HBV-DNA 定量与血清标志物联合检测。 

方法   HBV-DNA 定量采用荧光定量 PCR（FQPCR)检测，血清标志物采用 ELISA 方法检测。 

结果  HBsAg、HBeAg、抗-HBc 标志物阳性的 HBV-DNA 检验率最高，HBsAg、抗-HBc 次之，抗-

HBc 最低。 

结论  乙型肝炎患者 HBV-DNA 与血清标志物联合检测是评价抗病毒或免疫增强药物疗效的最客观

的指标。 

 
 

PU-2066 

三种方法检测乙肝表面抗原的结果分析 

 
杨涛 

宝鸡高新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三种方法对乙肝表面抗原的定性和定量检测的结果并进行对比分析。 

方法   采用临床上常用的胶体金方法、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法( ELISA 法)、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

法对我院 200 例标本进行乙肝表面抗原检测, 分别计算 ELISA 法、化学发光法 、胶体金法检测结

果的阳性率、灵敏度和特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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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化学发光方法检测乙肝表面抗原的阳性率、灵敏度和特异度高于 EL ISA 法和胶体金法。 

结论  化学发光法检测乙肝病毒标志物特异性强、灵敏度高, 具有很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PU-2067 

肿瘤标志物检测应用于结肠癌中的诊断价值 

 
韦丽娟 

西安高新医院 

 

目的  探讨检测血清肿瘤标志物应用于结肠癌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收治且经手术组织病理学证实为结肠癌的 84 例患者进行研究，另选取同期于医院

体检的正常健康人群 60 例作为对照组。采用电化学发光全自动免疫分析系统检测两组血清 CEA、

CA19-9、CA72-4 浓度。分析三项肿瘤标志物联合诊断结肠癌的临床价值。 

结果  结肠癌患者血清 CEA、CA19-9 及 CA72-4 浓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伴淋巴结转移、

浸润至浆膜结肠癌患者血清 CEA、CA19-9 及 CA72-4 浓度明显高于无淋巴结转移、浸润至肌层患

者，P<0.05；肿瘤直径≥5 cm 患者血清 CEA 浓度明显高于肿瘤直径<5 cm 者，P<0.05。检测血清

CA19-9 及 CA72-4 的检出率明显高于 CEA，且联合检测高于单项检测检出率，P<0.05。 

结论   检测血清 CEA、CA19-9 及 CA72-4 浓度可有助于临床判断结肠癌患者病情，联合检测血清

CEA、CA19-9 及 CA72-4 浓度可提高结肠癌诊断正确率。 

 
 

PU-2068 

微滴式数字 PCR 技术与扩增阻滞突变系统技术 

检测外周血 EGFR 基因突变分析 
 

陈虎诚 

南京市第一医院 

 

目的  肺癌是世界范围内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肺癌患者中约 80%为非小细胞肺癌

（,NSCLC)，临床上 60%-70%的 NSCLC 首诊时已处于中、晚期，传统治疗手段治疗效果往往不

尽如人意。以 EGFR 基因为代表性靶点的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是近年来 NSCLC 靶向治疗的一

大进展。此前的研究明确了 EGFR 基因突变是 EGFR-TKI 疗效的决定性因素。因此，选择合适的

检测方法筛选出靶向治疗受益人群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由于肿瘤组织标本不易获取，利用外周血

检测循环肿瘤 DNA 的 EGFR 基因突变已得到广泛认可.本研究分析微滴式数字 PCR 技术与扩增阻

滞突变系统技术检测外周血 EGFR 基因突变的差异 

方法   采用 ddPCR 法与 ARMS 分别检测 58 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外周血 EGFR 基因突变，其中

TKI 治疗后耐药患者 20 例，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  ARMS 法检测 EGFR 基因突变共检出 34 例患者有突变，其中双突变患者 5 例，ddPCR 法共

检出 38 例患者有突变，其中双突变患者 10 例。ddPCR 法检测 EGFR 基因突变与 ARMS 法相比

敏感性为 97.5%，特异性为 72.73%，阳性预测值 81.25%，阴性预测值 96%。ddPCR 法检测接受

TKI 治疗的患者 20 外显子 p.T790M 位点突变检出率为 50.00%（10/20），而无 TKI 用药史患者未

检出。ddPCR 法检出突变丰度<1%的突变位点占总突变位点的 29.17%（14/48），ARMS 法仅检

出其中的 35.71%（5/14） 

结论   ddPCR 法与 ARMS 法相比具有更高灵敏度，且可绝对定量，检测 EGFR 基因突变的检出率

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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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69 

ILK、E-cadherin 及 Twist 对膀胱癌 EMT 的影响 

 
高娟,李卓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研究膀胱癌中 ILK、E-cadherin 及 Twist 的表达，探讨其对膀胱癌 EMT 的影响。 

方法   运用免疫组织化学 S-P 法检测 ILK、E-cadherin 及 Twist 在 62 例膀胱癌和 25 例癌旁正常组

织中的表达。 

结果  ILK 在膀胱癌及癌旁正常组织中的表达分别为 54.8% (34/62)和 16%(4/25)，E-cadherin 在膀

胱癌及癌旁正常组织中的表达分别为 32.3%(20/62)和 72%(18/25)，Twist 在膀胱癌及癌旁正常组

织中的表达分别为 64.5%(40/62)和 4%(1/25)，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 10.924，χ2 = 

11.439，χ2 = 26.185，P＜0.05)。同时，ILK 和 Twist 在高分化膀胱癌中的表达明显低于低分化

癌，而 E-cadherin 在高分化膀胱癌中的表达明显高于低分化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

膀胱癌中 E-cadherin 与 ILK 和 Twist 的表达均呈负相关；而 Twist 与 ILK 表达呈正相关。 

结论  ILK、E-cadherin 及 Twist 蛋白在膀胱癌中均有异常表达，并与膀胱癌的分化程度密切相关，

提示 ILK、E-cadherin 及 Twist 可能参与膀胱癌的发生、发展，对膀胱癌 EMT 起重要作用 

 
 

PU-2070 

膀胱尿路上皮癌中 ILK、CD44v6 及 EGFR 的表达和意义 

 
高娟,李卓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研究膀胱尿路上皮肿瘤中 ILK、CD44v6 及 EGFR 的表达，探讨其在膀胱尿路上皮肿瘤

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方法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 S-P 法检测 ILK、CD44v6 及 EGFR 在 112 例膀胱尿路上皮肿瘤和 35 例

癌旁正常膀胱组织中的表达，并研究 ILK、CD44v6 及 EGFR 单测与联测的临床意义。 

结果  ILK 在 112 例膀胱癌及 35 例癌旁正常组织中的阳性表达分别为 11.4%(4/35)和 62.5% 

(70/112)。膀胱癌中 ILK 表达率明显高于癌旁正常组织，并且 ILK 在低级别膀胱癌中的表达呈中度

阳性，在高级别膀胱癌中的表达呈强阳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CD44v6 在 112 例

膀胱癌及 35 例癌旁正常组织中的阳性表达分别为 77.1%(27/35)和 26.8%(30/112)。CD44v6 在正

常膀胱组织中的表达信号最强，且随着肿瘤恶性程度的增加其表达率呈下降趋势，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EGFR 在 112 例膀胱癌及 35 例癌旁正常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结果分别为

22.9%(8/35)和 67.9%(76/112)。并且 EGFR 在低级别膀胱癌中的表达呈中度阳性，在高级别膀胱

癌中的表达呈强阳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ILK 蛋白在膀胱癌中呈过表达，与病理分级相关，提示 ILK 参与膀胱癌的发生及转移，并与

其恶性程度密切相关。CD44v6 表达与病理分级呈负相关，肿瘤病理分级越低，CD44v6 表达越

强。CD44v6 在正常膀胱黏膜的基底细胞层中呈强阳性表达，在低级别膀胱癌中呈片状中度阳性表

达，在高级别膀胱癌中呈片状中度阳性表达。EGFR 的阳性表达率总体上随着膀胱癌病理分级的增

高而增高。EGFR 与肿瘤的浸润深度分化状态关系十分密切，EGFR 的过度表达与肿瘤的发生发展

有关，是肿瘤病理学分期的有效参考指标。三联测对膀胱癌患者的阳性率明显增加，有助于临床诊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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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71 

我院输血前病人和孕产妇感染性疾病的检测分析 

 
高娟,李卓,马梦影,张亚亚,王青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目的  通过对输血前病人和孕产妇传染性疾病的检测，分析输血前病人和孕产妇传染病感染情

况，为切断母婴间感染性疾病的传播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选择 2014-2016 年来我院就诊的输血前病人和孕产妇，运用 ELISA 法对其进行抗艾滋病抗

体（抗 HIV）、抗梅毒抗体（抗 TP）和抗丙肝抗体(抗 HCV) 检测，并将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参加检测的输血前病人和孕产妇中抗艾滋病抗体阳性着分别为 82 和 1 例，阳性率分别为

0.15％和 0.02％；抗梅毒抗体阳性着分别为 785 和 19 例，阳性率分别为 1.4％和 0.29％；抗丙肝

抗体阳性着分别 1007 和 4 例，阳性率分别为 1.7％和 0.06％，输血前病人抗 HIV、TP 和 HCV 阳

性率明显高于孕产妇，且不同感染指标阳性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P < 0.05)。 

结论   输血患者在输血前，传染病即有一定的感染率，尤其是梅毒和丙肝感染率很高，且传染病阳

性率均呈逐年上升趋势；孕产妇传染病感染率处于较高水平，育龄妇女孕前宣教和筛查是控制传染

病母婴传播的关键。因此，输血前进行传染病检测很有必要，及早筛检抗 HIV、抗 TP 和抗 HCV

可以有效预防输血传染疾病，减少或避免医院感染以及医疗纠纷的发生，应加强育龄妇女的 HIV、

TP 和 HCV 防治知识宣传教育，加强孕产妇筛查体检工作，规范进行 HIV、TP 和 HCV 诊治，从而

有效控制 HIV、TP 和 HCV 疫情，保护妇女身体健康，有效保障母婴安全。 

 
 

PU-2072 

罗氏 e601 环孢霉素性能验证及三种免疫学方法比较 

 
韩松,秦绪珍,张瑞丽,李明,高冉,邱玲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对罗氏公司 Cobas e601 型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e601)环孢霉素分析技术进行性能

评估。探讨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chemiluminescence microparticle immune assay，CMIA)、

酶放大免疫分析（enzyme multiplied immunoassay technique，EMIT）与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electrochemoluminescence immunoassay，ECLIA)三种免疫分析系统监测肾移植术后环孢霉素血

药物浓度结果的相关性和一致性。 

方法   依照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CLSI）文

件对 e601 环孢霉素试剂盒进行精密度、正确度、线性、批号间稳定性、方法学比较的性能验证。 

结果  e601 环孢霉素分析系统全血样本的批内精密度和实验室内精密度与厂家说明书声明的精密度

一致；正确度和偏倚小于 1/3 卫生部室间质量评价标准；不同批号试剂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

r=0.988，回归方程 y=1.062x+6.792。三种免疫方法相关性好，ECLIA 与 EMIT 方法相关系数为

0.974，CMIA 与 EMIT 方法相关系数为 0.922，ECLIA 与 CMIA 的检测结果相关系数为 0.930。 

EMIT 与 CMIA 的检测结果无统计学差异(P>0.05)，而 ECLIA 稍高于 CMIA、EMIT 的检测结果（差

值均数分别为 5.0ng/mL，5.1 ng/mL）。 

结论  e601 环孢霉素分析系统符合厂家声明的性能参数，三种方法检测环孢霉素血药浓度相关性较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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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73 

HCMV 感染对妊娠的筛查分析 

 
陆媛 

西安市第一医院 

 

目的  人巨细胞病毒(HCMV)是最常见、危害最大的引起先天疾病的病毒, 也是发达国家智力低下和

非遗传性先天性耳聋的常见原因之一。探讨感染人巨细胞病毒(HCMV)的筛查和预防以达到优生优

育。 

方法   采用磁微粒化学发光法对 500 例孕妇进行 HCMV 抗体 IgG 抗体和 IgM 抗体的检测，通过检

测结果 IgG 抗体的阳性或 IgM 抗体的阳性判断是既往感染还是近期感染，及时的筛查出 HCMV 感

染的患者以进一步采取有效的方式及措施。 

结果  被筛查孕妇中既往感染 484 例，近期感染 1 例，未感染 15 例。 

结论  该方法在产前可有效检出 IgG 抗体的阳性或 IgM 抗体的阳性的孕妇，对降低 HCMV 感染患

者和智力、听力损伤患儿出生率的有效手段，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及临床应用价值。 

 
 

PU-2074 

一例巨球蛋白血症伴高水平 CA125 

可疑实验室干扰的处理及相关文献复习 

 
由婷婷,秦绪珍,李鹏昌,侯立安,王丹晨,尹逸丛,古丽丹娜,利剑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报道 1 例巨球蛋白血症伴高水平 CA125 可疑实验室干扰的处理。 

方法   2017 年 5 月 7 日在罗氏 E601 免疫分析仪用夹心法检测本例患者 CAl25 2017.0 U/mL，用更

换平台、聚乙二醇 PEG6000 沉淀[1]、HBR 试剂、Protein A/G agrose 试剂方法对标本处理后进行

检测 

结果  雅培(ARCHITECT)平台：原倍 CA125>1000 U/mL,2 倍稀释结果 CA125>2000 U/mL。聚乙

二 醇 PEG6000(RocheE601) 结 果   CA125 2142u/m1 。 Protein A/G agrose 试 剂

(RocheE601)CA125 2214.3 U/mL。 

结论  对此例巨球蛋白血症高 IGM 对 CA125 检测可能存在干扰，使用更换平台、聚乙二醇

PEG6000 沉淀、HBR 试剂、Protein A/G agrose 试剂方法对标本处理后进行检测并没有达到预期

目标排除干扰。 

 
 

PU-2075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erum Allergen sIgE Detected by 
EUROLine and ImmunoCAP 

 
Zhifeng Huang1,2,4,Baoqing Sun1,3,4,Wenting Luo1,3,4 

1.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3.Guangzhou Institute of Respiratory Health 
4.State Key Laboratory of Respiratory Diseases 

 
Objective Allergen-specific IgE measurement is one of the indispensable auxiliary diagnostics for 
allergy diagnosis.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ImmunoCAP  (Thermo Fisher) standard-specific 
IgE detection system has been widely used around the world. A set of multiple specific I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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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ays has been introduced with EUROLine Western blotting. EUROLine is suitable for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inhalant allergy, food allergies and cross-allergic reactions (pollen-related 
food allergies) in samples. This method enables the simultaneous detection of up to 21 allergen 
antibodies on one membrane. However, there is relatively little research on comparing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se two measurement systems. 
Methods Serum samples from 283 patients with multiple allergen sIgE positive(ImmunoCAP) 
originated from the Respiratory Diseases Biological Resources Library at the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Respiratory Diseases, using the ERUOBlotone automatic immunoblot detection 
system (oumeng Medical Diagnostics, Germany) and the Phadia 1000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Sweden) detect sIgE of twelve common allergens in serum, including: inhalant allergens: 
cockroach(i6), dog dander(e5)/dog hair(e2), cat dander(e1), Artemisia(w6), ragweed(w1), House 
dust mite (d1); Food allergens: egg white(f1), milk (f2) , peanut (f13), Soybean (f14), crab (f23), 
shrimp (f24). 
Results 1. Patient characteristics 
Fig.1 shows the sample size of ImmunoCAP and EUROLine for six inhalant allergens and six 
food allergens, and the number of positive. Of the six inhaled allergens, the positive rates of d1 
were highest, 77.39% (202/261) and 66.23% (173/261), respectively, regardless of the 
ImmunoCAP method or the EUROLine test. And of the six food allergens. The highest positive 
rate of f23 was 53.13% (102/192) by ImmunoCAP assay, but the highest rate of f1 is 53.17% 
(109/207) by EUROLine assay. 
2. EUROLine Diagnostic Effectiveness 
With ImmunoCAP as the gold standard, the total agreement, positive/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sensitivity,specificity, and Kappa value for EUROLine. There were a total1865 comparative 
results, with 76.8% (1435/ 1877) have the same qualitative results. The total agreement rate of 
the twelve allergens were range 60.8% (f24) to 90.1% (e1), and the food allergen f1has the 
highest sensitivity( 89.7%), with a specificity of 79.6%; followed by f2 (86.3%, 80.4% 
specificity).the Kappa value of e1  is the highest, 0.702 (p<0.001). 
3. Semi-quantitative analysis (0–6 class) 
Expect f24, i6 and w1, the consistent rate of ±1 level (including the same grade) of others 
allergens was above 80%, and the highest consistent rate of f1 is 93.17%, followed by f2 
(89.86%). For the positive (both >0.35IU/ml), the consistent rate of positive ±1 level in f14 is up to 
100%, followed by the f1 (97.70%), and the e5 is the worst, only 31.58%. 
Conclusions For most common allergens, the EUROLine system is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diagnosis. It is safe,convenient, economical, and efficient in screening multi-allergens. Moreover, 
it is good for semi-quantitative detection of allergens in the basic hospitals that are unable to carry 
out the ImmunoCAP detection, and also for patients with fewer samples. However,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 needs to be validated using a number of samples from a variety of countries and 
regions. 
 
 

PU-2076 

降钙素原在血流感染中的预测价值 

 
黄嫄 

西安市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降钙素原 （procalcitonin, PCT）在血流感染中的预测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西安市第一医院 2015 年 6 月 1 日至 2017 年 2 月 30 日的 210 例同时送检血液培

养和降钙素原检测、血细胞分析及 C 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检测的患者结果。以血

培养结果为金标准，分别计算 PCT、CRP 水平及白细胞（white blood cell, WBC）、中性粒细胞

（neutrophil, NEU）计数的灵敏度 (sensitivity)、特异度 (specificity)、阳性预测值（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阴性预测值(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约登指数(Youden index, 

YI)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同时分别比较 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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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P、WBC、NEU 水平及阳性率在血培养阳性组与阴性组之间、革兰阴性（Gram negative, 

GN）菌血流感染（n=39）与革兰阳性（Gram positive, GP）菌血流感染组（n=30）之间的差异。 

结果  PCT 的 ROC 曲线下面积（0.772）及 YI（0.48）均高于 CRP、WBC 及 NEU；血培养阳性

组 PCT、CRP、WBC、NEU 水平及阳性率均显著高于阴性组（P<0.05）；GN 菌血流感染患者

CRP 水平显著高于 GP 菌血流感染患者（P<0.05），而两组间 PCT、WBC、NEU 检测结果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且两组间 PCT、CRP、WBC 及 NEU 阳性率无显著差异（P=0.788，

P=0.514，P=1.000，P=0.586）。 

结论  血清 PCT 检测对血培养结果有较好的预测价值，联合 CRP、WBC、NEU 等指标可以辅助早

期诊断血流感染。 

 
 

PU-2077 

批量标本梅毒检测方法探讨 

 
赵棉 

西安市第一医院 

 

目的  本文通过对比三种常用的梅毒血清学检测方法 TP-CMIA（梅毒螺旋体酶联免疫吸附试

验）  、TP-PA（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和 RPR（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给出一种

适合大批量梅毒标本的实验室筛查建议。 

方法   对大批量住院病人标本（筛查标本 2747 份）采用上述三种方法进行检测和确认。 

结果  在 TP-CMIA 为阳性的 63 份标本中，TP-PA 阳性为 58，符合率 92% ，假阳性率为 8% 。另

外，对 58 份 TP-PA 阳性标本采用 RPR 检测，检出阳性 20 份，检出率 34%，未检出率 66%。 

结论  TP-CMIA 假阳性，对于阳性标本应进行 TP-PA 确认；若 TP-PA 检测仍为阳性，再采用 RPR

检测用于判断患者病情和疗效。对于大批量标本，联合应用三种不同的梅毒血清学检测方法更具有

诊断和临床治疗价值。 

 
 

PU-2078 

降钙素与血清胃蛋白酶原联合检测 

在萎缩性胃炎并发感染的诊断价值 

 
高洁 

西安市第一医院 

 

目的  探究血清降钙素及胃蛋白酶原（pepsinogen，PG）水平联合检测在萎缩性胃炎并发感染中的

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于我院确诊的 56 例萎缩性胃炎患者为实验组，根据其是否

出现感染将其分为感染组（23 例）和非感染组（33 例），而后选取同期于我院进行体检的 60 例

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对实验组及对照组的血清降钙素及 PG 水平进行测量对比，对感染组和非感

染组的血清降钙素及 PG 水平进行测量对比，而后对感染组患者进行为期 4 周的抗感染治疗，治疗

后测量其血清降钙素及 PG 水平并与治疗前进行测量对比； 

结果  （1）实验组血清降钙素水平高于对照组，PG 水平低于对照组，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2）感染组血清降钙素水平高于非感染组，PG 水平低于非感染组，对比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3）治疗后感染组血清降钙素水平下降，PG 水平上升，与治疗前对比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血清降钙素与 PG 水平与萎缩性胃炎患者感染状态存在一定相关性，可以通过对上诉血清因

子水平的测量对患者病情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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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79 

Flotillin1 promotes EMT of human small lung  
cancer via TGF-β signaling pathway 

 
lianmei zhao 

Research Center， 4 pathology department， 

 The Fourth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China. 

 
Objective Small cell lung carcinoma (SCLC)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most aggressive types of 
lung cancer due to its rapid growth and early metastasis. No tumor markers or therapeutic targets 
have been demonstrated to be specific and effective in SCLC to date.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Flotillin1 (Flot1) as a potential diagnostic marker and therapeutic target for 
detection and treatment of lung cancer. 
Methods Flot1 expression level in the SCLC tissue, lung cancer tissue microarray was detected 
using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Matrigel invasion assays were employed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Flot1 on cancer cell invasion. Flow cytometry and MTS assays were used to measure 
cell apoptisis and cell viability, respectively, and Flot1, EMT marker E-cadherin, vimentin, 
cyclinD1,TGF-β/samd2 and p-AKT were exmined with western blotting. Furtheremore, xenograft 
tumor in nude mic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of NCI-H446 cells in vivo. 
Results Our present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Flot1 is highly expressed in SCLC samples and 
that it correlates strongly with clinical stage, distant metastasis and poor survival. The knockdown 
of Flot1 decreased the growth, migration and invasiveness of SCLC cells in vitro and in vivo, 
while enhanced Flot1 exhibited the opposite behavior. Gene expression profil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Flot1-regulated genes frequently mapped to the AKT and TGF-β/smad2 pathways as well as 
to the EMT-associated transcription factors Twist and Sox11. Our results further revealed that 
Flot1 affected the progression of SCLC via the regulation of EMT progression. The knockdown of 
Flot1 decreased the levels of phosphorylated AKT and TGF-β/smad2 expression.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indicated an oncogenic role for Flot1 in SCLC and suggested its 
potential as a tumor marker and prognostic indicator. 
 
 

PU-2080 

B 亚型 HIV-1 V3 区氨基酸变化与病毒感染能力及亲嗜性的研究 

 
马学华,林春艳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分析不同嗜性 B 亚型 HIV-1 感染者 V3 区氨基酸序列差异及感染实验，探讨 V3 区 11、

22、25 位点与病毒感染能力及亲嗜性的关系。 

方法   从 HIV 数据库中以 FASTA 格式下载 B 亚型 V3 区氨基酸序列，并将其分为 R5 亲嗜性组和

X4 亲嗜性组，利用 CLUSTAL W 软件分别对两组序列进行多重序列比对，计算每个位点氨基酸出

现的频率，并进行降幂排列。对 HIV-1 HXB2 和 SF162 株包膜糖蛋白 V3 区进行修饰，并构建伪病

毒及进行感染实验。 

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 R5 亲嗜性和 X4 亲嗜性病毒中 V3 区 Consensus 序列在 11、22 和 25 位上具

有差别。在 R5 亲嗜性毒株中这三个位点最常出现的氨基酸频率分别为 71.9% S，66.7% A 和

56.0% D；在 X4 亲嗜性毒株中这三个位点最常出现的氨基酸频率分别为 50.0% R，57.1% T 和

26.2% Q。V3 区 22 氨基酸残基与病人 CD4+T 细胞数具有明显的相关性。R5 亲嗜性或 X4 亲嗜性

毒株 V3 区 11、22、25 位氨基酸残基的改变都使其感染能力降低，并且 SF162 的 11 位氨基酸残

基 S 转变为 R 时，病毒由 R5 嗜性变为 R5X4 双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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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在 B 亚型的 HIV-1 中 V3 区 22 位氨基酸残基与病毒的感染能力及病人的

疾病进展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可以和 11、25 位氨基酸一起作为生物学表型预测的位点。 

 
 

PU-2081 

Th17 细胞和调节性 T 细胞(Treg)及相关细胞因子 

在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外周血中表达研究 
 

王君 

西安市第一医院 

 

目的  观察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AIH）外周血中 Th17 细胞和调节性 T 细胞(Treg)的比例以及相关

细胞因子表达含量的变化。 

方法   采用流式细胞计数检测 AIH 患者及正常体检者外周血中 Th17 细胞和调节性 T 细胞(Treg)的

比例，同时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两组受检者血清中相关细胞因子含量水平变化情

况。 

结果  AIH 组外周血中 Th17 和 Treg 细胞比例分别为（1.02±0.31）%和（1.65±0.32）%，对照组

外周血中 Th17 和 Treg 细胞比例分别为（0.53±0.28）%和（5.67±1.12）%，与对照组相比，AIH

组红外周血中 Th17 细胞比例明显升高，而 Treg 细胞比例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6.425 和 16.444，P<0.05）。 AIH 组血清中 IL-10、IL-17、IL-23 和 IL-27 含量显著高于对照

组（t=25.682、6.002、12.399 和 9.854, P<0.05），而 AIH 血清中 TGF-β 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t=5.384，P<0.05）。  

结论  Th17 细胞与 Treg 细胞比例失衡可能导致 AIH 患者自身免疫功能紊乱及相关细胞因子表达升

高，引起机体炎症反应从而导致 AIH 疾病的发生。 

 
 

PU-2082 

AGR2 上调 CD4+Foxp3+调节性 T 细胞促进结肠癌发生发展 

 
陈珍珍 

河南省肿瘤医院 

 

目的  AGR2 在促进结肠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抗肿瘤免疫治疗，理解为什么

一些肿瘤细胞能够逃避免疫攻击非常关键。在这项研究中，我们研究 AGR2 如何改变内源性抗肿瘤

免疫能力和其相关的信号转导通路。 

方法   我们用 Lenti-pFB-neo，Lenti-pFB-AGR2 和 Lenti-pFB-GFP 感染 CT26 和 MC38 细胞，建

立过表达 AGR2 的小鼠结肠癌细胞系。我们在 BALB/c 小鼠皮下种植 AGR2 过表达或对照 CT26 细

胞建立肿瘤模型。检测小鼠皮下肿瘤的体积以及统计荷瘤小鼠的生存期。然后从脾脏，淋巴结和肿

瘤中分离单个核细胞，并用流式细胞分析仪分析其免疫表型。我们通过流式细胞术分选 CD4 + 

CD25 + CD127- 细胞即 Treg 细胞，将 AGR2 蛋白加到到 Tregs 中，并分别培养 6 和 12 小时，通

过 RT-PCR 测定 Treg 细胞中标签基因的表达。 

结果  我们发现过表达 AGR2 蛋白增加肿瘤体积，降低小鼠生存期。取荷瘤小鼠脾脏、淋巴结、肿

瘤组织流水细胞术检测免疫细胞比例，结果显示 AGR2 上调肿瘤和淋巴结中 Tregs 比例。进一

步，我们发现 AGR2 可以上调 Tregs 细胞中 IFN-γ、LAG-3 和 CD73 基因表达水平。 

结论  我们的结果表明 AGR2 参与了肿瘤的免疫抑制反应。我们建立了稳定表达 AGR2 的小鼠来源

的结肠癌细胞系，AGR2 的过表达能够促进结肠癌的发生和发展，并且降低小鼠的生存期。在这项

研究中，我们也初步确定了 AGR2 能够招募和激活结肠癌中的调节性 T 细胞。这项研究提供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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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研究 AGR2 和 Tregs 在肿瘤免疫中相互作用的实验基础，也为结肠癌的免疫治疗提供了一个

新的研究靶点。 

 
 

PU-2083 

High prevalence of vitamin D deficiency among children 
aged 0-12 years in Heilongjiang, China 

 
Lixin Jiang,Xuehua Ma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Vitamin D deficiency (VDD) and vitamin D insufficiency (VDI) are highly prevalent in 
the world, but the vitamin D status of children in northeast China is seldom investigated.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clarify the prevalence of VDD and VDI among childre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in China. 
Methods We collected data from 9795 children aged 0 to 12 years who came to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September 2014 to August 2016. Serum 25-
hydroxy vitamin D [25(OH)D] levels were determined by chemiluminescent immunoassay and 
categorized as ≤20, 21–29, and ≥30 ng/mL. 
Results The highest mean level of serum 25(OH)D was found at the 1–3 y stage (31.14 ng/mL) 
and the lowest at 6–12 y stage (18.58 ng/mL). Accordingly, the prevalence of serum 25(OH)D 
levels < 20 ng/mL was the lowest among toddlers (20.1%) and rose to the highest among school 
age children (65.8%). The mean serum 25(OH)D level among school girls was lower than that of 
boys (17.86 ng/mL and 19.12 ng/mL, respectively). The levels of 25(OH)D gradually increased in 
the order of winter, spring, autumn and summer (from 29.70 ng/mL to 20.53 ng/mL). The 
prevalence of vitamin D sufficiency among the four seasons was 28.3%, 41.5%, 25.1% and 
21.0%. The prevalence of vitamin D sufficiency during 2014 was only 17.2%, but increased to 
about 45% in 2016.  
Conclusions The prevalence of vitamin D deficiency and insufficiency among childre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is high, especially among children aged 6–12 years.  
 
 

PU-2084 

超敏 C -反应蛋白检测的诊断意义 

 
姜玉玲,徐兆珍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检验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对急诊室胸痛病人的诊断价值 

方法   从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对急诊接诊主诉为胸痛的病人进行超敏 C 反应蛋白测定，

以及心电图检查 

结果   各组心血管性疾病患者 (112 例 )血清 hs - CRP 浓度显著高于对照组 (52 例，

1.07±0.93mg/L) ，而非心血管性疾病组与对照组相比无显著差别 

结论   hs - CRP 的测定可辅助急诊胸痛病人预测心源性疾病的发生，有助于急诊室心源性疾病的诊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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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85 

Fas/FasL 介导的细胞凋亡在桥本氏甲状腺炎时的意义 

 
徐兆珍,郭欣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为了研究 Fas/FasL 介导的细胞凋亡在桥本氏甲状腺炎发病机制中的作用，评价其在治疗中

的意义 

方法   采用流式细胞仪、双抗体夹心 ELISA 法及免疫组化方法分别测定桥本氏甲状腺炎(HT)及正

常对照组外周血 T 淋巴细胞 Fas 抗原表达情况，血浆中 sFas 水平及甲状腺腺泡细胞 Fas 抗原及

Fas 配体的表达情况 

结果  发现 HT 组甲状腺细胞 Fas 和 FasL 表达强度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0.01)，血浆 sFas 水平

(2.05±0.54ng/ml)明显低于正常组(3.59±0.68ng/ml，P<0.001)，HT 外周血 T 淋巴细胞 Fas 抗原阳

性细胞数(79.99%±16.08%)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57.22%±11.57%，P<0.001) 

结论  Fas 系统与桥本氏甲状腺炎发病密切相关 

 
 

PU-2086 

2007～2012 年哈医大一院艾滋病感染者情况分析 

 
林春艳,蒋丽鑫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中国大多数医院都有可以进行 HIV 检测。然而，这还不是一个面向所有患者的常规试验，许

多患者就诊时仍不知道他们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目的：了解我院艾滋病病毒的感染率和影响感染的

因素。 

方法   我们收集了从 2007 年到 2012 年这 6 年来就诊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 348151 位

患者的血液样本，用 ELISA 法进行初筛。阳性结果的标本用不同厂家的试剂盒进行复查，若有一

个结果为阳性，就送往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进行确诊实验。 

结果  从 2007 年到 2012 年我院 HIV 检测的阳性率有逐渐上升的趋势。并且 HIV 感染与患者的性

别、年龄、职业、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和感染途径相关。艾滋病在男性中更加普遍。超过 80%的

HIV 阳性患者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12 年）。传播方式主要由为性传播感染，其中由于同性接触

而引起的 HIV 感染近年急剧增加，感染率在 36.4%到 65.1%之间。 

结论  近年来在医院被诊断为艾滋病毒阳性的患者数量显著增加。提供院内 HIV 常规检测具有可行

性并且对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家属的自身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 

 
 

PU-2087 

狼疮性肾炎鉴别诊断时应用血清学检测的临床意义 

 
徐兆珍,郭欣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抗核抗体（ANA）系列指标在狼疮性肾炎（LN）患者中的表达情况及临床意义 

方法   对 406 例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其中 LN 122 例）和 74 例其他自身免疫病患者及

120 例健康体检者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测定抗核抗体(ANA)，应用欧蒙印迹法测定抗核抗体系列 

结果  SLE 患者 ANA 阳性率为 94.49％，与其他自身免疫病组间差异显著，(p<0.05)；与对照组比

较 P<0.01，差异极显著。LN 组 ANA 系列中，8 个检测项目阳性率均高于不伴肾炎 SLE 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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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学意义（p<0.05）。抗双链 DNA 抗体+抗 Sm 抗体+抗 nRNP 抗体同时阳性时，LN 组阳性

表达显著高于不伴肾炎 SLE 组（p<0.05）。当抗双链 DNA 抗体阳性时，LN 组抗组蛋白抗体、抗

核小体抗体和抗核糖体 p 蛋白抗体同时阳性的表达也显著高于不伴肾 SLE 组（p<0.05） 

结论  抗核抗体及抗核抗体系列的联合检测可以相互补充，对提高狼疮性肾炎的诊断率及判断预

后、指导治疗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PU-2088 

糖尿病肾病时应用尿中 RBP 和 ALB 检测进行早期诊断的价值 

 
赵宇,张萱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DM)患者尿视黄醇结合蛋白(RBP) 、尿微量白蛋白(ALB) 在糖尿病肾病的早

期诊断意义 

方法   选取受检者 24h 尿, 离心去上清液, 运用 ELISA 法测定 RBP、ALB 表现。 

结果  2 型 DM 患者尿 RBP、ALB 的阳性率高于尿常规蛋白的阳性率, 尿常规蛋白阳性的尿 RBP、

ALB 比尿常规蛋白阴性的阳性率高,不同病程的 DM 患者随着病程的延长尿 RBP、ALB 的阳性率就

越高 

结论  检测 DM 患者尿 RBP、ALB 有助于早期诊断糖尿病肾病 

 
 

PU-2089 

心衰患者检测血浆 BNP 水平的诊断意义 

 
宋丽婷,赵宇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血浆 BNP 水平检测对于心衰患者的诊断意义 

方法   对 107 例心衰患者和 50 例健康体检者采用化学发光微粒子法测定血浆脑钠肽（BNP）水

平。心衰患者根据美国 NYHA 心功能分级分成 I、II、III、IV 级四组 

结果    正常对照组与心衰组 BNP 水平及阳性率差异极显著，P<0．001。NYHA 心功能分级各级之

间均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1）；并且随着分级的增高，BNP 水平也明显升高，除 I 级

中有一例阴性外，其他阳性率均为 100%。 

结论  血浆 BNP 水平对于心衰的诊断、预后判断及指导治疗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筛选 LVD 方

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是评估心功能的一项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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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90 

Electrochemical magneto biosensor for DNA 
methyltransferase activity Based on a modular detector 

device Produced by 3D Laser Sintering and methyl binding 
domain protein 

 
Lingsong Lu1,Bei Liu2,Jianhang Leng1,Guangchao Zhuo1 

1.Hang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2. Women’s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fabricate an electrochemical method for the detection of DNA methyltransferase 
activity based on a modular detector device Produced by 3D Laser Sintering and methyl binding 
domain protein.  
Methods The electrochemical magneto biosensor was based on a commercially available 
electromagnetic detector device and a screen-printed electrode (SPE) modified with graphene 
sheets and gold nanoparticles. Firstly, nanocomposite suspension consisting of graphene sheets 
and gold nanoparticles was deposited onto the SPE to enlarge electrochemically active area and 
improves electron transfer. Next, biotinylated DNA are hybridized with their complementary DNA 
strands pre-immobolized on streptavidin-modified magnetic beads via biotin-avidin binding. After 
the symmetrical sequence of  5′-CCGG-3′ was methylated by the M.SssI CpG methyltransferase 
(M.SssI MTase), the 5′-CCGG-3′ sequence present in the DNA duplexes was recognized by the 
methyl binding domain protein of MeCP2. Hpa II restriction enzyme specifically cleaves at 
unmethylated 5′-CCGG-3′ sequence. After magnetic separation and washing, HRP modified goat 
anti-mouse IgG (IgG–HRP) worked as a trace label. Electrochemical detection was carried out 
after addition of H2O2 as a substrate for HRP.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 energy 
dispersive X-ray spectroscopy (EDX) and electrochemical techniques have been utilized for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prepared composite. 
Results The system was applied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M.SssI MTase methylation activity with 
good accuracy and selectivity. Under optimal conditions, differential pulse voltammetry can detect 
M.SssI MTase methylation activity in the concentration range of 0 to 400 U/mL with a detection 
limit of 0.5 U/mL (at an S/N ratio of 3).  
Conclusions  The nanocomposite suspension consisting of graphene sheets and gold 
nanoparticles are introduced to enlarge electrochemically active area and improves electron 
transfer. Biotinylated DNA are hybridized with their complementary DNA strands pre-immobilized 
on streptavidin-modified magnetic beads via biotin-avidin binding. The streptavidin-modified MBs 
absorb more biotinylated DNA via the magnetic and biotin-avidin system. This results in a large 
number of binding sites and increases the sensitivity of the assay. The MeCP2 protein could 
improve the detection selectivity for DNA methylation due to specifically recognize the methylated 
CpG region in hybridized DNA sequence, and the AuNPs–IgG–HRP conjugate could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detection sensitivity for DNA MTase activity due to its catalyzed signal amplification. 
In contrast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evious well-established methods, the system was applied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M.SssI MTase methylation activity with rapid analysis time, small analyte 
volume, simple pretreatment, good sensitivity and broad dynamic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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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91 

抗高尔基体抗体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探讨 

 
廖静,武永康 

华西医院 

 

目的  研究抗高尔基体抗体（AGAs）与临床疾病及其它实验资料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总结近十一年 121748 例抗核抗体（ANA）阳性结果中 584 例 AGAs 阳性患者的临床

信息和实验室资料。 

结果  AGAs 阳性仅占 ANA 阳性的 0.48％（584/121748）。据临床诊断将 584 例 AGAs 阳性患者

分为确诊组 277 例和非确诊组 307 例。在确诊组中自身免疫疾病患者 97 例（35.02%），非自身

免疫疾病患者 180 例（64.98%）。在自身免疫疾病患者中，类风湿性关节炎 30 例（30.93%），

结缔组织病 16 例（16.49%），系统性红斑狼疮 15 例（15.46%），干燥综合征 11 例

（11.34%），进行性系统性硬化症 5 例（5.15%），多肌炎/皮肌炎 5 例（5.15%），其它疾病如

重症肌无力、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等共计 14 例（14.43%）；在 180 例非自身免疫疾病中，以肺

部疾病、肾脏疾病、癌症、心脑血管系统疾病、肝脏疾病为主，其分别为 47 例、41 例、23 例、

20 例、16 例。在 307 例非确诊组中，240 例患者临床医生未提供临床信息，另 67 例具有一定的

临床症状，其中关节痛/肌痛 26 例（38.81%），头痛 10 例（14.93%），积液 7 例（10.45%），

其他症状如关节肿胀、畸形、咳嗽咳痰、蛋白尿、等共计 18 例（26.87%）（部分患者可能同时患

多种疾病或有多种症状）。 

结论  单纯抗高尔基体抗体阳性是 ANA 检测中较少见的一种荧光模型，其主要与自身免疫疾病相

关，特别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结缔组织病、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进行性系统性硬化症、

多肌炎/皮肌炎有明显相关关系；在非自身免疫疾病患者中 AGAs 与肺部疾病、肾脏疾病、癌症、

心脑血管系统疾病、肝脏疾病相关；AGAs 阳性患者临床症状从轻到严重脏器损伤，因此对其应严

密监测，早期治疗，防止肺、肾进一步损害；对于症状较轻的 AGAs 阳性患者需进行前瞻性观察，

以确定其转归。 

 
 

PU-2092 

冠心病患者血清 hs-CRP、TnI、CK-MB 测定的临床意义 

 
赵宇,姜玉玲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冠心病患者血清 hs-CRP、TnI、CK-MB 测定的临床意义 

方法  利用乳胶增强免疫比浊法和电化学发光法，对 112 例健康人群和 52 例急性心肌梗死

（AMI），64 例不稳定性心绞痛（UA），32 例稳定性心绞痛（SA）患者检测超敏 C 反应蛋白

（hs-CRP）、肌钙蛋白 I(TnI)和肌酸激酶（CK-MB）水平 

结果  SA 组、UA 组和 AMI 组 hs-CRP、TnI、CK-MB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组（P<0.05） 

结论  hs-CRP 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与 TnI、CK-MB 联合检测对冠心病的诊断、治疗及

预后判断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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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93 

TRAIL and periplocin induced apoptosis in human gastric 
 cancer cells via activation of the ERK1/2-EGR1 

 pathway and death receptor 

 
lianmei zhao 

Research Center， 4 pathology department， The Fourth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China. 

 
Objective Tumor necrosis factor-related apoptosis-inducing ligand (TRAIL), a member of the 
tumor necrosis factor family, induces apoptosis in a variety of cancer cells. However, gastric 
cancer (GC) cells are insensitive to TRAIL. In a previous study, we showed that periplocin could 
induce apoptosis in GC cells via the activated ERK1/2-EGR1 pathway. 
Methods Flow cytometry and MTS assays were used to measure cell apoptosis and cell viability, 
respectively. ERK1/2-EGR1 and DR4, DR5 were examined with western blotting. Furthermore, 
xenograft tumor in nude mic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periplocin and TRAIL on 
proliferation of SGC-7901 cells in vivo.  
Result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show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periplocin and TRAIL had a 
greater inhibitory effect on gastric cancer cell viability in vitro and in vivo than periplocin or TRAIL 
alone. Through up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DR4 and DR5 at transcript and protein levels, 
periplocin enhanced the sensitivity of gastric cancer cells to TRAIL. Furthermore, upregulation 
of DR4 and DR5 upon periplocin treatment induced apoptosis in gastric cancer cells at least 
partially by enhancing the ERK1/2-EGR1 pathway, subsequently activating Bid and caspase-3/8 
and reducing the expression of Mcl-1. 
Conclusions Collectively, these data imply that periplocin may act as a sensitizer of TRAIL and 
be a potential strategy for the treatment of GC. 
 
 

PU-2094 

The Role of B7-H4 in the progression and prognosis of 
cervical inflammation to cancer after HPV infection 

 
feng qiu1,2,Chunlei Yuan4,Jianhua Xu2,Xianzhang Huang2,Junfa Xu3 

1.Department of General Practice Center， Nanhai Hospital of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3.Institute of Laboratory Medicine， Guangdong Medical University 

4.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Bo'ai Hospital of Zhongshan City Affiliated with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B7-H4 in cervical lesion progress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7-H4 and HPV infection 
Methods This was a retrospective study. sB7-H4 was assessed by ELISA. Tissue B7-H4 
expression was measured by RT-PCR and immunochemistry. Expression of B7-H4 in dendritic 
cells was assessed by flow cytometry 
Results  sB7-H4 and tissue B7H4 increased gradually from the patients with cervical 
inflammation to cervical cancer. sB7-H4 had a diagnostic value in CIN area under the curve and 
cervical cancer. B7-H4 expression in DCs increased gradually from inflammation to cancer. sB7-
H4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B7-H4 expression in cervical tissue and DCs, and with the 
frequency of CD4+CD25+Foxp3+ regulatory T cells. sB7-H4 and tissue and DC B7-H4 expression 
were associated with HPV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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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Provide a new insight of sB7-H4 for monitoring the progression of cervical cancer 
associated with HPV 
 
 

PU-2095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Mda-7/IL-24 and C-myb 
expression in tumor tissues of patients with 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 

 
Ming Ma 

the fourth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 (DLBCL) is the most common type of non-Hodgkin’s 
lymphoma in adults. Mda-7/IL-24 had been identified as a differentiation inducer of B phenotype 
lymphoma cells. Previous studies have revealed that knockdown of C-myb can aslo led to the 
terminal differentiation of B cell lymphoma. Here,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Mda-7/IL-24 and C-myb and their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for DLBCL patients. 
Methods The tumor tissues were collected from 72 cases of DLBCL patients and detected with 
RT-qPCR, western blotting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assays. 
homa cells. Previous studies have revealed that knockdown of C-myb can aslo led to the terminal 
differentiation of B cell lymphoma. Here,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Mda-7/IL-24 and C-myb and their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for DLBCL patients.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Mda-7/IL-24 mRNA and protein was lower 
while the expression of C-myb was higher in DLBCL tissues, compared to the specimens of 
normal lymph node tissues. Furthermore, C-myb expression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Mda-
7/IL-24 expression at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in DLBCL tissues. Both the expression of Mda-
7/IL-24 and C-myb in DLBCL tissues was associated with some clinicopathological parameters 
such as clinical stage, infiltration in bone marrow, Ki67 expression level in the tumor tissues and 
overall survival rates.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low expression of Mda-7/IL-24, along with high 
expression of C-myb, are predictor for poor prognosis of DLBCL patients, suggesting that Mda-
7/IL-24 and C-myb might be the potential targets for clinical treatment of DLBCL. 
 
 

PU-2096 

四种血清自身抗体检测对食管鳞状细胞癌早期诊断的价值 

 
郑庆祝 1,2,3,李亚东 1,2,3,余丽丽 1,2,3,吴庆伟 1,2,3,郑佳莹 1,2,3,潘小杰 1,3,4,谢宝松 1,3,5,伍严安 1,2,3,钱江 6,朱衡 7,黄毅 1,2,3 

1.福建省立医院 

2.福建省立医院检验科 

3.福建医科大学省立临床医学院 

4.福建省立医院胸外科 

5.福建省立医院呼吸内科 

6.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眼科学系，巴尔的摩 

7.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药理学系，巴尔的摩 

 

目的      探讨四种血清自身抗体标志物（抗 TP53、HRAS、CTAG1A、NSG1 抗体）检测对食管鳞

状细胞癌（ESCC）早期诊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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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检测 539 例血清样本的抗 TP53、HRAS、CTAG1A、

NSG1 抗体，其中早期（0+Ⅰ+Ⅱ期）ESCC 组 129 例，晚期（Ⅲ+Ⅳ期）ESCC 组 130 例，食管

良性病变（EBL）组 130 例，健康对照（HC）组 150 例。 

结果  抗 TP53、HRAS、CTAG1A、NSG1 抗体对 ESCC 的特异性（vs EBL+HC 组）分别为

97.9%、97.1%、93.9%、96.8%。 早期 ESCC 组血清抗 TP53、HRAS、CTAG1A（P＜0.01）与

抗 NSG1 抗体（P＜0.05）的水平与阳性率均明显高于 EBL 组/ HC 组，而与晚期 ESCC 组相比较

无显著性差异（P>0.05）。四种自身抗体单独检测对 ESCC 早期诊断的 AUC 除抗 NSG1 抗体略

低为 0.561 外，其余三种自身抗体均>0.600，其中以抗 CTAG1A 抗体的 AUC 最高达 0.629

（95%CI 0.580 - 0.676），敏感性 31.8%，特异性 93.9%。四种自身抗体联合检测可将对 ESCC

的早期诊断效能（AUC）提高至 0.728（95%CI 0.682 - 0.770），敏感性提高至 56.6%（特异性达

88.9%）。 

结论  抗 TP53、HRAS、CTAG1A、NSG1 抗体单独检测对 ESCC 具有较好的早期诊断效能，其中

以抗 CTAG1A 抗体对 ESCC 的早期诊断效能最高。四种自身抗体的组合检测有助于明显提高

ESCC 早期诊断相关血清学筛查的质量（在保证特异性的前提下，实现更好的早期诊断敏感性）。 

 
 

PU-2097 

p-Hydroxylcinnamaldehyde reverses 4NQO-induced 
 esophageal tumorigenesis via the RhoA-MAPK signaling 

pathway 

 
lianmei zhao 

Research Center， 4 pathology department， The Fourth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China. 

 
Objective p-Hydroxylcinnamaldehyde isolated from the Cochinchina momordica seed (CMSP)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n inhibitor of the growth and metastasis of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 by inducing differentiation.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CMSP on 4-nitroquinoline-1-oxide (4NQO)-induced esophageal tumorigenesis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 
Methods In the present study, a mouse model of esophageal preneoplastic lesions was 
established by providing 4NQO-containing drinking water to C57BL/6 mice. The function of 
CMSP against tumorigenesis induced by the chemical mutagen and the effect of CMSP on 
immune function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cidence and pathological stage of atypical hyperplasia in 
esophageal tissues were significantly alleviated in CMSP-treated mice compared with those in 
untreated mice.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pull-down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p-ERK1/2, p-SAPK/JNK and GTP-RhoA were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in the esophageal 
tissues of CMSP-treated mice. In addition, the proportions of CD4+ T cells, CD8+ T cells and NK 
cells were increased,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CD4+ CD25+ regulatory T cells (Tregs) was 
decreased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of CMSP-treated mice.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MSP could reverse 4NQO-induced esophageal 
tumorigenesis by regulating the RhoA-ERK/JNK signaling pathway and promoting immune 
function, providing a new potential strategy for treating preneoplastic lesions of the esophag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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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98 

江苏地区自然人群血清 PG 检测指标变化的调查和研究 

 
丰琪 

南京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目的  检测江苏省不同人群中血清胃蛋白酶原（PG）的含量水平，研究其在不同地区、性别、年龄

段人群中的变化情况，以探究血清 PG 测定对胃部疾病和胃癌早期筛查的应用效果和了解人群分布

的基本特征及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法原对 5243 例进行血清胃蛋白酶Ⅰ、Ⅱ（PGⅠ、PGⅡ）含量测定并计算其

异常率，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其在不同地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40 岁、40 岁~60

岁、>60 岁）中人群的差异。 

结果   （1）经检测 5243 例血清 PGⅠ含量 104.80±71.37（ng/ml）PGⅡ含量 12.41±10.46

（ng/ml），其中男性 PGⅠ、PGⅡ和水平分布为：110.07±72.45（ng/ML）、12.68±10.73

（ng/ml）。女性：PGⅠ、PGⅡ水平分布为：97.14±69.07（ng/ML）、11.98±10.01（ng/ml）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1）。比较不同年龄段血清 PG 的变化规律：（1）>40 岁人群血清 PG

Ⅰ、PGⅡ水平均高于＜40 岁人群及整体人群血清 PGⅠ、PGⅡ水平。＜40 岁人群血清 PG 异常

率低于>40 岁以上人群。女性异常率明显高于男性（2）男性血清 PGⅠ、PGⅡ含量高于女性。

（3）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清 PG 异常率越高，指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大。不同地区血清 PG 变

化规律：苏北 PGⅠ、PGⅡ各项指标均占第一，PGI、PGⅡ均值及异常率高于其他两地区，苏中

次之。 

结论  江苏地区不同人群血清 PG 含量总体处于正常水平，受地区、年龄、性别影响明显呈偏态分

布。 

 
 

PU-2099 

IL21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 

与中国汉族系统性红斑狼疮临床特征的相关性分析 

 
孟妍明,武永康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作为 I 型细胞因子家族的一员，白细胞介素 21（IL - 21）主要由 T 辅助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

产生，在免疫细胞的增殖、分化和调节上均可发挥重要作用，SLE 患者中可见其病理性增高。此

外，现有多项研究表明，IL-21 基因与 SLE 的发生发展有关。本次研究分析了 IL - 21 基因附近的单

核苷酸多态性（SNP）位点与 SLE 易感性及临床特征的相关性。 

方法   共纳入 SLE 患者和健康对照各 400 人。利用聚合酶链反应高分辨率熔解法（PCR-HRM）测

定了 IL - 21 基因附近的 8 个 SNP 位点： rs111438679、 rs115935829、 rs11725913、

rs11937669、rs373549、rs4487356、rs7676539、rs79923870。分析了这些位点与 SLE 易感性

以及 SLE 患者的临床表现及一些重要临床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在中国汉族人群中，这八个位点中两个可增加 SLE 易感性（等位基因分析 rs11725913： 

OR=1.431, 95% CI=1.122-1.825, P=0.004；rs11937669(OR)= 1.253, 95%``CI=0.999-1.571, P= 

0.050），两位点风险等位基因分别为 T、G。携带 rs11725913 T 等位基因的患者的血浆 GGT 显

著低于携带 G 等位基因的患者（P = 0.045）。携带 rs11937669 G 等位基因的患者血浆 IL - 6 浓度

显著高于携带 A 等位基因的患者（P = 0.022）。连锁不平衡分析表明 rs11725913 与

rs11937669、rs11725913 与 rs7676539、rs11937669 与 rs7676539 之间均存在较强连锁关系。 

结论  本研究所纳入 SNP 位点目前均尚无相关研究，我们发现其中两个 SNP 位点与 SLE 易感性及

临床特点具有相关性，这可能为将来的 SLE 治疗与预后评估提供新的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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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00 

铜川地区 0-7 岁儿童 25-羟维生素 D 水平分析 

 
邢方 

铜川市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本地区 6930 例 0-7 岁儿童维生素 D 的营养状况，以及不同年龄组及不同性别组的相关

性。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之间 0-7 岁健康体检的儿童，采用酶联免疫法测

定血清中 25-羟维生素 D 的含量。  

结果  0-7 岁儿童中维生素 D 缺乏与不足的比例为 17.84%；3 且≤7 岁的儿童维生素 D 水平明显低于

≤1 岁、>1 且≤3 岁儿童，缺乏与不足比例高于其他 2 个年龄段儿童；>1 且≤3 岁和>3 且≤7 岁年龄

段男女童维生素 D 缺乏与不足的比例，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本地区儿童维生素 D 营养状况总体良好，但随着年龄的增加维生素 D 缺乏与不足的状况逐渐

凸显，特别是 3 岁以后儿童更加突出，需要引起儿童保健工作者的重视。 

 
 

PU-2101 

Combined quantitative ultrasound imaging with AFP as a 
promising tool for monitoring placental lesions: a case 

report 

 
Jiexin Zhang,Shichang Zh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valuate combination of quantitative ultrasound imaging and maternal-fetal 
interface tumor marker AFP in placental abruption monitoring. 
Methods We chose a patient who suffered from central placenta previa and had experienced 
multiple vaginal bleeding. Gynecological sonography, serum AFP detection and post-
surgery placenta pathologic examination were applied during follow-up.  
Results Four-time gynecological sonography results showed a gradually expanded hypoechoic 
area. Right before the caesarean surgery at 32 weeks of gestation, her serum AFP level was 
extremely elevated to 1 032 ng/mL. Post-surgery pathologic examination of the placenta revealed 
several necrosis areas. Soon afterwards, her serum AFP level returned to baseline and remained 
within the reference range by now. 
Conclusions Tumor marker AFP plays a potential role in evaluating placenta previa progression 
in combination of quantitative ultrasound imaging. 
 
 

PU-2102 

血清标志物含量与老年非小细胞肺癌的相关性研究 

 
卢兴兵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肿瘤标志物 NSE、Cyfra21-1、CA125、CA199、CEA 和 LDH 联合检测在老年非

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早期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采用电化学发光和酶法检测 160 例老年非小细胞肺癌、157 例肺良性病及 158 例健康体检者

的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Cyfra21-1）、糖类抗原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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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125）、糖类抗原 199（CA199）、癌胚抗原（CEA）和乳酸脱氢酶（LDH），并进行相关数

据整理和比较 

结果  老年 NSCLC 组各项结果均高于肺良性病和健康体检者（P＜0.05），并且男性 Cyfra21-1 和

CEA 水平高于女性（P＜0.05）；TNM 分期中 T3/T4 期和临床Ⅲ/Ⅳ期的 6 种肿瘤标志物表达水平

均分别高于 T1/T2 期和Ⅰ/Ⅱ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 6 种指标与

老年 NSCLC 的早期诊断一定的相关性，6 种血清指标联合检测的曲线下面积 AUC 值最大为

0.893，其联合诊断效能最高，并且检测结果的阳性率和敏感度均高于单项检测，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NSE、Cyfra21-1、CA125、CA199、CEA 和 LDH 六种指标在老年 NSCLC 患者中异常高表

达，且与 NSCLC 的临床分期和 TNM 分期显著正相关，NSE、Cyfra21-1、CA125、CA199、CEA

和 LDH 六种指标联合检测可显著提高诊断的诊断效能灵敏度和阳性率，对老年 NSCLC 的早期诊

断、治疗监测和预后判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PU-2103 

乙肝五项酶联免疫法和时间分辨荧光免疫法的结果 

对比分析及临床意义 

 
钟海英 

海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酶联免疫法和时间分辩荧光免疫法对乙肝五项检测结果的敏感性 

方法   酶联免疫法，)时间分辨荧光免疫法 

结果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法检测 HBsAg、HBsAb、HBeAg、HBeAb、HBcAb 的阳性检出率都相对

于酶联免疫法较好，且 HBsAg、HBsAb 有显著差异（p<0.05）。因此，TRFIA 法对乙肝患者血清

标志物检测的阳性率明显高于 ELISA 法 

结论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法相比于酶联免疫法具有敏感度、特异性高的优点。时间分辨荧光免疫法

可以通过定量的方法评估患者的病情及传染性，进而为临床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极为可靠的参

考依据，临床上值得推广应用。 

 
 

PU-2104 

血清异常凝血酶原和甲胎蛋白在原发性肝癌诊疗中的应用研究 

 
刘杨,邢瑞青,李静,吴永昌,陈慧昱,陈健康,彭道荣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  研究血清异常凝血酶原和甲胎蛋白对原发性肝癌患者的疾病诊断及疗效监测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2 月就诊于西京医院的原发性肝癌患者 56 例，肝硬化患者 54

例，慢性肝炎患者 40 例，胃癌、肠癌、胰腺癌等其他肿瘤患者 32 例，健康体检者 35 例，其中 56

例 HCC 患者进行术后随访，分别用化学发光法和电化学发光法检测各组血清 PIVKA-II 和 AFP 水

平， 

结果  原发性肝癌组 PIVKA-II 及 AFP 的血清水平均明显高于肝硬化组、慢性肝炎组、其他肿瘤组

及健康对照组，P 均<0.001。其他各组间 PIVKA-II 水平无差异，AFP 在肝硬化组的水平较健康对

照组高，有统计学差异（U=630.0，P<0.001）。ROC 曲线显示 PIVKA-II、AFP 单独及联合检测

对鉴别 HCC 和肝良性病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72、0.892 及 0.980，PIVKA-II 和 AFP 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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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佳临界值分别为 64.50mAU/ml 和 12.09ng/ml；血清 PIVKA-II 诊断 HCC 的敏感度为 94.64%

高于 AFP76.79%（c2=7.29,P<0.05），联合检测的敏感度为 98.21%， 

结论  血清 PIVKA-II 单独检测在对 HCC 的诊断、鉴别诊断及疗效评估方面均优于 AFP，两者联合

检测诊断 HCC 可在不降低特异度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敏感度，弥补单项检测的不足。 

 
 

PU-2105 

鄂州地区 2011-2014 年婴幼儿轮状病毒腹泻流行病学研究 

 
程丰,黄菲,李晓明,龚国富 

鄂州市中心医院 

 

目的  了解鄂州地区 2011-2014 年婴幼儿轮状病毒（RV）腹泻的流行情况。 

方法   收集本院收治的＜5 岁婴幼儿腹泻样本 2874 份，用胶体金法检测 RV（A 组）抗原，并对患

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婴幼儿腹泻 RV 检出率为 50.52%；2011-2014 年呈逐年上升趋势；男性与女性婴幼儿 RV 检

出率分别为 51.44%、49.43%；6～12 和 12～24 月龄是轮状病毒感染的高发年龄段，其阳性率分

别为 71.41%、60.07%；12 月到次年 1 月是 RV 感染的连续高峰，其阳性构成分别为 31.47%和

34.57%；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呼吸道症状和心肌损害。 

结论  2011-2014 年鄂州地区婴幼儿秋冬季腹泻最主要的病原体是 RV；6～24 月龄的婴幼儿为易感

人群；12 月到次年 1 月是发病高峰期，具有明显的季节性；RV 腹泻常常伴随发热，呼吸道症状和

心肌损害，值得临床加以重视。 

 
 

PU-2106 

丙型肝炎病毒不同基因型中 HCV RNA  

与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原（定量）的相关性 

 
向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丙型肝炎病毒不同基因型中 HCV RNA 与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原（HCV core antigen ，

HCV cAg） 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经 HCV RNA（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确认的 HCV 感染者 106 例，用 PCR-荧光探针

法检测 HCV 感染者丙型肝炎病毒基因型(1b、2a、3a、3b 和 6a 型)，用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法

（CMIA）定量检测和酶联免疫法（ELISA）定性检测血清中 HCV cAg 的表达，比较两种方法检测

HCV cAg 的阳性率；并分析丙型肝炎病毒不同基因型中 HCV RNA、HCV Cag、ALT 和 AST 表达

水平，HCV RNA 与 HCV cAg 的相关性。 

结果  在 106 例 HCV 感染中，丙型肝炎病毒基因型的分布情况：1b 型 46 例（43.4%），2a 型 7

例（6.6%），3a 型 18 例（17.0%），3b 型 3 例（2.8%），6a 型 9 例（8.5%），混合型 1b/3b 

13 例（12.3%），未分型 10 例（9.4%）。CMIA 和 ELISA 检测 HCV cAg 的阳性率分别为 100%

和 56%，两者相比有统计学意义（χ2=60.38，P=0.000）。在 1b 基因型组中的 HCV Cag 的表达

水平高于 3b 和 1b/3b 基因型组，有统计学意义（U=3.0，P=0.006，U=165，P=0.014），HCV 

RNA、ALT 和 AST 表达水平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 1b 基因型中 HCV RNA 与 HCV cAg 成

正相关（Spearman 相关系数 r 为 0.894，P=0.04）。在其他基因型中 HCV RNA 与 HCV cAg 无相

关性（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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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HCV 基因型中主要的基因亚型为 1b 型。CMIA 检测 HCV cAg 相对于 ELISA，提高了阳性

率，利于 HCV 感染者的早期诊疗。在 1b 基因型中，HCV RNA 与 HCV cAg 成正相关。随着 HCV 

RNA 载量的增加，HCV cAg 表达增加，HCV cAg 可作为辅助诊断 HCV 感染的早期指标。 

 
 

PU-2107 

肺炎衣原体血清抗体检测 10 年回顾性总结及流行病学分析 

 
崔京涛,闫文娟,解宏杰,张伟红,王巧凤,许少侠,倪安平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回顾性总结 10 年间肺炎衣原体血清抗体检测结果并进行流行病学分析 

方法   微量免疫荧光法检测血清标本肺炎衣原体 IgG 和 IgM 抗体。  

结果  2008 年至 2017 年期间北京协和医院门诊及住院患者血清标本 12050 例，肺炎衣原体 IgG 抗

体阳性 10434 例，阳性率 86.6％，其中男性为 87.2%，女性为 86.0%，无显著性差异

（P>0.05）。肺炎衣原体 IgG 抗体阳性率在 0～2 岁和 3～5 岁年龄组分别为 59.9%和 42.8%，以

后随着年龄的增加稳步上升，61～70 岁和 71 岁以上年龄组分别达到 97.3%和 98.6%。肺炎衣原

体 IgG 阳性抗体滴度几何均数为 45.71，男性和女性分别为 48.23 和 43.71，差异非常显著（P＝

0.000）。12050 例血清标本中，肺炎衣原体 IgM 抗体阳性 141 例，阳性率 1.17％，其中 6～10 岁

学龄期最高，为 3.9%，其次为 11～20 岁年龄组，为 2.9%。肺炎衣原体近期感染者 529 例，阳性

率 4.4%（529/12050），男女分别为 4.6%和 4.1%，无统计学差异（P>0.05）。肺炎衣原体近期

感染率在 2017 年份最高，为 6.8%，2008～2009 最低，为 1.4～2.4%；肺炎衣原体近期感染率 10

年间的春夏秋冬 4 个季节分别为 4.3%、4.8%、4.6%和 3.8%。肺炎衣原体近期感染率在 AECOPD

患者中最高，为 13.9%，其次为呼吸道感染患者，为 12.3%， CAP 为 7.5%，三者均显著性高于

总体肺炎衣原体近期感染率（P＝0.000）。如果 IgM 作为唯一的近期感染标准可能有高达 64%漏

检。 

结论  我国肺炎衣原体平均既往感染率为 86%，男性 IgG 抗体滴度几何均数明显高于女性；

AECOPD、呼吸道感染和 CAP 与肺炎衣原体感染存在关联；如果 IgM 作为肺炎衣原体近期感染率

唯一标准可造成近 2/3 的漏检。 

 
 

PU-2108 

血清 S100β 蛋白、NSE 及 hs-CRP 水平 

与急性脑梗死患者病情及预后关系的探讨 

 
彭道荣,张小宁,吴永昌,王菁,程晓东,郝晓柯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  探讨急性脑梗死(ACI)患者血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S100β 蛋白及超敏 C-反应蛋白

（hs-CRP）水平变化与患者病情及预后的关系。 

方法   采用双抗体夹心 ELISA 法测对 33 例脑梗死患者及 25 例健康对照组的血清 S100B 蛋白水平

进行测定；并用散射比浊法测定血清 CRP 含量, NSE 的测定采用电化学发光的方法。观察并比较

ACI 患者在不同病情、不同梗死面积时的血清 S100β 蛋白、NSE 和 hs-CRP 含量变化,采用

Pearson 法对三者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脑梗死组患者血清 S100β 蛋白［（0.025±0.017）μg/L］、NSE［（10.957±5.915）

μg/L］、hs-CRP［（7.147±10.503）mg/L］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0.017± 0.009）

μg/L、（9.972±3.188）μg/L、（2.679±1.678）mg/L］增高(均 P<0.05)，并且随着神经功能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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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增高和梗死面积的增加，血清 S100β 蛋白、NSE 和 hs-CRP 含量亦明显升；S100β 蛋白、

NSE 和 hs-CRP 水平间呈正相关(P <0.01, P<0.05)。 

结论  急性脑梗死(ACI)患者血清 S100β 蛋白、NSE、hs-CRP 水平可作为急性脑梗死患者病情判

断、预后评估的指标；尤其适用于无法进行影像学检查的急性脑梗死患者。多指标相结合进行评价

意义更大。 

 
 

PU-2109 

MTA2 促进食管癌细胞 EMT 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戴素丽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目的  研究肿瘤转移相关基因 2(tumor metastasis-associated gene2, MTA2)对食管癌细胞迁移和侵

袭能力的影响，并探讨 MTA2 对食管癌细胞 EMT 转变的影响 

方法   运用 Transwell 迁移和侵袭小室实验检测过表达和敲低 MTA2 后食管癌 KYSE30 和

KYSE510 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响。用 Real-time qPCR 和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过表达和敲

低 MTA2 后食管癌细胞中 EMT 相关基因和蛋白的表达水平。 

结果  Transwell 迁移实验结果表明，敲低 MTA2 后，食管癌 KYSE30 和 KYSE510 细胞的迁移能

力明显降低（P<0.01），而过表达 MTA2 能够明显促进食管癌 KYSE30 和 KYSE510 细胞的迁移

能力（P<0.01）。Real-time qPCR 实验结果表明，与空白组相比，敲低 MTA2 后能够促进食管癌

KYSE30 和 KYSE510 细胞中 E-cadherin 基因的表达，抑制 N-cadherin 和 Vimentin 的表达

（P<0.05）；而过表达 MTA2 能够降低食管癌 KYSE30 和 KYSE510 细胞中 E-cadherin 基因的表

达（P<0.01），促进 N-cadherin 和 Vimentin 的表达（P<0.05）。Western blot 实验结果表明，敲

低 MTA2 后能够促进食管癌 KYSE30 和 KYSE510 细胞中 E-cadherin 的蛋白表达水平

（P<0.05），抑制 N-cadherin 和 Vimentin 的表达水平（P<0.05）；而与空白对照组相比，过表达

MTA2 能够降低食管癌 KYSE30 和 KYSE510 细胞中 E-cadherin 的蛋白表达水平（P<0.05），促

进 N-cadherin 和 Vimentin 的表达水平（P<0.05）。 

结论  MTA2 能够促进食管癌细胞的体外迁移和侵袭能力，这可能与 MTA2 能够促进食管癌细胞发

生 EMT 转变有关。 

 
 

PU-2110 

血清 VEGF、SAA、hs-CRP 联合检测对急性脑梗死的诊断价值 

 
秦爽,霍豆,邢瑞青,张小宁,吴永昌,陈慧昱,彭道荣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 VEGF) 、血清淀粉样蛋白 A（SAA）和超敏 C 反应蛋白( C

ＲP) 水平与急性脑梗死（ACI）的相关性，为 ACI 的诊治提供依据。 

方法   选择 2017 年 8 月～2017 年 10 月间，西京医院收治的急性脑梗死患者 76 例作为 ACI 组，

另选择同期在该院进行体检的健康者 32 例作为对照（NC）组。采用散射比浊法进行 SAA 和 hs-

CRP 水平的检测。采用双抗体夹心法（ELISA）对 VEGF 进行测定。比较各组间检测指标的差

异，采用尤登指数评价各指标及联合检测的诊断价值。 

结果  ACI 组 7 例 ACI 患者 SAA、hs-CRP 和 VEGF 含量均明显高于 NC 组（P<0.01）。ACI 组

VEGF 与 SAA、hs-CRP 呈正相关（r=0.434，0.631，P 值均<0.01）。血清 VEGF、SAA、hs-

CRP 辅助诊断急性脑梗死的最佳诊断临界点分别为 161.93pg/ml、3.81、4.63，灵敏度分别为

93.55%、65.91%、64.44%，特异度分别为 60.00%、93.75%、90.32%，联合检测以 CRP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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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GF 联合为最优，优于单项检测及其他联合，CRP 与 VEGF 联合检测灵敏度为 96.6%7，特异性

为 95.65%,尤登指数 0.92。 

结论  VEGF、SAA、hs-CRP 在急性脑梗死者血清中升高，其表达对于急性脑梗死的诊断具有重要

价值，VEGF 与 SAA、hs-CRP 呈正相关，可能有协同作用。VEGF 可能参与脑梗死的病理过程。

CRP 与 VEGF 联合检测对脑梗死的诊断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PU-2111 

妊娠妇女 5 种微量元素含量分析 

 
任丽芬,徐焰,郝晓柯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  了解西北地区妊娠妇女微量元素水平，为孕妇合理补充微量元素及优生优育提供临床指导。 

方法   采用原子吸收法，对 300 例妊娠妇女（孕妇组）及 102 例健康体检妇女（对照组）进行铜，

锌，铁，镁，钙 5 种微量元素检测，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该地区妊娠妇女血清钙，锌微量元素缺乏较为普遍，分别为 12.7%和 9.0%。

缺铁及缺镁者相对较少。而妊娠期妇女血清铜的含量明显增高。 

结论  妊娠期妇女应注意营养饮食及微量元素的定期检查，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补充微量元素。 

 
 

PU-2112 

香加皮杠柳苷与 TRAIL 联合应用 

对食管癌细胞的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 

 
韩路娟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目的  研究中药香加皮提取物杠柳苷与 TRAIL 联合应用对食管癌细胞生长的影响，并探讨其作用机

制，为其作为抗癌新药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应用 MTS 法检测香加皮杠柳苷及其与 TRAIL 联合应用对食管癌细胞增殖的影响。应用流式

细胞术、TUNEL 法检测杠柳苷及其与 TRAIL 联合应用对食管癌细胞凋亡的影响。应用 Western 

blotting 实验检测杠柳苷及其与 TRAIL 联合对细胞凋亡相关蛋白表达水平的影响。利用荧光素酶报

告基因实验（Dual Luciferase Report Assay）检测杠柳苷和 TRAIL 单独和联合作用对食管癌细胞

中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下游靶基因启动子活性的影响。增殖的影响。 

结果  1 MTS 结果显示，杠柳苷及其与 TRAIL 联合可协同抑制食管癌细胞 YES-2、KYSE-150、和

KYSE-510 的增殖（P<0.05），且具有时间和剂量依赖性。 

2 流式细胞术和 TUNEL 法结果均显示，杠柳苷及其与 TRAIL 联合可协同诱导食管癌细胞 YES-2、

KYSE-150、和 KYSE-510 细胞凋亡（P<0.05）。3 Western blotting 实验结果显示，杠柳苷及其

与 TRAIL 联合可诱导食管癌细胞中 c-FLIP、Bcl-2 表达水平降低，caspase-3 的裂解片段、Bax、

DR4 和 DR5 升高（P<0.05）。 4 Western blotting 实验结果显示，杠柳苷及其与 TRAIL 联合可诱

导食管癌细胞中 c-myc、cyclinD1 蛋白表达水平降低（P<0.05）。  5 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结果

显示，杠柳苷及其与 TRAIL 联合可抑制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活性。 

结论    1 香加皮杠柳苷及其与 TRAIL 联合应用可通过协同作用诱导细胞凋亡，从而抑制食管癌细

胞的增殖。 

2 香加皮杠柳苷可能是通过抑制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活性，显示出抗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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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13 

白介素 34 在脓毒症中的保护作用及潜在机制研究 

 
曹炬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脓毒症是宿主对感染的炎症失控反应所导致的危及生命的多器官功能衰竭，目前临床尚缺乏

有效的医疗方法。新型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 34（Interleukin-34，IL-34）在多种炎症性疾病中均发

挥作用，但 IL-34 对脓毒症是否发挥作用及潜在机制尚未清楚。 

方法   通过定量 PCR 及 ELISA 法分别在 RNA 水平和蛋白水平检测脓毒症患者及小鼠体内与健康

对照组之间的表达差异；通过腹腔注射外源性 IL-34 重组蛋白进行生存率实验、菌载量实验以及组

织切片 HE 染色观察和肝肾功的测定，衡量 IL-34 在脓毒症中的发挥的保护或损伤作用并评估其病

理损伤；通过外源性注射抗体中和 IL-34 并进行生存率实验，研究中和 IL-34 对 CLP 诱导的脓毒症

的影响；通过吞噬实验，检测细胞功能差异；通过计数腹腔灌洗液内细胞数，衡量小鼠体内细胞募

集水平；通过 ELISA 法检测 IL-34 对多种细胞因子及趋化因子 CXCL1 和 CCL2 的表达，衡量其免

疫应答水平；分别敲除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后，予外源性重组 IL-34 蛋白，进行生存率实验，衡

量巨噬细胞及中性粒细胞在 IL-34 对脓毒症作用中的影响。 

结果  在脓毒症患者体内及 CLP 诱导的脓毒症小鼠体内，IL-34 的表达显著上调；外源性的注射重

组 IL-34 蛋白可有效提高 CLP 诱导的脓毒症小鼠的生存率及细菌清除率，同时也有效抑制了小鼠的

器官损伤和血管渗漏等损伤；通过抗体中和作用特异性的抑制小鼠体内产生的 IL-34 蛋白，生存率

及细菌清除率均下降；外源性注射重组 IL-34 蛋白后，小鼠体内的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数目显著

增加，腹腔中趋化因子 CXCL1 和 CCL2 显著增加。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的消耗逆转了 IL-34 对

脓毒症的保护作用。 

结论  IL-34 通过诱导 CXCL1 和 CCL2 在相关的脓毒症模型中促进中性粒细胞及巨噬细胞的募集发

挥免疫保护作用。 

 
 

PU-2114 

冠心病患者血清 Hcy、FA、VitB12 水平、WBC 计数 

及 HP 感染与冠心病发生关系的研究 

 
张小宁,吴永昌,张涛,刘杨,彭道荣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目的  探讨冠心病(CHD)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cy)、叶酸（FA）、维生素 B12（VitB12）水平、

WBC 计数及幽门螺杆菌（HP）感染与冠心病发生关系及清除 HP 在预防和治疗冠心病（CHD）中

的必要性。 

方法   对 91 例冠心病患者和 98 例健康对照者进行血清 Hcy、FA、VitB12 水平、WBC 计数及 HP-

IgG 抗体检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冠心病患者 H.pylori 感染率(45.05%)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28.57%)；冠心病患者血清 Hcy 和

WBC 计数［（ 24.56±16.08 ） μmol/L 和（ 7.17±2.10 ） ×109/L ］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17.93±13.99μmol/L 和 ( 5.76±1.66) ×109/L，  FA、VitB12 水平［（5.34±3.17）ng/mL、

（224.61±150.51）pg/ml］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16.22±10.13）ng/mL、（400.14±166.65）

pg/ml］，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冠心病患者 Hp-IgG（+）与 HP-IgG（-）比较，Hcy、

WBC 计数［（29.26±17.51）μmol/L 和 (7.17±2.10) ×109/L］升高非常显著。VitB12 水平［

（204.58±175.54）pg/mL］，下降显著。而 FA 水平，HP-IgG（+）与 HP-IgG（-）组比较则无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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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冠心病患者 HP 感染率高。HP 感染可能会造成冠心病 Hcy 水平升高，影响 Hcy 的代谢，促

进了冠心病的发生和发展。清除 HP 是预防冠心病行之有效的方法。 

 
 

PU-2115 

重庆地区冠心病患者 CYP2C19 基因多态性分布 

 
唐翌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重庆地区服用氯吡格雷的冠心病患者药物代谢酶 CYP2C19 基因多态性的分布情况，为

冠心病的早期预防，诊疗及用药提出临床指导。 

方法   采用基因芯片法对 179 例服用氯吡格雷的无血缘关系的冠心病患者进行 CYP2C19 基因分

型，分析其基因型及代谢表型的分布，并与文献报道中中国汉族人群进行比较。 

结果  招募的患者中，共检测出 6 种基因型，3 种代谢表型；检测出快代谢型（EM）患者 59 例，

所占比例为 32.96%，检测出中间代谢型 （IM）患者 102 例，所占比例为 56.98%，检测出慢代谢

型（PM）患者 18 例，所占比例为 10.05%。重庆地区冠心病患者中，CYP2C19 基因代谢表型分

布与文献报道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重庆地区服用氯吡格雷的冠心病患者中， CYP2C19 基因存在多态性，基因频率及代谢型分

布频率与国内其他地区相一致。 

 
 

PU-2116 

The Gene Mutation and Drug Resistant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in Patients of Chongqing 

 
yishu t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detect the infection and drug resistance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 MTB) in 

Chongqing，and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uberculosis． 

Methods DNA were collected from all new suspected patients， in Chongqing from January 

2014 to September 2017， Genechip technology was used to identify Mtb strain. Genechip 

technology was also used to detect mutations in the KatG gene and inhA gene． 

Results Genechip revealed that the Mtb infected male accounted for 73.98% and female 
accounted for 26.12%.The total drug resistance rate of rifampicin and isoniazid were 
11.2%(122/110771). The highest mutation site was 531(TCG) locus (37.5%, 27/72). The most 
common mutation site was 315(AGC) locus. 
Conclusions Our report demonstrated the infected ratio and the drug resistant types of Mtb in 
Chongqing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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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17 

A colorimetric assay of toxin A of Clostridium difficile 
based on immunomagnetic separation 

 
Peng Luo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Clostridium difficile (C.difficile) can cause antibiotic-associated diarrhea or pseudo-
membranous colitis in humans and animals. Currently, the various methods such as 
microbiological culture,cytotoxic assay, ELISA and PCR have been used to detect C.difficile 
infection. The conventional methods, however, require long detection time and professional staff. 
The paper is to describe a simple strategy for the detection of toxin A of C.difficile in the stool 
samples using immunomagnetic separation (IMS) and colorimetric assay (CA).  
Methods Firstly, the aptamer against TOA was first assembled with immunomagnetic beads 
through the streptavidin-biotin reaction between aptamer and MB. IMB modified with aptamer 
were applied to capture TOA based on the specific configuration of aptamer and to separate TOA 
from the calibrator or stool sample through the external magnetic field. After immunomagnetic 
separation, HRP-labeled TOA antibody was attached to IMB/TOA by antigen-antibody reaction, 
which resulted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sandwich complex of IMB/TOA/HRP-Ab. HRP at the 
surface of the antibody could catalyze the reaction of TMB and H2O2 to produce color signal 
which were estimated by naked eye and UV-vis spectroscopy and which were proportional to the 
amount of TOA in the samples. 
Results  The precision of the developed system is the key factors in their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To determine the precision, ten repeated assays were performed by using ten 
different samples from the same batch of synthesized IMBs or ten independent batches of 
synthesized IMB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intra-assay with the 
same batch was 8.47% for 100ng/mL of TOA; a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inter-assay with 
various batches was 9.62% for the above mentioned analytes. 
To investigate the analytical performance of the designed strategy, TOA was quantified using a 
colorimetric assay by introducing increasing concentrations of TOA under the optimal conditions. 
The color changed from colorless to blue with the increasing of the TOA concentrations. The 
absorption intensity increased gradually with increasing amounts of TOA. The absorption intensity 
correlated linearly with the concentration of TOA in the range from 0 to 180ng/mL. The calibration 
equation obtained from this curve was Abs.=0.005C+0.001 (where C is the TOA concentration), 
with a linear slope of 0.005 and a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0.9925. The detection limit was 
calculated as 0.6 ng/mL according to the 3SD/K criterion, where K is the slope of the calibration 
graph and SD is the standard deviation (n=10) of the signals in the blank samples. 
The system showed excellent stability during storage, with 87.6% of its original response 

remaining after storage for 4 weeks at 4℃ in Tris-HCL (pH 7.4). This suggested that IMBs 

remained excellent stability within 4 weeks.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proposed method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e analysis 
of TOA in stool samples was carried out. Three TOA sample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were 
first analyzed with an ELISA. Then the real samples were spiked with certain amounts of TOA to 
detect and calculate the recover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e concentrations found and the 
recoveries obtained with the colorimetric assay. 
Conclusions In this study, a novel sandwich immunoassay for toxin A of C.difficile was 
developed. The method presented the good selectivity, sensitivity, precision, stability and 
accurac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might become a 
promising candidate procedure for C.difficile infection and be readily extended to the detection of 
other clinically important antig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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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18 

Her2 在乳腺癌术后患者中的监测意义 

 
房艳,彭道荣,郝晓柯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目的  通过研究乳腺癌术后患者 Her2 的表达水平，探讨 Her2 在乳腺癌术后患者中的监测意义。 

方法   收集陕西省西京医院检验科 2017 年 1 月-2017 年 5 月，乳腺癌术后患者血清 49 例，以及健

康体检人群 30 例，进行 Her2 的 ELISA 检测。 

结果  乳腺癌术后患者与健康对照组 Her2 相比较，阳性率为 16.2%，检测数值间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01）。其中 CA153 低值（<25U/ml）共 19 例，Her2 阳性率为 5.3%。 CA153 高值

（≥25U/ml）共 30 例，Her2 阳性率为 23.3%,二者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同时分析 CA153

高值的乳腺癌术后患者，原发性肿瘤 20 例，Her2 阳性率 10%。转移性肿瘤患者为 10 例，Her2 阳

性率 50%，二者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乳腺癌术后患者进行定期的 Her2 的血清学检测，尤其是 CA153 高值的肿瘤患者，更加有助

于乳腺癌术后复发与转移的监测。 

 
 

PU-2119 

HIV 感染者病毒载量与 CD4、CD8 绝对计数 的相关性探讨 

 
戚应杰 

安徽省立医院感染病院 

 

目的  探讨 HIV 感染者病毒载量与 CD4、CD8 绝对计数的相关性。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我院治疗的 HIV 感染者共 70 例（携带者 17 例及

AIDS 患者 53 例）。另抽取同期来我院健康查体者 30 例作为对照。比较三组患者的淋巴细胞亚群

计数。检测 HIV 携带者及 AIDS 患者体内的 HIV 病毒载量，分析病毒裁量与 CD4、CD8 及

CD4/CD8 间的相关性。 

结果  三组间 CD4、CD8 及 CD4/CD8 比较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CD4 计数从高到低依

次为正常组> HIV 携带组> AIDS 组；CD8 计数从高到低依次为 HIV 携带组> AIDS 组>正常组；

CD4/CD8 从高到低依次为正常组> HIV 携带组> AIDS 组。病毒载量较低时，CD4 计数≥ 200 个/ml

的个体居多（50.0%），而病毒载量较高时，CD4<50/ml 的个体居多（66.7%）。以 HIV 携带组和

AIDS 组的 HIV 病毒载量（Y）进行对数转换，与 CD4、CD8 及 CD4/CD8 比值（X）进行直线相

关与回归分析。CD4 与病毒载量的 Log 值间呈负相关（ r= -0.578，P=0.006），回归分析

（ANOVA 分析，F= 78.741，P<0.001）；回归方程为 Y=8.5231- 0.0129X。CD4/CD8 比值与病

毒载量的 Log 值呈负相关（r= -0.557，P=0.002）；回归分析（ANOVA 分析，F= 76.427，

P<0.001），回归方程为 Y= 6.4574-0.0022 X。CD8 与病毒载量的 Log 值间为非线性关系。 

结论  HIV 病毒载量与 CD4、CD8 及 CD4/CD8 细胞的计数密切相关，可将其作为感染者衡量免疫

功能的重要指标，同时 HIV 病毒载量与 CD4 细胞计数还可用于指导药物用量，评估抗病毒药物疗

效，对于病情的判断与监测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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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20 

抗结核分枝杆菌多表位融合抗原的 IgG 抗体 

检测最佳截断值的建立和初步应用 

 
戚应杰 

安徽省立医院感染病院 

 

目的  探讨建立抗结核分枝杆菌多表位融合抗原的 IgG 抗体检测最佳截断值作为截断点对结核抗体

诊断实验的影响，评价该项目检测试剂对肺结核的诊断效能。 

方法   使用 STAT FAX-2100 全自动酶免仪，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抗结核分枝杆

菌多表位融合抗原的 IgG 抗体（TB-Ab），以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为实验组，分别以健康人和非活动

性肺结核为对照组，经分别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确定最佳 Cutoff 值设为 cutoff 值指

数（COI），用 ROC 曲线分别评价试剂盒推荐的 cutoff 值和以最佳 COI 截断值为判断限对肺结核

病和活动性肺结核的诊断性能。 

结果   以健康人为对照，COI 诊断肺结核 COI 最佳截断值（COI-1）为 0.9，此时敏感性为

92.5%[95%可信区间（CI）: 0.900～0.950]，显著高于试剂盒建议的 Cutoff 值（0.18）的敏感性

86.7%（95%CI 0.846～0.888）， (P <0.05)；采用试剂盒建议的 Cutoff 值与采用 COI -1对肺结核

诊断的特异性、约登指数、阳性似然比、阴性似然比、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 >0.05）；以非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为对照的最佳截断值（3.65）作为判断限（COI-

2），其诊断敏感性、特异性、约登指数、阳性似然比、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均显著低于 COI-1

（P<0.05）。 

结论  以健康组为对照的最佳 COI-1 作为判断限，可以提高结核抗体试剂诊断肺结核的灵敏度；以

非活动性肺结核组为对照的最佳 COI 作为判断限，对活动性与非活动性肺结核的鉴别诊断的主要

性能均明显下降。 

 
 

PU-2121 

蛋白芯片在涂阴结核病中的应用探讨 

 
岳莉 

安徽省立医院感染病院 

 

目的  探讨结核蛋白芯片在痰涂片阴性结核病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痰涂片阴性、临床诊断为结核病的患者 45 例，其中肺结核患者 34 例（研究 A 组），结

核性胸膜炎患者 11 例（研究 B 组），对照组选取同期非结核病患者 25 例。 利用结核蛋白芯片检

测研究组和对照组血清中的 16KD 蛋白、38KD 蛋白、脂阿拉伯甘露糖（LAM）蛋白，并对结果进

行分析比较。 

结果  各指标单独检测时， LAM 蛋白的阳性率最高，其次是 38KD、阳性率最低的是 16KD。16KD

＋38KD＋LAM、38KD＋LAM、16KD+LAM 联合检测的阳性检出率均为 97.0%明显高于 16KD 和

38KD 单项检测及 16KD＋38KD 双项检测（P＜0.05）。研究 A 组无论是在单项检测、双项目检测

还是三项目联合检测中阳性率均最高， 其次为研究 B 组和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结核蛋白芯片 16KD、38KD、LAM 三种蛋白在痰涂片阴性结核病中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表达，

有显著的临床应用价值，其中 LAM 蛋白的阳性表达程度最高，且三种蛋白在肺结核患者中的阳性

表达程度明显高于结核性胸膜炎患者和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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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22 

肺鳞状细胞癌中 MAGE-As 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李娟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目的  探讨黑色素瘤相关抗原（melanoma antigen,MAGE）-As 在肺鳞癌细胞中的表达，并分析其

与肺癌侵袭、转移的关系。 

方法   1 应用 Realtime-PCR 法筛选出高表达 MAGE-As 的细胞株 NCI-H1299。2 应用 Western 

blotting 法、Realtime-PCR 法验证敲低 NCI-H1299 细胞中 MAGE-As 基因表达后在蛋白及 mRNA

水平上的变化。3 应用 Transwell 迁移和侵袭实验检测敲低 MAGE-As 后对肺鳞癌细胞 NCI-H1299

迁移和侵袭的作用。 

结果  1 Realtime-PCR 实验结果显示，NCI-H1299 细胞株与其它肺鳞状细胞癌比较，MAGE-As 显

著高表达。2 Western blotting 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敲低组的 MAGE-As 蛋白光密度值比显

著降低。Realtime-PCR 实验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敲低组细胞中 MAGE-As 表达水平显著降

低。3 Transwell 实验结果显示，敲低 MAGE-As 基因能抑制肺鳞癌 NCI-H1299 的细胞迁移和侵袭

能力。 

结论  肺鳞癌细胞中黑色素瘤相关抗原（melanoma antigen,MAGE）-As 的表达水平上调在体外可

以促进肺鳞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其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PU-2123 

血清 CA199，PIVKA-Ⅱ,VEGF 联合检测 

对胰腺癌诊断价值的临床研究 

 
邢瑞青,彭道荣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糖蛋白抗原 199（CA199），异常凝血酶原（PIVKA-Ⅱ）,表皮生长因子（VEGF）

联合检测对胰腺癌的诊断价值。 

方法   对 73 例胰腺癌患者，71 例胰腺良性病变者和 56 例健康对照者，分别进行血清 CA199，

PIVKA-Ⅱ,VEGF 含量的检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探讨其对胰腺癌的诊断价值。 

结果  胰腺癌组血清 PIVKA-Ⅱ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胰腺良性病变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U=1046.0，Z=-6.176；U=2106.0，Z=-1.941；P<0.05），而胰腺良性病变组与健康对照组之间

无统计学差异(U=681.0，Z=-1.295；P＞0.05)；血清 CA199 水平胰腺癌组高于健康对照组、胰腺

良性病变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U=1537.0，Z=-7.691；U=2385.0，Z=-2.101；P<0.05），而

胰腺良性病变组与健康对照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U=357.0，Z=-1.010；P＞0.05）。用于评价胰

腺癌的 ROC 曲线下面积 CA199 最大(0.798)，CA199，PIVKA-Ⅱ曲线下面积均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5）。联合检测发现，CA199+PIVKA-Ⅱ对胰腺癌诊断的敏感度，NPV 及准确度最高（c2

分别=45.107，11.584, 18.606，P 值均<0.05），三项联合检测可使诊断的特异度提高到

84.50%，PPV 维持在 75.00%左右。 

结论  PIVKA-Ⅱ和 VEGF 对胰腺癌的诊断均具有重要临床价值；二者与 CA199 联合检测可不同程

度提高胰腺癌的诊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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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24 

血清 PIVKA-Ⅱ和 AFP 联合检测对肝细胞癌的临床诊断价值研究 

 
邢瑞青,周磊,吴永昌,李静,陈健康,彭道荣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异常凝血酶原(Protein induced by vitaminK absence or antagonist-Ⅱ，PIVKA-II)和

甲胎蛋白(Alpha fetoprotein，AFP)联合检测对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的临床

诊断价值。 

方法   选择 169 例 HCC 患者、141 例肝硬化患者、66 例慢性乙肝患者和 100 例健康体检者为研究

对象，分别检测和比较其血清 AFP、PIVKA-Ⅱ含量。进一步分析血清 AFP、PIVKA-Ⅱ含量的相关

性及其诊断 HCC 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准确度，绘制 ROC 曲线，比较

血清 AFP、PIVKA-Ⅱ及二者联合检测诊断 HCC 的 ROC。 

结果  (1)HCC 组血清 AFP、PIVKA-Ⅱ水平均显著高于肝硬化组、慢性乙肝组及健康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2)与参考线下面积相比，AFP、PIVKA-ⅡROC 曲线下面积均显著

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 且 PIVKA-Ⅱ的曲线下面积 (AUC=0.790)明显大于

AFP(AUC=0.708)。(3)PIVKA-Ⅱ在对 HCC 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准

确度方面均优于 AFP；AFP+PIVKA-Ⅱ联合检测敏感度和阴性预测值最高(P<0.05)，准确度维持在

75 %左右。(4)HCC 患者血清 AFP 和 PIVKA-Ⅱ水平并无显著相关性(P>0.05)。 

结论  血清 PIVKA-Ⅱ可作为临床辅助诊断原发性肝癌的重要指标，与 AFP 联合检测可提高原发性

肝癌的检出率。 

 
 

PU-2125 

表观遗传修饰增强食管癌细胞 

基于 T 细胞免疫治疗的 MAGE-A11 的免疫原性 

 
吴云艳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目的  探讨 DNA 甲基转移酶抑制剂联合 MAGE-A11 特异性 CTL 对食管癌细胞的抗肿瘤免疫效应 

方法  选择表达 HLA-A2 和 MAGE-A11 的食管癌细胞株 KYSE30，Eca9706，应用 qPCR 和

Western blot 技术比较四种细胞株经 5-Aza-CdR 处理三天后与处理前 MAGE-A11 的表达；分离外

周血 CD8+T 细胞并与负载 MAGE-A11 肽段（FLFGEPKRL）的 DC 细胞共培养 14 天后，按

10:1,20:1,40:1 的效靶比分别与经 5-Aza-CdR 处理的细胞和未经处理的细胞孵育 24h 后收集上清

液，并通过 ELISA 分析 IFN-γ 产生，应用 CCK-8 和 IFN-γ 分别检测了 MAGE-A11 特异性 CTL 对

食管癌细胞的特异性杀伤能力，并比较 5-Aza-CdR 处理前后特异性 CTL 对食管癌细胞的特异性杀

伤能力的大小。 

结果  经 5-Aza-CdR 处理后，食管癌细胞 KYSE30，Eca9706 MAGE-A11 表达均比处理前增高；

不同效靶比的 MAGE-A11 特异性 CTL 对两种细胞均有不同程度的杀伤，并且随着 CTL 比例的增

多，其杀伤效果越好；此外，与未经处理的细胞相比，MAGE-A11 特异性 CTL 对 5-Aza-CdR 作用

后的细胞有更强的杀伤能力，并且其 IFN-γ 释放更多。养 14 天后，按 10:1,20:1,40:1 的效靶比分

别与经 5-Aza-CdR 处理的细胞和未经处理的细胞孵育 24h 后收集上清液，并通过 ELISA 分析 IFN-

γ 产生，应用 CCK-8 和 IFN-γ 分别检测了 MAGE-A11 特异性 CTL 对食管癌细胞的特异性杀伤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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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用 DNA 甲基转移酶抑制剂 5-Aza-CdR 处理食管癌细胞增加了肿瘤细胞中 MAGE-A11 的表

达，并随后增强了 MAGE-A11 特异性 CTL 的杀伤。这些研究结果为食管癌肿瘤中靶向 MAGE-A11

和 DNA 甲基转移酶抑制剂组合的免疫治疗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 

 
 

PU-2126 

去甲基化治疗对乳腺癌细胞 MAGE-A11 表达的调节 

及其对 CTL 杀伤活性影响 

 
张建东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目的  研究 Zebularine 对乳腺癌细胞中 MAGE-A11 表达的影响，观察联合应用 Zebularine 和 CTL

对乳腺癌细胞的体外杀伤作用。 

方法   1 通过 PCR 和 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 zebularine 对乳腺癌细胞 MCF-7、MDA-MB-453、

MDA-MB-231 和 BT549 中 MAGE-A11 的表达影响。2 观察 zebularine 处理前后，乳腺癌细胞和抗

原特异性 T 细胞增殖活性的变化。3 通过 CCK-8 实验和 IFN-γ 检测实验，观察 zebularine 对抗原

特异性 CTL 的抗肿瘤效果的影响。 

结果  MAGE- A11 mRNA 在 MDA-MB-453 中相对高表达，在 MDA-MB-453 中低表达，在 MDA-

MB-231 和 BT-549 中不表达。50 μM zebularine，在 MCF-7 中 MDA-MB-453，能提高 MAGE- 

A11 表达，在 MDA-MB-231 和 BT-549 中，能诱导 MAGE- A11 再表达。 MCF-7 和 MDA-MB-453

本身表达 MAGE-A11，在没有 zebularine 诱导的情况下，也能被识别杀伤。但经 zebularine 处理

后，能够提高杀伤活性，特别是在靶效比为 20:1 和 40:1 时。MDA-MB-231 和 BT549 未经

zebularine 处理时，不表达 MAGE-A11，无法被 CTL 识别杀伤。经过 zebularine 处理后，可观察

到肿瘤细胞被杀伤现象。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乳腺癌原代细胞表达 MAGE-A11，经 zebularine

（100 µM）处理 3 天后，MAGE-A11 表达升高。 

结论   DNA 去甲基化抑制剂 zebularine 可以诱导乳腺癌细胞中 MAGE-A11 的表达升高或再表达。

联合应用 zebularine 和抗原特异性 CTL 细胞可提高对乳腺癌细胞和原代细胞的杀伤效果。 

 
 

PU-2127 

铅诱导 GHD 儿童矮小发生的机制研究 

 
徐焰 1,刘明朝 2,任丽芬 1,张志平 1,徐蓓 1,秦庆 1,郝晓柯 1 

1.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2.预防医学院军队劳动与环境卫生学教研室 

 

目的  通过生长激素缺乏症（GHD）儿童矮小发生与体内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IGF-1）水平、血铅

含量之间的相关性研究，以及铅暴露大鼠模型 IGF-1 相关信号分子的改变，为阐明铅诱导儿童矮小

的发生及其致病机制研究提供科学依据，为铅暴露致儿童矮小的监测、防治提供可行途径。 

方法   依据相应诊断标准纳入 880 例西京医院儿科生长发育门诊就诊矮小患儿，通过生长激素激发

试验结果将患儿分为 GHD 和 ISS（特发性矮小）组，检测并比较不同组别、性别患儿身高、体

重、血清 IGF-1 和血铅水平；醋酸铅饮水法建立生长发育期大鼠铅中毒模型，利用血铅含量确定建

模成功；蛋白印迹（Western blot）分析确证染铅大鼠脑组织 IGF-1 相关信号通路分子 MAPK、

PI3K/AKT 的变化。采用均值 t 检验方法和非参数 Mann-Whitney 检验方法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880 例矮小患儿中 GHD 组患儿身高、体重、IGF-1 水平低于 ISS 组患儿，而血铅水平明显高

于 ISS 组，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 <0.05）；铅暴露后大鼠血铅含量逐渐增加，染铅 6 周时趋于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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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与对照组相比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铅暴露导致信号通路 MAPK、AKT 中信号分子

ERK1/2、JNK、p38、AKT473、AKT308 磷酸化增加显著（p<0.05）。 

结论  GHD 患儿血铅水平较 ISS 患儿增加显著（p<0.05）而 IGF-1 水平则降低显著（ p<0.05），

提示 GHD 矮小儿童 IGF-1 水平减低可能与血铅水平升高相关；铅暴露诱导信号分子 ERK1/2、

JNK、p38、AKT473、AKT308 磷酸化增加，提示铅可能通过增加 MAPK 和 AKT 等 IGF-1 相关信

号通路分子的磷酸化从而影响 IGF-1 介导的 GH 促生长作用，进而导致儿童 GHD 及矮小的发生。 

 
 

PU-2128 

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高血压患者血清中 TNF-a、IL-6、IL-8 研究 

 
孙萍 

河南省肿瘤医院 

 

目的  分析高血压患者中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ylori，HP）感染率和细胞毒素相关蛋

白 A（cytotoxin associated protein, CagA）阳性率，以及不同型别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高血压患者

血清中 TNF-a、IL-6、IL-8 水平。 

方法   以我院 90 例高血压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 HP 感染率，检测患者幽门螺杆菌类型，采

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患者血清中 TNF-a、IL-6、IL-8 水平，对比不同类型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患者

血清中 TNF-a、IL-6、IL-8 水平。 

结果  高血压组 HP 感染率为 84.4%，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的 52.3%；HP+高血压患者 HP-CagA-

IgG 阳性率为 80.3%，明显高于 HP+健康对照者的 58.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HP-CagA-IgG+

组 TNF-a、IL-6、IL-8 水平明显高于 HP+CagA-IgG-组和 HP-组，HP+CagA-IgG-组亦高于 HP-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高血压患者有更高的 HP 感染率和 HP+CagA-IgG 阳性率， HP+CagA-IgG 阳性患者 IL-6、

IL-88、TNF-a 水平更高。HP 感染导致的慢性炎症可能参与了高血压形成的病理生理过程。 

 
 

PU-2129 

miR-1269a 靶向调控 SOX7 激活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 

 
董佩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目的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miR-1269a 在几种类型的癌症中发挥着癌症启动子的作用。然而，

miR-1269a 在食管癌进展中的表达模式和作用机制仍然未知。本文旨在探讨 miR-1269a 在食管癌

中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   1 采用 Realtime PCR 法检测食管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 miR-1269a 和 SOX7 的表达，并分析

这两种基因的表达水平与相关性。2 应用细胞功能学实验检测过表达/敲低 mir-1269 后细胞增殖，

侵袭和迁移能力的变化。3 TargetScan 预测 miR-1269a 的靶标并通过荧光素酶报道基因实验去证

实。4 使用 Western 印迹评估 Wnt 信号转导通路相关蛋白表达的变化。5 构建稳定过表达 miR-

1269a 的食管癌细胞，进行裸鼠皮下种植瘤实验，并观察种植瘤的生长情况。 

结果  1 miR-1269a 在食管癌组织中表达上调，SOX7 在食管癌组织中表达下调，并且两种基因的

表达呈负相关性。2 MTS、Transwell 迁移和侵袭实验结果显示，过表达 miR-1269a 后促进细胞增

殖，侵袭和迁移能力。反之，敲低 miR-1269a 后抑制细胞增殖，侵袭和迁移能力。3 使用萤光素

酶测定证实 SOX7 是 miR-1269a 直接靶标 4 蛋白质印迹结果也显示 miR-1269a 的上调或 SOX7 的

下调可以激活 Wnt/β-catenin 信号。5 与对照组相比，过表达 miR-1269a 组裸鼠皮下种植瘤增长速

度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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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miR-1269a 通过靶向结合 SOX7 mRNA 的 3--UTR 能够负向调控 SOX7 基因的表达，并激活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 促进食管癌发生发展。 

 
 

PU-2130 

血栓弹力图在临床上的应用 

 
王珊珊,王成彬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血栓弹力图（Thrombelastograph® Hemostasis System, TEG®）是一种可用于评估凝血全

貌，预测血栓发生，防止血栓形成；判断异常凝血原因及抗凝、促凝药物的疗效，指导成分输血。

从最初的肝移植术到现在的多学科领域，对凝血功能障碍和监测抗凝药疗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

文对 TEG 近几年临床应用做一综述。 

 
 

PU-2131 

616 例凝血检验不合格标本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王珊珊,王成彬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我院临检科 616 例凝血检验不合格标本的原因分析及对策，降低凝血标本不合格率，提

高分析前的质量控制。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临检科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1 月不合格凝血标本按照不合格拒收原因、

不同科室、不同月份分项分类，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1 月本科凝血标本总数 192034 份，不合格标本数为 616 份，不合格

率为 0.32%，不合格标本原因分析中标本凝固比例最高，占 77.92%；其次为标本量少，占

16.23%，抗凝剂错误的有 29 例，占 4.71%，空管 7 例，占 1.14%。 

结论   标本凝固和标本量少是造成不合格标本的主要原因，各科室应加强分析前质量控制的培训，

必要时给责任护士设立奖惩制度，积极与临床沟通，减少分析前不合格标本。 

 
 

PU-2132 

氯沙坦通过对 Th1/ Th2/Th17 平衡的免疫调节作用减轻 

大鼠烟雾吸入性肺损伤的炎症反应 

 
张帆,王成彬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本文探讨氯沙坦（Los）能否通过对 Th1/Th2/Th17 平衡的免疫调节作用而减轻黑火药烟雾所

致大鼠肺损伤的炎症反应。 

方法  将健康成年雄性 Wistar 大鼠 40 只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Con 组）、氯沙坦空白组（Los

组）、吸入性肺损伤组（ALI 组）、氯沙坦治疗组（ALI+Los 组），每组 10 只。使用自制发烟装

置建立大鼠吸入性肺损伤模型，Los 组和 ALI+Los 组均按 15mg/kg 剂量在烟雾吸入后 30min 行腹

腔注射 

结果    ALI 组肺 W/D、BALF 蛋白含量、MPO 活性、细胞计数显著高于 Con 组、Los 组。ALI+Los

组肺 W/D、BALF 蛋白含量、MPO 活性、细胞计数显著低于 ALI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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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氯沙坦通过对 Th1/Th2/Th17 平衡的免疫调节作用对黑火药烟雾所致大鼠肺损伤发挥保护作

用。 

 
 

PU-2133 

烟雾吸入性肺损伤时 Th17/Treg 的免疫失衡 

 
张帆,王成彬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Th17/Treg 平衡在炎症反应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探讨 Th17/Treg 失衡在黑火药烟雾所致

大鼠肺损伤中的致病作用。 

方法  将健康成年雄性 Wistar 大鼠 20 只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Con 组）、吸入性肺损伤组（ALI

组），每组 10 只。使用自制发烟装置建立大鼠吸入性肺损伤模型。 24 h 后检测两组大鼠肺微血管

通透性的标志包括肺湿/干重比（W/D）和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的蛋白含量，中性粒细胞

聚集和激活的标志（肺组织髓过氧化物酶（MPO）活性），BALF 中细胞计数及白细胞分类计数，

观察肺组织的大体及病理学改变，并用流式细胞仪分析外周血 Th17/Treg 细胞的表达，Luminex 液

相芯片自动检测系统分析 IL-17A，IL-6，IL-23，TGF-β，IL-10，IL-2，IL-35。 

结果  ALI 组肺 W/D、BALF 蛋白含量、MPO 活性、细胞计数显著高于 Con 组（P<0.05）。ALI 组

大鼠 BALF 的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均大于 Con 组（P<0.05）。光镜下可见 Con 组大

鼠肺泡结构完整、清晰，肺泡腔干净，肺泡间隔均匀一致，间质无炎细胞浸润；烟雾吸入后 24 h

的 ALI 组大鼠肺泡间隔增厚，腔内可见渗出，肺泡间质可见炎细胞浸润。Th17 细胞在 ALI 组的比

例高于 Con 组（P<0.05）；Treg 细胞在 ALI 组的比例低于 Con 组（P<0.05）。ALI 组大鼠血清中

Th17 细胞相关的细胞因子 IL-17A，IL-6，IL-23，TGF-β 含量显著高于 Con 组（P<0.05）；ALI 组

大鼠血清中 Treg 细胞相关的细胞因子 IL-10，IL-2，IL-35 显著低于 Con 组（P<0.05）。 

结论  Th17/Treg 失衡在黑火药烟雾所致大鼠肺损伤中可能具有一定致病作用。 

 
 

PU-2134 

血清 FLC, Scr, Cys C 检测在慢性肾功能不全疾病 

早期诊断和临床分期中的应用价值 

 
邸平,王成彬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通过检测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血清游离轻链、肌酐、血胱抑素 C 等指标，进一步分析并评估

这三种检测指标在慢性肾功能不全疾病的诊断及分期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解放军总医院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 155 例作为疾病组，根据 CKD 分为 5 期，同时选择

64 名健康查体人员作为健康对照组，采用免疫比浊法检测其血清游离轻链、酶法检测其血清肌酐

和血清胱抑素 C 等指标，进行结果的比对分析。 

结果  CKD1 疾病组各项指标结果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 P>0.05；CKD2，

CKD3，CKD4，CKD5 四组疾病组各项指标与正常对照组结果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

P<0.05。 

结论  血游离轻链、肌酐、胱抑素 C 检测在慢性肾功能不全疾病的早期诊断和临床分期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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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35 

静脉血栓栓塞症患者及脑梗患者易栓因素研究 

 
邸平,王成彬 

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目的  研究静脉血栓栓塞症及脑梗患者 PC、PS、AT 活性水平，分析这三种抗凝蛋白与静脉血栓形

成的相关性及分析中国人群静脉血栓患者的易栓因素。 

方法   选择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来解放军总医院就诊的静脉血栓栓塞症及脑梗患者共 168

例，分析其年龄分布，血栓形成部位，并分别检测其 PC、PS、AT 活性水平；同时选择 50 名健康

查体人员作为对照组，检测其 PC、PS、AT 活性水平，与病例组作对照。 

结果  四十到五十岁是静脉血栓和脑梗的集中高发年龄，占 23.2%。下肢静脉是静脉血栓栓塞症患

者最易受累部位，下肢静脉血栓在每个年龄所占比例均超过 50%。静脉血栓栓塞症患者组与正常

对照组比较，三种抗凝蛋白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1。脑梗患者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PS、PC 两项活性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AT 活性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值

>0.05。静脉血栓栓塞症患者组与脑梗患者组比较，三种抗凝蛋白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值均

>0.05。 

结论  AT、PS、PC 三种抗凝蛋白均是静脉血栓栓塞症的易感因素；PS、PC 两种抗凝蛋白也是脑

梗的易感因素。在临床中，抗凝蛋白检测越来越受到广大临床医生的认可，其活性水平可以为血栓

性疾病的预防和诊断提供及时可靠的有力依据。 

 
 

PU-2136 

自身免疫性胰腺炎患者血清 IgG 亚型特征及鉴别诊断 

 
邸平,王成彬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免疫球蛋白 G（IgG）亚型分布对罕见自身免疫性胰腺炎鉴别诊断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择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 月解放军总医院自身免疫性胰腺炎患者 28 例、急慢性胰腺炎

患者 112 例、胰腺癌患者 15 例、胆管癌患者 9 例、腹膜后纤维化患者 37 例及健康对照者 52 名，

分别检测其 IgG 亚型、淀粉酶、脂肪酶、血糖、人糖链抗原 19-9 (CA19-9)水平，并对难以鉴别的

自身免疫性胰腺炎和胰腺癌患者进行腹部 CT 和病理学组化染色检查，分别比对分析。 

结果  自身免疫性胰腺炎组、腹膜后纤维化组、急慢性胰腺炎组、胰腺癌组、胆管癌组、健康对照

组 IgG4 水平分别为 7.58（1.69～13.8）、1.26（0.50～2.61）、0.42（0.16～0.67）、0.69

（0.21～0.94）、0.48（0.43～6.50）、0.37（0.19～0.74）g/L，自身免疫性胰腺炎组及腹膜后纤

维化组 IgG4 水平均显著高于其他组，且自身免疫性胰腺炎组比腹膜后纤维化组 IgG4 水平更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812,P<0.01），可用于鉴别诊断。 

结论  血清 IgG 亚型检测对自身免疫性胰腺炎与相似疾病的鉴别诊断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减少误

诊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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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37 

抗 α-烯醇化酶抗体联合红细胞参数（MCV，RDW） 

对系统性红斑狼疮病情活动性的评估价值 

 
黄云秀 1,陈康 1,黄福达 1,冯砚平 1,侯燕芳 2,许之莹 3,王伟佳 1 

1.中山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嘉应医学院 

3.广东医科大学 

 

目的  探讨抗 α-烯醇化酶抗体联合红细胞参数（MCV，RDW）对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病情活

动性的评估价值。 

方法  收集 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 2 月在中山市人民医院确诊的 SLE 患者，剔除了样本数据不齐

全以及患有其他重大疾病的患者。剩余的 193 例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其中男 10 例，女 183 例。

收集同期年龄性别匹配的 98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18 例，女 80 例。采用 ELISA 方法

检测各组抗 α-烯醇化酶抗体水平；使用本院检验科血细胞分析仪 XN9000 检测红细胞参数

（MCV，RDW）。比较各组抗 α-烯醇化酶抗体与 MCV 及 RDW 水平，探讨抗 α-烯醇化酶抗体联

合红细胞参数（MCV，RDW）在 SLE 病情活动程度上的评估价值。 

结果  SLE 组患者血清中的抗 α-烯醇化酶抗体（10.26±0.36）和全血中 RDW 水平（13.57±2.12）

分别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的抗 α-烯醇化酶抗体（7.05±0.27）和 RDW（12.46±0.61）。SLE 患者

的抗 α-烯醇化酶抗体水平与 SLEDAI 评分呈现明显的正相关（r=0.75），RDW 水平与 SLEDAI 评

分呈现明显的正相关（r=0.73）。SLE 组患者全血中 MCV 水平（88.93±4.44）明显低于健康对照

组（91.69±3.63）。SLE 患者 MCV 水平与 SLEDAI 评分呈现明显的负相关（r=-0.74）。 

结论  抗 α-烯醇化酶抗体、红细胞参数（MCV，RDW）与 SLE 患者病情活动性密切相关，在监测

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病情活动性上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PU-2138 

新型细胞因子 IL-26 在细菌性肺炎中的免疫调节作用研究 

 
曹炬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新型细胞因子 IL-26 在肺脏免疫中的调控作用尚不清楚。因此，本项目旨在研究 IL-26 在细菌

性肺炎患者中的表达情况及潜在的免疫调控作用。 

方法   收集细菌性肺炎患者和健康对照人群血清及肺泡灌洗液，ELISA 检测 IL-26 的表达情况；体

外培养人原代支气管上皮细胞和肺成纤维上皮细胞，在 IL-26 的刺激下，分析 IL-26 对人支气管上

皮细胞和肺成纤维上皮细胞的免疫活化作用。 

结果  相对于非细菌性肺炎患者（n=20）和健康对照组（n=30），细菌性肺炎患者（n=55）肺泡

支气管灌洗液和血清中 IL-26 的浓度显著升高。以重组表达的 IL-26 蛋白体外刺激人原代支气管上

皮细胞和肺成纤维上皮细胞，荧光定量 PCR 和 ELISA 结果显示：胞内细胞因子 IL-6 和趋化因子

CXCL1 和 CXCL8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显著上调；流式细胞学结果显示：细胞表面粘附分子

ICAM-1 的表达显著增加。 

结论  IL-26 在细菌性肺炎患者中表达明显升高，且 IL-26 可诱导人支气管上皮细胞和肺成纤维上皮

细胞表达细胞因子 IL-6，趋化因子 CXCL1 和 CXCL8，粘附分子 ICAM-1。此项研究首次表明 IL-

26 在细菌性肺炎的免疫病理进程中发挥免疫促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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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39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 NSE 检测及其临床意义 

 
凌芸,储楚,唐为名,刘雁雁 

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神经性特异性烯醇化酶（NSE）的浓度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我院 2017 年 10 月收治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138 例为研究对象作为观察组；以同期我

院健康体检者 100 名作为对照组，对比两组之间 NSE 的浓度。同时分析观察组的 NSE 水平与心功

能分级之间的关系。 

结果  观察组的 NSE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NSE 水平随心功能分

级的升高而逐渐升高，且各级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 NSE 水平著升高，可作为心肌损伤评价的有效指标。 

 
 

PU-2140 

糖尿病患者检测糖化血红蛋白 HbA1c 

和血管紧张素 AⅡ的临床意义 

 
张志平,卢宝弼,徐焰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  探讨糖化血红蛋白（HbA1c）和空腹血浆内皮素（ET-1）对糖尿病及其合并高血压的患者的

诊断价值。 

方法   检测 50 例糖尿病患者和 48 例糖耐量正常者空腹血浆内皮素和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以糖耐量

正常者检测结果为对照组。 

结果  糖尿病组 HbA1c 水平(7.642±1.302)％ 与对照组(5.477±0.526)％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糖尿病组空腹血浆血管紧张素 AⅡ水平〔（118.452±14.229）pg/ml〕显著高于对照组

〔（36.492±6.383）pg/ml〕(P<0．01)。 

结论  糖尿病患者存在糖代谢紊乱，高血压患者血管紧张素 AⅡ升高，通过 HbA1C 和空腹血浆血管

紧张素 AⅡ的测定可以对糖尿病患者进行病程监测，并对合并高血压的患者早期发现、早期防治。 

 
 

PU-2141 

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体内细胞因子水平与疾病活动度间关系 

 
周佳烨,赵瀛,张爱伦,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对于不同 SLE 活动度患者外周血中淋巴细胞亚群及细胞因子的分析，建立评估 SLE 活动度

的方程。 

方法   收集 71 例成人 SLE 患者，评估其淋巴细胞亚群及细胞因子与 SLE 活动度（SLEDAI 积分）

的关系。 

结果  SLE 活动组（SLEDAI 积分>4）中，IL-2R（1097.00U/mL vs 476.80U/mL，p=0.000）、IL-

8（27.03pg/mL vs 13.31pg/mL，p=0.039）、IL-10（13.24pg/mL vs 5.07pg/mL，p=0.013）、

TNFa（20.95pg/mL vs 11.12pg/mL，p=0.000）水平高于 SLE 无活动组（SLEDAI 积分≤4）。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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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及淋巴细胞亚群（CD4%、CD8%、NK%、CD19%）在两组中差异不显著。以 IL-2R、IL-8 及

TNFa 拟合的线性回归方程 Y=0.484+0.274×TNFa+0.003×IL2R-0.068×IL8 可定量反应 SLEDAI 积

分（R2=0.463，F=15.499，p=0.000）。 

结论  细胞因子 IL-2R、IL-8、IL-10、TNFa 在 SLE 的病理过程中有重要作用，以 IL-2R、IL-8 及

TNFa 拟合的线性回归方程可以定量反应 SLE 的活动度。 

 
 

PU-2142 

481 例恶性肿瘤患者循环肿瘤细胞结果回顾性分析 

 
杨轶慧,沈敏娜,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基于 Cell search 平台，回顾性分析不同肿瘤患者循环肿瘤细胞（CTC）数量及形态特征，探

讨其临床价值。 

方法   回顾 481 例共 7 类肿瘤患者 CTC 检测结果，有 CTC 检出者回顾原始荧光检测图像，分析不

同肿瘤 CTC 的形态特征。选取其中 1 类肿瘤，分析患者不同治疗阶段的 CTC 形态变化及其临床价

值。 

结果  7 类肿瘤术前组 CTC 检出率 53-100%，术后组 0-37%；术后组 CTC 检出率显著下降，尤以

乳腺癌和胃癌为甚；不同肿瘤间 CTC 形态存在较大异质性，其中尤以肝癌和肺癌为甚；同一患者

连续监测结果显示，不同治疗阶段的 CTC 数量及形态均有所变化且与临床预后相关。 

结论  不同肿瘤 CTC 形态特征各异；在治疗监测过程中，CTC 形态的变化与治疗反应及预后相

关。 

 
 

PU-2143 

血清 25 羟维生素 D 在急性心肌梗死疾病中的研究与应用 

 
朱捷,周佳烨,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探究 25 羟维生素 D[25-hydroxy-vitamin D，25-（OH）D]与血清脂类物质的相关性以及其在

心肌梗死溶栓治疗临床试验分层（thrombolysis in myocardial infarction，TIMI）中的作用。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5 月期间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门诊部就诊的急性心肌梗死

患者，共 89 例，同时配对收取来中山医院进行健康体检的正常人群作为对照，共 89 例。收集 178

例样本的临床信息并检测 25-（OH）D 和脂类物质（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

脂蛋白、非高密度脂蛋白）的血清学结果，使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急性心梗患者与正常人群

中血清 25-（OH）D 的差异，使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25-（OH）D 与血清脂类物质的相关性。在

心梗患者中使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患者性别、高血压、糖尿病、血清脂类物质水平、肌钙蛋白 T、B

型钠尿肽前体、肌酸激酶 MB 同工酶以及 25-（OH）D 在不同 TIMI 分级中的差异。 

结果  正常体检人群血清 25-（OH）D 为 54.35±16.53ng/ml，急性心梗组为 30.47±13.63ng/ml，

p<0.001，两组间存在差异。血清 25-（OH）D 与总胆固醇存在负相关（B=-1.645，T=-2.528，

P=0.012），与甘油三酯存在正相关（B=3.189，T=4.517，P<0.001），回归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

（F=16.204，p<0.001）。血清 25-（OH）D 是 TIMI 分级的独立保护因素，OR=0.244；95%CI

为 0.084-0.707；p=0.009。 

结论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 25-（OH）D 明显低于正常人群，血清 25-（OH）D 与 TC 和 TG 存

在线性关系。25-（OH）D 作为 TIMI 的独立保护因素，在评估病人急性心梗死后的临床分级中具

有辅助意义，25-（OH）D 较低的人群心肌梗死的复发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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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44 

金纳米片用于免疫检测的初步研究 

 
顾春荣,张世昌,潘世扬 

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制备新型纳米材料三角形金纳米片，初步应用于免疫方法学的检测。 

方法   在三甲基十六烷基溴化铵和碘离子的辅助下，应用“种子”生长法制备三角形金纳米片与球形

金纳米颗粒的混合液，利用排空作用引发的相分离过程，原位制备并分离高纯度三角形金纳米片。

用透射电镜和紫外-可见光谱仪对制备的金纳米片形貌、晶型和光学性质进行了表征。利用金纳米

片独特的表面等离子体激元共振的光学特性，建立基于金纳米片和心肌肌钙蛋白 I 单克隆抗体的传

感平台，应用于心肌肌钙蛋白 I 的检测。 

结果  制备的三角形金纳米片平均侧边长度为 140 nm，平均厚度为 8 nm，纯度为 97％；三角形金

纳米片的长波表面等离子体激元共振峰的光学强度与样本中心肌肌钙蛋白 I 的浓度呈负相关。 

结论  本研究表明胶体级金纳米片具有潜在的作为基于液相生物传感器平台的应用前景。 

 
 

PU-2145 

肝功能指标在胰腺癌患者手术前后的相关性研究 

 
韦莉 

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胰腺癌患者血清中肝功能指标 ALT、AST、ALP、γ-GGT、TB 和 DB 水平变化的相关因

素及在手术前后的变化。 

方法   收集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2 月江苏省人民医院胰腺中心收治并经组织病理确诊的 85 例胰

腺癌患者。采用 Beckman Coulter AU5800 生化分析仪检测肝功能指标 ALT、AST、ALP、γ-

GGT、TB 和 DB；采用罗氏 Cobas e602 电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糖类抗原 19-9（CA19-9）分析其

与胰腺癌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并比较手术前后肝功能指标的变化。 

结果  肝功能指标均与胰腺癌所在部位有关，胰头癌比胰体尾部癌水平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血清 ALT、AST 和 TB 水平还与淋巴结转移、病理分级有关；血清 TB、DB 水平还

与 CA19-9 有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胰腺癌患者进行根治性手术后，肝功能指标

在术后 1 天和术前比较，血清 ALT、AST、和 DB 水平在术后 1 天略有降低，而血清 ALP、γ-GGT

和 DB 水平升高，并且血清 γ-GGT、ALP 手术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肝功能指标在

术后 1 周与术前比较，6 项指标水平在手术 1 周后均降低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胰腺癌所在部位及淋巴结转移与否对胰腺癌患者的肝功能影响很大，手术切除不仅是治疗胰

腺癌的重要手段，而且能显著改善肝功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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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46 

可溶性髓系细胞触发受体-1 

在呼吸机相关肺炎患者血清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张勇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五医院 

 

目的  观察可溶性髓系细胞触发受体-1(sTREM-1)在呼吸机相关肺炎(VAP)患者血清中的表达水平，

并探讨其临床检测的意义。 

方法   选择 50 例行机械通气治疗的 VAP 患者作为观察组，同期选择未出现 VAP 的患者 30 例作为

对照组。分别检测两组患者入院当日血清 C 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和 sTREM-1 表达水

平，比较血清 sTREM-1、PCT、CRP 水平检测对 VAP 和 VAP 死亡患者的预测价值。 

结果  观察组血清 sTREM-1、CRP、PCT 表达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死亡组血清

sTREM-1、CRP、PCT 表达水平均明显高于存活组(P<0.05)；血清 sTREM-1、PCT、CRP 对

VAP 的最佳临界值分别为 4.32 ng/mL、0.47 ng/mL、61.82 mg/L，其中血清 sTREM-1 水平检测对

VAP 的敏感性、特异性均优于血清 CRP、PCT 指标；血清 sTREM-1、PCT、CRP 对 VAP 死亡患

者的最佳临界值分别为 10.45 ng/mL、1.52 ng/mL、79.12 mg/L，其中血清 sTREM-1 水平检测对

VAP 死亡患者的敏感性、特异性均优于血清 CRP、PCT 指标。 

结论  VAP 患者血清 sTREM-1 表达水平明显升高，其预测 VAP 和 VAP 患者预后的价值显著，有

望成为临床诊断 VAP 和预测 VAP 预后的实验室指标。 

 
 

PU-2147 

蛇床子素对海人酸活化的小胶质细胞 NF-κB 表达的影响 

 
沈阳 1,房恩岳 2,曾常茜 2 

1.大连市儿童医院 

2.大连大学医学院 

 

目的  观察蛇床子素对海人酸活化的 BV-2 小胶质细胞增殖的影响，进一步探究蛇床子素抑制海人

酸活化的 BV-2 细胞增殖的分子机制。 

方法   将 BV-2 细胞随机分为对照组、海人酸组和蛇床子素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各组 BV-2

细胞 NF-κB 蛋白表达水平；RT-PCR 法检测各组 BV-2 细胞 NF-κB mRNA 表达水平。 

结果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显示，对照组 BV-2 细胞胞体较小，突起细长，细胞排列整齐，NF-κB

在 BV-2 细胞胞浆中表达，蛋白表达阳性率为 0.042±0.002；与对照组相比，海人酸组 BV-2 细胞数

量增多，胞体变大变圆，突起变短，NF-κB 蛋白表达阳性率为 0.871±0.027，较对照组显著增多(P

＜0.05)；与海人酸组相比，蛇床子素组 BV-2 细胞数量减少，胞体变小，突起变长，形态与对照组

相似，NF-κB 蛋白表达阳性率为 0.066±0.016，较海人酸组显著降低（P＜0.05）。RT-PCR 结果

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海人酸组 BV-2 细胞 NF-κB mRNA 表达水平显著增加(P<0.05)。与海人酸组

相比，蛇床子素组 BV-2 细胞 NF-κB mRNA 表达水平显著降低(P<0.05)。 

结论  蛇床子素可抑制 BV-2 细胞的增殖，其分子机制可能与下调 BV-2 细胞中 NF-κB 蛋白及

mRNA 水平的表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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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48 

金标法检测儿童唾液幽门螺旋杆菌结果分析 

 
边兴艳 

大连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幽门螺杆菌唾液测试板（HPS）检测儿童口腔 Hp 阳性检出率情况。 

方法   采用金标法对 1969 例年龄 3～14 岁来医院就诊的患儿进行 HPS 检测，对结果进行统计分

析。 

结果  HPS 总阳性检出率为 35.14%（692/1969）；各年龄组 HPS 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3～5 岁组

32.72%（197/602）；5～6 岁组 38.62%（112/290）;＞6 岁组 35.56%（383/1077）.春夏季 HPS

阳性检出率在 25.93～26.46%；秋冬季 HPS 阳性检出率在 35.46～47.88 %。疑似消化性疾病（急

性胃肠炎、慢性胃炎、腹痛）患儿 HPS 阳性检出率在 39.74～51.59%，其他疾病（急性咽炎、肠

痉挛）患儿 HPS 阳性检出率在 22.37～26.45%。 

结论  HPS 阳性检出率随年龄增加有升高的趋势，秋冬季是儿童 HP 感染的高峰季节应重视预防。

应用 HPS 进行儿童 Hp 感染的筛查具有重要价值。 

 
 

PU-2149 

检测血清中幽门螺杆菌抗体的 3 种方法学比较 

 
崔俊华,周佳烨,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使用 3 种不同的试剂检测血清中的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pylori，Hp）抗体，并进行方法

学比较。 

方法   对未经抗 Hp 治疗、接受快速尿素酶试验（rapid urease test，RUT）和尿素 13C 呼气试验

（13C urease breath test，13C-UBT）的 80 例患者的血清样本用 3 种不同试剂进行 Hp 血清抗体

检测试验。以 RUT 和 13C-UBT 任何 1 项阳性为 Hp 感染诊断标准，比较 3 种 Hp 血清抗体检测方

法的灵敏度、特异性、准确性。 

结果  灵敏度以 C 最高（92.50%）、其次为 B（78.57%）、最低为 A（57.14%）；特异性由高到

低依次是 A（100.00%）、C（75.00%）、B（70.83%）；准确性最高的是 C（88.75%）、其次

为 B（76.25%）、最低是 A（70.00%）。 

结论  3 种 Hp 抗体检测试剂检测结果存在差异。当临床已知存在对 RUT 和呼气试验的干扰因素，

患者未经抗 Hp 感染治疗，可用选用 C 检测。 

 
 

PU-2150 

血清 CYFRA21-1、CA125 和 CA50 

在肺腺癌诊断和预后中的应用价值 

 
王文洋 

泰安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抗原（CYFRA21-1）、糖类抗原 CA125 和糖类抗原 CA50 在肺腺癌

诊断和预后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近年来收治的肺癌患者 233 例，同期 30 例肺良性病变组作为对照组。电化

学发光法检测 CYFRA21-1、CA125 和 CA50，比较三种标志物在肺腺癌患者中的水平以及联合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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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对肺腺癌诊断和 TNM 分期的价值，使用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分析血清中三项标志物单项阳性

和多项阳性的肺腺癌患者生存周期之间的关系。 

结果  腺癌组的 CA125 和 CA50 明显高于鳞癌组和小细胞癌组（p<0.05），腺癌组 CYFRA21-1 水

平仅高于小细胞癌组（p<0.05）; 腺癌 TNM 分期中，Ⅰ/Ⅱ期患者的 CYFRA21-1、CA125 水平明

显低于Ⅲ/Ⅳ期患者（p<0.05）；三项标志物联合检测灵敏度为 89.97%，特异度为 85.09%；三项

标志物单项阳性患者的生存周期长于和多项阳性的肺腺癌患者。 

结论  血清 CYFRA21-1、CA125 和 CA50 在肺腺癌诊断、分期和预后中具有重要作用。 

 
 

PU-2151 

Roles of UGT2B7 C802T and UGT2B7 G221T gene 
polymorphism on the efficacy of morphine treatment on 

cancer pain among Chinese Han population 

 
MINGZHE NING,Yue Tao,Xiaohan Hu,Yuxin Chen 

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ymorphisms of 
UGT2B7 and the efficacy of morphine treatment on cancer pain among Chinese Han population. 
120 patients with cancer pain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Methods Morphine was administrated via patient-controlled analgesia (PCA) infusion pump, and 
the visual analogue score (VAS) has been applied for the assessment of the pain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The plasma concentration of morphine and genetic polymorphism of UGT2B7 C802T and 
G221T were examined. 
Results We discovered that the frequencies of UGT2B7 C802T were CC:13.33%, CT:45% and 
TT:41.67%, and the frequencies of UGT2B7 G221T were GG:76.67%, GT:22.5% and TT:0.83%; 
VAS scores of patients with either C802T CT or TT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patients with 
C802T CC, respectively, and VAS scores of patients with G221T GG and GT h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moreover, the plasma concentration of morphine for patient with the C802T CC and 
CT or TT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lasma concentration of morphine for patient with G221T GG and GT. 
Conclusions UGT2B7 C802T, but not UGT2B7 G221T polymorphism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the efficacy of morphine treatment on cancer pain among Chinese Han population. 
atient with the C802T CC and CT or TT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lasma concentration of morphine for patient with G221T GG 
and GT. 
 
 

PU-2152 

反向点杂交法分析 4620 例浙 

江省男性 HPV 感染者流行病学特征 

 
冯莉亚,刘军权,陈莹莹,祝宇翀 

杭州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目的  调查浙江地区男性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HPV) 感染的亚型分布及流行病学

特点，为男性 HPV 感染早期筛查、预防、诊断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汇总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浙江省 17-74 岁 4620 名男性尖锐湿疣

皮损拭子或组织标本；按年龄不同将其分为 6 组间（分别为：17 岁～20 岁组、21 岁～30 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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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岁～40 岁组、41 岁～50 岁组、51 岁～60 岁组和>61 岁组）。用聚合酶链反应技术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和反向点杂交法测定 23 种 HPV 基因型，并分析其 HPV 阳性

率分布、HPV 阳性率差异和高低危型 HPV 感染特征。 

结果  4620 名男性中有 2799 例 HPV 阳性，总阳性率为 60.6%，其中：以 6 型和 11 型阳性率最

高，分别为 21.1%(591/2799 例)和 13.6%(381/2799 例)。高危型阳性率最高的为 52 型，占

6.4%(179/2799 例)。在 2799 例 HPV DNA 阳性者中，有 1266 例为单一感染，占 45.2%；混合感

染 1533 例，占 44.26%（1533/2799），混合感染大多以高低危双重形式存在，占混合感染的

80.8%(1239/1533 例)，高低危混合感染数明显高于单纯高危和单纯低危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 =74.5，P＜0.05)。HPV 阳性的绝对值以 21～40 岁青壮年为主，达 69.2% (3114/4500)，与其他

年龄段相比有统计学差异（χ 2 =19.1，P＜0.05）。感染率结果显示：17~20 组感染率最高，显著

高于其他组（P<0.05）。 

结论  浙江地区男性 HPV 感染者主要以 6、11 型为主，高发于青壮年，HPV 混合感染比例较高，

高低危混合感染较常见。 

 
 

PU-2153 

qRT-PCR 平台和 CellSearch 系统检测循环肿瘤细胞的比较 

 
杨轶慧,曹旻璐,王蓓丽,张春燕,潘柏申,郭玮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比较 CellSearch 系统与 qRT-PCR 平台检测外周血循环肿瘤细胞的阳性率与相关性，综合分

析其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32 例肝癌患者的外周血标本，运用 CellSearch 检测系统和 qRT-PCR 检测平台检测外

周血中循环肿瘤细胞的个数/表达量。在运用 qRT-PCR 平台检测循环肿瘤细胞表达量时，先后运用

了单标志物标记肿瘤细胞和多标志物联合标记肿瘤细胞的不同检测方法，并分别计算其检测外周血

循环肿瘤细胞的阳性率。对以上三种检测方法的阳性率和相关性进行比较。 

结果  CellSearch 检测系统与 qRT-PCR 检测平台采用单标志物标记肿瘤细胞的检测结果呈显著相

关，两者阴阳性符合率为 24/32[75.0%，阳性率 46.9% （ qRT-PCR 单标）  vs. 28.1%

（CellSearch），P=0.002]。多标志物联合标记肿瘤细胞的 qRT-PCR 检测平台能提高检测阳性率

（65.6%）。并且，qRT-PCR 平台的单标检测和多标检测以及 CellSearch 系统三种方法所得结

果，两两之间均呈显著相关性，阴阳性符合率分别为 18/32[56.3%，65.6% (qRT-PCR 多标) vs. 

28.1%（CellSearch），P=0.034]，26/32 [81.3%，65.6% (qRT-PCR 多标)  vs. 46.9%（qRT-

PCR 单标），P=0.000]。运用 qRT-PCR 平台进行多标志物联合检测时能直观体现肝癌患者的肿瘤

异质性。 

结论  多干性标志物标记肿瘤细胞的检测手法对于循环肿瘤细胞的阳性检出率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qRT-PCR 检测平台相较 CellSearch 检测系统，可更直观地将肿瘤异质性与临床相结合，更可依据

不同检测目的个性化制定相关标志物，适用于更多样化的检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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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54 

Artesunate enhances  T-cell-mediated antitumoractivity 
through augmenting   T-cell function andreversing immune 

escape of HepG2 cells 

 
Xianyun Jin1, Peng Qian2, Jian-Qun Chen2 

1.Hangzhou Golden Domain Medical Laboratory Co.， Ltd.， Hangzhou 310053， China 

2.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 

China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artesunate on cd T cell-mediated antitumor 
immune responses against hepatoma carcinoma cells (HepG2) in vitro.   
Methods Human cd T cells or HepG2 were respectively treated with artesunate, subjected to co-
culture as appropriate, and the following assays were subsequently conducted: CCK8 to examine 
cell viability; LDH release assay to detect the killing effect of cd T cells on HepG2 cells; flow 
cytometry to examine the expression of perforin (PFP) and granzyme B (GraB) of cd T cells; 
ELISA to evaluate the levels of TGF-b1 and IL-10 in the collected supernatant of HepG2 cells 
pretreated with artesunate; and Western blot analysis to examine Fas, FasL, STAT3, p-STAT3 
expression of HepG2 cells induced by artesunate.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ytotoxicity effect of cd T cells pretreated with artesunate 
on HepG2 cells was augmented via elevating the expression of GraB in cd T cells. Furthermore, 
treatment with artesunate reversed the inhibition of HepG2 cells on cd T cells by reducing the 
secretion of TGFb1 in HepG2 cells supernatant and enhanced the antitumor effect of cd T cells 
against HepG2 cells through increasing the expression of Fas on HepG2 cells, which may be 
attributed to the inhibition of STAT3 signaling protein.  
Conclusions  Artesunate has several mechanisms for augmenting the antitumor immune 
responses mediated by cd T cells.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artesunate may be an efficacious 
agent in the treatment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U-2155 

Wnt pathway activator TWS119 enhances the proliferation 
and cytolytic activity of human γδT cells  

against colon cancer 

 
Junquan Liu1,2,Yong-qiang Chena2, Zheng Lu2 

1.Hangzhou Golden Domain Medical Laboratory Co.， Ltd.， Hangzhou 310053， China 

2.Department of Central Laboratory， 97th Hospital of PLA， Xuzhou， Jiangsu ，China 

 
Objective γδT cells are a distinct T-cell subset that display unique characteristics regarding T-cell 
receptor gene usage, tissue tropism and antigen recognition.  
Methods Adoptive γδT cell transfer therapy has recently been gaining importance as an efficient 
approach in cancer immunotherapy. However, exploiting γδT cell response for tumour 
immunotherapy is a challenge due to cell numbers, activities and differentiation states that 
minimize the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s. Previous studies have indicated that the wnt/β-catenin 
signalling pathway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differentiation, survival and enhancement of the 
immune response of T lymphocytes.  
Results  In this study, we sought to evaluate whether the activation of the wnt/β-catenin pathway 
through inhibition of glycogen synthase kinase-3β (GSK-3β) using 4,6-disubstituted 
pyrrolopyrimidine (TWS119) could be an efficient strategy to improve the prolifera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cytolytic activity of γδT cells against colon cancer cells. Remarkably, we found 
that TWS119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proliferation and survival of γδT cells via activ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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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mTOR) pathway, upregulation of the expression of the anti-
apoptotic protein Bcl-2 and inhibition of cleaved caspase-3 in addition to the Wnt pathway. Our 
results also showed that enhancement of the cytolytic activity of γδT cells against human colon 
cancer cells by TWS119 was chiefly associated with upregulation of the expression of perforin 
and granzyme B in vitro and in vivo. Additionally, TWS119 can induce the expression of CD62L 
or CCR5 to generate a population of CD62L+γδT or CCR5+γδT cells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TWS119 could be a useful complementary agent for 
improving γδT cell-based immunotherapy. 
 
 

PU-2156 

CEA、Cyfra21-1 和 SCC 检测在早期 NSCLC 中的诊断价值 

 
吴传勇,曹志伟,娄加陶 

上海市胸科医院 

 

目的  肿瘤标志物的诊断价值与肺癌的发病率有关。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作为一家肺癌专科

医院，收治患者已具有疑似肺癌征象（咯血、胸痛和肺部肿块等），为肺癌高发病率人群。因此，

有必要在肺癌高发病率人群中探讨 CEA、Cyfra21-1 和 SCC 在早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的

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收治的已具有疑似肺癌征象（咯血、胸痛和肺部肿块等）肺

癌高危患者 422 例（经确诊包括肺部良性疾病 156 例、NSCLC 256 例），检测上述患者治疗前的

血清 CEA、Cyfra21-1 和 SCC。比较 CEA、Cyfra21-1 和 SCC 在良性疾病与肺癌，以及不同分期

NSCLC 中水平差异，并运用 ROC 曲线分析 CEA、Cyfra21-1 和 SCC，及其联合模型在早期

NSCLC 中的诊断性能。 

结果  CEA、Cyfra21-1 和 SCC 在 NSCLC 中的水平显著高于良性疾病，且 CEA 在腺癌中的水平

明显高于鳞癌、CYFRA21-1 和 SCC 在鳞癌中的水平均显著高于腺癌，同时三种肿瘤标志物不同分

期 NSCLC 中的水平存在差异。三种肿瘤标志物中，CYFRA21-1 对 NSCLC 诊断的准确性最好

（AUC 为 0.80），具有较好的灵敏度（72.90%）和特异度（84.60%）。通过对三种肿瘤标志物

通过 logistic 回归并形成新的变量 Y（＝0.228×CEA＋0.939×CYFRA21-1＋1.229×SCC－

3.235），Y 对 NSCLC 的诊断价值显著高于三种肿瘤标志物单独使用时的任何一个，其 AUC 达到

0.87，具有更好的灵敏度（74.30%）和特异度（89.10%）。 

结论  在肺癌高发病率人群中，CYFRA21-1 对早期 NSCLC 具有较好的诊断准确性、灵敏度和特异

度，且联合 CEA、SCC 可以进一步提高其诊断性能。 

 
 

PU-2157 

Nanoparticles as Co-matrix for Sensitive Detection of 
Nucleic Acids by Mass Spectrometry 

 
Xiaomeng Hu1,Lin Wang1,Lin Huang2,Kun Qian2,Jiatao Lou1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pratory， Shanghai Chest Hospital 

2.School of Biomedibal Enginerring，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Screening for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 and genotyping are important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s caused by certain genetic variations. Here we 
demonstrated a LDI MS based nucleic acids analysis method using nanoparticles as co-matrix of 
organic 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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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Structural characterizations of matrixes were carried out by SEM and TEM, mass 
spectra were compared by detection intensities of oligonucleotide standards. 
Results Owing to the synergistic reaction of nanoparticles on the uniform crystallization and 
desorption ionization of organic matrix, the detection sensitivity of oligonucleotides i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Conclusions Our work demonstrated an efficient tool for SNP analysis and gave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applications of LDI MS in the field of genetic testing. 
 
 

PU-2158 

抗-HBx 及细胞因子在慢性乙型感染者中的 表达及临床意义分析 

 
陈锡莲 

甘肃省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乙型肝炎患者外周血中抗-HBx 蛋白和细胞因子 TNF-α、IL-4、IL-12 表达水平 

方法   选择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 60 例（ASC 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60 例（CHB 组），肝

硬化患者 60 例（LC 组），肝癌患者 60 例（HCC 组），健康对照者 60 例（Control 组），采用酶

联免疫法检测抗-HBx、TNF-α、IL-4、IL-12 表达水平，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 HBV DNA 载

量。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慢性 HBV 感染者 ASC 组、CHB 组、和 LC 组和 HCC 组外周血 TNF-

α、IL-4 和 IL-12 水平均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 HCC 组相比，ASC 组和

CHB 组外周血抗-HBx 水平和 IL-12 水平均显著升高（P<0.01 或 P<0.05)。HCC 组外周血抗-

HBx、TNF-α 和 IL-4 水平与 HBV DNA 载量均呈负相关（r= -0.408，-0.348，-0.373；P<0.01 或

P<0.05）。 

结论  抗-HBx 蛋白亦从另一方面反映了 HBV X 基因在乙肝相关肝癌发生发展过程中有一种独特的

作用机制，细胞因子水平均显著升高，说明慢性 HBV 感染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免疫炎症反应。 

 
 

PU-2159 

肝细胞肝癌中肿瘤细胞干性与其代谢的相关性研究 

 
黄斐,李懿皞,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以肝细胞肝癌为研究对象，探究肿瘤细胞干性与肿瘤糖代谢重构特点的相关性。 

方法  利用无血清悬浮培养技术富集肝肿瘤细胞系 Huh-7 中的肿瘤干细胞，并对其及非干性细胞的

肿瘤干性标志物、糖代谢酶的表达情况进行检测，同时对这两种细胞的葡萄糖摄取能力进行对比和

检测。 

结果  运用无血清悬浮培养技术能有效地富集肿瘤组织中存在的肿瘤干细胞（成球细胞），相比非

干性肿瘤细胞，成球细胞的糖酵解关键酶和干性标志物的表达有明显的升高，对葡萄糖的摄取能力

也有明显的增强，肿瘤细胞的干性与其糖代谢重构，糖酵解通路的激活有着一定的关联性。 

结论  无血清悬浮培养技术能有效地富集肿瘤干细胞，肿瘤干细胞相比普通肿瘤细胞，其糖代谢重

构更完全，肿瘤细胞的干性和肿瘤细胞的糖酵解通路激活有着一定的关联性，肿瘤干细胞的糖酵解

特点可作为新药物开发的一点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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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60 

HCC 中肿瘤细胞糖代谢特性与肿瘤患者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李懿皞,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探究肿瘤干细胞糖代谢特征和患者预后情况的关联性。 

方法   收集总计 21 例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外科进行的肝细胞肝癌部分肝切除术患者的肝组

织标本，进行原代细胞分离后分别采取无血清悬浮培养和贴壁细胞培养，获取成球细胞和贴壁细

胞。同时对这些患者的随访的影像学、超声等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用 Kaplan-meier 曲线探究细

胞干性与肝细胞肝癌患者预后的关联性。 

结果  利用无血清悬浮培养技术能有效地富集肿瘤组织中存在的肿瘤干细胞（成球细胞），且肝癌

组织中存在肿瘤干细胞与肝细胞肝癌患者的预后以及肿瘤发生的恶性程度有较高的关联性；相比非

成球细胞，成球细胞的糖酵解关键酶和蛋白的 mRNA 表达量有明显的升高，其对葡萄糖的摄取能

力也有着明显的增强。 

结论  肿瘤干细胞相比普通肿瘤细胞有着更强的“有氧糖酵解”能力，可以作为肝细胞肝癌患者的预

后情况的预测指标。 

 
 

PU-2161 

电化学发光法检测抗穆勒氏管激素性能评价 

 
周佳烨,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对罗氏电化学发光法抗穆勒氏管激素（Anti-Mullerian Hormone，AMH）试剂进行检测性能

初步评价。 

方法   参考 CLSI 方案评估该试剂检测 AMH 的精密度、准确度和线性范围。并与厂商声明的质量

目标进行比较。 

结果  该试剂检测 AMH 的批内和批间变异系数分别为 1.43%和 3.32%；检测定值准确度物质偏差

分别为 -0.4%-4.0%；在 0.01-11.24ng/mL 范围内呈线性，拟合方程  Y=1.00073X-0.17213，

r2=0.9985。 

结论  罗氏电化学发光法 AMH 检测试剂盒性能达到厂商声明要求，能够满足临床需要。 

 
 

PU-2162 

Th17 及 Th22 在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外周血中的表达 

 
李志 1,张英姝 2,薛邦禄 1 

1.大连市中心医院 

2.大连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 

 

目的  研究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外周血中 Th17 与 Th22 的表达情况，探讨其在疾病中的作

用，为疾病的诊断及有效治疗提供帮助。 

方法   收集 2017 年 7 月至 12 月医院就诊及住院的 SLE 患者 35 例并根据活动性将疾病组分为活动

组与非活动组。使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SLE 患者和及 20 例健康组 Th17 和 Th22 的水平；使用酶联

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血浆中相关细胞因子 IL-17 和 IL-22 的表达；各组数据之间进行统计学

方法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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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狼疮患者活动期与非活动期外周血中 Th17 细胞及 IL-17 都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且疾病

活动组表达也显著高于非活动组(P<0.05)；狼疮患者活动期与非活动期外周血中与对照组相比

Th22 及 IL-22 也显著高于健康组(P<0.05)，活动组虽然与非活动组相比有所升高但不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Th17 和 Th22 细胞及其细胞因子积极参与到 SLE 患者的发病过程中。Th17 细胞及其细胞因

子在 SLE 发病时会有显著性升高且活动期与非活动期相比也有升高，可以提示 Th17 变化可以作为

辅助诊断 SLE 及区分疾病时期的可靠指标。Th22 细胞及其细胞因子在疾病发生时有所升高但不能

提示活动性，Th22 可作为提示疾病发生的指标。 

 
 

PU-2163 

自身抗体联合检测在类风湿性关节炎免疫诊断的应用 

 
刘卫红 1,孙玉竹 2 

1.大连市中心医院 

2.大连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 

 

目的  探讨血清中类风湿因子（Rheumatoid factor，RF）、抗角蛋白抗体（Anti-keratin antibody，

AKA）、抗环瓜氨酸肽抗体（Anti-cyclic citrullinated peptide antibody）及抗 RA33 抗体（Anti-

RA33 antibody）的诊断性能并评估四种自身抗体联合检测在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早期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收集 92 例确诊的 RA 患者、40 例非 RA 的其他自身免疫病患者和 36 例健康体检者的血

清，分别用速率散射比浊法检测 RF,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 AKA, 化学发光粒子免疫分析法检测抗

CCP 抗体，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抗 RA33 抗体，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e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比较各项指标的诊断性能，对各项指标单独及联合检测的诊断价值进

行比较。 

结果  在三个组中均为 RF 的阳性率最高，RA 组患者的四种自身抗体的阳性率均高于非 RA 组和健

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抗 CCP 抗体 ROC 曲线下的面积最大,为 0.772，抗

RA33 抗体为 0.726，RF 为 0.723；RF、AKA、抗 CCP 抗体、抗 RA33 抗体诊断早期 RA 的敏感

性分别为 43.48%、28.26%、33.70%和 21.73%；特异性分别为 82.89%、96.05%、90.79%和

94.74%；四项指标进行联合检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86.9%和 82.9%。 

结论  RF，AKA，抗 CCP 抗体和抗 RA33 抗体的联合检测可以明显提高 RA 早期诊断的检出率，

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PU-2164 

Hsa_circ_0087631 

在 PBC 自身免疫病理进程中的潜在作用和机制 

 
郑佳佳,崔丽艳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BC）是一类自身免疫性慢性胆汁淤积性肝病，发病机制复杂。环状

RNA（circRNA）是一类具有调控基因表达作用的特殊的内源性非编码 RNA，目前国内外尚无

circRNA 在 PBC 发病中作用的研究报道。本研究旨在探究 hsa_circ_0087631 在 PBC 自身免疫病

理进程中的潜在作用和机制。 

方法   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 Tfh 细胞与 Tfr 细胞表达情况。构建 hsa-miR-346 慢病毒载体感染

Jurkat 细胞，qRT-PCR 检测 miR-346 过表达与对照组 hsa_circ_0087631 以及 miR-346 靶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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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l-6 以及 Tfh 功能相关基因 IL-21 表达情况。双萤光素酶报告基因系统检测 has-miR-346 与

hsa_circ_0087631 的结合情况，并探寻潜在的结合位点。P<0.05 认为有显著性差异。 

结果  hsa_circ_0087631 在 PBC 患者中相对于正常对照者外周血 Tfh 细胞中表达有所升高。且 Tfr

细胞与 Tfh 细胞比值与 hsa_circ_0087631 的表达呈负相关趋势。在 293T 细胞和 Jurkat 细胞中通

过慢病毒过表达 miR-346 后，与感染对照质粒相比，miR-346 过表达导致 hsa_circ_0087631 表达

水平降低，Bcl-6 表达水平降低，IL-21 表达水平降低。通过双萤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在 293T 细

胞，has-miR-346 可以调控目的基因 hsa_circRNA_087631 的 luciferase 的表达。 

结论  hsa_circ_0087631—miR-346—Bcl-6 功能轴在 Tfh 细胞和 Tfr 细胞介导的 PBC 自身免疫病

理进程中发挥了一定的潜在作用，为探索 PBC 新型治疗策略提供靶点和思路。 

 
 

PU-2165 

溶血对感染性疾病免疫学标志物检测影响的评估 

 
贺松,韩凌飞,汪红云,姜敏,刘国俊 

马鞍山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评估样本溶血对感染性疾病免疫学标志物检测的影响。 

方法   样本用溶血血清配制成轻度溶血、中毒溶血（Hb 含量在 1g/L 左右）和重度溶血（Hb 含量

在 4g/L 左右）的待检样本；选择乙肝标志物、丙肝抗体、梅毒抗体（TP/TPPA/TRUST）、HIV 抗

体等检测项目，用北京万泰 ELISA 定性检测试剂、富士瑞必欧 TPPA 检测试剂和上海荣盛 TRUST

检测试剂进行检测。 

结果   溶血前后比对显示 HBsAg、HBsAb、HBeAg、HBeAb、TP-Ab、HIV-Ab、HCV-Ab、

TPPA、TRUST 结果都一致，其中 TP-Ab 和 HIV-Ab 随着溶血程度加重，检测吸光度会有所下降，

但不影响定性结果；HBcAb 在中度、重度溶血时（Hb≥1g/L 时），会导致检测结果的假阴性。 

结论  本次溶血干扰性试验比对结果证明了溶血标本可以用现用检测试剂进行检测，可以满足临床

检测需求，中重度溶血标本 HBcAb 需结合两对半综合模式报告，或通知临床重新抽血复核。 

 
 

PU-2166 

冠心病患者血清幽门螺杆菌抗体测定的比较与临床检验学研究 

 
王炜,孙丹丹 

丹东市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冠心病（CHD）与幽门螺杆菌（HP）感染的关系，分析其在 CHD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用 ELISA 法检测了 168 例经冠脉造影诊断的 CHD 患者血清 HPIgG 水平，并以 76例健康

体检者为对照 

结果  CHD 组 HPIgG 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58.3%vs36.8%，P<0.05)；冠心病各亚组间 HPIgG

阳性率无显著性差异（P>0.05)；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 HPIgG 与年龄、血压、体质量指数、空腹血

糖及各血脂指标间无相关性。 

结论   HP 慢性感染参与了各型 CHD 的共同发病机制，可能是 CHD 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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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67 

ZIP14 对于原发性肝细胞癌细胞 BEL-7404 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郑佳莹 

福建省立医院 

 

目的  研究锌转运蛋白 ZIP14 在原发性肝细胞癌（HCC）组织的表达，以及 ZIP14 过表达对 HCC

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方法   应用 real-time PCR 法与免疫组织化学法分别检测 HCC 癌组织与癌旁组织 ZIP14 的 mRNA

与蛋白表达。构建 GV365-ZIP14 表达慢病毒，感染低表达 ZIP14 的 HCC 细胞株 BEL7404，应用

real-time PCR 法和 Western blot 法分别检测 ZIP14 的 mRNA 与蛋白表达；应用 MTT 法、DNA 倍

体法和 transwell 小室法分别检测不同浓度硫酸锌刺激下感染 GV365-ZIP14 表达慢病毒的

BEL7404 细胞活力、细胞周期、迁移与侵袭能力的变化。 

结果   HCC 癌组织 ZIP14 的 mRNA 表达水平和蛋白强阳性表达率均明显低于癌旁组织

（P<0.01）；构建的 GV365-ZIP14 表达慢病毒可感染 HCC 细胞株 BEL7404 使 ZIP14 过表达；与

阴性对照组相比较，ZIP14 过表达组细胞的存活率、迁移与侵袭能力明显下降，G2/M 期细胞比例

明显升高，且变化的幅度随着培养环境锌离子浓度的提高而明显加大。 

结论  ZIP14 在 HCC 癌组织存在低表达。ZIP14 的过表达可抑制 HCC 细胞的活力、迁移和侵袭能

力，并使细胞周期被阻滞在 G2/M 期，其机制可能与 ZIP14 促进锌离子的胞内转运，导致 HCC 细

胞内锌的积聚增多有关。 

 
 

PU-2168 

二代测序和核酸质谱检测 mCRC 患者 

血浆 ctDNA 常见突变的性能比对 

 
黄斐,陈馨宁,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二代测序和核酸质谱检测 mCRC 患者血浆 ctDNA 常见突变的性能比对。 

方法    入组 30 例 mCRC 患者，利用二代测序和核酸质谱技术检测患者血浆中 ctDNA 中

KRAS/NRAS/BRAF/PIK3CA 基因的热点突变。同时，结合病史、组织活检结果和数字 PCR 结果

进行比对，评估本实验中 NGS 和 MALDI-TOF 检测的结果与数字 PCR 结果符合率以及它们各自的

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 

结果  MALDI-TOF 的符合率为 76.67%，阳性预测值为 86.67%，阴性预测值为 66.67%。NGS 的

符合率为 86.67%，阳性预测值为 83.33%，阴性预测值为 91.67%。两个平台均可作为应用于检测

ctDNA 中的常见突变，但 NGS 的阴性预测值要优于 MALDI-TOF。除此之外，本研究发现患者突

变位点的突变丰度与患者的原发灶是否手术切除以及患者是否接受过治疗（包括化疗、放疗、靶向

治疗）有关。 

结论  两种检测平台均可用于 mCRC 患者血浆 ctDNA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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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69 

An autoantibody panel as serum diagnostic biomarkers in 
esophagogastric junction adenocarcinoma 

 
Yiwei Xu1,2,Chaoqun Hong1,Yuhao Luo1,Liyan Xu2,Enmin Li2,Yuhui Peng1,2 

1.Cancer Hospital of Shantou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2.Shantou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Esophagogastric junction adenocarcinoma (EJA) is an aggressive malignancy with a 
gradually rising incidence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We previously found that autoantibodies 
against a panel of six tumor-associated antigens (p53, NY-ESO-1, MMP-7, Hsp70, PRDX6 and 
BMI1) may aid in early detection of ESCC. Here we aim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this 
autoantibody panel in patients with EJA.  
Methods Autoantibody levels were measur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in sera of 
169 normal controls and 122 patients with EJA. We used receiver-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ROC) 
to calculate diagnostic accuracy. 
Results The levels of autoantibodies to individual antigens were all elevated in patients with EJA, 
compared to normal controls. Detection of the autoantibody panel demonstrated an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0.866, a sensitivity of 63.9% and a specificity of 90.5% in the diagnosis of EJA. 
Measurement of the autoantibody panel could distinguish early-stage patients with EJA from 
normal controls (AUC 0.811, sensitivity 55.6% and specificity 90.5%). Moreover, a restricted 
panel consisting of the three antigens p53, NY-ESO-1 and Bmi-1 exhibited similar diagnostic 
performance for EJA (AUC 0.866, sensitivity 64.8% and specificity 90.5%) and early-stage EJA 
(AUC 0.786, sensitivity 61.1% and specificity 90.5%).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reveal serum autoantibodies might be used as potential biomarkers 
in the early diagnosis of EJA. Autoantibodies against an optimized TAA panel appears to help 
identify the present of early-stage EJA. 
 
 

PU-2170 

基于上转换发光技术免疫层析法定量 

测定血清 PIVKA-II 检测卡的构建及其性能评价 

 
张松高,黄毅 

福建省立医院 

 

目的  构建基于上转换发光免疫层析法（UPT-LF）的检测卡，实现对原发性肝细胞癌患者血清

PIVKA-II 的快速、高效的 POCT 式定量检测，并对该检测卡予以检测性能与诊断性能的评价。 

方法   修饰、活化上转换发光颗粒（UCPs）并与抗 PIVKA-II 抗体结合形成标记探针，构建基于

UPT-LF 的检测卡。通过线性、稳定性、精密度、回收率测定和干扰试验，评价检测卡的检测性

能。通过对 228 例 HCC 患者组、170 例肝脏良性病变（LBL）组【肝硬化（LC）80 例、慢性乙型

肝炎（CHB）90 例】、100 例正常对照（HC）组血清 PIVKA-II 的定量测定，评价检测卡对 HCC

的诊断敏感性与特异性，以及与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CLEIA）定量检测结果的相关性。 

结果  修饰并活化的 UCPs 颗粒水溶液分散状态良好，可与 PIVKA-II 抗体牢固结合形成稳定的发光

探针。构建的检测卡对 PIVKA-II 的线性范围为 4-20000ng/mL，最低检测限为 2.66ng/mL，且 25

℃热稳定性与 4℃效期稳定性良好、低浓度和高浓度的分析物回收率分别达 93.10%与 96.21%、批

内和批间 CV 分别小于 10%与 15%、对 8 种血清常见分析物的抗干扰能力强。检测卡检测结果显

示，HCC 组血清 PIVKA-II 水平明显高于 LBL 组与 HC 组（P＜0.01）；对 HCC 的诊断敏感性与特

异性分别为 71.49%、88.89%（vs LBL+HC 组）。线性回归曲线分析显示，UPT-LF 检测卡与

CLEIA 法对血清 PIVKA-II 定量检测结果的相关系数 R2=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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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构建的基于 UPT-LF 的检测卡具有良好的检测线性、灵敏度、稳定性、准确性、精密

度与特异性，检测性能良好，可实现对 HCC 患者血清 PIVKA-II 快速、高效的 POCT 式定量检测；

基于 UPT-LF 的血清 PIVKA-II 检测卡对 HCC 具有理想的诊断性能。 

 
 

PU-2171 

真核起始因子 3 在 HIV 感染疾病进展中的作用研究 

 
潘莹,张子宁,尚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检验科 

 

目的  通过分别检测 HIV 感染者外周血真核起始因子 3 中 13 种亚型的表达水平，并与 CD4+T 淋巴

绝对计数和病毒载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筛选出与疾病进展相关的亚型。检测其对 HIV 病毒复制和

CD8+T 淋巴细胞功能的影响，探究其作用机制。 

方法   1.选择急性期 HIV 感染者 15 例。采用实时 PCR 方法检测其外周血中 13 种亚型真核起始因

子 3 的表达水平。2.选择 HIV 感染者 18 例，用 Stemcell 分选 CD8+T 细胞，实时 PCR 方法检测筛

选出的相关亚型在 CD8+T 细胞中的表达水平。3.用小干扰 RNA 下调 PBMC 中相关亚型，并用

NL4-3 感染细胞，检测培养上清中 P24 水平。4.流式检测下调相关亚型的 CD8+T 细胞的活化、增

殖、凋亡和 IFN-r 分泌。5.二代测序技术检测下调相关亚型的 T 细胞转录组，寻找 eIF3d 作用靶

点。 

结果  1.13 种亚型中只有 eIF3d mRNA 的表达水平与疾病进展显著负相关（P<0.05）。对感染者随

访，kaplan-meier 生存分析结果表明感染早期（135.31 ± 16.3 天）eIF3d 水平低者疾病进展显著快

于高者（P<0.05）。2.HIV 感染者 CD8+T 细胞中 eIF3d 水平显著低于健康对照，并且与 CD4+T

淋巴细胞计数显著正相关（P<0.05）。3.下调 eIF3d 的 PBMC，病毒复制增加（P<0.05）。4.下

调 eIF3d 的 CD8+T 细胞，抗病毒功能下降（P<0.05）。5.转录组结果提示，CD8+T 细胞中，

SOCS7 基因为 eIF3d 作用的靶基因。  

结论  HIV 感染者 eIF3d 与疾病进展负相关，降低的 eIF3d 除了直接促进病毒复制外，还能通过增

加 SOCS7 的表达削弱 CD8+T 细胞功能促进疾病进展。感染早期外周血中 eIF3d 水平可作为判断

预后的标志物。 

 
 

PU-2172 

Characterization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Mycobacteria- 
infection associated Low-density granulocytes  

in tuberculosis 

 
Junming Li,Hong Jiang,Yang Guo,Zhikun Huang,Qing Luo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tiy 

 
Objective  To determine and compare LDGs levels between subjects with active pulmonary 
tuberculosis (PTB) and healthy control, between PTB patients with mild to moderately disease 
(PTB-mod) and patients with advanced disease (PTB-adv), among PTB patients received 
different duration of anti-tuberculous therapy (ATT), and confirm the correlation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infection and LDGs levels. 
Methods Newly diagnosed PTB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disease severity and PTB patients 
received different duration of ATT were recruited. The levels of LDGs, the surface phenotypic 
markers and intracellular ROS of cells were quantified by polychromatic flow cytometry. The 
correlation of M.tuberculosis infection and LDGs levels was confirmed by in vitro infection of 
whole blood or isolated granulocytes with mycobac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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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PBMCs of subjects with PTB contained significantly elevated percentages of LDGs 
compared with PBMCs of control subjects. The frequency of LDGs in patients with positive AFB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patients with negative AFB. These LDGs in 
tuberculosis expressed different levels of activation and degranulation markers compared to 
autologous NDGs and NDGs from control subjects. In vitro infection assay demonstrated that 
M.tuberculosis can induce the generation of LDGs in both whole blood and isolated NDGs from 
control subjects. The elevation of LDGs levels upon mycobacteria infection was found to 
associate with virulence properties and metabolic activity of mycobacteria. Furthermore,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requencies of LDGs in patients with PTB-adv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patients with PTB-mod. And, the frequencies of LDGs in PTB patients received TAA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patients received no TAA. 
Conclusions In tuberculosis, the frequency of LDG is elevated and associated with disease 
severity. The origin of LDG in the condition of M.tuberculosis infection is likely from in situ 
activation. 
 
 

PU-2173 

抗环瓜氨酸肽抗体（CCP）、抗核抗体（ANA） 

在类风湿性关节炎中的相关性分析 

 
韩笑,张英辉 ,刘静,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对我院收治的 70 例类风湿性关节炎（RA）患者的抗环瓜氨酸肽抗体（CCP）、抗核抗体

（ANA）进行相关分析，探讨研究 CCP、ANA 在 RA 临床诊断中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016.1~2017.12 我院住院患者 70 例，其中男 18 例，女 52 例。年龄 23~82 岁，平均

年龄 58.07 岁。采用沃芬公司试剂盒 ELISA 方法检测抗 CCP 抗体，欧蒙公司试剂盒间接免疫荧光

法检测 RA 患者中 CCP 阳性的抗 ANA 抗体，比较 CCP、ANA 在类风湿性关节炎中的相关性。 

结果  （1）CCP 在 RA 患者中的阳性率为 82%，ANA 在 RA 患者中的阳性率为 69.35%。（2）

CCP 阳性的 RA 患者中 ANA 阳性率为 76.09%，其中核颗粒型 34 例（80.95%），胞浆颗粒型 6

例（14.29%）。（3）CCP 的浓度分布与 ANA 阳性率无差异（p>0.05），CCP 的浓度高低与

ANA 的滴度高低无差异（P>0.05）。 

结论  大多数 CCP 阳性的 RA 患者 ANA 阳性，ANA 可作为提高 RA 诊断的指标。 

 
 

PU-2174 

通过对本实验室开展的抗核抗体(ANA)和特异性抗核抗体谱

(ANAs)结果的分析研究，探讨联合检测 

对自身免疫性疾病诊断的意义 

 
何莉,张英辉,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通过对本实验室开展的抗核抗体(ANA)和特异性抗核抗体谱(ANAs)结果的分析研究，探讨联

合检测对自身免疫性疾病诊断的意义。 

方法   对我院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同时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IIF)和免疫印迹法（IBT）检测

ANA 和 ANAs 的 4220 例标本结果进行分析,比较两种方法的阳性率，阳性核型和靶抗原分布，以

及阳性标本中的年龄分布和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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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4220 例标本中，ANA 阳性率 33.7%，ANAs 阳性率 16.9%。ANA 阳性标本中核颗粒型占

60.3％；胞浆颗粒型占 20.8％；核仁型占 9.3％；核均质型占 2.7％；着丝点型占 2.9％；核点型占

1.7％；胞浆纤维型占 1.8％；核周型占 0.3%；中心粒型占 0.1%。ANAs 阳性标本中 Ro-52 阳性率

为 45.4%；SSA 阳性率为 38.9%；线粒体阳性率为 13%；U1-RNP 阳性率为 16.2%；核糖体 P 蛋

白阳性率为 9.4%；SSB 阳性率为 8.5%；着丝点阳性率为 7.6%；组蛋白阳性率为 5.4%；核小体

阳性率为 8.1%；PM-Scl 阳性率为 3.1%；Scl-70 阳性率为 4.0%；Jo-1 阳性率为 2.7%；Sm 阳性

率为 5.2%；增殖体阳性率为 0.7%。  

结论  间接免疫荧光法和免疫印迹法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但也存在不一致性，两者联合检测能

大大提高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防止漏诊。 

 
 

PU-2175 

沈阳地区血清同型半光氨酸和亚甲基四氢叶酸 

还原酶 MTHFR（C677T）基因多态性相关性分析 

 
刘静,王玉红,吴青,毛琪 ,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分析沈阳地区同型半胱氨酸与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 MTHFR（C677T）基因多态性的相关

性，为临床治疗提供有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8.1～4 就诊我院门诊及住院患者同时检测同型半光氨酸及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

MTHFR（C677T）220 例，年龄 22～84 岁，其中男 130 例，女 90 例，平均年龄（58.57±6.68）

岁。所有患者排除脑卒中，肿瘤，严重感染，2 周内未服用叶酸、B 族维生素采血前 24h 禁酒，高

蛋白饮食，空腹 12h 以上采血。将 220 例患者按照同型半光氨酸》20umol/L，同型半光氨酸＜

20umol/L 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分析实验组和对照组不同同型半光氨酸水平与亚甲基四氢叶

酸还原酶 MTHFR（C677T）基因多态性相关性。 

结果  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位点经检测后分为 CC、CT、TT 基因型。实验组 MTHFR（C677T）基

因型的基因频率（CC、CT、TT）分别为 20.2%，40.6%，39.2%，C 和 T 等位基因频率分别为

40.2%，59.8%。对照组 MTHFR（C677T）基因型的基因频率（CC、CT、TT）分别为 47.6%，

40.9%，11.5%，C 和 T 等位基因频率分别为 67.2%，32.8%。两组中 3 类基因总体分布频率有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中 TT 型基因频率及 T 等位基因频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并且实验组 TT 基因型的患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明显高于 CT 基因型及 CC 基因型患者，有统计学

意义(P＜ 0.05)。说明 TT 可能会影响同型半胱氨酸水平。 

结论  沈阳地区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 MTHFR（C677T）基因突变可能是高同型半光氨酸的重要

因素之一，TT 型比 CT 型更能影响同型半胱氨酸水平。 

 
 

PU-2176 

肿瘤标志物 CEA、CA199 和 CA125 

在 2 型糖尿病中的检测意义 

 
刘婷婷, 刘静,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分析肿瘤标志物 CEA、CA199 和 CA125 在 2 型糖尿病中的含量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2017 年 8 月至 12 月门诊及住院 2 型糖尿病患者 77 例，以及正常人 74 例，采用化学

发光法检测血清中肿瘤标志物 CEA、CA199 和 CA125 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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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 型糖尿病患者与正常人相比，血清中 CEA、  CA199 和 CA125 的含量明显增高

（P<0.0001，P<0.0001，P=0.0458）；且 2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中 CEA 的含量随年龄的增长而增

加（P=0.0422），CA199 的含量随年龄的增长无明显变化（P=0.3001），CA125 的含量随年龄的

增长显著性增高（P=0.0008）；2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中 CA199 的含量与 CA125 含量成显著正相关

（r=0.2564, P=0.0244），同时与 CEA 含量成正相关（r=0.3569, P=0.0014）。 

结论  CEA、CA199、CA125 作为肿瘤相关抗原，不止在肿瘤患者的血清中明显增加。在 2 型糖尿

病患者血清中，CEA 和 CA125 的含量也显著增高，且随年龄增长而增加。有利于 2 型糖尿病患者

进行早期的肿瘤筛查，同时丰富肿瘤标志物的临床检测意义，值得在临床推广和应用。 

 
 

PU-2177 

CTNNBIP1 和 ICMT 基因共表达作为高恶性膀胱尿路上 

皮癌检测指标和作用机制研究 

 
王科,李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目的  研究 CTNNBIP1 和 ICMT 基因共表达在膀胱尿路上皮癌中的作用及对患者预后的价值，探讨

其可能作用机制。 

方法   选取 TCGA 数据库中 412 例膀胱尿路上皮癌数据资料，利用 cBioPortal 对膀胱尿路上皮癌

CTNNBIP1 基因、ICMT 基因及其共表达基因作生存分析。通过 String 获取这些基因共表达的互作

关系组。采用 DAVID、GO、KEGG 数据库分别对其进行信号通路和功能分析。设计 CTNNBIP1

和 ICMT 基因的荧光定量 PCR 引物，检测其在转移能力不同膀胱细胞癌和来我院就诊膀胱癌中表

达。利用 Admax 系统包装干扰 CTNNBIP1 和 ICMT 基因的腺病毒载体，感染膀胱癌 5637 和 J82

细胞，流式细胞术和 CCK8 检测，细胞划痕实验和肿瘤侵袭实验分别检测膀胱癌细胞增殖、侵袭能

力改变，Western-blot 检测信号通路相关蛋白改变。 

结果  TCGA 数据库中的膀胱尿路上皮癌患者 CTNNBIP1 和 ICMT 存在共表达。String 数据库显示

基因共表达有 38 组具有互作关系。KEGG 数据库显示 CTNNBIP1-ICMT 基因共表达信号通路集中

在细胞周期(p<0.05)。DAVID 数据库证实其功能主要为调节细胞生长和有丝分裂。生存分析证实其

与患者总生存率显著相关(p=0.002 72)，共表达阳性患者的预后最差。膀胱癌 5637 和 J82 细胞存

在 CTNNBIPI1 和 ICMT 基因共表达，来我院就诊 31 例膀胱癌中，其共表达阳性率 12.9%（4

例）。下调膀胱癌细胞 CTNNBIP1 和 ICMT 基因的表达，细胞胞增殖、侵袭能力减弱，细胞内

cyclins D1、 B1 、 E1、 c-Myc、 MMP9 表达降低。 

结论  CTNNBIP1 和 ICMT 基因共表达是膀胱尿路上皮癌预后不良的重要指标，共表达阳性患者，

生存期明显缩短；下调其表达，可抑制膀胱癌细胞增殖，减弱其侵袭能力，为有效治疗预后不良的

膀胱尿路上皮癌提供一种新思路 

 
 

PU-2178 

调节性 B 细胞及其相关分子在脓毒症小鼠中的作用 

 
刘学磊,佟周,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调节性 B 细胞（Regulatory B cells, Breg）及其相关分子在脓毒症小鼠中的作用机制，

为脓毒症的免疫靶向药物研发及治疗奠定基础。 

方法   建立小鼠脓毒症模型，收集小鼠脾脏和外周血，流式细胞术检测小鼠脾脏中调节性 B 细胞的

表达，流式液相多重蛋白定量技术（Cytometric Beads Array, CBA）检测小鼠外周血中 IL-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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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F-β1、IL-1β、TNF-α、IL-4、IFN-γ 的表达。Western blot 检测小鼠脾脏中（Toll Like Receptor 

4, TLR4）的表达。 

结果  小鼠建立脓毒症模型后 2 天，脾脏中 Breg 的表达明显升高（P<0.05 vs 对照组），外周血中

IL-1β、TNF-α、IFN-γ 的分泌明显升高（P<0.05 vs 对照组），IL-4、IL-10 和 TGF-β1 的水平明显

降低（P<0.05 vs 对照组），7 天后 Breg 的表达所有下降，但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外周血中 IL-1β、TNF-α、IFN-γ 的分泌有所下降，IL-4、IL-10 和 TGF-β1 的水平明显升高。

15 天后，Breg 的表达明显下降，外周血中 IL-1β、TNF-α、IFN-γ 的分泌明显下降，IL-4、IL-10 和

TGF-β1 的水平明显升高。小鼠脾脏中 TLR4 的表达在建立模型后 2 天明显升高（P<0.05 vs 对照

组），7 天仍然高表达，15 天时表达明显下降。 

结论  脓毒症时，调节性 B 细胞明显抑制小鼠免疫反应，维持 Th1/Th2 细胞平衡；而 Breg 的调控

作用可能是通过调控 TLR4 基因实现的 

 
 

PU-2179 

RNA 干扰 β-arrestins 基因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 

 
毛琪,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构建 β-arrestin1 和 β-arrestin2 基因的短发卡样 RNA（shRNA）质粒表达载体，并在结肠癌

细胞中检测其基因沉默效果。 

方法   以 β-arrestin1 和 β-arrestin2 mRNA 编码区中特定序列作为 RNA 干扰靶点，构建 shRNA 质

粒表达载体，经 BamHⅠ和 EcoRⅠ双酶切鉴定及基因测序鉴定成功后，将两种分子的 shRNA 质

粒表达载体转染至结肠癌细胞中，荧光显微镜观察其转染效率，并提取蛋白进行 Western Blot 检

测。 

结果  酶切及测序结果证明 β-arrestin1 和 β-arrestin2 shRNA 基因成功克隆至干扰质粒表达载体

RNAi-Ready pSIREN-ZsGreen 中，Western Blot 检测结果显示基因沉默效果明显。 

结论  成功构建了靶向 β-arrestin1 和 β-arrestin2 基因的 shRNA 质粒表达载体，在结肠癌细胞系中

该载体能够明显抑制靶基因的表达。 

 
 

PU-2180 

肿瘤标志物联检在胃癌早期诊断临床应用研究 

 
刘明 

涟水县中医院 

 

目的  观察与应用癌胚抗原（CEA）、糖链抗原（CA199、CA724、CA242）等血清肿瘤标志物联

合检查对胃癌早期诊断临床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160 例患者作为观察组，选取同期慢性萎缩性胃炎伴重性不典型增生 100 例作为

CAGD 组，选取同期胃粘膜检查正常或浅表性胃炎患者 100 例作为对照组，对三组研究对象的血

清肿瘤标志物（CEA、CA-199、CA-242、CA-724）水平进平检测与比较 

结果  观察组血清 CA-199、CA-242、CA-724、CEA 平均水平显著高于 CAGD 组（P<0.05）,而

CAGD 组患者的上述血清肿瘤标志物的平均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应用 4 项血清肿瘤标

志物进行联合检测时，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可达 85%和 92.5%，敏感度显著高于应用 3 项、2 项、

单项血清肿瘤标志物进行检测（P<0.05），特异度与应用 2 项、单项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的差异

无显著性（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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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CA-199、CA-242、CA-724、CEA 等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异常升高可提示癌前病变或初期胃

癌的发生，可作为胃癌早期诊断的辅助指标，联合应用 4 项血清肿瘤标志物进行检测时，可提高胃

癌早期诊断的敏感度。 

 
 

PU-2181 

类风湿因子与抗环瓜氨酸肽抗体联合检测 

对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临床意义 

 
董喆,张英辉,韩笑,刘静,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研究类风湿因子和抗环瓜氨酸肽( CCP) 抗体在类风湿关节炎( RA) 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2017 年就诊的门诊及住院 106 例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RA 组）、62 例

非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非 RA 组）及 50 例健康者（健康对照组），分别采用抗原特异性 ELISA 

方法检测抗环瓜氨酸肽抗体（CCP），采用速率散射免疫比浊法检测类风湿因子（RF），分析并

比较数值及特异性和敏感性。 

结果  RA 组血清抗 CCP 抗体水平为(147.25±82.18)IU／ml，明显高于非 RA 组和健康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非 RA 组和健康组血清抗 CCP 抗体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抗-CCP 抗体与 RF 在不同组别的诊断灵敏度、特异度比较 RA 组的抗-ccp 抗体阳性率为 69.8

％RF 的阳性率为 81.4％而抗-CCP 抗体特异性却高达 95.2％RF 的特异性是为 69.0％，因此 RF 对

于 RA 的诊断灵敏度高，但特异性相对较低。 

结论  检测抗-ccp 抗体有助于临床提高 RA 的诊断率，特别是对于早期和不典型病例的诊断。检测

RF 和抗-ccp 抗体都可以用于 RA 的诊断，RF 作为辅助诊断指标，在 RA 诊断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单独检测不利于 RA 的早期诊断，抗-ccp 抗体可以作为 RA 的临床诊断指标，有利于提高早期

诊断率，且在鉴别诊断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建议在临床推广使用以弥补 RF 在诊断

RA 上的不足。临床检测抗 CCP 抗体可有助于诊断及评估 RA 的严重程度，为临床治疗方案提供依

据，对缓解患者病情，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PU-2182 

血清 ProGRP 和 NSE 联合检测对小细胞肺癌的诊断价值 

 
黄刚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胃泌素释放肽前体（ProGRP)和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联合检测对小细胞肺癌

（SCLC）的诊断价值。 

方法   化学发光法和电化学发光法检测 55 例小细胞肺癌 58 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和 35 例健康人对

照组,血清中的 ProGRP 和 NSE 的水平，并对其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SCLC 组与健康人和非小细胞肺癌（NSCLC）组相比较，ProGRP 和 NSE 的检测水平明显

升高（p<0.01,p<0.01）。‚SCLC 组中的 ProGRP 和 NSE 的联合检测与单项检测的诊断相比阳性

率明显升高（p<0.01,p<0.01）。ƒ血清中 ProGRP 和 NSE 的联合要比单项检测患者为 SCLC 的临

床准确性高。 

结论  血清中胃泌素释放肽前体和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联合检测可提高小细胞肺癌诊断的准确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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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83 

血清 AFP 和 AFU 联合检测在原发性肝癌中的临床诊断价值 

 
庞晖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究血清甲胎蛋白(AFP)与 a-L-岩藻糖苷酶(AFU)联合检测在临床诊断原发性肝癌(PHC)的价

值。 

方法   选取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3 月肝病科确诊 PHC 患者 40 例、慢

性乙肝患者 50 例和健康体检者 70 例的临床资料作为对照，分别对此三组人群的血清 AFP 浓度与

AFU 活性进行检测，分析两者联合检测的临床诊断价值。 

结果  PHC 组和慢性乙肝组患者血清 AFP 浓度[(591.3±236.4)ug/L;(54.8±15.1)ug/L]和 AFU 活性

[(138±24)U/L；(25±7)U/L]明显高于健康体检组 AFP 浓度[(6.2±1.4)ug/L]和 AFU 活性[(6.2±1.4)U/L]; 

PHC 组 AFP 浓度和 AFU 活性明显比慢性乙肝组高。组间比较，发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PHC 组的单项检测 AFP、AFU 及两者联合检测的阳性率(70％，42.5％，87.5％)明显比慢

性乙肝组(16％，4％，10％)和健康体检组(1.4％，0％，1.4％)高，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相比较而言，AFP 联合 AFU 的单项检测的敏感性与特异性都明显比两者的联合检测低，两

者联合检测可以优势互补，对 PHC 检测的阳性率有明显的提升，提供准确的诊断信息给临床，方

便临床医护人员对患者病情的准确了解以及观察治疗效果。 

 
 

PU-2184 

呼吸道感染革兰阴性肺炎患者内毒素、血清降钙素原 

及 C 反应蛋白水平变化及临床意义 
 

高瑞澴,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探讨革兰氏阴性脂多糖（ET）、血清降钙素原(PCT)及 C 反应蛋白(CRP)检测在呼吸道感染

革兰阴性肺炎患者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6-2017 就诊于沈阳军区总医院革兰阴性菌肺炎、非典型病原体(或病毒感染)两组患

者各 60 例（其中革兰阴性菌肺炎患者重症病例为 42 例，非重症患者病例为 18 例），年龄 18-93

岁，其中男性   37 人，女性 23 人，革兰氏阴性脂多糖采用显色法检测（ET）；血清降钙素原

(PCT) 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C 反应蛋白(CRP) 采用免疫比浊法检测，观察两组患者之间 ET、

PCT 及 CRP 水平的差异。 

结果  革兰阴性菌肺炎组 ET 及 PCT 水平明显高于非典型病原体(或病毒感染)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 CRP 在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革兰阴性菌肺炎组内，重症患者 PCT

及 CRP 水平显著高于非重症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P<0．01)；ET 在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联合检测血清 ET、PCT 对革兰阴性菌肺炎患者的诊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针对革兰阴

性菌肺炎患者治疗中，PCT 及 CRP 具有较高的监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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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85 

血清淀粉样蛋白 A 在接种流感疫苗后的变化及意义 

 

郭长青 

江苏省中医院,210000 

 

目的  探讨接种流感疫苗后血清淀粉样蛋白 A 的变化及对接种效果的预测意义。 

方法  选取 45 名受试者分为三组，每组 15 人，分别接受甲型流感疫苗注射、乙型丙型流感联合疫

苗注射、甲型乙型丙型流感三联疫苗注射，并于疫苗注射前、注射后 6 小时、注射后 24 小时三个时

间点抽取静脉血测血清淀粉样蛋白 A；疫苗注射后 2 周抽血测流感抗体效价，并对血清淀粉样蛋白

A 与流感抗体效价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疫苗注射后的 6h、24h 三组的 SAA 变化水平无显著性差异（P<0.05）；疫苗注射 2 周后各

受试者相应流感抗体效价与 6h 内 SAA 变化水平无线性相关，与 24h 内 SAA 变化水平呈线性相关。 

结论  血清淀粉样蛋白 A 可作为流感疫苗注射效果的标志物，可以在短时间内用以预测注射效果。 

 

 

PU-2186 

沈阳地区高血压患者 ACE 

抑制剂类药物的基因检测指导用药研究 

 

王玉红,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探讨 ACE（I/D）基因多态性检测在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用药指导中的有效性

研究。 

方法  选取 810 例高血压患者，根据 ACE（I/D）基因多态性检测结果，按照其基因表型分成 II 型

组、DD 型组、ID 型组三个组别，对所有高血压患者给予福辛普利口服四周，监测治疗前后及治疗

中的血压，监测数据应用统计学分析探讨其相关性。 

结果   (1) 810 例高血压患者中 II 基因型频率为 43% ; ID 型为 44% ; DD 型为 13% ; （2）II 组显

著有效 47 例，有效 154 例，总有效率 57% ; ID 组显著有效 93 例，有效 162 例，总有效率 71% ; 

DD 组显著有效 63 例，有效 31 例，总有效率 93%。福辛普利对 DD 组疗效最好（P＜0.05），ID 组

次之，II 组较差。 

结论  ACE（I/D） 基因多态性与 ACE 抑制剂降压有关。ACE （I/D）基因多态性影响 ACE 的血

浆水平，研究表明 DD 型 ACE 浓度和活性最高，Ⅱ型最低，ID 型居中。DD 基因型血清 ACE 浓

度约为 II 基因型的 2 倍。故推测 D 等位基因活化 ACE 基因的表达 I 等位基因抑制其表达。DD

基因型患者循环中的 ACE 浓度高，ACE 抑制剂可以充分发挥其降压作用。因此在临床上对已经确

诊的高血压患者，应该尽早进行 ACE （I/D） 基因多态性检测，以便选择合适的药物及药物剂量以

便提高高血压患者的血压达标率，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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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87 

核周型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 

与粪钙卫蛋白联合检测对溃疡性结肠炎临床诊断的应用价值 

 

王重阳,刘静,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探讨血液中核周型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pANCA）与粪便钙卫蛋白(FCP)联合检测诊断溃

疡性结肠炎（UC）及评估其活动性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119 例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其中活动期患者 68 例，缓解期患者 51 例，疾病对照组 45

例，正常对照 42 例，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技术(IIF)检测血液中 pANCA，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 )

定量检测粪便 FCP 含量。 

结果  血液中，UC 活动期与缓解期 pANCA 阳性率明显高于疾病对照组与正常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1），敏感性与特异性分别为 68.9%、98.85%；粪便中，UC 活动期 FCP 水平显著

高于缓解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UC 缓解期 FCP 水平高于疾病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疾病对照组 FCP 水平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FCP

对 UC 诊断的敏感性与特异性分别为 74.79%，89.65%。 

结论  粪便钙卫蛋白作为无创的生物标记物与 UC 活动性呈较好的相关性，可以区分 UC 活动期与

缓解期，pANCA 虽不能监测 UC 患者疾病活动性，但它可以作为辅助诊断 UC 的血清学指标，两者

联合检测同时阴性可以排除 UC 诊断，并且可以对 UC 患者进行疾病活动性评估、疗效观察及预测

疾病的复发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PU-2188 

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模式与肝硬化的相关性研究 

 

吴青,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分析肝硬化患者乙型肝炎感染的血清学模式，为临床治疗及预防乙型肝炎疾病进展提供理论

依据。 

方法  选取我院门诊及住院肝硬化患者 454 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 法）检测患者乙型肝

炎病毒表面抗原（HBsAg），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体(HBsAb)，乙型肝炎病毒 e 抗原（HbeAg），

乙型肝炎病毒 e 抗体（HbeAb），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体（HbcAb），将检测结果按照血清学模式

分组，研究肝硬化患者中不同肝炎感染模式所占的比例。 

结果  454例肝硬化患者中以“小三阳”模式（HBsAg ,HBeAb,HbcAb阳性）所占比例最多，高达40.5%；

其次为“小二阳”模式（HBsAg,HbcAb 阳性），所占比例为 23.1%；“大三阳”模式（HBsAg，HBeAg,，

HbcAb）所占比例为 11.5%。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阳性患者占所有肝硬化患者的 75.1%。把乙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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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对半模式全阴性和只有 HbsAb 阳性的患者归为未感染乙肝病毒的患者，其余任何模式均为乙型肝

炎感染患者，分析后发现乙型肝炎感染率达 83.7%。 

结论  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是导致肝硬化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大部分患者为“小三阳”血清模式。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无明显的临床症状，但并不意味着肝组织病理变化停止，所以应定期复查肝功

能并作相关体检，选择正确合理的治疗方案，以降低肝硬化的发病率。 

 

 

PU-2189 

抗核抗体（ANA）、抗双链 DNA 抗体（抗-ds-DNA） 

及抗-sm、抗核小体抗体联合检测对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诊断价值

分析 

 

张海茹,刘静,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探讨和分析联合检测自身抗体的抗核抗体（ANA）、抗双链 DNA 抗体（抗-ds-DNA）及抗-

sm、抗核小体抗体对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的诊断价值分析。 

方法  用间接免疫荧光法（IIF）检测抗核抗体（ANA）和抗 ds-DNA 抗体，用欧蒙印迹法测定抗核

抗体谱，选取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在我院门诊和住院的 121 例自身免疫疾病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其中 66 例患者为确诊系统性红斑狼疮，作为 SLE 组，另 55 例患者为非系统性红斑狼疮，

作为非 SLE 组；同时另选取 50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三组研究对象均分别进行抗核抗体 ANA、

抗-ds-DNA、抗-sm、抗核小体抗体检测，对其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ANA、抗-ds-DNA、抗-sm、抗核小体抗体在 SLE 组中的敏感性分别为 84.8%、42.4%、51.5%、

45.4%，明显高于非 SLE 组；敏感性由 84.8% 提高到 91.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ANA、抗-ds-DNA 及抗-sm、抗核小体抗体的联合检测在 SLE 诊断中有良好的互补作用，可

明显提高敏感性，避免漏检；对 SLE 的早期诊断、疗效检测具有显著的临床意义与价值分析。 

 

 

PU-2190 

NMDAR 在自身免疫性脑炎诊断中的应用与进展 

 

张英辉,刘静,韩笑,高瑞澴,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回顾分析抗 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DAR）脑炎患者临床表现，总结其发病特点。 

方法  共 4 例经临床、实验室和影像学检查明确诊断为抗 NMDAR 脑炎患者，男性 2 例、女性 2 例，

年龄 22-50 岁，平均 33.3 岁。临床主要表现为头痛(2 例)，精神异常（3 例），言语障碍（3 例），

运动异常（1 例）或幻觉（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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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MRI 显示脑回肿胀、颞叶异常信号或脱髓鞘改变；脑电图呈局灶性或弥漫性慢波；脑脊液白

细胞计数（3 例）和蛋白定量（2 例）升高。均经甲泼尼龙和免疫球蛋白治疗痊愈。 

结论  抗 NMDAR 脑炎是一种严重但可治性疾病，是临床上可以鉴别且可用血清学方法诊断的疾病。

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有助于改善抗 NMDAR 脑炎患者预后。 

  

 

PU-2191 

CEA、CA19-9、CA211 和 CA724 对肠癌的诊断和预后价值 

 

章良凯,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探讨癌胚抗原(CEA)、碳水化合物相关抗原 19-9 (CA19-9)、CA211 和 CA724 四种肿瘤标志

物对肠癌的诊断和预后意义。 

方法  选取 2016 年 6 月～2018 年 3 月住院肠癌患者 60 例，男 40 例，女 20 例。通过病历查询肿

瘤标志物检验记录了临床病理特征。接受检验的样本来自不同时期肠癌患者。统计四种肿瘤标志物

阳性率，分析 CEA 和 CA19-9 水平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 

结果  本研究统计样本数据共 60 例，其中 40 名男性(66.7%)和 20 名女性(33.3%)。高领（年龄>60）

45 例，非高龄（年龄≤60）15 例。从肿瘤大小，是否存在淋巴结转移、侵犯神经、侵犯浆膜层四个

病理特征探讨影响肿瘤标志物水平的因素。CEA、CA19-9、AFP 和 CA125 的阳性率分别为 21.6%、

25%、13.3%和 6.7%。所有标记物联合检测的阳性率为 41.6%。分析了临床病理特征与 CEA 和

CA19-9 的水平之间的关系。CA19-9 和 CEA 水平升高与淋巴结是否发生转移存在相关（p<0.05）。 

结论  肠癌患者 CEA、CA19-9、CA211、CA724 阳性率相对较低。CA19-9 和 CEA 水平升高及淋

巴结转移有关。 

 

 

PU-2192 

乙型肝炎病毒的基因分型与耐药分析 

 

陈婉花 1,李晨昱 2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市第一医院 

2.福建医科大学医学技术与工程学院 

 

目的  分析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第一医院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乙型肝炎病毒(HBV)基因分

型，及其与核苷酸类抗病毒药物耐药位点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 2016-2017 年就诊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第一医院门诊和住院的 299 例慢性乙型肝

炎患者，采用 PCR-反向点杂交法对患者血清进行 HBV 基因分型和耐药位点的检测，使用和统计学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第一医院 CHB 患者中，B 基因型为主有 181 例占 60.54%，C 基因型

100 例占 33.44%，B、C 基因型为优势基因型。出现 rt180M、rt204I、rt204V 这三个耐药位点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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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较高约在 20.00%~30.00%之间，常提示有拉米夫定耐药。各基因型对 rt180M、rt181T 耐药位点

突变分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 基因型更容易发生 rt180M、rt181T 耐药位点突变。 

结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第一医院ＨＢＶ感染者的基因型主要以 B 型和 C 型为优势基因型；

通过对耐药位点的分析，C 基因型更容易发生 rt180M、rt181T 耐药位点突变。 

 

 

PU-2193 

The serum level of pepsinogen II in populations with 

gastritis 

 

dongmei gao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pepsinogen and gastritis.  

Methods Serum levels of PG II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gastritis were detected using ELISA, 

followed by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When compared with the healthy control, patients with H. pylor-caused gastritis, gastric 

ulcer, and atrophic gastritis all showe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serum PG II (P < 0.01). By using the 

ROC curve, the positive cut-off value for PG II in determining gastritis was obtained. When the 

value of PG II was 10.55, the specificity and sensitivity was 83.6% and 74.4% in determining H. 

pylor-caused gastritis; 81.6% and 80.0% in determining gastric ulcer; and 81.6% and 53.1% in 

determining atrophic gastritis. 

Conclusions The variation of serum PG II i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gastritis, and PG II at 

10.55μg/L was recommended as the positive cut-off value in detecting gastritis. 

 

 

PU-2194 

Development a diagnostic model for assessing cancer risk 

of pulmonary nodule patients 

 

Cunling Yan,Jie Guan,Yanfeng Hou,Zhiyan Li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build a valid diagnostic nomogram for assessing the cancer risk of 

the pulmonary nodules identified by chest CT. 

Methods A total of 691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lesions were recruited from three centers in China. 

The cut-off value for each tumor marker was confirmed by minimum P value method with 1000 

bootstrap replications. The nomogram was based on the predictive factors identified by univa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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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The predictive performance of the nomogram was measured by 

concordance index and calibrated with 1000 bootstrap samples to decrease the overfit bias. We 

also evaluated the net benefit of the nomogram via decision curve analysis. Finally, the nomogram 

was validated externally using a separate cohort of 305 patients enrolled from two additional 

institutions. 

Results The cut-off for CEA, SCC, CYFRA21-1, pro-GRP, and HE4 was 4.8 ng/mL, 1.66 ng/mL, 

1.83 ng/mL, 56.55 pg/mL, and 63.24Lpmol/L, respectivel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LRM) identified tumor size, CEA, SCC, CYFRA21-1, pro-GRP, and HE4 as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lung cancer. The nomogram based on LRM coefficients showed concordance index of 

0.901 (95% CI: 0.842e0.960; P < 0.001) for lung cancer in the training set and 0.713 (95% CI: 

0.599e0.827; P < 0.001) in the validation set. Decision curve analysis reported a net benefit of 87.6% 

at 80% threshold probability superior to the baseline model. 

Conclusions Our diagnostic nomogram provides a useful tool for assessing the cancer risk of 

pulmonary lesions identified in CT screening test. 

 

 

PU-2195 

三种梅毒血清学检测策略在梅毒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徐东江 1,吴俊 1,王克迪 2 

1.北京积水潭医院,100000 

2.北京友谊医院 

 

目的  探讨三种梅毒血清学检测策略在梅毒诊断中的应用。  

方法  选择 865 例梅毒患者作为梅毒组，再选择同期排除梅毒的患者 100 例作为对照组， 按照

正向策略、反向策略和 ECDC（欧洲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反向策略三种流程，采用甲苯胺红不加

热血清学实验（TRUST），梅毒螺旋体抗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TPPA）和梅毒螺旋体抗体化学发光

检测（CLIA）检测所有血清标本，比较 3 种检测策略对梅毒的检出价值。 

结果  正向策略、反向策略和 ECDC（欧洲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反向策略的敏感性分别为 97.34%、

99.42%、99.54%，特异性分别为 96.00%、97.00%、100.00%， 准确度分别为 97.20%、 99.17%、

99.59%。3 种方法对不同分组的梅毒检出率均有显著性差异（P 均 <0.05）；TRUST、CLIA 和 TPPA

的检出敏感性分别 97.46%，99.88%，99.54%，特异性分别为 96.00%，97.00%，100.00%，准确

度分别为 97.31%，99.59%，99.59%。 

结论  不同梅毒血清学检测方法检测性能不一致，在临床工作中可运用 反向策略或 ECDC 反向策

略具有更好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度，适用于临床筛查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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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96 

IL-10 promoter hypomethylation associates with increased 

IL-10 expression and poor survival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hangsong zhang,Jing Zhu 

Changzhou Cancer Hospital 

 

Objective The tumor microenvironment, basically comprised of tumor, stromal, and immune cells, 

i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 local balance of pro-inflammatory and anti-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terleukin-10 (IL-10) is a cytokine mainly produced by B and T lymphocytes and macrophages tha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limiting pro-inflammatory immune responses by inhibiting the effector 

function of Th1 cells. Decreased expression of IL-10 typically leads to increased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 secretion and hinders anti-tumor immunity, thereby favoring tumor growth. As an anti-

inflammatory and immunosuppressive cytokine, the IL-10 family of cytokines has indispensable 

functions closely related to immune tolerance in the tumor microenvironment, and its deficit can 

contribute to immune escape of neoplastic cells. Epigenetic alterations of tumor-associated genes 

contribute to the pathogenesis of virtually all cancer types. We evaluated the methylation status of 

the interleukin-10 (IL-10) gene promoter, and assessed its association with IL-10 mRNA expression 

and clinical prognosis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patients.  

Methods Methylation-specific PCR (MSP) and real-time PCR were used to define the methylation 

index (MI) of IL-10 gene and quantify IL-10 mRNA expression in 120 HCC samples and paired non-

tumor tissues. 

Results Mean MI was 0.47 in HCC specimens and 0.59 in non-tumor controls, and was associated 

with metastasis classification and serum α-fetoprotein levels. IL-10 mRNA levels [mean -∆∆Ct of 

1.678 in HCC cases with hypomethylation (∆MI ≤ 0) and -0.18 in HCC cases with hypermethylation 

(∆MI > 0)] also correlated with metastasis classification and serum α-fetoprotein. An association 

was detected between IL-10 mRNA and its gene’s methylation index in HCC. In addition, an 

association was found between IL-10 hypomethylation, but not IL-10 mRNA expression, and poor 

post-operative HCC survival. The present study shows that hypomethylation of the IL-10 gene 

promoter correlates with increased IL-10 mRNA expression in clinical HCC samples, and is a 

predictor of poor outcome. Moreover, the IL-10 methylation index is related to tumor metastasis 

classification, i.e. hypomethylation is more prevalent in HCC patients classified as M1 rather than 

M0 (metastasis-free), and is also inversely related to serum AFP levels, a common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biomarker of HCC. In addition, we detected a significantly shorter survival (27 months) 

in HCC patients with hypomethylated IL-10 gene compared with patients with IL-10 

hypermethylation (38 months). HCC patients with IL-10 gene hypomethylation had also a shorter 

median cumulative survival of 28 months compared with 38 months for those with hypermethy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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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10.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IL-10 hypomethylation might be a useful prognostic factor in 

HCC.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L-10 promoter hypomethyl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IL-10 mRNA levels and indicative of poor survival in HCC. 

 

 

PU-2197 

2012-2016 年医院 HIV/AIDS 患者病原菌分布及耐药趋势分析 

 

张米 

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 

 

目的  研究 HIV/AIDS 患者机会性感染病原菌分布及耐药特点，指导临床用药 

方法  收集 2012-2016 年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收治的 HIV/AIDS 患者样本培养和细菌药敏实验结

果，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共收集病原菌 1351 株，真菌 531 株（39.3%），主要为马尔尼菲青霉菌、白假丝酵母菌、新

生隐球菌。革兰阴性杆菌 516 株（38.2%），依次为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伤寒沙门菌。革

兰阳性菌 304 株（22.5%），常见为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链球菌。大肠埃希菌对阿莫西林/克拉维

酸、氨苄西林、哌拉西林、左氧氟沙星、头孢吡肟，在各年份耐药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肺炎克雷伯菌对阿米卡星、氨曲南、哌拉西林、复方新诺明、头孢吡肟，伤寒沙门菌在哌拉西林、环

氧沙星、头孢曲松，在各年份耐药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金黄色葡萄球菌只在复方新诺

明，在各年份耐药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云南省 HIV/AIDS 患者常见机会性感染细菌对多数药物在各年份耐药率基本保持不变，而少

数药物的耐药率有下降趋势，且存在多重耐药现象 

 

 

PU-2198 

HMGA1 mRNA 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及临床价值 

 

浦春 1,2,秦明明 1,2 

1.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2.皖南医学院检验学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高迁移率族蛋白 A1（high mobility group A1, HMGA1）mRNA 在乳腺癌组织

中的表达，并探讨 HMGA1 的表达与乳腺癌临床特征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的方法检测 48 例乳腺癌组织和邻近癌旁正常组织中 HMGA1 mRNA

的表达情况，并采用 Spearman 相关及 Logistic 回归分析其与临床特征的相关性。 

结果  相比于癌旁正常组织，乳腺癌组织中 HMGA1  mRNA 的表达水平显著升高；高组织学分级、

ER 阴性、PR 阴性、HER-2 阴性以及有淋巴结转移的乳腺癌患者组织中 HMGA1 mRNA 表达水平

明显上调；Spearman 相关性分析表明 HMGA1 的表达与乳腺癌的 HER-2 状态、组织学分级和淋巴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245 

 

结转移密切相关；ROC曲线表明，HMGA1 mRNA预测乳腺癌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为83.3%和95.8%，

曲线下面积（AUC）为 0.968，cut-off 值等于 1.048。 

结论  HMGA1 在乳腺癌组织中高表达，其表达水平与乳腺癌患者的相关预后指标相关，可作为预

测乳腺癌发生的特异性指标。 

 

 

PU-2199 

Expression and significance of CD64 on CD14++CD16- and 

CD14++CD16+ monocytes from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Qing Luo,Zikun Huang,Junming L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Objective  It is well-known that monocytes are a heterogeneous cell population and different 

monocyte subset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CD64 is one of Fc receptor 

which initiates immunological and inflammatory reactions. Yet, the roles of CD64 on monocytes 

subgroup in RA remain to be elucidated. 

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CD64, CD40, CD163, CD206, HLA-DR, CD80 and CD86 on 

monocytes and the expression of CD64 on monocyte subsets were determined by flow cytometry. 

And the expression of CD64 on monocyte subsets in patients with RA was further analyzed for their 

correlation with markers of autoimmune response, inflammation, disease activity of RA and serum 

cytokines. 

Results Compared to the health volunteers (HV), the expression of CD64 on monocytes and each 

monocyte subset were significantly elevated in RA patients. And, the expression of CD64 on 

CD14++CD16- and CD14++CD16+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ESR), C-reactive protein (CRP), rheumatoid factor (RF), anti-citrullinated protein antibodies 

(ACPA) and disease activity score 28 (DAS28). Furthermore, the expression of CD64 on 

CD14++CD16+ monocytes was found to associate with the serum level of IL-6. 

Conclusions These data show the expression of CD64 on CD14++CD16- and 

CD14++CD16+ monocyte are elevated and associated with the disease activity in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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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00 

胃癌患者血清胃蛋白酶原、胃泌素 17 及外周血免疫功能检测 

 

秦陈浩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215000 

 

目的  对已确证的胃癌病人血清胃蛋白酶原 I/II、胃泌素 G17 浓度，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比例及

Th1/Th2 细胞因子含量进行测定，研究血清胃蛋白酶原 I/II、胃泌素 G17 与胃癌之间的关系以及胃

癌患者外周血免疫功能的改变。 

方法  收集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4 月经胃镜及组织病理学确诊的胃癌患

者 19 例，另外收集健康体检人员 12 例，酶联免疫法测定血清胃蛋白酶原 I/II、胃泌素 G17 浓度，

流式细胞法测定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比例和细胞因子含量，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8.0 软件进行分

析。 

结果  胃癌组胃蛋白酶原 I、CD4+/CD8+、IL-4 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T 杀伤细胞（CD3+CD8+细胞）和 IL-6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胃癌患者的胃蛋白酶原 I 明显降低， T 杀伤细胞比例有所上升，Th1/Th2 细胞因子平衡状态

被打破。 

 

 

PU-2201 

Development of an up-converting phosphor technology-

based lateral flow assay as a point-of-care test for 

diagnosis of brucellosis 

 

Haifeng Gu,Luping LI 

The Sixth People’s Hospital of Shenyang 

 

Objective Brucellosis, caused by Brucella, is a serious infectious zoonotic disease.There exist 

antibodies in the serum of human or animals infected with Brucella. Currently, there is no rapid and 

accurate method for diagnosis of brucellosis i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Here, an up-converting 

phosphor technology-based lateral flow (UPT-LF) assay, named the BP26-UPT-LF assay, was 

developed for the rapid and qualitative detection of human anti-Brucella antibody. 

Methods Various performance aspects of this assay were evaluated, including accuracy, stability, 

tolerance, and specificity. Validation of its efficacy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was performed via 

comparison with the standard tube agglutination test. 

Results As a result, the cut-off value of BP26-UPT-LF assay was determined to be 0.08. Both the 

intra-assay and inter-assay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values were lower than 15%, indicating that the 

BP26-UPT-LF has good accuracy. Following assay storage at 37 °C for 8 days, the coefficien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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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tion were also below 15%; therefore, this assay will likely be stable for at least 12 months if 

stored at room temperature. Common interfering substances, such as triglyceride (2.0 mg/ml), 

hemoglobin (10 mg/ml), and bilirubin (0.15 mg/ml), had little influence on qualitative detection. The 

BP26-UPT-LF assay also showed excellent specificity for brucellosis when assessed using serum 

samples from patients infected with other Gram-negative bacteria. Compared with standard tube 

agglutination test, the specificity and sensitivity were 82% and 95%, respectively, showing a strong 

agreement between these assays (kappa value, 0.773).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is new UPT-LF assay for the qualitative detection of IgG 

antibodies against Brucella is rapid, sensitive, and meets the requirement for Chinese clinical trials 

of brucellosis detection; therefore, it may provide an efficient alternative point-of-care testing 

method for the diagnosis of human brucellosis. 

 

 

PU-2202 

PreS1 抗原与乙肝二对半中 HBeAg 的相关性分析 

 

杨旭东,王俊 

溧阳市中医医院 

 

目的  通过对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血清中前 PreS1 与乙肝二对半中 HBeAg 的关系分析，了解前 S1

抗原(PreS1)对病毒性乙型肝炎诊断，治疗和预后的价值。 

方法  收集乙肝二对半 HBsAg 阳性的常见模式的患者血清标本（HBeAg 阳性 155 例，HBeAg 阴性

756 例），采用酶联免疫法（ELISA），检测 HBV PreS1，收集结果共 911 例，分析其 HBeAg 与

前 S1 抗原之间的关系。 �体产生免疫反应等方面起有十分重要作用。人体感染乙型肝炎病毒最早

的免疫应答是针对 PreS1 抗原，而且它能充分反应机体的体液免疫状况，直至病情的转归，这使得

它在检测上具有较高的特异性。通过对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血清中前 PreS1 与乙肝二对半中 HBeAg

的关系分析，了解前 S1 抗原(PreS1)对病毒性乙型肝炎诊断，治疗和预后的价值。 

结果  HBV PrS1 抗原在 HBeAg 阳性组中的检出率（93.5%）明显高于其在 HBeAg 阴性组中的检

出率（57.8%），而 HBeAg 阴性组中 HBV PreS1 抗原仍有 57.8%的检出率，说明部分 HBeAg 阴

性患者仍有病毒复制。 

结论  本文研究发现 PreS1 抗原与 HBeAg 的检测高度相关，与某些文献一致。前 S1 抗原（Pre-

S1Ag）检测是对乙肝“两对半”尤其是 e 抗原和 HBV-DNA 测定的重要补充和加强，检测 PreS1 对临

床判断乙型肝炎病毒复制和抗病毒疗效以及疾病的预后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建议临床常规进行

PreS1 抗原检测。且由于检测 PreS1 方法学(ELISA)比 HBV-DNA 更简易，便于推广。故基层医院

开展应用 PreS1 抗原检测，可以起到准确反映病毒是否在体内复制的重要作用，乙肝 PreS1 抗原及

抗体的检测在乙肝诊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用作对"两对半"检查结果的补充。弥补因 HBeAg 缺

乏而造成的诊断和治疗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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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03 

血浆 ctDNA 的检测及其在结直肠癌诊疗中的应用 

 

黄斐,陈馨宁,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00 

 

目的  评价血浆 ctDNA 在 mCRC 患者早期筛查、预后和化疗药物反应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评估多个血浆血浆 ctDNA 检测平台和临床应用情况。 

结果  血液中的 ctDNA 数量和性质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例如肿瘤负荷大小、肿瘤状态、DNA 的清

除及降解机制等。通过分子诊断技术，分析患者血浆 ctDNA，液体活检领域在未来医学的早期诊断、

治疗选择、预后监测、疗程指导等都具有十分巨大的潜力。 

结论  结直肠癌患者 ctDNA 的检测和监测对患者预后管理，治疗选择和疗效评估至关重要。ctDNA

中检测到的突变状况对治疗方案具有启示意义，将 ctDNA 作为生物标志物是非常有前景的，会使临

床和患者受益。也需要尽快建立标准化，被医生和患者接受的检测方式和结果解读指南。 

 

 

PU-2204 

降钙素原变化在血流感染的肿瘤患者预后中的应用 

 

张静雅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300000 

 

目的  探讨血清降钙素原(PCT)水平对肿瘤患者血流感染预后评估中的应用价值，为临床治疗提供

参考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8 月 1 日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入住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所有血

培养结果阳性且为单一菌株，并检测了血清 PCT 水平、WBC 计数的肿瘤患者的相关临床资料，记

录血培养结果、PCT 水平、WBC 计数和体温以及 28d 预后情况。根据血培养结果将所有患者分为

G
－
菌组、G+菌组和真菌组，比较患者 PCT 水平、WBC 计数和体温在不同血培养结果的血流感染患

者之间的差异，以及怀疑感染时检测的 PCT 浓度与 28d 病死率的相关性。根据患者预后情况，分为

预后良好组和预后不良组，比较两组 PCT 水平差异。各组间差异采用非参数检验。 

结果  纳入有效血流感染患者 257 例，所有血流感染患者 28d 死亡 25 例，Spearman 相关分析结

果表明细菌感染的血流感染患者 PCT 水平与入 28d 死亡存在显著正相关性（r=0.301，P=0.026）；

真菌感染的血流患者 PCT 水平与入院 28d 死亡不存在显著相关性（r=0.073，P=0.225）。死亡组

PCT 水平明显高于生存组（P<0.05）。革兰阴性菌感染组同革兰阳性菌感染组预后比较无显著差异

（P>0.05）。血培养阳性同 28d 死亡率不存在相关性（r=0.083, P=0.151）。入选患者中 102 例血

流感染患者进行超过 PCT 检测超过 5 次，PCT 呈非降低趋势患者死亡率明显高于 PCT 下降趋势患

者(P<0.05)。 

结论  血清 PCT 水平同血培养结果存在一定的联系，能够在血培养结果获得之前提示血培养结果，

G
－
菌引起的血流感染的 PCT 平均水平较高，首次怀疑感染时 PCT 检测结果一定程度上反映全身感

染的严重程度，其水平对患者病情有一定的提示意义，结合血培养结果可为临床早期治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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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05 

猫爪草多糖的理化性质及其对 ANA-1 细胞的免疫调节作用 

 

王会敏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从小毛莨的块根猫爪草中提取多糖，并探讨猫爪草多糖（Polysaccharide of Radix Ranunculi 

Ternati，PRT）对半贴壁巨噬细胞株 ANA-1 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 

方法  采用水提醇沉法提取和分离猫爪草多糖；红外光谱法测定猫爪草多糖分子结构；MTT 法检测

ANA-1 细胞增殖能力；不同浓度的猫爪草多糖作用于 LPS 诱导的 ANA-1 细胞，采用 Griess 法检测

NO 生成量；一氧化氮合酶测定试剂盒检测 iNOS 活性；RT-PCR 法检测 iNOS、IL-6 和 TNF-α mRNA

水平的表达。 

结果  得到灰白色粉末状猫爪草多糖，多糖含量 98.17%；红外光谱显示猫爪草多糖的糖苷键为 α-

构型，具有吡喃型糖环；PRT 增强 ANA-1 细胞增殖能力，上调 IL-6 和 TNF-α mRNA 水平的表达，

且浓度为 200μg/ml 作用最强；PRT 呈浓度依赖性抑制 LPS 诱导的 ANA-1 细胞分泌 NO 和 iNOS 活

性，当多糖浓度为 100μg/ml 时，能够完全抑制 iNOS mRNA 的表达； 

结论  猫爪草多糖能够增强 ANA-1 细胞增殖能力，上调 IL-6 和 TNF-α 在基因转录水平的表达，抑

制 LPS 诱导的 ANA-1 细胞分泌 NO 和 iNOS 的表达。 

 

 

PU-2206 

miR-155 在 3-oxo-C12-HSL 阻碍树突状细胞成熟中的表达变化 

 

李沫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 miR-155 在 3-oxo-C12-HSL 阻碍树突状细胞（DCs）成熟中的表达变化。 

方法  分离正常人外周血 CD14+单核细胞，经重组人粒-单核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和重组人白介素 4 诱

导分化为 Mo-DCs。随机分为阴性对照组（PBS）、模型组（LPS）、实验组（LPS 和不同浓度 3-

oxo-C12-HSL）。分组处理 48 小时后，提取各组细胞中的 RNA，荧光定量 PCR 检测各组 miR-155

含量。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 Mo-DCs 表型（CD80、CD40、CD11c 和 HLA-DR），酶联免疫吸附法

检测细胞培养上清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 12（IL-12）和白细胞介素 10（IL-10）水平。 

结果  与模型组相比，实验组 miR-155 含量均显著降低（P＜0.05）；终浓度 50μmol/L 和 100μmol/L

的 3-oxo-C12-HSL 明显下调 LPS 诱导的 Mo-DCs 表面分子 CD80、CD40 和 HLA-DR 表达水平，

抑制 Mo-DCs 分泌 IL-12，促进 Mo-DCs 分泌 IL-10。 

结论  3-oxo-C12-HSL 可抑制脂多糖诱导的 Mo-DCs 成熟，miR-155 在 3-oxo-C12-HSL 阻碍 Mo-

DCs 成熟中表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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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07 

Association between HLA-DQB1 alleles and susceptibility 

to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in southern Han Chinese 

 

Yujuan Xiong 

Guang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of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Human leukocyte antigens (HLA) play very important roles in inflammation which is 

involved with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CAD).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polymorphisms in HLA-DQβ1 is associated with susceptibility to CAD, and deepen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hogenesis of CAD from a novel insight. 

Methods 336 eligible CAD patients and 278 eligible controls from Southern Han Chinese were 

included in the case-control study, the case group and controls are age and gender matched. The 

polymorphisms in the exon2 of HLA-DQB1 were investigated by genotyping with sequencing-based 

typing (SBT) in an age and gender matched CAD and normal control group.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HLA-DQB1 alleles or genotypes between groups or subgroups was 

evaluated by chi-square test with Yates’ continuity correction (Pc1) and Bonferroni correction (Pc2). 

The influence of confounding factors such as smoking, hypertension, diabetes, hyperlipidaemia, 

and the level of plasma glucose, triglyceride and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 on 

the results was tested b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s, the allele frequency of DQB1*03:01:01G and 

DQB1*05:03:01G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CAD group (21.28% Vs 30.40%, Pc1 = 0.0003, 

Pc2 = 0.009, OR = 0.619; and 4.91% Vs 8.81%, Pc1 = 0.009, Pc2 = 0.205, OR = 0.534, 

respectively). The genotypes(DQB1*03:01:01G/DQB1*03:01:01G and 

DQB1*03:01:01G/DQB1*05:03:01G)were also remarkably decreased in CAD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s (2.68% Vs 9.35%, Pc1 = 0.0007, Pc2 = 0.031, OR = 0.267; and 1.79% Vs 7.19%, Pc1 = 

0.0019, Pc2 = 0.07, OR = 0.534, respectively). A notably higher frequency of DQB1*04:01:01G 

(5.21% Vs 2.70%, Pc1 = 0.0384, OR = 1.982) and the genotype 

DQB1*03:01:01G/DQB1*05:01:01G (5.36% Vs 1.08%, Pc1 = 0.0074, OR = 5.189) was observed 

in the CAD patients than in the controls. Further analysis in subgroups showed that 

DQB1*03:01:01G was expressed at a significantly lower frequency in both female and male CAD 

patients than in the corresponding controls (22.52% Vs 31.86%, Pc1 = 0.0346, OR = 0.622; 

20.67% Vs 29.39%, Pc1 = 0.0065, OR = 0.627, respectively), yet DQB1*04:01:01G was overtly 

higher only in male CAD patients than in male controls (5.33% Vs 1.21%, Pc1 = 0.0042, Pc2 = 

0.0484, OR = 4.592). CAD patients with diabetes showed a negative association with 

DQB1*03:01:01G (P < 0.01) and DQB1*05:03:01 (P < 0.05), and a positive association with 

DQB1*04:01:01G and DQB1*03:03:02G. The frequency of DQB1*03:01:01G and 

DQB1*05:03:01G was decreased sequentially in the 3 subgroups (controls without diabetes, CAD 

without diabetes and CAD with diabetes). However, only DQB1*03:01:01G and DQB1*05:03:01G 

showed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with CAD by logistic analysis, it was showe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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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B1*03:01:01G and DQB1*05:03:01G could independently predict a decrease in risk of CAD. 

The carriers of DQB1*03:01:01G (OR = 0.457, P < 0.001) and DQB1*05:03:01G (OR = 0.39, P = 

0.005) may have an about 54.3% and 61% less chance of developing CAD,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It was reported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HLA-DQB1*03:01:01G and HLA-

DQB1*05:03:01G play protective roles against CAD, which may be promising genetic factors to 

predict the risk of CAD. However, the roles of HLA-DQB1*04:01:01G and other alleles in CAD need 

be further investigated. 

  

 

PU-2208 

Serological diagnosis of syphilis: 

 a comparison of six diagnostic assays 

 

Haiming Ding,Jianhua Xu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of fluorescence assay (FTA-ABS),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Roche ECL), chemiluminescence (SIEMENS CLIA), treponema 

pallidum particle agglutination (TPPA), turbidimetric immunoassay (Turbidity) and toluidine red 

unheated assay (TRUST) for diagnosis of syphilis. 

Methods Patients with syphilis and suspected infected with syphilis were enrolled in Guang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of Chinese Medicine. The above six assays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concentration of syphilis. FTA-ABS assay was regarded as the gold standard.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 kappa values, an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of other diagnostic assays were calculated. The combined 

diagnostic efficacy of the two assays was also evaluated. The auto antibodies were tested when 

the patients with positive in TRUST and negative in other treponemal antibody assays. 

Results A total of 253 patients with syphilis (163) or suspected infected with syphilis (90) were 

enrolled. The ROC curve areas of Roche, Turbidity, SIEMENS, TPPA and TRUST assays were 

0.991, 0.978, 0.960, 0.952, and 0.806, respectively (P < 0.05). The area of TRUST assay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with other four assays.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Roche, Turbidity and SIEMENS were greater than 0.9. Kappa coefficients of Roche ECL, 

Turbidity and TPPA were greater than 0.9. Kappa coefficient of TRUST was equal to 0.577. For 

Roche ECL, Turbidity SIEMENS CLIA and TPPA, PPV and NPV were greater than 0.9. PPV and 

NPV of TRUST were equal to 66.7% and 89.9%. The combined diagnostic efficacy of the following 

two assays (Roche ECL + TPPA, SIEMENS CLIA + TPPA, Turbidity + TPPA, TPPA + TRUST, 

Roche ECL + TRUST, SIEMENS CLIA + TRUST, and Turbidity + TRUST) also had good ROC 

curve areas (> 0.95). There were 11 patients who were positive in TRUST and negative in other 

treponemal antibody assays. Among them, the auto antibodies were positive in 8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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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Roche, SIEMENS, TPPA and Turbidity were recommended to replace FTA-ABS for 

diagnosis of syphilis. TRUST assay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Roche, SIEMENS, TPPA and 

Turbidity to diagnose syphilis. Meanwhile，auto antibodies may interfere with the results of TRUST 

assay. 

 

 

PU-2209 

乙酰肝素酶在膜性肾病中的研究进展 

 

吕喆,秦晓松,刘建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110000 

 

目的  乙酰肝素酶作为哺乳动物中唯一可以切割硫酸乙酰肝素的酶，在人体内通过切割硫酸乙酰肝

素释放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结缔组织因子等各种活性物质，发挥不同的生物

学作用。在膜性肾病中，乙酰肝素酶通过切割肾脏基底膜表面的硫酸乙酰肝素蛋白聚糖，不仅减弱

了肾脏的电荷屏障，导致大量蛋白尿的产生，而且还可引起基底膜对 H 因子招募作用的减弱，旁路

途径过度激活，导致肾脏进一步损伤。随着对乙酰肝素酶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乙酰

肝素酶还可通过增强组织因子和Ⅹ因子的活性和含量，造成凝血系统紊乱，导致高凝状态甚至血栓

事件的产生。本文现对乙酰肝素酶在膜性肾病的作用及相关研究进展加以综述乙酰肝素酶作为哺乳

动物中唯一可以切割硫酸乙酰肝素的酶，在人体内通过切割硫酸乙酰肝素释放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结缔组织因子等各种活性物质，发挥不同的生物学作用。在膜性肾病中，乙酰

肝素酶通过切割肾脏基底膜表面的硫酸乙酰肝素蛋白聚糖，不仅减弱了肾脏的电荷屏障，导致大量

蛋白尿的产生，而且还可引起基底膜对 H 因子招募作用的减弱，旁路途径过度激活，导致肾脏进一

步损伤。随着对乙酰肝素酶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乙酰肝素酶还可通过增强组织因子

和Ⅹ因子的活性和含量，造成凝血系统紊乱，导致高凝状态甚至血栓事件的产生。本文现对乙酰肝

素酶在膜性肾病的作用及相关研究进展加以综述 

 

 

PU-2210 

比较 HPV 及 TCT 在宫颈癌筛查中的临床价值 

 

丁世锐 

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比较并探讨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PV) 、液基薄层细胞学(TCT) 技术在宫颈癌筛查中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具有病理检查结果的 184 例患者行高危型 HPV 检测及 TCT 检查的数据，以病

理检查结果作为诊断金标准( CINⅡ及以上为阳性) ，分别计算 HPV、TCT 两种检测方法在宫颈癌

筛查中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准确度，同比较二者有无统计学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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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84 例患者中 63 例病理检查结果为阳性，包括 CINⅡ5 例、CINⅢ28 例、宫颈癌 30 例。

HPV、TCT 筛查的灵敏度分别为 100. 00% 、11. 1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1) ; 特异度分

别为 0、94. 2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1) ; 阳性预测值分别为 34. 23%、 50. 00% ，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P＞0. 05) ; 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0、67. 0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 ; 准

确度分别为 34. 23% 、65. 7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1) 。 

结论  HPV 检测具有灵敏度高、但特异度及准确度低的特点，TCT 检查则具有灵敏度低、但特异

度及准确度高的特点，建议二者应联合应用于宫颈癌的筛查。 

 

 

PU-2211 

探讨降钙素原(PCT)与 C 反应蛋白(CPR) 

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AECOPD)患者的临床诊断意义 

 

赵鹏飞,程婧 

丹东市第一医院,118000 

 

目的  探讨降钙素原(PCT)与 C 反应蛋白(CPR)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AECOPD)患者的

临床诊断意义 

方法  选取 2016 年 4 月-2017 年 4 月在丹东第一医院收治的 104 例 COPD 急性加重期患者作为病

例组、选取同期在医院体检的 100例健康人群作为健康对照组，分别检测 2组研究对象的血清PCT、

CRP 水平，比较治疗前后 COPD 患者 PCT、CRP 水平的变化情况 

结果  病例组的 PCT、CRP 水平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病例组患者的 PCT、CRP 水平明显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降钙素原与 C 反应蛋白的检测有助于慢性阻塞肺疾病患者急性加重期的诊断，因此临床中可

加强 COPD 患者的 PCT、CRP 的监测，从而预防 COPD 患者的急性发作。 

 

 

PU-2212 

保妇康栓对宫颈癌细胞 SiHa 体外增殖和凋亡的影响 

 

晁艳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研究中药保妇康栓含药血清在细胞水平上对宫颈癌 SiHa 细胞体外增殖及凋亡的影响，探讨

保妇康栓抑制宫颈癌 SiHa 细胞生长可能的作用机制。 

方法  中药保妇康栓含药血清培养液作用于 Si Ha 细胞 24 h、48 h、72 h，并设立阴性及阳性（西

药含药血清）为对照，用 CCK8 及流式细胞分析技术进行细胞增殖、细胞周期及细胞凋亡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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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保妇康栓对宫颈癌 SiHa 细胞增殖有抑制作用，其中 24h 抑制作用最强。流式细胞仪检测细

胞周期结果显示保妇康栓组 G/G1 期细胞增多，S 期减少，与阴性对照组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

(P<0.05)。 

结论  保妇康栓的作用可能是通过阻断细胞从 G0/G1 期向 S 期分化，从而抑制宫颈癌 SiHa 细胞增

殖并诱导凋亡来抑制肿瘤生长。 

 

 

PU-2213 

炎症指标及细胞因子检测在新生儿败血症早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张克昌,谢瑞玉,李维春 

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239000 

 

目的  探讨 WBC、N%、CRP、PCT、IL-6、IL-27、IL-10、TNF-α 指标在新生儿败血症早期诊断中

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自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在南京儿童医院滁州分院分娩的新生儿，依据 2011 年最

新版《实用新生儿学》诊断标准诊断为新生儿败血症 70 例作为研究对象，CRP≥10mg/L 为阳性；

PCT≥2μg/L作为诊断急性早期新生儿败血症界值，对照组为在本院分娩无感染症状的新生儿 20例；

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 WBC、N%；采用免疫比浊法检测全血中 CRP，免疫色谱分析法检测血

浆中 PCT；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测定患儿血浆中 IL-27、IL-6、IL-10、TNF-α 水平；计

算方法：灵敏度=真阳性例数/(真阳性+假阴性)例数×100%；特异性=真阴性例数/(真阴性+假阳性)例

数×100%；阳性预测值=真阳性例数/(真阳性+假阳性)例数×100%；阴性预测值=真阴性例数/(假阴性

+真阴性)例数×100%。 

结果  新生儿败血症组第一天和第三天 WBC、N%、CRP 及 PCT 水平明显高于第七天及对照组

（P<0.05），第三天 CRP 浓度最高；联合检测炎症指标有利于提高其敏感性和特异性；败血症患儿

第一天和第三天体内 IL-6、IL-10、TNF-α 水平明显高于第七天及健康对照组，第三天败血症患儿体

内 IL-27 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各组（P<0.05），而第一天、第七天及健康对照组间水平无差异（P>0.05） 

结论  联合检测 WBC、N%、CRP、PCT、IL-6、IL-10、TNF-α 水平有利于提高对新生儿败血症的

早期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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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14 

四磨汤口服液对肠粘连大鼠盲肠 NLRP3 炎症复合体 

相关蛋白表达的影响 

 

林海标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讨四磨汤口服液对肠粘连模型大鼠盲肠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 3 炎症性复合体(以

下简称 NLRP3 炎症体)表达的影响。 

方法  选择健康雄性 SD 大鼠 45 只，随机分配为对照组、模型组和治疗组各 15 只。模型组和治疗

组按 Ellis 法制备成肠粘连模型。造模成功后，治疗组给予四磨汤口服液 1mL/100g 灌胃，对照组和

模型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灌胃，均干预 7 天。参照 Nair 法对肠粘连程度进行评级；采用 Western 

blot 法检测盲肠组织 NLRP3、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 1(Caspase-1)、白细胞介素 1β（IL-1β）的

蛋白表达量。 

结果  模型组的粘连程度明显升高，且 NLRP3、Caspase-1、IL-1β 在盲肠组织均有表达，明显高于

正常对照组（P<0.05）。与模型组相比，四磨汤口服液治疗组粘连程度明显减轻，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四磨汤口服液治疗组三个检测项目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肠粘连的形成可能与 NLRP3 炎症复合体相关蛋白的表达相关。四磨汤口服液并减少大鼠盲

肠组织 NLRP3、Caspase-1、IL-1β 表达量，从而降低肠粘连程度。 

 

 

PU-2215 

血清 IL-6 对脓毒症病情判断的作用 

 

王丽娜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血清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对脓毒症诊断和病情严重程度判断的作用。 

方法  采用脓毒症 sepsis3.0 版诊断标准中对脓毒症（sepsis）和脓毒症休克（sepsis shock）的定

义，对 2016 年 1 月-5 月我院疑似脓毒症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用罗氏电化学发光法检测患者血清

中 IL-6 的值，同时进行快速序贯器官功能衰竭评分（quick 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score,qSOFA），对 qSOFA>=2 的 46 例实验组患者进行序贯器官功能衰竭评分（SOFA），根据

SOFA 评分是否>=2，将实验组细分为脓毒症组与非脓毒症组，根据患者平均动脉压与血乳酸水平等

指标将实验组细分为脓毒症休克组与普通脓毒症组，同时选取人口学特征和基础疾病相似的患者 46

例作为对照组，比较各组患者 IL-6 水平差异。 

结果  利用 SPSS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 Manne-Whitney U 检验，IL-6 的水

平在实验组[91.40(46.03，219.25)pg/ml]与对照组[9.20(6.63，17.45)pg/ml]、脓毒症组[86.89(4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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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25)pg/ml]与非脓毒症组[21.84(8.67，99.26)pg/ml]、普通脓毒症组[83.19(18.48，2246.00)pg/ml]

与脓毒症休克组[2396.00(451.30，5000.00)pg/ml]均有差异，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患者血清 IL-6 水平有助于脓毒症患者的诊断和病情严重程度判断，而患者血清 IL-6 水平与

SOFA 的评分值不相关。 

 

 

PU-2216 

罗氏 Cobas e602 检测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的结果 

真阳性率分析及最佳阈值探讨 

 

郑德想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对罗氏 Cobas e602 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仪检测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阳性结

果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其结果真阳性率及检测最佳阈值，从而减少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法

（CMIA）检测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结果假阳性率，为临床诊断提供更可靠证据。 

方法  对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医院 2016 年 7 月 1 日～2017 年 6 月 30 日的住院和门诊患者 18908

例标本使用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法（CMIA）检测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筛查出的阳性样本进

行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TPPA）确证，运用统计学方法和 ROC 曲线对检测结果进行真阳性率

分析和确定最佳阈值（真阳性预测值≥95％） 

结果  18908 例标本中罗氏 Cobas e602 筛查出阳性标本 411 例，阳性率为 2.17％。再随机对以上

411 例阳性标本中的 301 例标本进行 TPPA 法确证，结果得出真阳性标本 252 例，真阳性率为

83.72％，其中 S/CO≥33 真阳性率为 100％。运用 ROC 曲线分析得出最佳阈值为 19.085。 

结论  罗氏 Cobas e602 检测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结果真阳性率为 83.72％，S/CO≥33 真阳性率

为 100％，检测最佳阈值为 19.085，所以当仪器检测出阳性结果且小于 19.085 时须做 TPPA 确证

试验并结合临床综合判断结果。此研究有助于减少 CMIA 法检测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结果假阳性

率，确保结果的准确性，为临床诊断提供更可靠证据。 

 

 

PU-2217 

汉黄芩素对类风湿关节炎成纤维样滑膜细胞影响的体外研究 

 

李曼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观察汉黄芩素对类风湿关节炎（RA）成纤维样滑膜细胞（FLS）增殖、凋亡和白细胞介素 6

（IL-6）表达的影响。 

方法  选取活动期 RA 患者滑膜组织 4 例，分离培养 FLS，用终浓度 50、100、150、200 μmol/L 汉

黄芩素处理，同时设未加汉黄芩素空白孔作为对照组，在处理 24、48、72 h 后，噻唑蓝染色法(M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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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细胞增殖；逆转录聚合酶链式扩增反应(RT-PCR)和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检测 IL-6 转录

和表达、DNA ladder 试剂盒和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 

结果  汉黄芩素在 150 和 200μmol/L 2 个浓度可抑制 RA FLS 增殖。200 μmol/L 组 72 h 后检测到

IL-6 转录和表达均受到抑制。100 μmol/L 浓度组培养 5 d 后检测到 RA FLS 凋亡，凋亡率 30%。 

结论  汉黄芩素有抑制 RA FLS 增殖、诱导凋亡和下调 IL-6 等炎性因子表达的作用。 

  

 

PU-2218 

EGCG 减少 D-半乳糖诱导的 AD 模型小鼠 Aβ 生成作用的研究 

 

王会敏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 EGCG 对 D-半乳糖诱导的 AD 模型小鼠 Aβ 生成作用的影响。 

方法  建立小鼠D-半乳糖衰老模型，通过避暗试验和Morris水迷宫试验观察动物行为学变化，ELISA

法检测小鼠脑匀浆中 IL-2、IL-6、TNF-α 和 Aβ 水平，HE 染色观察海马内神经元的变化。 

结果  EGCG 明显延长模型小鼠跳台潜伏期、减少跳台错误次数、缩短通过迷宫的时间和减少进入

盲端的错误次数。EGCG 显著减轻了 D-半乳糖诱导的 AD 模型小鼠海马神经元的损伤，并显著减少

了 D-半乳糖诱导 AD 小鼠脑内 IL-6、TNF-α 和 Aβ 表达水平。 

结论  EGCG 可能通过降低 D-半乳糖诱导的衰老模型小鼠脑内 Aβ 的含量，抑制神经细胞凋亡，改

善学习记忆障碍。 

 

 

PU-2219 

梅毒螺旋体感染的检测方法及临床资料分析 

 

曹明杰,陈玲,张克昌 

安徽省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比较三种常用的实验室检测梅毒螺旋体感染的血清学方法，分析其优缺点，并对阳性病人的

一般资料进行分析。 

方法  标本来源于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7 月间来我院的住院及门诊病人；采用 TP-ELISA 法对

23243 例住院及门诊标本进行筛查，用胶体金层析法及 TRUST 法对阳性结果进行复查；TRUST 以

滴度大于或等于 1:1 为阳性；对三种方法都为阳性病人的年龄、性别及就诊科室分布进行分析。 

结果  23243 例血清标本采用 TP-ELISA 法检测，阳性 568 例，阳性率为 2.444%；采用胶体金层

析法对 568 例标本进行复查，结果阳性 516 例，阳性率为 90.845%；采用 TRUST 复查，滴度大于

或等于 1:1 有 113 例，阳性率为 19.894%。梅毒患者在临床各科分布比例不同，其中妇产科、神经

内科及皮肤科比率较高；男女比例大致相同，20 岁以内人数较少，41-50 岁和 61-80 岁年龄段人数

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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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TP-ELISA 法与胶体金层析法一致性较高，TRUST 法阳性率较低，不宜用于筛查。梅毒患者

在临床各科均有分布，以中老年人群为主。 

 

 

PU-2220 

miR-21-3p、miR-21-5p、miR-423-5p 

在乳腺癌患者血清中表达情况及其临床意义 

 

许家瑞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研究乳腺癌相关 miRNA 在正常人群及乳腺癌患者血清中的表达情况，统计分析其在乳腺癌

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收集 68 例乳腺癌及 38 例正常体检人群血清，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PCR（qRT-PCR）检测

各组 miR-21-3p、miR-21-5p、miR-99a-5p、miR-223-3p 和 miR-423-5p 的表达情况。分析单个血

清 miRNA 在乳腺癌诊断中的价值，进一步用统计学方法分析多个 miRNA 联合检测的诊断价值。 

结果  相比正常体检人群，乳腺癌患者血清中 miR-21-3p、miR-21-5p 和 miR-423-5p 表达量增加，

P＜0.01；miR-99a-5p、miR-223-3p 的表达量在两组之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ROC 曲线分析结

果显示，miR-21-3p 在乳腺癌诊断中的曲线下面积（AUC）为 0.739（95％CI 0.64 - 0.83），P< 

0.0001；miR-21-5p 的 AUC 为 0.838（95％CI 0.75 - 0.92），P< 0.0001；miR-423-5p 的 AUC 

为 0.742（95％CI 0.64 - 0.84），P< 0.0001。 miR-21-3p、miR-21-5p 和 miR-423-5p 三个 miRNA

联合在乳腺癌诊断中 AUC 值为 0.843（95％CI 0.76 - 0.92），P < 0．0001；三者联合优于单个和

两两联合检测 miR-21-3p、miR-21-5p 和 miR-423-5p，P < 0．0001。 

结论  miR-21-3p、miR-21-5p 和 miR-423-5p 在乳腺癌患者血清中升高 ，血清中 miR-21-3p、miR-

21-5p 和 miR-423-5p 的表达情况，可以作为乳腺癌诊断的理想标志物 。 

 

 

PU-2221 

Transcriptome Analysis Reveals Distinct Gene Expression 

Profles Between Breast cancer and Mastitis 

 

Jiarui Xu,Jianhua Xu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Science， the Second Af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Breast cancer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lignant tumors that seriously threaten the health 

of women. However, the pathogenesis of Breast cancer remains un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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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Here, we performed next-generation RNA sequencing and a comprehensive 

bioinformatics analyses to characterize the transcriptome profles, including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 and mRNAs,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Mastitis and control group. 

Results A total of 260 lncRNAs and 110 mRNA transcripts wer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between 

Breast cancer and control group; .A total of 1013 lncRNAs and 357 mRNAs wer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between Mastitis and control group; .A total of 563 lncRNAs and 274 mRNAs wer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between Breast cancer and Mastitis. We showed Breast cancer and 

Mastitis display distinct transcriptome profles. 

Conclusions We identifed crucial pathways, including the MHC protein complex and Drug 

metabolism - cytochrome P450, connected to the pathogenetic mechanism of the two breast 

diseases. 

 

 

PU-2222 

肾近端小管损伤标志物在特发性膜性肾病中应用的研究进展 

 

安常娟,刘建华,程桂雪,秦晓松 

盛京医院南湖院区 

 

结论  就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来看，传统及新兴的近端肾小管损伤分子在判断 IMN 患者的病情变化及

预后中均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由于相关研究比较缺乏，目前近端肾小管损伤分子标志物在 IMN 中的

应用仍相当有限，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即使是 NAG、β2-MG、α1-MG、RBP 等传统近端肾小管损

伤分子，虽然在 IMN 患者中有一定的研究，但无论是回顾性研究、横断面研究、前瞻性研究还是队

列研究，纳入的病例数都相对较少，各种分子的检测方法并不一致，标本收集及保存方法也不统一，

且目前缺乏多中心研究，还需要加强相关研究。 

近年来在 IMN 发病机制及诊疗方面学者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研究进展，新的自身免疫抗原及新的预

后指标层出不穷，但迄今为止仍未出现一个国内外学者们共同认同的诊断及预后方案。我国在关于

IMN 发病机制及预后判断方面的研究资料相对缺乏,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相关研究，以更有效的推动

IMN 的诊断和治疗策略的改进。 

 

 

PU-2223 

雷公藤改良单体对肝细胞毒性和肝癌细胞活性的初步评价 

 

韩丽乔 

广东省中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510000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索广东省中医院研发小组改良的一种新药“雷公藤改良单体（TPO，化学式

C23H26O7）”在体外的肝细胞毒性和抑肝癌细胞活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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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实验中在体外培养了多种肝源细胞，包括由人正常肝细胞永生化而成的 L02 细胞以及肝癌细

胞 Huh7 和 SMMC-7721 细胞，首先进行细胞培养，其次绘制各自的细胞生长曲线为后续实验打下

基础。采用 MTT 实验和 LDH 实验来确定本药物对不同细胞的有效作用浓度区间及细胞毒性程度。

同时，以药物改良前单体雷公藤甲素（TPL,雷公藤的有效活性成分之一）作为对照药物，以评价这

种新药在体外的肝细胞毒性及肝癌细胞的抑制性。由于细胞实验的周期较长，且实验中不可控的因

素较多，重现性差，故本研究中，每组实验均重复多次，并且剔除了一些明显不合理的实验数据，

以保证结论的严谨性。 

结果   TPO 在体外对上述三种细胞的作用浓度区间与 TPL 的较为类似，且在较高浓度下均表现了

较强的毒性作用。但在其有效作用浓度区间内，TPO 和 TPL 对上述细胞的毒性表现又不尽相同。 

结论  雷公藤改良单体在临床上有一定的潜在研究价值。 

 

 

PU-2224 

Diagnostic efficacy evaluation of IL-1RI, IL-1 β and CDK2 in 

peripheral blood and synovial fluid with RA 

 

Xianzhang Hua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of interleukin 1 receptor typeI(IL-1RI), interleukin 

1β(IL-1 β) and cyclin dependent kinase 2(CDK2) in peripheral blood and synovial fluid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Methods  There were selected 94 cases with RA patients in rheumatology outpatient and inpatient 

department, 40 case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patients in outpatient department, 

20 cases with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AURTI) patients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20 

healthy persons. All subjects were eligible for inclusion criteria. All subjects were drew vein blood 

3 ml besides 1 ml knee joint fluid from 24 patients with active RA patients. The level of IL-1RI, IL-

1β and CDK2 were detected in serum and synovial by quantitation ELISA, then the three items 

were evaluated diagnostic efficacy.  

Results There were all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experimental groups on either IL-1RI, IL-1β 

or CDK2 by square variance analysis(P<0.001), respectively. On IL-1RI,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RA patients group and RA patients joint synovial fluid group or SLE patients 

group or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P<0.001), respectively. 

On CDK2,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RA active phage and RA relieve phage, 

between RA patients group and RA patients joint synovial fluid group or SLE patients group or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group or control group (P<0.001) , respectively. On IL-1β,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RA active phage and RA relieve phage, between RA 

patients group and RA patients joint Synovial fluid group or healthy people group (P<0.001), 

respectively. Compared RA patients active phage with RA relieve phage, area under curve of ROC 

in CDK2 was largest, followed IL-1β andIL-1RI. Compared RA patients group with SL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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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area under curve of ROC in CDK2 was largest, followed IL-1RI. Compared RA patients 

group with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patients group, area under curve of ROC in IL-

1RI was largest, followed CDK2. Compared RA patients group with control group, area under curve 

of ROC in CDK2 was largest, followed IL-1RI.  

Conclusions IL-1RI had low diagnostic efficiency next to CDK2, but it could efficiently differentiate 

RA and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infection (AURI). CDK2 had higher diagnostic efficiency, which 

could efficiently differentiate active phase and relieve phase of RA, and differentiate RA and SLE, 

but had low diagnostic efficacy next to IL-1RI, in differentiating RA and AURI. CDK2 plus IL-1RI 

plus IL-1β paralleling joint diagnosis may increase diagnostic value of RA. CDK2 plus IL-1RI plus 

IL-1β tandem joint diagnosis may increase early diagnostic value of RA.  

 

 

PU-2225 

抗 PLA2R 抗体联合补体凝集素途径 

相关标志物诊断特发性 膜性肾病的效能评价 

 

王晨,秦晓松,刘建华,刘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110000 

 

目的  检测特发性膜性肾病患者和健康对照血清中补体凝集素途径相关标志物 MBL、MASP-1、

MASP-2、C5b-9 以及抗 PLA2R 抗体的浓度，推测补体凝集素途径在 IMN 发病机制中发挥的作用，

并在非 IMN 的肾病患者血清中检测 IMN 患者和健康对照组中有显著差异的指标，通过绘制 ROC 曲

线，评价不同指标联合检测对 IMN 的诊断效能。 

方法  收集特发性膜性肾病患者 144 例、健康体检者 38 例和非特发性膜性肾病的肾病患者 40 例，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进行血清 MBL、MASP-1、MASP-2、C5b-9 以及抗 PLA2R 抗体的含量检测，

将 IMN 患者分为 PLA2R 阳性组和 PLA2R 阴性组，应用 SPSS 统计软件分析该 5 种指标血清浓度

在 IMN 患者和健康对照之间的差异及四种补体凝集素途径相关指标在 IMN 患者 PLA2R 阳性组与阴

性组之间差异。根据检测结果，检测 40 例非特发性膜性肾病的其他肾病患者血清 MASP-1、MASP-

2 以及抗 PLA2R 抗体水平，绘制 ROC 曲线，评价联合检测诊断效能。 

结果  MASP-1 在 IMN 组浓度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MASP-2 在 IMN 组浓度水平显著低于健

康对照组。MASP-1，MASP-2 和抗 PLA2R 抗体三者联合检测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53，MASP-

1 与抗 PLA2R 抗体联合检测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39，MASP-2 与抗 PLA2R 抗体联合检测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43。 

结论  特发性膜性肾病患者血清抗 PLA2R 抗体水平与病情相关；补体凝集素途径关键因子 MASP-

1、MASP-2 在 IMN 患者血清中水平与健康对照中存在显著差异，补体凝集素途径活化可能参与特

发性膜性肾病的发病机制；MASP-1、MASP-2 和抗 PLA2R 抗体三者联合检测与抗 PLA2R 抗体联

合 MASP-1 或 MASP-2 及抗 PLA2R 抗体单独检测相比，可以提高特发性膜性肾病的诊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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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26 

积雪草总苷抑制人肝癌 HepG2 细胞增殖及其机制探讨 

 

祝宇翀,廖雨琴,刘军权,单宇 

杭州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目的  研究积雪草总苷（GCA）对人肝癌 HepG2 细胞增殖的影响，并探讨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方法  采用 MTT 法检测积雪草总苷对 HepG2 细胞增殖的影响；流式细胞术分析 HepG2 细胞周期

及凋亡率的变化；Western blot 检测核转录因子的改变。 

结果  积雪草总苷能呈剂量依赖性地抑制 HepG2 细胞增殖；积雪草总苷处理后 HepG2 细胞阻滞于

G0/G1 期，使得进入 S 期、G2/M 期细胞减少；HepG2 细胞的凋亡率达到 57.9%；同时经 GCA 处

理后，细胞核内 NF-kB 蛋白表达明显降低。 

结论  积雪草总苷能够抑制 HepG2 细胞增殖，可能与诱导凋亡、阻滞细胞周期、抑制 NF-kB 蛋白

表达有关。 

 

 

PU-2227 

姜黄素提高 γδT 细胞对神经胶质瘤细胞 U251 

杀伤作用的机理探讨 

 

单宇,廖雨琴,祝宇翀,刘军权 

杭州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目的   探讨姜黄素提高 γδT 细胞对神经胶质瘤细胞 U251 杀伤作用的机理。 

方法  用 10 名健康人外周血单核细胞（PBMC）在体外经多种细胞因子诱导为 γδT 细胞；收集培养

第 7 天的 γδT 细胞，用不同浓度的姜黄素（分别为 0μmol/l、1.25μmol/l、2.5μmol/l cur、5μmol/l、

10μmol/l、20μmol/l）诱导，同时设无水乙醇组，每组设 5 个复管，于 37℃，5%CO2 继续培养 72h

后 用 FACS 法测 γδT 细胞表型、穿孔素、颗粒酶 B 和 NKG2D 水平、用 LDH 法测 γδT 细胞对

U251 细胞杀伤活性。收集对数生长期的 U251 细胞株用不同浓度的姜黄素诱导 72h 后 用 FACS 法

检测细胞凋亡率和凋亡蛋白 capease-3。 

结果  γδT 细胞经姜黄素诱导后在 2.5μmol/l-10μmol/l 时能增加 γδT 细胞的 γδTCR 表达，与对照组

相比有显著差异(P<0.05)。γδT 细胞经姜黄素诱导后在 1.25μmol/l-10μmol/l 时释放的穿孔素、颗粒

酶 B 和 NKG2D 水平较对照组增加，有统计学差异。经 2.5μmol/l-10μmol/l 姜黄素诱导后的 γδT 细

胞杀伤U251活性明显增强，在10μmol/L时杀伤活性达（62.32±1.28），显著高于对照组（37.45±1.12）。

当姜黄素浓度高达 20μmol/l 时以上各组检测数据均低于对照组。不同浓度姜黄素诱导的神经胶质瘤

细胞 U251 对其凋亡率和凋亡蛋白 capease-3 有明显的不同，低浓度的姜黄素能减低凋亡率和凋亡

蛋白 capease-3 表达，浓度为在为 5µmol/L 最明（分别为 8.68%和 39.64%），显著低于对照级（分

别为 11.25%和 4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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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一定浓度的姜黄素能增强 γδT 细胞对 U251 的杀伤活性。γδT 细胞杀伤活性增强与细胞内穿

孔素和颗粒酶含量相关。一定浓度姜黄素能促进 U251 生长和减少其凋亡率和 capease-3 含量。 

 

 

PU-2228 

Vγ9Vδ2 T 细胞对 11 种人肿瘤细胞株的杀伤活性比较 

 

刘军权,廖雨琴,祝宇翀,单宇 

杭州金域医检验所有限公司 

 

目的   新建立的 Vγ9Vδ2 T 细胞培养方法培养出的 Vγ9Vδ2 T 对多种肿瘤细胞株的作用影响。 

方法  在体外用 GM-CSF 和 IL-4 诱导培养 DC,第五天加入唑来磷酸作用 48 小时后按照 1：10 的比

例加入自身 PBMC 与 IL-2 作用 14 天。用唑来磷酸活化的 DC 诱导的 Vγ9Vδ2 T 细胞作用肿瘤细胞

株。流式细胞术检测培养的 DC 与诱导的 Vγ9Vδ2 T 细胞，LDH 法检测 Vγ9Vδ2 T 细胞的杀伤活性。 

结果  培养五天的 DC，流式细胞仪检测 DC 表型 CD11CD14 双阳性 98.38％，培养前 PBMC 中

Vγ9Vδ2 T 细胞纯度 4.58％，诱导 14 天后的 Vγ9Vδ2 T 细胞纯度 90.11％，效靶比为 40：1 时

Vγ9Vδ2 T 细胞对肿瘤细胞的杀伤活性最高。 

结论  新建立的 Vγ9Vδ2 T 细胞对多种肿瘤具有杀伤作用 

 

PU-2229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及胰岛素结合蛋白 3 

与老年痴呆的相关性研究 

 

马悦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116000 

 

目的  通过对老年痴呆患者血清中胰岛素生长因子 1（IGF-1）及胰岛素结合蛋白 3（IGFBP-3）水

平的检测，探讨两者与疾病之间的相关性及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2 月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及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

内科收治的 42 例老年痴呆患者作为疾病组，其中包括阿尔茨海默病（AD）13 例；血管性痴呆（VD）

29 例。选取同期体检健康老者 37 例作为正常对照组。并且根据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评分将痴呆患者的严重程度分为轻度、中度及重度。轻度组(20-24 分)16

例；中度组(10-19 分)14 例；重度组(10 分以下)12 例。对所有入选者进行 IGF-1 和 IGFBP-3 的水

平测定。其中 IGF-1 采用化学发光法；IGFBP-3 采用固相、酶标记的化学发光免疫量度检测法。对

不同组分的检测结果进行差异性比较，同时对疾病组的检测结果与疾病的严重程度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疾病组的 IGF-1 和 IGFBP-3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两项指标在两组中存在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疾病组中，重度痴呆患者血清中 IGF-1 和 IGFBP-3 水平明显低于轻度组，经统计学

处理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度痴呆患者血清中 IGF-1 和 IGFBP-3 水平低于轻度组，经统计

学处理与轻度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与重度组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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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清中 IGF-1 与 IGFBP-3 水平变化与老年痴呆病的发生有关，并与疾病的发展和严重程度存

在一定的相关性。因此，患者血清中 IGF-1 和 IGFBP-3 

水平变化的监测，对老年痴呆的诊断、防治及相关研究提供实验室依据，也可以作为痴呆严重程度

的间接指标, 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PU-2230 

化学发光法检测丙肝抗体灰区范围设置的探讨 

 

许方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116000 

 

目的  分析安图磁微粒化学发光法（chemiluminescent immunoassay, CLIA）筛查丙型肝炎病毒抗

体（抗 HCV）低值阳性患者结果，探讨实验室中 CLIA 法检测丙肝抗体灰区范围的设置及必要性。 

方法  分析 92 例磁微粒化学发光法检测丙肝抗体 S/CO 值在 1-10 范围内的患者，根据其确证实验

（重组免疫印迹试验和 HCV RNA 试验）结果对灰区的设置范围进行探讨，并分析不同结果范围对

应的临床提示价值。 

结果  92 例低值阳性标本（1≤S/CO<10）的确证阳性率为 13.04%，1≤S/CO<5 和 5≤S/CO<10 两

组确证试验检测阳性率分别为 10.14%和 21.74%，两组间的差异无显著性（P>0.05）。 

结论  确证试验的结果证明安图初筛实验的灰区设置 1≤S/CO<5 较为合理，合适的检测灰区对临床

诊断能起到较好的提示作用，减少漏检率，避免假阳性，提高诊断效率。 

 

 

PU-2231 

ANCA 相关性血管炎实验诊断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梁晓飞,关秀茹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50000 

 

目的  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相关性血管炎(AAV)是以大量中性粒细胞浸润血管壁引起小血管纤维

素性渗出为病理特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显微镜下多血管炎(MPA)、肉芽肿性多血管炎(GPA)和

嗜酸性肉芽肿性多血管炎(EGPA)三种类型。AAV 有如下特点：发病率低，容易漏诊；病情复杂，难

以诊断；进展迅速，预后较差，这些疾病特征均要求需进行准确诊断。 

方法  分析比较各种实验诊断标志物的灵敏度与特异性，评价其在 AAV 中的应用价值。 

结果  PR3 是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ANCA）众多靶抗原中最常见的，检测 PR3-ANCA 对 AAV

的诊断具有重要价值，尤其是对 GPA 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MPO-ANCA 的特异性不如 PR3-

ANCA，主要见于 MPA 和 EGPA，抗 MPO 抗体阳性强烈提示坏死性血管炎或特发性新月体型肾小

球肾炎。抗溶酶体相关膜蛋白 2(LAMP-2)抗体是新近发现的一种与 AAV 关系密切的抗体，因其在多

项研究中的阳性率差别较大，单独用于 AAV 诊断存在较大争议。肾脏是高度血管化的脏器，AAV 患

者血清中抗肾小球基底膜（GBM）抗体的增高，则表明已出现严重的肾内动脉炎。抗内皮细胞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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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CA）在 GPA 患者中滴度的消长与疾病活动性相关。AAV 患者血清 C3 水平降低，且与死亡风

险增加呈正相关。 

结论  大量研究显示，多指标联合检测可以大大地提高灵敏度和特异性，为 AAV 的诊断带来了光明

的前景，为临床治疗提供重要帮助。 

 

 

PU-2232 

Application of serum annexin A3 in diagnosis,  

outcome prediction and therapeutic response evaluation  

for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Xiao-Lu Ma1,Bei-Li Wang1,Yan Zhou1,Yun-Fan Sun2, Bai-shen Pan1,Xin-Rong Yang2, Wei Guo1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Liver Surgery， Liver Cancer Institute，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Carcinogenesis and Cancer Invas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Objective Annexin A3 (ANXA3) is report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e progression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and could be secreted by HCC cells. However,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circulating ANXA3 remains to be elucidated. Present study aimed to systematically validat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and investigate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serum ANXA3. 

Methods We evaluated pretreatment and posttreatment serum ANXA3 levels of 368 HCC patients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295 of these patients underwent curative resection, and 

73 underwent 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Results HCC patients were classified based on serum ANXA3 level as ANXA3-positive (>2.30 

ng/ml) or ANXA3-negative (≤2.30 ng/ml).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ANXA3 was evaluated b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s, and 150 healthy donors, 152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and/or liver cirrhosis served as controls. Prediction of prognosis was evaluated by Cox regression 

and Kaplan-Meier 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ANXA3 level and 

circulating CD133 mRNA-positive tumor cells, real-time PCR was conducted in 69 patients 

[A1] who underwent resection. We found that serum ANXA3 provided greater diagnostic 

performance than alpha-fetoprotein, especially for early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according to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nalysis. Moreover, pretreatment ANXA3 serum level was 

an independent predictor of tumor recurrence/progression and survival, and retained its 

performance in low-recurrence-risk subgroups. Specifically, dynamic changes of ANXA3-positive 

status was associated with worse prognosis. Serum ANXA3 level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D133mRNA+ CTC level. In patients with detectable CD133mRNA+ CTC, high serum ANXA3 level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a higher risk of recurrence and shorter overall surv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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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Serum ANXA3 shows promise as a biomarker for diagnosis, outcome prediction as 

well as therapeutic response evaluation in patients with HCC, which might provide real-time data 

for clinical decision making during HCC treatment. 

 

 

PU-2233 

补体凝集素途径相关标志物与 2 型糖尿病肾脏疾病的关系研究 

 

张晋,刘建华,刘勇,秦晓松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110000 

 

目的  检测补体系统凝集素途径相关标志物 ficolin-3、 MASP-2、MAp44 及 C5b-9 在健康对照者、

单纯 2 型糖尿病患者及 2 型糖尿病肾脏疾病患者血清中的表达水平，并分析四种标志物与 2 型糖尿

病肾脏疾病之间的关系，从而探索补体系统凝集素途径与 2 型糖尿病肾脏疾病发病机制之间的关系。 

方法  研究对象分为 A、B、C 三组，其中 A 组为健康对照组，共 41 例；B 组为单纯 2 型糖尿病组

（ACR<30mg/g），共 178 例；C 组为 2 型糖尿病肾脏疾病组（ACR≥30mg/g），共 86 例。采用

ELISA 双抗体夹心法检测三组人群的血清 ficolin-3、MASP-2、MAp44 及 C5b-9 水平。通过组间比

较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分析四种标志物与 2 型糖尿病肾脏疾病之间的关系。 

结果  血清 ficolin-3 水平在 2 型糖尿病 C 组和 B 组中高于 A 组，P<0.05；MASP-2 水平在 C 组中

低于 A 组和 B 组，P<0.05；MAp44 水平中位数在 C 组中高于 A 组和 B 组，P<0.05；血清 C5b-9

水平在三组间无统计学差异；MASP-2/MAp44 中位数在 C 组中低于 A 组和 B 组, 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病程、空腹血糖、胱抑素 C、MASP-2、MAp44 及 MASP-2/MAp44 是 2 型糖

尿病肾脏疾病的独立相关变量。 

结论  补体系统凝集素途径的激活可能参与 2 型糖尿病肾脏疾病的发生。 

 

 

PU-2234 

胸腔积液肿瘤标志物对非小细胞肺癌的诊断价值 

 

颜清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探讨胸腔积液中肿瘤标志物对非小细胞肺癌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胸腔积液患者 68 例，其中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恶性积液组 35 例，肺结核患者良性积液组

33 例。应用 Roche E-170 仪器，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测定对胸腔积液中肿瘤标志物 CEA、CYFRA21-

1、AFP、CA153、CA125、CA19-9 进行定量检测，应用单因素二元 Logistic 回归及 ROC 曲线进

行分析并评估临床诊断价值。 

结果  恶性积液组样本中 CEA、CYFRA21-1、AFP、CA153、CA125、CA19-9 含量均高于良性积

液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应用单因素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可见 CEA、CYFRA21-1、

AFP、CA19-9 与非小细胞肺癌发生明显相关；ROC 曲线分析得出 CEA、CYFRA21-1、AFP、CA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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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均对非小细胞肺癌有较好的诊断效能，AUC 分别为 0.955、0.910、0.821、0.867，其中 CEA 有

更好的诊断效能，敏感性 92.9%，特异性 96.7%，最佳诊断界值为 0.896 ng/mL。 

结论  CEA 在非小细胞肺癌恶性胸腔积液中存在异常升高，可特异性的鉴别诊断肺结核与非小细胞

肺癌，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和应用前景。 

 

 

PU-2235 

1 型血小板反应蛋白 7A 域及其抗体 

在特发性膜性肾病中的研究进展 

 

田哲,秦晓松,刘建华,刘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110000 

 

目的  特发性膜性肾病(idiopathic membranous nephropathy，IMN)是成人肾病综合征的主要病理类

型，并且有逐年上升趋势。自身抗体的发现增进了我们对于 IMN 的认识。1 型血小板反应蛋白 7A 域

(thrombospondin type-1 domain-containing 7A,THSD7A)是继 M 型磷脂酶 A2 受体 (M-type 

phospholipase A2 receptor，PLA2R)之后人类识别的第二个 IMN 的自身抗原，本文将对 THSD7A

及其抗体在 IMN 中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并总结其临床意义。 

 

 

PU-2236 

结核感染 T 细胞斑点试验在骨关节结核诊断中的应用 

 

彭灿辉 1,葛肖肖 1,2 

1.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410000 

2.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目的  探讨结核感染 T 细胞斑点试验（T-SPOT.TB）、抗结核抗体（TB.Ab）在骨关节结核中的应

用价值并进行比较。 

方法  1.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在我院骨外科同时行 T-SPOT.TB 检测和 TB.Ab 检

测的 107 例疑似骨关节结核感染病例，其中 22 例为骨关节结核感染，85 例为非结核感染，对两组

进行统计分析，分析 T-SPOT.TB 和 TB.Ab 诊断骨关节结核的诊断性能；2.统计 42 例已经确诊的骨

关节结核感染的病例，比较 T-SPOT.TB 在不同部位骨关节结核的阳性率是否有差别；3.比较骨关节

结核患者 ESAT-6 和 CFP-10 斑点数。 

结果  1. T-SPOT.TB 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86.36%，88.24%，65.51%，

96.15%；TB.Ab 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45.45%，69.41%，27.77%，

83.09%，两种检测方法的四个指标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 T-SPOT.TB 在不同类型骨

关节结核的阳性率无差别（P<0.05）；3. ESAT-6 和 CFP-10 抗原的点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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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T-SPOT.TB 与 TB.Ab 相比，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在骨关节结核诊断

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值得临床推广。 

 

 

PU-2237 

The significance of PIVKA-II levels for predicting 

microvascular invasion and tumor cell proliferation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 virus-associ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Xiao-Lu Ma1,Jing Zhu1,Chun-Yan Zhang1,Yan Zhou1,Bei-Li Wang1,Bai-Shen Pan1,Xin-Rong Yang2, Wei Guo1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Liver Surgery， Liver Cancer Institute，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Carcinogenesis and Cancer Invas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Shanghai， P. R. China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determine the levels of prothrombin induced by vitamin K 

absence-II (PIVKA-II) according to the 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 (BCLC) staging system to 

develop an appropriate strategy for managing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particularly early 

HCC, and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PIVKA-II for predicting prognosis-related pathological 

parameters. 

Methods Clinical information of 117 patients with HBV-associated HCC was retrospectively 

collected. Preoperative serum PIVKA-II and α-fetoprotein (AFP) levels were measured using a 

chemiluminescence method. The value of PIVKA-II levels for predicting pathological parameters 

was evaluated using step-wise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The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predictive 

performance of PIVKA-II levels. We found that, except fo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tages B and C 

HCC (p=0.923), serum PIVKA-II level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ccording to BCLC stage (p<0.050), 

although AFP levels did not. In early HCC (stage 0+A), the correlation of between PIVKA-II and 

AFP levels (dual-positive: 64.70% in stage 0; 46.97% in stage A) was relatively weak (Pearson 

r=0.410). PIVKA-II >40 mAU/mL was an independent predictor of microvascular invasion (HR, 3.77; 

95% CI, 1.31–10.88; p=0.014) and high Ki67 expression in situ (HR, 2.99; 95% CI, 1.19-7.52; 

p=0.020). Combined analysis of PIVKA and AFP levels may contribute to an effective strategy for 

the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early HCC, because high PIVKA-II levels indicated a more 

aggressive tumor phenotype. 

Conclusions Further investigation of PIVKA-II levels may provide new insights into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metastasis of HCC cells and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herapeutic strategies 

for H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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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38 

CD4+CD25+调节性 T 淋巴细胞在 HIV 感染者外周血中的研究 

 

熊秋霞 1,李志东 2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大理市第一人民医院,671000 

 

目的  通过对不同阶段的 HIV 感染者外周血中 CD4+CD25+调节性 T 淋巴细胞及 CD4+T 淋巴细胞的

检测，探索外周血 CD4+CD25+调节性 T 淋巴细胞与 HIV 感染者疾病进展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50 例 HIV 感染者（实验组）及 50 例健康对照组，实验组分为无症状组、HIV 组、AIDS

组、合并感染组。应用BD FACS Calibur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CD4+T淋巴细胞绝对值、CD4+CD25+

调节性 T 淋巴细胞数量及百分比。 

结果  除 AIDS 组与合并丙肝梅毒感染组外周血 CD4+CD25+调节性 T 淋巴细胞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外，各组之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HIV 感染者外周血 CD4+CD25+调节性 T

淋巴细胞与 CD4+T 细胞绝对计数显著正相关(r=0.881，P=0.004)。另外，实验结果显示了 3 例患者，

尽管 CD4+绝对计数高（>900 个/ul）尚不足以达到诊断 AIDS 的标准，而 CD4+CD25+T 淋巴细胞绝

对计数低，百分比也低，且在随访资料中显示存在肺孢子菌的机会性感染，符合 AIDS 的诊断。 

结论  调节性 T 淋巴细胞表达与 HIV 感染疾病进展显著相关，且外周血 CD4+CD25+调节性 T 淋巴

细胞的检测为 HIV 感染者免疫状态和疾病进展提供更全面的信息，与 CD4+T 淋巴细胞绝对计数联

合检测可较全面、准确地评估 HIV 感染者的免疫状态和疾病进展状况。CD4+CD25+调节性 T 淋巴细

胞可以作为 HIV 感染者疾病分期和预后的免疫学辅助指标之一。 

  

 

PU-2239 

CRP、IL-6 对急性胰腺炎病情评估的价值 

 

李文军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急性胰腺炎(AP)患者血清中 C 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 6 (IL 一 6)的含量对病情

严重程度的评估价值。 

方法   对 39 例 AP 患者分为轻度急性胰腺炎 (MAP)组 13 例，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MSAP)组 13

例，重度性胰腺炎组(SAP)13。采用免疫散射比浊法和电化学反光法检测 C 反应蛋白和 IL-6 的水平.

结果 CRP,IL-6 血清水平为 SAP 组最高，MAP 组最低，MAP 与 MSAP 组之间，MAP 与 SAP 组之

间有显著差异，而 MSAP 与 SAP 组 之间无显著差异。 

结果  CRP,IL-6 血清水平为 SAP 组最高，MAP 组最低，MAP 与 MSAP 组之间，MAP 与 SAP 组

之间有显著差异，而 MSAP 与 SAP 组 之间无显著差异。 

结论   CRP、IL 一 6 对早期诊断急性胰腺炎及鉴别轻中重度胰腺炎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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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40 

Sphere-forming culture enriches liver cancer stem cells  

and reveals Stearoyl-CoA Desaturase 

 1 as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Xiao-Lu Ma1,Yun-Fan Sun2,Bei-Li Wang1,Bai-shen Pan1, Jian Zhou2, Jia Fan2,Wei Guo1,Xin-Rong Yang2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Liver Surgery， Liver Cancer Institute，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Carcinogenesis and Cancer Invas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Objective The role of sphere-forming culture in enriching subpopulations with stem-cell properties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is unclear.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s its value in enriching 

cancer stem cells (CSCs) subpopulations and the mechanism by which HCC CSCs are maintained. 

Methods HCC cell lines and fresh primary tumor cells were cultured in serum-free and ultra-low 

attachment conditions to allow formation of HCC spheres.In vitro and in vivo ex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to evaluate CSC characteristics. Expression levels of CSC-related genes were 

assessed by qRT-PCR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phere formation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was investigated. Finally, 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 was performed to explore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underlying HCC CSC maintenance. 

Results We found that both cell lines and primary tumor cells formed spheres. HCC spheres 

possessed the capacity for self-renewal, proliferation, drug resistance, and contained different 

subpopulations of CSCs. Of interest, 500 sphere-forming Huh7 cells or 200 primary tumor cells 

could generate tumors in immunodeficient animals. Sphere formation correlated with size, multiple 

tumors, satellite lesions, and advanced stage. Further investigation identified that the PPARa-

SCD1 axi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enance of the CSC properties of HCC sphere cells by 

promoting nuclear accumulation of β-Catenin. Inhibition of SCD1 interfered with sphere formation, 

down-regulated expression of CSC-related markers, and reduced β-Catenin nuclear accumulation. 

Sphere-forming culture can effectively enrich subpopulations with stem-cell properties, which are 

maintained through activation of the PPARa-SCD1 axis. 

Conclusions We suggest that targeting the SCD1-related CSC machinery might provide a novel 

insight into HCC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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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41 

47 项临床化学检测项目餐前餐后检测结果的比较 

 

李秀玉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100000 

 

目的  在“全时段采血”实施的背景下探讨餐后才学对临床化学检测项目的影响。 

方法  选取表面健康志愿者 30 名，分别与餐前和餐后 2 h、4 h 采集静脉血检测肝脏、心肌、肾脏、

血脂、电解质等相关的 47 个临床生化指标，分析其差异。 

结果   TBIL 和 DBIL 的餐后 2 h 和 4 h 结果显著低于餐前（P < 0.05），且餐后 4 h 结果低于餐后

2 h（P < 0.05）；餐后 2 h 和 4 h 的 CK 和 TG 结果显著高于餐前（P < 0.05），且餐后 4 h 结果高

于餐后 2 h（P < 0.05）；餐后 2 h 的 GLU 结果显著高于餐前（P < 0.05），4 h 后降至餐前水平。

其他大部分临床化学指标在餐前和餐后检测结果无统计学差异（P > 0.05）。 

结论  餐后 4 h 内采血检测临床生化指标，其大部分检测数据能满足临床诊治的需求，“全时段采血”

值得在更多类型的患者中和更大范围时间内进行实践。 

 

 

PU-2242 

三种实体瘤患者外周血中 NK 细胞绝对计数及其临床意义的研究 

 

熊秋霞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检测三种实体瘤患者外周血中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s,NK 细胞）绝对计数与

百分比，分析其二者的差异，进一步与临床病历资料进行比较，探究两种检测值在肿瘤患者诊断治

疗和预后评估方面的适用性及其在临床工作中的指导意义。 

方法  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实验组包括肺癌、肝癌、乳腺癌患者外周血中 NK 细胞绝对计数及百分

比，并运用统计学方法与非实体瘤患者外周血 NK 细胞绝对计数及百分比进行比较。 

结果  三组肿瘤实验组 NK 细胞绝对计数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均显著性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而实验组 NK 细胞百分比除肺癌组呈现显著性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之

外，其余两组肝癌组（p=0.056，p>0.05）和乳腺癌组（p=0.430，p>0.05）的百分比差异不明显，

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NK 细胞绝对计数与 NK 细胞百分比相比，在实体瘤患者中是更客观、更灵敏的免疫指标，它

既能准确反应肿瘤患者外周血的 NK 细胞的数量，也能间接反应机体抗肿瘤的实际免疫状况，从而

有利于临床工作者提出对肿瘤患者适宜的治疗方案，并进行患者的预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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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43 

石狮地区育龄妇女 TORCH 化学发光法定量检测结果分析 

 

何卫东,刘明春,陈秋月, 邱晓蔚, 杨宝圩 ,蔡月真 ,王凉凉 

石狮市妇幼保健院,362000 

 

目的  使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CLIA)技术对孕前及孕早期妇女进行 TORCH 定量检测，通过对石狮

地区育龄妇女 TORCH 感染筛查结果进行分析，了解石狮地区育龄妇女 TORCH 感染情况。 

方法  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CLIA)技术对石狮地区 2015 年 1 月 01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于

本院行孕前及孕早期 TORCH 筛查的 1120 例育龄妇女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孕前 503 例，孕早期 617

例。使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定量检测弓形虫、风疹病毒、巨细胞病毒、单纯疱疹病毒 IgM 及 IgG

抗体，并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育龄妇女中 TOX、RV、CMV、HSV-I+II 型的 IgM 阳性率分别为 0.18%、0.80%、0.89%、

19.64%，IgG 阳性率分别为 1.88%、79.91%、60.27%、73.93%。孕前组与孕早期组的 TOX- IgM

及 IgG 和 HSV-I+II 型-IgM 及 IgG 阳性率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孕前组 RV-IgM 及

IgG 阳性率比孕早期组的高，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孕早期组 CMV-IgM 及 IgG 阳性

率比孕前组的高，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应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CLIA)技术，是一种比较可靠的 TORCH 感染检测方法，可直接对产

前及孕早期妇女特异 IgM 抗体和 IgG 抗体进行动态定量检测。 通过定量检测孕前及孕早期妇女

TORCH 感染状况，及时了解其 TORCH 系列病原体的感染情况并明确诊断，提出个体化建议、宣

教、治疗，避免妊娠不良结局的发生，降低儿童先天畸形的发生率，提高本地区出生人口素质。 

 

 

PU-2244 

PLA2R 联合 IgG4 与特发性膜性肾病相关性的研究进展 

 

李小影,吴丽娜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110000 

 

目的  膜性肾病(MN)是一种自身免疫性肾小球疾病，是成人肾病综合征的主要病因。M 型磷脂酶 A2

受体（PLA2R）的自身抗体是特发性膜性肾病（IMN）的特异性标志物，可以将 IMN 与继发性膜性

肾病（SMN）和其他肾小球疾病区分开来。近期各项研究数据显示：肾组织 M 型磷脂酶 A2 受体

(PLA2R)的存在、血清 M 型磷脂酶 A2 受体的抗体(PLA2R -Ab)的存在和抗体的水平、血清 IgG4 抗

体水平与 IMN 疾病的诊断、进程、预后和肾脏移植后疾病的复发均有一定的相关性，并且对 IMN 的

免疫抑制治疗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各指标对 IMN 的诊断、判断疾病的进程和预后以及指导免

疫抑制治疗方面各有优势和不足。 

方法  膜性肾病(MN)是一种自身免疫性肾小球疾病，是成人肾病综合征的主要病因。M 型磷脂酶 A2

受体（PLA2R）的自身抗体是特发性膜性肾病（IMN）的特异性标志物，可以将 IMN 与继发性膜性

肾病（SMN）和其他肾小球疾病区分开来。近期各项研究数据显示：肾组织 M 型磷脂酶 A2 受体

(PLA2R)的存在、血清 M 型磷脂酶 A2 受体的抗体(PLA2R -Ab)的存在和抗体的水平、血清 IgG4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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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水平与 IMN 疾病的诊断、进程、预后和肾脏移植后疾病的复发均有一定的相关性，并且对 IMN 的

免疫抑制治疗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各指标对 IMN 的诊断、判断疾病的进程和预后以及指导免

疫抑制治疗方面各有优势和不足。 

结果  各指标对 IMN 的诊断、判断疾病的进程和预后以及指导免疫抑制治疗方面各有优势和不足。 

结论  各指标对 IMN 的诊断、判断疾病的进程和预后以及指导免疫抑制治疗方面各有优势和不足。 

 

 

PU-2245 

A novel electrochemical cytosensor for selective and 

highly sensitive detection of cancer cells using binding-

induced dual catalytic hairpin assembly 

 

Ye Zhang,Shihua Luo,Bo Situ,Zhixin Chai,Bo Li,Jumei Liu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Nanfang Hospital 

 

Objective Rare cancer cells in body fluid could be useful biomarkers for noninvasive diagnosis of 

cancer. However, detection of these rare cells is currently challenging. 

Methods In this work, a binding-induced dual catalytic hairpin assembly (DCHA) electrochemical 

cytosensor was developed for highly selective and sensitive detection of cancer cells. The fuel 

probe, released by hybridization between the capture probe and catalytic hairpin assembly (CHA) 

products of target cell-responsive reaction, initiated dual CHA recycling, leading to multiple CHA 

products. Furthermore, the hybridization between fuel probe and capture probe decreased non-

specific CHA products, improving the signal-to-noise ratio and detection sensitivity. 

Results Under the optimal conditions, the developed cytosensor was able to detect cells down to 

30 cells mL-1 (S/N = 3) with a linear range from 50 to 100000 cells mL-1 and was capable of 

distinguishing target cells from normal cells in clinical blood samples. 

Conclusions In summary, we have developed a simple and specific electrochemical cytosensor 

for highly sensitive detection of cancer cells using binding-induced DCHA. The binding-induced 

DCHA strategy exhibited significant analytical performance by translation of a single cell/aptamer 

binding incident to a large number of DNA duplexes. The easy preparation and high signal-to-noise 

ratio of DCHA showed an excellent analytical performance toward cancer cells detection. The 

developed cytosensor was able to detect the cancer cells down to 30 cells mL-1 within only 1.5 h, 

and did not required enzymatic amplification, complex operation or complicated preparation. It 

exhibited a wide dynamic detection range, high sensitivity, excellent specificity, good reproducibility 

and a low matrix effect. The method has the potential for multiplex cell detection using cell-specific 

aptamer probes. Thus, we anticipate that the developed cytosensor could be a simple and 

alternative platform for clinical diagnosis and biomed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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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46 

例 IgM 异常升高的患者血清蛋白电泳处理方案及条带解读 

 

王金玲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一例因血清 IgM 异常增高而导致的血清蛋白电泳分析时出现的蛋白不过滤、条带不分离

现象的可能原因，并寻找其最佳的解决方案。 

方法  采用三种方法处理待检血清后再进行蛋白电泳，分别是 1 血清样本直接加到加样梳滤纸上 2

采用 1%的 β 巯基乙醇预处理待检血清 3 采用 2%的 β 巯基乙醇预处理待检血清。 

结果  采用 1%的 β 巯基乙醇处理待检血清后再进行血清蛋白电泳，条带清晰，辨识度高，免疫固

定电泳提示患者单克隆 M 蛋白是 IgM-κ 型。 

结论  血清蛋白电泳结合血清固定电泳进行免疫分型，能够对病情的判断和预后评估提供有价值的

信息 

 

 

PU-2247 

抗心磷脂抗体与抗 β2 糖蛋白 1 抗体 

在 2 型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意义 

 

王金玲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100000 

 

目的  探索抗心磷脂抗体（aCL）与抗 β2 糖蛋白 l 抗体（aβ2-GP1）在 2 型糖尿病微血管病变（DM）

中的作用。 

方法    对 2014-2016年在我院内分泌科住院的 253例DM患者分为三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

组 150 例、糖尿病肾病（DN）组 103 例；糖尿病无微血管并发症组（NDC）69 例；我院体检中心

正常对照组 100 例。用酶联免疫吸附法分别测定各组血清中 aCL、aβ2-GP1 水平；用循环酶法检测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CY）的水平。 

结果  与 100 例正常对照组相比，糖尿病各组血 HCY、aCL、aβ2-GP1 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

（p<0.05）；DR 与 DN 组 HCY 与 aβ2-GP1 水平又显著高于 NDC 组（p<0.05）；aCL 水平在 DR、

DN 以及 NDC 各组间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早期监测糖尿病患者血浆抗心磷脂抗体谱尤其是 aβ2-GP1 的水平有助于判断糖尿病微血管

并发症的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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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48 

维生素 D 与膜性肾病的相关研究进展 

 

王婷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110000 

 

结论  膜性肾病(membranous nephropathy，MN）是成人肾病综合征最常见的病理类型，特征性病

变为肾小球毛细血管壁弥漫性增厚，肾小球基膜上皮细胞侧可见大量免疫复合物沉积。临床表现为

肾病综合征。约85%的膜性肾小球病为特发性膜性肾病(idiopathic membranous nephropathy， IMN )，

其发病机制不明, 多认为是与免疫机制有关的主动过程, 中性内肽酶( Neutral endopeptidase,NEP)、

M 型磷脂酶 A2 受体 (M-phospholipase A2receptor,PLA2R)、1 型血小板反应蛋白 7A 域

(Thrombospondin Type-1 Domain-Containing7A,THSD7A）、醛糖还原酶(Aldosereductase，AR)

和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2,SOD2)原位抗原等的发现是近年来 IMN 发病机制的重

要进展[1-4]。 

维生素 D 除了具有维持钙磷稳态的经典作用， 还可调节细胞增殖、炎症、分化及免疫，而肾脏作为

维生素 D 活化的场所，在维生素 D 代谢中起主要作用，同时也是维生素 D 内分泌和旁分泌的主要

靶器官。目前已有研究表明血清维生素 D 水平是慢性肾脏病疾病进展和死亡率独立负相关预测因子
[5]。如何更有效的预防肾脏病的发生、延缓肾功能恶化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维生素 D 在抗炎、

参与免疫反应等非经典的生物活性作用给研究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方向。因此，本文将从维生素 D

缺乏的原因、维生素 D 保护足细胞的作用机制及其应用前景等方面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探究

维生素 D 参与膜性肾病的可能分子机制及其对膜性肾病治疗的临床意义。 

 

 

PU-2249 

46 项临床免疫检测项目餐前餐后检测结果的比较 

 

李秀玉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100000 

 

目的  在“全时段采血”实施的背景下探讨餐后采血对临床免疫检测项目的影响。 

方法  选取表面健康志愿者 30 名，分别与餐前和餐后 2 h、4 h 采集静脉血检测肿瘤标志物 12 项、

感染术前 8 项、特定蛋白 8 项、甲状腺功能及抗体 8 项及其他化学发光检测项目 10 项等相关的 46

个临床免疫指标，分析其差异。 

结果  CYFRA21-1 的餐后 4 h 结果显著低于餐前（P < 0.05）；餐后 2 h 和 4 h 的 INS 和 CPE 结

果显著高于餐前（P < 0.05），且餐后 2 h 结果高于餐后 4 h（P < 0.05）；其他大部分临床免疫学

指标在餐前和餐后检测结果无统计学差异（P > 0.05）。 

结论  餐后 4 h 内采血检测临床免疫指标，其大部分检测数据能满足临床诊治的需求，“全时段采血”

值得在更多类型的患者中和更大范围时间内进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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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50 

2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25-羟维生素 D3 与糖代谢指标相关性分析 

 

杨瑞霞 

江苏省人民医院,210000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血清 25-羟维生素 D3(25(OH)D3)水平与糖代谢指标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7 年 9 月-11 月于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就诊的 T2DM 患者血清 264 例及同期健

康体检者（NDM）血清 200 例，检测其 25(OH)D3、FPG、HbA1C、TC、TG 水平。其中 T2DM 组

患者行糖耐量实验，检测 0min、30min、60min、120min、180min 血糖水平。264 例患者按病程长

短分为五组， A 组：< 1 年；B 组：1-5 年；C 组：5-10 年；D 组：10-20 年；E 组：> 20 年，分

析各组血清 25(OH)D3 与 HbA1C、各时间点血糖水平的相关性。 

结果   T2DM 组 BMI、FPG、HbA1C、TC、TG 均显著高于 NDM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T2DM 组 25(OH)D3 水平显著低于 NDM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病程的延长，FPG、

30min PG、60min PG、120min PG 及 180min PG 水平呈上升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5(OH)VD3 水平呈下降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5(OH)D3 缺乏率随病程的进展而升

高。25(OH)D3 与 FPG，120 min PG，180 min PG、病程长短呈负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2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25-羟维生素 D3与糖代谢指标呈负相关，及时补充维生素 D 制剂，有利

于患者血糖水平的控制，进而有效预防及控制远期慢性并发症的发生发展。 

 

 

PU-2251 

血清 25-羟维生素 D3 水平与肥胖的相关性研究 

 

杨瑞霞 

江苏省人民医院,210000 

 

目的  探讨肥胖人群中血清 25-羟维生素 D3(25-(OH)D3)与其相关代谢指标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2 月至 2018 年 3 月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减重门诊就诊的肥胖患者 239 例，检测

其 25-(OH)D3 水平，分析其与肥胖、糖代谢、脂代谢指标的关系。 

结果  所有研究人群 BMI（37.02±7.66）kg/㎡，25-(OH)D3（67.63±17.04）nmol/L。男性 BMI 显

著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974，P =0.005）；男性 25-(OH)D3 水平显著低于女性，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t=1.510，P =0.020），随 BMI 的增高，25-(OH)D3 水平均呈下降趋势，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0.05），且 25-(OH)D3 的缺乏率逐渐增加，在 25-(OH)D3 缺乏组中单纯性肥胖的患

病率显著低于 25-(OH)D3 不足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120，P ＜0.05）。而高血压、2 型糖

尿病、高尿酸血症、高胰岛素血症的患病率明显高于 25-(OH)D3 不足组(P ＞0.05)，Spearman 相

关性分析显示，25-(OH)D3 与年龄（r=-0.168）、BMI（r=-0.216）、C-肽（r=-0.134）呈负相关，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以 25-(OH)D3 为应变量，其他各项指标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

回归分析，BMI、TC、LDL 与 25-(OH)D3 独立相关，β 分别为 0.438、8.340、-9.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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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肥胖及相关代谢异常与 25-羟维生素 D3下降密切相关，肥胖者易发生 25-羟维生素 D3水平下

降，而 25-羟维生素 D3下降又会导致肥胖、高血压等代谢异常。 

 

 

PU-2252 

乙肝表面抗原弱阳性标本定性与定量及核酸检测结果分析 

 

杨博鑫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100000 

 

目的  评估乙肝表面抗原弱阳性样本半定量结果与定量、核酸（HBV-DNA）检测结果之间的关系，

为制定正确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HBsAg）检测策略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电化学发光法半定量检测 HBsAg 弱阳性样本 COI (Cut Off Index) 值 1-10 的样本 89 例

和趋近于阳性的阴性样本（COI 值 0.8-1.0）21 例，采用电化学发光法定量检测样本中 HBsAg 含量，

采用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样本中 HBV-DNA。 

结果  HBsAg 弱阳性样本及“小三阳”样本中 HBV-DNA 阳性率分别为 43.8%和 47.6%。“小三阳”标

本中 HBsAg>0.05IU/ml 的标本比例为 85.7%；表面抗原携带者中 HBsAg>0.05IU/ml 的标本比例为

33.3%，HBV-DNA 检出率为 11.1%；HBsAg 半定量结果为 0.8-1.0 之间的样本 HBsAg 定量

<0.05IU/ml、HBV-DNA 结果均为阴性；HBsAg<0.05IU/ml 标本中，HBV-DNA 检出率为 20%。 

结论  HBsAg 定性和定量结果一致性较好，HBV-DNA 的检测对于监测 HBsAg 弱阳性（COI=1-10）

的患者病情进展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PU-2253 

A novel sandwich-type electrochemical immunosensor 

based on the SiC-chitosan nanocomposite and graphitized 

mesoporous carbons encapsulated gold nanoparticles for 

myeloperoxidase 

 

Bei Liu1,Lingsong Lu2 

1.Women's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2.Hang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To develop a novel ultrasensitive sandwich-type electrochemical immunosensor for 

myeloperoxidase (MPO). 

Methods MPO capture antibody (Ab1) was immobilized on the electrode surface modified with SiC-

AuNPs. The modified electrode was characterized using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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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dispersive X-ray spectroscopy (EDX), cyclic voltammetry (CV) and 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 (EIS). AuNPs@GMCs nanocomposite served as the supporting scaffolds 

for horseradish peroxidase (HRP)-labeled detection antibody (HRP@Ab2). After a sandwich 

immunoreaction, the immunocomplex was formed among Ab1, MPO, HRP@Ab2, and produced an 

amplified electrochemical signal by electrocatalytic reduction of H2O2 in the presence of 

enzymatically oxidized thionine. The peak current of thionine was measured using square wave 

voltammetry (SWV). 

Results Under optimized conditions steady state, the reduction peak current of H2O2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concentration of MPO in the range from 0.1 pg.ml-1 to 90 ng.ml-1, with a detection 

limit of 0.2 pg/mL (S/N=3). The fabricated immunosensor demonstrated excellent sensitivity, 

stability and reproducibility and therefore was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analyse MPO in biological 

samples. 

Conclusions In this work, a novel ultrasensitive electrochemical sandwich-type immunosensor for 

the detection of MPO has been successfully developed. This immunosensor shows wide linear 

range with a low detection limit, good reproducibility, good selectivity and acceptable stability. The 

proposed sensing strategy may provide a potential application in the detection of other cardiac 

biomarkers. 

 

 

PU-2254 

不同年龄阶段儿童呼吸道感染病原体 抗体检测结果分析 

 

高宗鹰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通过对 590 例呼吸道感染儿童的病原体抗体检测结果进行分析，了解呼吸道感染病原体在不

同年龄阶段儿童中的分布情况，探讨呼吸道感染病原体抗体检测的临床意义。 

方法  采集呼吸道感染 0-14 岁儿童的血清，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测定不同年龄阶段儿童呼吸道感染病

原体的 IgM 抗体。   

结果  590 例儿童患儿中，阳性率为 60.51%。不同年龄阶段组儿童病原体抗体检测阳性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2= 47.64，P<0.01)。 

结论  呼吸道感染病原体抗体检测有年龄差异，且 1-3 岁患儿阳性率最高。3 岁以上的儿童随着机

体免疫功能不断增强，病原体检出率与幼儿期相比逐渐下降，说明幼儿期为本地区小儿急性呼吸道

感染的好发年龄，幼儿期应是病原体感染的重点防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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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55 

儿童百日咳 IgG 抗体水平检测结果相关分析 

 

刘芳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为了解儿童中血清百日咳 IgG 抗体水平及百日咳 IgG 抗体阳性患者的血象中白细胞和淋巴细

胞百分比的变化，便于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与检查结果进行诊断与治疗。 

方法  随机选取山东省立医院就诊的 485 例儿童作为检测对象，对其进行百日咳抗体 IgG（PT-IgG）

检测及血象检测。 

结果  百日咳抗体 IgG 水平阳性为 90 例，阳性率为 18.6%，其中以 8 岁以下儿童居多，百日咳抗

体阳性的患者中白细胞总数达到 20×109/L 以上及淋巴细胞百分比达到 60%以上的为 19 例，阳性率

为 21.1%。 

结论  百日咳在儿童发病率较高，主要在 8 岁以下儿童，此病病程可长达 2～3 个月，因此需要及早

进行诊断与治疗，对儿童进行百日咳疫苗的加强免疫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US>21.1%。 

 

 

PU-2256 

CSF1 及巨噬细胞在结肠癌组织中的分布及预后预测价值 

 

王华阳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结直肠癌是全球第三大常见肿瘤及肿瘤相关致死原因。较高的复发风险是结直肠癌患者死亡

的主要原因，至今尚未得到良好控制。肿瘤浸润巨噬细胞是结直肠癌患者免疫疗法的潜在靶点。巨

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CSF1）在巨噬细胞的募集和功能发挥中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但其在结肠癌

局部的表达仍未阐明。本研究将探讨 CSF1 及巨噬细胞在结肠癌局部的分布情况，及其对结肠癌患

者预后的预测价值。 

方法  通过免疫组化检测分析 CSF1 和 CD68（巨噬细胞）在正常结肠上皮、癌旁组织及结肠癌组

织中的表达情况及与结肠癌患者疾病状态和预后的相关性。 

结果  与癌旁组织或正常腺体组织相比，结肠癌肿瘤细胞 CSF1 表达水平明显增高。结肠癌及癌旁

基质中 CD68+细胞（巨噬细胞）数量显著多于正常结肠组织。结肠癌组织中 CSF1 表达水平与 CD68+

肿瘤浸润巨噬细胞数目存在正相关（r=0.509）。肿瘤组织中 CSF1 表达水平及巨噬细胞浸润数量与

患者的肿瘤 TNM 分期有关（CSF1：p=0.020；巨噬细胞：p=0.027），是结肠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因

素（CSF1：p=0.028；巨噬细胞：p=0.032）。 

结论  结肠癌局部存在特殊的 CSF1 高表达微环境，可能与巨噬细胞肿瘤浸润相关。CSF1 及巨噬

细胞对结肠癌患者的肿瘤分期及预后存在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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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57 

A Time-Resolved Fluorescence Immunoassay of Golgi 

Protein 73 and Its Application in HBV Related Liver 

Cirrhosis 

 

Yanyan Xia 

The Affiliated Drum Tower Hospit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velop a time-resolved fluorescence immunoassay (TRFIA) 

assay for GP73 and primarily apply it in early diagnosis of disease progression in CHB patients. 

Methods The sandwich immunoassay was used to detect the concentration of GP73 in both 

solutions and serum. GP73 was captured by anti-GP73 monoclonal antibody immobilized on micro 

titer wells and then banded together with another anti-GP73 antibody labeled with europium (Eu3+) 

chelates. Finally, the fluorescence was measured by using time-resolved fluorometry on a 

microplate reader. The performance of this TRFIA was evaluated using clinical serum samples. 

Results The limit of detection (LOD) for the GP73 was 1.75 ng/mL and the linear range was from 

3.91 to 4000 ng/mL. When GP73 concentration was extended to more than 4000 ng/mL, Hook 

effect became quite obvious. The intra-assay CVs were between 4.70% and 9.95%, and the inter-

assay CVs ranged from 7.50% to 14.90%. The recovery ranged from 80.83% to 114.57%. For 

interference test, though cross-reactivity between GP73 and three other types of chemicals were 

all very low, and hemoglobin appeared to have influence during the GP73 detection. The TRFIA 

assay w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and validated by 122 samples, including 48 liver cirrhosis (LC), 

44 CHB and 30 normal individuals. Serum GP73 (sGP73) levels in the LC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HB and healthy groups. 

Conclusions The developed TRFIA assay is of high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When 

this assay was applied to clinical sampl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GP73 levels in the LC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CHB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indicating that 

the TRFIA assay could be an optimal l tool for evaluating the sGP73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 virus related liver cirrhosis. All the results laid the solid foundation for subsequent application of 

this novel assay in clinical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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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58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血清 microRNA-19a 水平表达升高 

 

季建伟,孙明忠 

东南大学医学院附属盐城医院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224000 

 

目的  探讨血清 microRNA-19a（miR-19a）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 月期间的 50 例 NSCLC 患者（术后病理检查为 NSCLC），

其中男性 38 例，女性 12 例，平均年龄 66.9 岁（±8.7）岁，纳入前均未接受任何抗癌治疗。对照组

包括 60 名健康志愿者。采用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血清 miR-19a 表达水平，同时测定血清蛋白癌

胚抗原（CEA），细胞角蛋白片段 19（CYFRA21-1），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表达水平。

使用 SPSS 20.0 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测定数据以 x±s 表示。两组数据采用 t 检验进行比较。

ROC 曲线用于分析各类 NSCLC 诊断指标，曲线下面积（AUC）为比较参数。Logistic 多元回归分

析用于处理研究指标和 NSCLC 发病率相关分析，P <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NSCLC 患者血清 miR19-a 相对表达量(3.46±1.33)显著高于对照(1.10±0.48)，P <0.05；TNM 

III-IV 期患者(4.00±0.99)明显高于 TNM I-II 期患者(3.03±1.41)，P <0.05；与 CEA、CYFRA21-1 及

NSE 相比，miR-19a 在 NSCLC 诊断中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为 0.910，而 CEA、

CYFRA21-1 及 NSE 的相应 AUC 分别为 0.752、0.856 及 0.817，miR-19a 诊断价值最高。 

结论  目前诊断 NSCLC 最准确的方法是组织活检，但该法属于侵入性检查，难以用于早期筛查。

本研究表明，NSCLC 患者血清 miRNA-19a 水平表达升高，与 NSCLC 病情进展密切相关，与常规

肿瘤标志物 CEA、CYFRA21-1 及 NSE 等比较，miR-19a 在 NSCLC 诊断中的 AUC 最大，提示 miR-

19a 也许可作为一种新的标志物用于 NSCLC 的早期诊断。 

 

 

PU-2259 

ESE3 表达缺失参与胰腺癌侵袭转移的机制研究 

 

蒋文娜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300000 

 

目的  寻找导致胰腺癌侵袭转移的分子机制，明确 ESE3 基因在胰腺癌中缺失的原因，及缺失导致

胰腺癌细胞侵袭转移的机制。 

方法  利用临床病例资料通过免疫组化的方法从组织学水平发现在胰腺癌发生的早期即有 ESE3 的

表达缺失，并随恶性程度的增加，其表达量也逐渐减少，且 ESE3 的表达量与患者的生存预后成明

显的正相关，而与淋巴结转移成负相关，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小鼠原位成瘤模型和体外功能实验从

动物水平和细胞水平进一步明确 ESE3 对肿瘤侵袭转移的影响，通过二代测序结果和 TCGA 数据库

分析发现 ESE3 上调 E-Cadherin，并利用 ChIP 和双荧光素酶等分子功能学实验阐明 ESE3 上调 E-

Cadherin 抑制胰腺癌侵袭转移的分子机制 

结果  ESE3 在胰腺癌组织中低表达，ESE3 的缺失导致胰腺癌的侵袭转移，并且在分子机制方面通

过正调控 E-cadherin 的表达在体内外实验中抑制细胞的侵袭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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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SE3 在胰腺癌组织中作为抑癌基因发挥作用，通过正调控 E-cadherin 的表达抑制胰腺癌的

侵袭转移。 

 

 

PU-2260 

Serum Cyr61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diagno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yanfang song,Qing Lin 

People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Fuji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serum Cyr61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the diagno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CRC) and to asses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erum Cyr61 level 

and CRC clinicopathological status. 

Methods We used an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to measure serum Cyr61 in 

patients with CRC,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adenomas, and healthy controls. We also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Cyr61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of CRC patients. The levels of 

serum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 and carbohydrate antigen 19-9 (CA19-9) were quantified 

using the Roche Cobas 6000 Analyzer.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Cyr61, CEA, CA19-9 and 

CEA + CA19-9 were evaluated b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Results The serum level of Cyr61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CRC patients compared with 

colorectal adenoma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p < 0.0001). Furthermore,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for Cyr61 was 0.935 (95% confidence interval: 0.902–0.968), higher than that for CEA 

+ CA19-9 (0.827, 95% confidence interval: 0.783–0.871). Use of a Cyr61 cut-off value of 92.0 

pg/mL allowed distinguishing CRC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with a sensitivity of 83% and a 

specificity of 97%. Among CRC patients, an elevated level of serum Cyr61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more advanced TNM stage (p < 0.0042), lymph node metastasis (p < 0.0088), and 

vascular invasion (p = 0.0027). 

Conclusions Cyr61 might serve as a potential serum biomarker for the diagnosis of CRC. 

 

 

PU-2261 

结缔组织生长因子（CTGF）检测对肝纤维化诊断的临床意义 

 

陈永海 

福建省人民医院,350000 

 

目的  探讨检测血液中结缔组织生长因子（connective tissue growth factor ,CTGF）在肝纤维化患

者中的血液水平及其对肝硬化诊断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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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肝纤维化患者 50 例、健康志愿者 30 例，观察 2 组血液 CTGF 水平差异，并分析肝纤维化患

者 CTGF 水平变化与患者纤维化程度的相关性。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测定血液中的 CTGF。 

结果  健康志愿者血液中仅有少量的 CTGF（15.3±6.54），肝纤维化患者血液中 CTGF 在肝纤维化

S0-S3 各期比较差异不显著，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在肝纤维化 S4 期血液中 CTGF

（44.65±12.3），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t=2.134，p=0.007），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CTGF 可能在肝纤维化进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检测血液中 CTGF 水平可为肝纤维化发展程度

提供重要依据。 

 

 

PU-2262 

吡非尼酮对舰船烟雾所致吸入性肺损伤大鼠的预防保护作用 

 

段欣欣,王成彬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吡非尼酮（pirfenidone,PFD）对舰船烟雾所致吸入性肺损伤大鼠的保护作用 

方法  健康成年雄性 Wistar 大鼠 54 只，随机将大鼠分为 3 组，对照组（C）、烟雾吸入组（I）和

吡非尼酮组（P）各 18 只，每组分设 12 H、24 H、48 H 三个时相点，各时相点 6 只。使用自制发

烟装置建立吸入性肺损伤大鼠模型。对照组大鼠置于正常的空气环境中，于腹主动脉取血前半小时

腹腔注射生理盐水（溶有 5%的二甲基亚砜），烟雾吸入组在烟雾吸入暴露前半小时腹腔注射生理盐

水（溶有 5%的二甲基亚砜），吡非尼酮组在烟雾吸入暴露前半小时腹腔注射吡非尼酮溶液（300mg/kg，

溶于 5%的二甲基亚砜生理盐水）。按照各时相点腹主动脉取血，检测各组大鼠动脉血气，留取各组

大鼠腹主动脉血液样本，离心，待测 IL-6、IL-17、TNF-α 水平；取右肺前叶，计算肺含水率，留取

右肺中叶匀浆后检测 MDA 含量，取右肺下叶经 10%中性福尔马林溶液固定后做病理苏木精-伊红染

色切片光镜检查 

结果  烟吸入损伤暴露后 12H、24H、48H，与 I 相比，P 组大鼠动脉中 PaO2 水平升高、PaCO2及

肺含水率水平降低（P<0.05），大鼠血清中 IL-6、IL-17、TNF-α 水平降低并降低组织中 MDA 含量

（P<0.05）。各时相点 P 组 PaO2、PaCO2、肺含水率、血清中 IL-6、IL-17、TNF-α、肺组织匀浆

中 MDA 与 C 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病理观察可见，P 组肺组织较 I 组肺组织水

肿减轻，肺泡腔渗出及炎性细胞浸润减少 

结论  PFD 对舰船烟雾吸入性大鼠肺组织损伤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为抑制氧自由

基的产生及减少部分炎性介质的产生和释放，从而减轻舰船烟雾致吸入性大鼠的肺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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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63 

Establishment and evaluation of a rat model of inhalation 

lung injury induced by ship smoke 

 

Xinxin Duan,Chengbin Wang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nd evaluate a rat model of inhalation lung injury induced by ship smoke 

Methods Real-time monitoring and analyzing of O2, CO CO2 and H2S concentration changes 

within 20min after combustion of ship materials using a AIKE four in one gas detector and 

establishing a rat model of inhalation lung injury. To find suitable smoking conditions, six rats in 

each group, fixed ship material quantity is 5g,exposure time were 8, 10, 15, 18, 20min, respectively, 

observing rat mortality within 72 hours; fixed exposure time 20min, ship materials were 3, 5, 8, 10g, 

respectively , observing rat mortality within 72 hours. Forty two healthy male Wistar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normal control(NC) group and 2h,6h,12h,24h,48h and 72h after inhalation 

group(n=6), rats in 2h,6h,12h,24h,48h and 72h groups were smoked 15min in the smoke box 

respectively,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placed in the air of the smoke box for 15min. After that, the 

rats were removed and placed in the normal environment. All those rats were killed at each time 

point,and detect changes of arterial blood gas, coagulation time, lung moisture content (%). 

Macroscopic and microscopic changes in lung tissue were observed to understand the degree of 

lung injury 

Results (1) When the fixed ship material was 5g, the mortality increased with the prolongation of 

the exposure time,the exposure time was 8, 10 and 15min, the mortality of 72h was 0, the time was 

increased to 18min, the mortality of the rats within the 24h increased to 83.3% (5 deaths); The fixed 

exposure time was 20min, no rats died for 3g ship materials, ship materials of 5g, mortality within 

12h rats was 83.3% (5 deaths), ship material is 8g, mortality within 6h rats was 83.3% (died 5), 

when the ship was increased to 10g, the mortality of 2h reached 100% (died 6). In conclusion, 5g 

ship materials and smoked 15min as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2) The concentration of gas in the 

18min is relatively stable after combustion of 7 kinds of nonmetallic materials, the concentrations 

of oxygen, carbon monoxide, carbon dioxide, and hydrogen sulfide were（ 18.20±0.32）、

（831.63±8.57）、（8.00±0.46）、（82.36±1.88）respectively. The rats presented with shortness 

of breath,mouth opening and hypoxemia, oxygen partial pressure (PaO2) in group 2h, 6h and 12h 

after injury were respectively （52.0±1.512）（64.42±1.46）（70.44±1.396）,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84.22±0.701）, P<0.05. The partial pressure of carbon dioxide (PaCO2) in group 2h and 

6h after injury were respectively （45.6±2.132）（54.16±5.183）,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41.64±1.621）, P<0.05. The lung water content of group 2h, 6h, 12h and 24h after injury were 

respectively （0.80±0.013）（0.82±0.025）（0.79±0.016）（0.76±0.014）,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0.74±0.002）, P<0.05. Meatobic acidosis in the early stage after inhalation,but metabolic 

acidosis combined with respiratory acidosis in later stage. Histopathological observation showed 

diffuse hemorrhage, edema and inflammatory cell infiltration in lung tissue as manifestatio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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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ng injury,and the injury did not recover at 72h after inhalation, the change of blood coagulation 

function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s A rat model of inhalation lung injury induced by ship smoke was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which has the advantages of easy replication, stability and reliability. It can be used to 

research and treatment inhalation lung injury induced by ship smoke in naval war environment and 

other cases. 

 

 

PU-2264 

八项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在肺癌诊断中的意义与应用 

 

赵志红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300000 

 

目的  探讨癌胚抗原（CEA）,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抗原（Cyfra21-1）,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

组织多肽特异性抗原（TPS）,鳞状上皮抗原（SCC）,糖类抗原 125(CA125), 糖类抗原 153（CA153）, 

糖类抗原 242（CA242）对肺癌的临床诊断价值。 

方法  各组标本均为清晨空腹采集静脉血 3ml，分离血清，按操作规程进行试验。实验数据采用均

值±标准差（`x±s）不同分组间比较采用两样本均数 t 检验分析，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八项肿瘤标志物的敏感性和准确性明显优单项检测，分别为 88.52%和 85.90%，，而特异性

无显著降低，说明八项肿瘤标志物联检可明显提升肺癌的检出率。其中 CEA 最高阳性率为 65.4%出

现在腺癌；NSE 最高阳性率为 88.9%出现在小细胞型肺癌， SCC 最高阳性率为 65.4%出现在肺鳞

癌；Cyfra21-1 在非小细胞肺癌中阳性率较高，这四项肿瘤标志物对指导肺癌临床病理分型有重要意

义[16]。另外良性肺病组和健康组八项肿瘤标志物阳性率明显低于肺癌组，SCC 特异性更是高达

100.00%，对肺癌不依赖病理诊断有极大帮助，相对而言 CA125，CA153,CA242 特异性较低，多

种疾病可致其升高[17]，对肺癌诊断只有参考价值。 

结论  CYFRA21-1,NSE，TPS,CEA,SCC,CA125,CA153, CA242 此八种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可明

显提高肺癌诊断的阳性率，弥补单项检测的缺陷和不足，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PU-2265 

Heat Shock Protein 90α provides an effective and  

novel diagnosis strategy for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Minjie Mao,Xueping Wang,Shuqin Dai,Wanli Liu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Objective  It is the first tim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heat shock protein 90α (Hsp90α) in the 

diagnosis and progress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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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he plasma Hsp90α were detected in 196 newly diagnosed NPC patients, 76 

corresponding post-treatment NPC patients, 230 VCA-IgA positive normal subjects and 106 

healthy donors by ELISA. 

Results (1) The level of Hsp90α in plasma of 196 NPC patients was (212.16 ± 144.32) pg/ml,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VCA-IgA positive normal subjects（68.12±64.94 pg/ml，P<0.001）

and healthy donors（35.87±17.47 pg/ml, P<0.001）. The level of Hsp90α in plasma of VCA-IgA 

positive normal subjec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healthy donors (P <0.001); (2) The 

level of Hsp90α in patients with NPC in the early stage (Ⅰ+Ⅱ), stage Ⅲ and stage Ⅳ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159.69 ± 117.12 pg / ml vs.195.24 ± 126.38 pg / ml vs. 250.85 ± 164.66 pg / 

ml, P = 0.018 and P = 0.029, respectively). The level of Hsp90α in plasma in patients with 

metastasis of NPC and those without metastasis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01); (3) Hsp90α 

is closely related to EBV DNA levels, but not EBV-IgA titer; (4) The level of Hsp90α in plasma of 

patients with NPC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212.16 ± 144.32 pg / ml 

vs. 62.36 ± 34.04 pg / ml, P <0.001); (5) The ROC curves demonstrated that the sensitivity of 

plasma Hsp90α in distinguishing NPC patients from healthy donors was 74.50% and the specificity 

was 99.10%(AUC=0.931, 95%CI:0.903-0.958); The sensitivity of plasma Hsp90α in distinguishing 

NPC patients from VCA-IgA positive normal subjects was 74.50% and the specificity was 81.70% 

(AUC = 0.831, 95% CI: 0.790-0.871). 

Conclusions Hsp90α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linical stage, metastasis and therapeutic effect of 

NPC, so it may serve as a new biomarker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NPC . 

 

 

PU-2266 

恶性肿瘤患者免疫功能与抗核抗体关系研究 

 

李亚波 

云南省中医医院/云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650000 

 

目的  探讨恶性肿瘤患者免疫功能与抗核抗体的关系。 

方法  以 2010 年至 2016 年 190 例恶性肿瘤患者为研究对象，以 40 例健康人作为对照组，收集两

组病例的血清抗核抗体（ANA）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收集恶性肿瘤组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资料，并

按抗核抗体水平分为 ANA 阳性组和阴性组,分析两组淋巴细胞亚群血清水平差异。 

结果  当 ANA 滴度≥1：100 作为阳性判断标准时，190 例恶性肿瘤患者中 ANA 阳性率 34.2%。把

ANA 滴度提升至 1：320 时，阳性率 24.2%。健康对照组 ANA 阳性率 5.0%，将上述两种判断标准

下的 ANA 阳性率与健康对照组进行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2 恶性肿瘤 ANA 阴

性组 CD4+/CD8+为 1.79（1.16，2.11） ,ANA 阳性组 CD4+/CD8+为 1.25(1.02,1.56)，两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 恶性肿瘤患者体内存在以抗核抗体为表现的自身免疫现象 2. 恶性肿瘤 ANA 阳性组的

CD4+/CD8+比值低于 ANA 阴性组 ，两组的细胞免疫功能有差异，ANA 阳性组与 ANA 阴性组相比，

其免疫功能处于抑制状态，自身免疫反应是导致该差异的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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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67 

Comparison of PCR-Gold Magnetic Nanoparticles-based 

Lateral Flow Immunoassay Strips and Pyrosequencing for 

CYP2C19 Gene Polymorphism Detection 

 

Shang He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al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applicability of PCR-gold magnetic nanoparticles-based lateral 

flow immunoassay for the detection of CYP2C19 polymorphism.  

Methods The CYP2C19 gene polymorphism of blood samples from the patients who would be 

treated with clopidogrel were simultaneously tested by the PCR-GoldMag Lateral Flow Assay kit 

and the pyrosequencing kit. For inconsistent results, sanger sequencing was used as gold standard 

to confirm the final results. The consistency of the two methods, the detection time, the economic 

cost of the tests was evaluated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genetic polymorphism of CYP2C19 in the 

detected population were also analyzed.  

Results PCR-gold magnetic nanoparticles-based lateral flow immunoassay can accurately detect 

the CYP2C19 polymorphism and its application could be extended to detect other clinical genetic 

polymorphisms. 

Conclusions PCR-gold magnetic nanoparticles-based lateral flow immunoassay can accurately 

detect the CYP2C19 polymorphism and its application could be extended to detect other clinical 

genetic polymorphisms.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288 

 

PU-2268 

不同变异谱对乙肝表面抗原的影响 

 

申红玉,薛源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213000 

 

目的  探讨乙肝表面抗原（HBsAg）滴度，HBV DNA 水平和乙型肝炎病毒基因突变位点之间的相关

性，并确定耐药突变是否会影响 HBsAg / HBV DNA 比例。 

方法  2843 名患者参加了这项研究。一代测序法检测突变位点，同时收集患者的乙肝两对半和 HBV 

DNA 结果。所有患者首先分为两组：突变和非突变，再根据突变位点将突变组分为 M204I、L180M 

+ M204V、L180M + M204I、A181T、N236T 和 A181T + N236T 等组别。 

结果  耐药突变组与非突变组血清 HBsAg 滴度和 HBV DNA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

血清 HBsAg 滴度与非突变组、M204I、A181V、N236T、和 L180M + M204V 等突变组的 HBV DNA

水平均呈正相关（P <0.01），但与 L180M + M204I 和 A181V + N236T 两个突变组无相关性（P> 

0.05）。N236T 和 A181T + N236T 突变组在 HBsAg / HBV DNA 比例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结论  L180M + M204I 和 A181V + N236T 的组合突变影响病毒复制的状态，并且 A181T + N236T

突变组中 HBsAg / HBV DNA 的比例明显低于 N236T 突变组。 

  

 

PU-2269 

淋巴细胞亚群及补体 C3 在儿童过敏性紫癜中的意义 

 

周芳 

云南省中医医院/云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650000 

 

目的  分析淋巴细胞亚群及补体 C3 在儿童过敏性紫癜(HSP)中含量的变化，探讨其作为该疾病诊断

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云南省中医医院儿科住院并诊断为 HPS 的患儿 120 例病例组，选取同期健康儿童 80 例

为对照组。通过流式细胞术对患者进行淋巴细胞亚群检测，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对补体 C3 进行测

定，最后通过 SPSS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病例组与对照组相比，CD4 和 CD4/CD8 水平降低，CD8 与补体 C3 水平升高，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而 CD3、CD19 和 CD16 等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HPS 患儿存在免疫功能紊乱，外周血中 CD4、CD4/CD8、CD8 和补体 C3 水平的变化对 HPS

的诊断有着重要意义。 

>、CD19 和 CD16 等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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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70 

干预染色体组蛋白对乳腺癌 MCF-7 细胞增殖凋亡的影响 

及效应机制研究 

 

赵霞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250000 

 

目的  染色体组蛋白 N 端翻译后的乙酰化、甲基化、磷酸化、泛素化等修饰，可影响组蛋白与 DNA

的亲和性而改变染色质的状态，从而影响转录因子与 DNA 序列的结合，对基因表达调控具有类似

DNA 遗传密码的作用。目前研究已证实组蛋白低乙酰化所表现的基因转录沉默，与多种肿瘤的发生、

发展有密切的关联。这为应用 HDAC 抑制剂治疗肿瘤奠定了理论基础，已有的研究结果证实其在肿

瘤药物治疗中颇具前景。丙戊酸钠（Valproate acid sodium,VPA），化学名为 2-丙基戊酸钠，抗癫

痫治疗的常规药物，一直以其低度高效著称，近期研究证实其是组蛋白脱乙酰转移酶（HDACs）的

特异性抑制剂，但其抗肿瘤的作用并未受到较多的关注。 

方法   我们应用丙戊酸钠干预乳腺癌细胞系 MCF-7，通过观察细胞生长状态、检测细胞增殖活力、

细胞凋亡、细胞增殖周期变化以确定其抑制肿瘤细胞生长增殖的作用和量效关系。并进一步检测分

析了 Caspase3、Caspase8、Caspase9 活性及蛋白表达变化，Cyclin A、Cyclin D1、Cyclin E、

P21Waf/cip1蛋白及 mRNA 表达水平的变化探讨了其效应机制。 

结果  显示丙戊酸钠能明显抑制肿瘤细胞生长，药物作用后出现细胞数量减少、细胞大小、形态不

均、细胞核固缩、胞浆减少、胞浆内出现空泡，死细胞数目逐渐增多。各试验组均出现了不同的生

长抑制且呈逐渐升高趋势，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0.001）；同时各试验组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凋亡增加。丙戊酸钠实验组则随药物浓度、作用时间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程度的细胞增殖周期 G1 期

阻滞，与对照组比较其升高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0.001）。 

结论  由此我们证实丙戊酸钠可明显抑制乳腺癌细胞生长、诱导其凋亡并且造成细胞增殖周期 G1

期阻滞。证实丙戊酸钠也可作为乳腺癌治疗药物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PU-2271 

Tuning of CD11b+ DC activation by DX5–CD49a+  NK cell 

calibrates T cell immunity in HBV transfected mice 

 

meijuan zheng1,Zhigang Tian2 

1.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2.School of Life Sciences and Medical Center，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Objective Immune tolerance featured with impaired antiviral T cell imunity is induced under 

pathological states, such as Hepatitis B virus (HBV) infection. Recently, natural killer (NK) cells 

help induce anti-HBV T cell immunity in mice, implying that NK cell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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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V T cell associated HBV infection. We set out to delineate the roles of NK cells in regulating 

anti-HBV T cell dependent HBV persistence.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established mouse models for acute HBV infection and chronic HBV 

infection by hydrodynamical injection with 20μg and 6μg of pAAV/HBV1.2 palsmi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about HBV persistence. NK cells, CD11b+ Dendritic cells (DCs) and CD4+ T cell 

immune responses were measured in WT and gene deficient mice in HBV transfected mouse 

model. NK cell depletion and adoptive transfer experiments are used to detect NK cell regulation 

of CD11b+DC resulted in anti-HBV T cell activation and exhaustion. 

Results In HBV clearance mouse model, we observed that serum hepatitis B surface Ag and 

hepatitis B envelope Ag were eliminated within 3 to 4 wk and liver DX5+CD49a- NK cells increased 

IFN-g production contributing to hepatitis B core Ag–specific CD8+ T cell activation. However, in 

HBV carrier mice, serum hepatitis B surface Ag and hepatitis B envelope Ag persisted for 3 months, 

and DX5+CD49a- NK cells secreted less IFN-g along with reduced frequency of HBV–specific CD8+ 

T cells. In addition, CD11b+ DCs but not CD8a+DCs were activated, and NK cell depletion led to 

reduced numbers and activation of CD11b+ DCs in HBV-clearance mouse model. And IFN-g was 

important to retain and activate CD11b+ DCs in the liver-draining Lymph nodes in HBV-clearance 

mice. However, CD11b+DCs were less activated in HBV carrier mice compared with CD11b+DCs 

in HBV-clearance mice. Adoptive transfer of IFN-g–sufficient NK cells of HBV-clearance mice but 

not HBV-carrier mice restored CD11b+ DC activation in HBV transfected NK cell deficient mice, 

indicating that NK cells from HBV-clearance mice positively regulated CD11b+ DC via secreting 

IFN-g. Furthermore, NK cell depletion correlated with decreased HBV-specific CD4+ T cell numbers 

in HBV-clearance mice. Importantly, we observed a three-way interaction, whereby adoptive 

transfer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NK cell derived IFN-g and CD11b+ DC were involved in anti-HBV 

CD4+ T cell responses in HBV-clearance mice. Moreover, DX5+CD49a– conventional, but not DX5–

CD49a+ liver-resident, NK cells were involved in activating CD11b+ DC and led to robust CD4+ T 

cell responses against HBV in this mouse model. By contrast, adoptive transfer of IFN-g–sufficient 

DX5+CD49a– conventional NK cells from HBV-carrier mice can not restored CD11b+DC activation 

and donor CD4+ T cell function in HBV transfected NK cell-deficient mice. 

Conclusions In summary, the present study reveals that DX5+CD49a– conventional NK cells 

collaborate with CD11b+ DCs to promote the antiviral activity of CD4+ T cell responses contributing 

to HBV clearance, while in HBV carrier mice, dysfunction DX5+CD49a–NK cells fail to activate 

CD11b+ DCs and HBV-specific CD4+ T cells leading to HBV tole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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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72 

分子肿瘤标志物检测对胃癌诊断及病理检查的价值 

 

王京军 

山东省日照港口医院 

 

目的  探讨 PTEN 的表达与病理特征的相关性，分析分子肿瘤标志物在检验胃癌与病理检查的价值。 

方法  选择手术切除并经病理证实为胃癌的腊块标本 60 例作为观察组，领取良性病变胃粘膜组织

60 例作为对照组，两组标本都进行病理判断与 PTEN 标本检测。 

结果  PTEN 在观察组中的阳性表达率低于对照组中的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PTEN 标志物在检验胃癌与病理检查结果密切相关，随肿瘤淋巴转移的发生、病理分化程度

的升高及临床分期的增高而表达量降低。 

  

 

PU-2273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游离脂肪酸、超敏 C 反应蛋白 

在 2 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中的临床价值 

 

高卫红 

靖江市人民医院,225300 

 

目的   检测 2 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cy）、游离脂肪酸(FFA)、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了解其在 DR 发病过程中的作用及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2 型糖尿病组（T2DM）102 例，其中分为视网膜病变组（DR）42 例，无视网膜病变组（NDR）

60 例；选取同期健康体检者 40 例作为健康对照组（NC）。检测各组血清 Hcy、FFA 及 hs-CRP 水

平。 

结果   Hcy、FFA 及 hs-CRP 水平在 T2DM 患者中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P<0.01）；DR 组、NDR

组 Hcy、FFA 及 hs-CRP 水平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Hcy、FFA 和 hs-CRP 呈

正相关（r=0.389，P<0.05）。 

结论  Hcy、FFA 及 hs-CRP 是 DR 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早期干预治疗，控制 Hcy、FFA 及 hs-

CRP 水平，对视网膜病变的发展有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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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74 

血清异常凝血酶原与甲胎蛋白的联合检测 

对原发性肝癌诊断的临床价值分析 

 

卢春凤,詹永聪,何锦文,郑通明,田洁玲,林绍庆,黄建宏 

珠海市人民医院,519000 

 

目的  探讨血清异常凝血酶原（PIVKA-Ⅱ）和甲胎蛋白（AFP）联合检测在原发性肝癌诊断中的临

床价值。 

方法  采用电化学发光法对 143 例原发性肝癌患者、144 例肝硬化患者、204 例体检健康者进行治

疗前 PIVKA-Ⅱ和 AFP 的测定，比较各组测定值水平的差异并用 ROC 曲线评价两种血清标志物的

单独检测及联合检测对原发性肝癌诊断的临床价值。 

结果  原发性肝癌组的血清 PIVKA-Ⅱ和 AFP 水平均明显高于肝硬化组和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PIVKA-Ⅱ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20，AFP 的曲线下面积为 0.781，两者对

于诊断原发性肝癌均有较大意义，血清 PIVKA-Ⅱ的诊断价值大于血清 AFP。两者并联试验中，

PIVKA-Ⅱ联合AFP的灵敏度为 96.50%，高于其他检测方法；两者串联实验中，其特异度为95.69%，

准确度为 85.94%，均为最高。 

结论  PIVKA-Ⅱ和 AFP 的联合检测是区分原发性肝癌和肝硬化较良好的血清学指标，并联试验可

显著提高原发性肝癌诊断的灵敏度，串联试验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特异度，对原发性肝癌的早期

诊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PU-2275 

济南地区儿童呼吸道病原体 IgM 抗体检测结果分析 

 

冯一民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分析济南地区 8 项呼吸道病原体 IgM 抗体在呼吸道感染儿童中的流行情况和感染特点，为临

床有效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本院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3 月就诊的具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的患儿 5847 例，采用

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 8 种呼吸道病原体的 IgM 抗体，包括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甲型流感病毒、

乙型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肺炎衣原体、嗜肺军团菌和肺炎支原体，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5847 份患儿血清标本中共检出 IgM 抗体阳性 1736 份，总阳性率为 29.69%，单项感染阳性

率为 24.46%，混合感染阳性率为 5.23%。其中肺炎支原体阳性率最高(16.89%),其次为乙型流感病

毒(7.02%)和副流感病毒（4.85％），其余几种病原体阳性率较低。肺炎支原体、乙型流感病毒阳性

率女童高于男童,性别组间感染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1 岁年龄组中感染率高于＜1

岁的患儿呼吸道病原体感染率，在不同年龄组的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病原体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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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性分布存在差异,春夏秋冬四季感染率分别为 33．6％、23．1％、28．7％、37．2％，其中春

季和冬季的阳性率较秋季和夏季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结论  8 种病原体具有各自的感染特点和流行趋势，儿童在不同年龄、不同季节呼吸道病原体的感

染率各不相同。引起济南市儿童急性呼吸道的病原体以肺炎支原体、乙型流感病毒和副流感病毒为

主,春冬季感染高发，女童及年龄较大的儿童感染率更高。 

  

 

PU-2276 

人胎球蛋白 A 在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的表达 

 

王朋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检验科 

 

目的  人胎球蛋白 A(AHSG)属于急性负调控蛋白，在机体损伤或感染后水平明显下降，在肿瘤的进

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本文通过检测肝癌、肝硬化、肝损伤及肝炎患者血清的 AHSG 水平，探讨

AHSG 的活性与肝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及其在原发性肝癌疾病诊断的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我院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 35 例为肝癌组，同时选择其他肝病患者包括继发性肝癌 30 例，

肝硬化 70 例，肝损伤 66 例，肝炎 80 例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法检测所有患者血清 AHSG 含量，

化学发光法检测甲胎蛋白（AFU）含量，酶法检测 α-L-岩藻糖苷酶（AFU）、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γ-谷氨酰转肽酶（γ-GT）和碱性磷酸酶（ALP）的活性，统计学分

析比较以上检测项目在不同肝脏疾病间的差异，同时分析AHSG活性与肝脏疾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 

结果  原发性肝癌患者的 AHSG 血清含量与继发性肝癌对照组相比没有显著差异（P>0.05）；与肝

硬化、肝损伤、肝炎对照组相比，原发性肝癌患者 AHSG 血清含量明显降低（P<0.05），阳性率达

85.6%，且随着肝病病情的加重，AHSG 表现出负相关的趋势。原发性肝癌患者 AFP 含量高于其他

对照组，其阳性率达 81.4%；AHSG、AFP、AFU 和 ALP 联合检测阳性率可达 90.6%。同时检测 10

例肝癌术后复发患者血清 AHSG 含量，结果较术前偏低。 

结论  AHSG 在原发性肝癌的发展中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对观察肝癌的病情进展及术后监测具有很

好的临床意义。 

 

 

PU-2277 

DNA 甲基转移酶 3B4 过表达与透明细胞肾细胞癌之间的关系 

 

高永胜 

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透明细胞肾细胞癌（clear 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ccRCC）的表观遗传学改变被认为是其

发病的主要分子机制，主要包括 DNA 甲基化、组蛋白修饰以及 microRNA 的改变等，其中，DNA

异常甲基化是癌症发生、发展最重要因素之一，而 DNA 甲基转移酶（DNA methyltransferases，

DNMTs）的表达改变可能扮演重要角色，而这些甲基化改变与 DNMTs 之间的关系报道不多，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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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DNA 甲基转移酶 3B（DNA methyltransferases３Ｂ，DNMT3B）及其异构体在其中的作用尚不

很清楚。本组实验主要观察 ccRCC 组织中 DNMT3B 六种主要异构体的表达及其整体甲基化变化，

为阐明 ccRCC 发病的表观遗传学机制及其靶向治疗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选取 15-20 例透明细胞肾细胞癌及其癌旁组织，应用 Real-time PCR 技术检测 DNMT1、

DNMT3A、DNMT3B 与 DNMT3B 六种主要异构体的 mRNA 表达，应用 Western Blot 法检

验 DNMT3B4 蛋白表达；应用联合亚硫酸氢钠的限制性内切酶分析法（COBRA）分析重复序列 Alu

和 LINE-1 的甲基化水平。 

结果  透明细胞肾细胞癌组织中 DNMT3B4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比癌旁组织高；ccRCC 组织中基

因组整体甲基化率明显低于相应癌旁组织； 

结论  六种异构体中只有 DNMT3B4 在 ccRCC 组织中过表达，其表达增加可能与整体甲基化降低

以及 ccRCC 的发生发展有密切关系，即 DNMT3B4 过表达可能在 ccRCC 的全局或局部基因组变化

中起重要作用。 

 

PU-2278 

Hepcidin 蛋白与乳腺癌骨转移的相关性研究 

 

蒋舒娜,蒋丽娟,邵小南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213000 

 

目的  分析乳腺癌及乳腺癌骨转移患者的 Hepcidin 及相关指标，探讨 Hepcidin 在乳腺癌发生及进

展中的作用，以指导临床决策。 

方法  回顾性分析乳腺癌骨转移患者 25 例，乳腺癌无骨转移患者 30 例和乳腺增生患者 30 例。比

较三组患者 Hb、Hepcidin、BMP6、IL-6、sTfR 的差异。用 ROC 分析评价 Hepcidin、BMP6、IL-6

对乳腺癌骨转移的诊断价值。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比较各指标在乳腺癌骨转移的作用。 

结果   

三组患者各项指标均有显著差异（P 均<0.05）。对于 Hepcidin 及 BMP6，乳腺癌骨转移组>乳腺癌

无骨转移组>乳腺增生组；对于 IL-6，乳腺癌骨转移组>乳腺癌无骨转移组及乳腺增生组，但后两组

无显著差异；对于 Hb，乳腺癌骨转移组<乳腺癌无骨转移组<乳腺增生组；对于 sTfR，乳腺癌骨转

移组<乳腺增生组<乳腺癌无骨转移组。ROC 分析发现 Hepcidin 对于乳腺癌骨转移均有较高诊断价

值，且优于 BMP6、IL-6。多因素分析发现 Hepcidin 是乳腺癌骨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Hepcidin 对于乳腺癌骨转移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并且可作为预后随访指标，判断治疗疗效。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295 

 

PU-2279 

BST-2 在肝细胞癌中的表达及意义 

 

赵艳华,丰姝,王中浩,李冬冬,陶传敏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查明 BST-2 在肝细胞癌（HCC）中的表达情况，分析其表达与 HCC 特征及预后的关系，旨

为 HCC 的诊断和评估预后提供新的方法。 

方法  采用 Real-time 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30 对新鲜 HCC 及癌旁组织中 BST-2 的表达情况。

利用免疫组化检测 96 例肝癌石蜡组织 BST-2 的表达，分析其与 HCC 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

利用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计算 BST-2 高表达和低表达组 HCC 患者术后总体生存率，并利用单多

因素 Cox 比例风险回归的方法，阐明 BST-2 表达与 HCC 患者预后的关系。 

结果  BST-2mRNA 在 HCC 中的相对表达水平为 0.314（0.227-0.603），显著低于癌旁组织（P＜

0.01）；HCC 组织中 BST-2 蛋白水平（0.263±0.454）显著低于癌旁组织（0.772±0.460）（P＜

0.001）。BST-2 的表达与肿瘤大小（P=0.001）、血管侵犯（P=0.021）、有无包膜形成（P=0.001）

以及 BCLC 分期有关（P=0.009）密切相关。BST-2 低表达组和高表达组 HCC 患者的 5 年总体生

存率分别为0.0%和0.11%，BST-2低表达组HCC患者的总体生存率低于BST-2高表达组（P=0.024）。

并且，多因素分析肿瘤大小（HR=4.530，P=0.001）、血管侵犯（HR=2.254，P=0.003）、BCLC

分期（HR=4.20，P=0.007）及 BST-2 的低表达（HR=4.077，P=0.026）是影响 HCC 患者术后整

体生存时间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本研究证明了 BST-2 在 HCC 组织表达下调，并且与肿瘤大小、有无血管侵犯、有无包膜形

成及 BCLC 分期等临床病理特征密切相关；而且，BST-2 低表达是 HCC 患者术后不良预后的一个

独立危险因素。因此，BST-2 可作为 HCC 患者诊断及评估预后的一个新的分子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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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80 

血清 exosome IRX5 mRNA 的检测 

及其在结直肠癌诊断及预后中的价值 

 

刘童,王传新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探究血清 exosome IRX5 mRNA（exo-IRX5）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价值。 

方法  ①采集血清标本论证 exosome 及 exo-IRX5 的最佳提取方法及可行性；②对 exosome 样本

分别进行反复冻融、-80℃储存、室温放置、强酸、强碱和 RNA 酶处理，论证 exo-IRX5 的稳定性及

其主要存在形式。③体内试验和体外试验分别阐明血清中 exo-IRX5 的来源。选择 6 种不同的结直

肠细胞系，论证 CRC 细胞能够分泌 exo-IRX5 并释放入血；通过 Spearman rank 分析配对 CRC 组

织标本及术前血清标本中 IRX5 表达量的相关关系、LoVo 移植瘤动物模型的建立、以及对比术前和

术后 14 天的血清标本中 exo-IRX5 的表达量等研究，进一步论证 CRC 病人血液中高表达的 exo-

IRX5 来源于 CRC 细胞。④采集 468 例结直肠疾病患者和健康对照血清标本论证 exo-IRX5 与 CRC

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以及在 CRC 的诊断和预后中的价值。 

结果  ①低分辨透射电镜观察 exosome 形态，为直径 40-100nm 的茶托状有被小泡结构。②CRC

细胞分泌 exo-IRX5 入血循环，并且稳定存在于 exosome 中可用 RT-qPCR 进行检测，满足肿瘤标

志物的基本要求。③CRC 患者 exo-IRX5 的表达量显著高于良性病患者组和健康对照组（P<0.001），

并与 CRC 的恶性程度相关。Exo-IRX5 的 cut-off 值为 0.903，AUC 为 0.8887，敏感度为 72.3%，

特异度为 86.3%，显著优于 CEA。④Kaplan–Meier 曲线分析证明了高水平的 exo-IRX5 与较低的整

体生存期（OS）显著相关（P<0.001）。Cox 风险比例回归模型分析显示高表达的 exo-IRX5 是结直

肠癌整体生存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检测血清 exo-IRX5 的表达水平可以作为结直肠癌早期诊断和预后的一项潜在的血清学肿瘤

标志物。 

 

 

PU-2281 

TIPE2 对肝细胞肝癌生长转移的影响和机制研究 

 

曹雪蕾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肝细胞肝癌是最常见的人类恶性肿瘤之一，其显著特点是容易发生侵袭和转移。因此，寻找

能抑制肝癌生长和转移的分子，对肝癌的治疗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TIPE2 是最近新发现的免疫负

调控分子，前期研究发现 TIPE2 在人肝细胞肝癌组织中表达下调或缺失，为了明确 TIPE2 在肝细胞

肝癌中的作用并阐明其作用机制，我们进行了如下研究。 

方法  1.免疫组化方法检测肝癌组织中 TIPE2 表达，并且分析其与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相关性。 

2.将 TIPE2 过表达载体转染入肝癌细胞系，检测细胞增殖、克隆形成以及细胞迁移和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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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裸鼠皮下和原位肝癌移植瘤模型，给与 TIPE2 质粒治疗，绘制肿瘤生长曲线，测量肿瘤体积

和重量，观察肺转移情况。 

4.免疫共沉淀方法检测 TIPE2 能否与 Rac1 结合，并构建了 TIPE2 突变载体。进行免疫共沉淀并检

测 Rac1 的活性。 

5.转染突变载体检测细胞迁移和侵袭，观察细胞骨架以及基质蛋白水解酶的表达。 

结果  1. TIPE2 表达与 TNM 分期有显著相关性，TIPE2 表达降低或缺失与肝癌的侵袭转移有关。 

2.转染 TIPE2 后细胞生长明显减缓，克隆形成数明显减少，细胞迁移和侵袭的数量均明显降低。 

3.TIPE2 组皮下瘤以及原位肿瘤相比于对照组明显减小，并且发生肺转移的比例降低。 

4.内源性 TIPE2 能够与 Rac1 结合，并且野生型 TIPE2 与 Rac1 的结合会降低 

Rac1 的活性，而突变的 TIPE2 与 Rac1 的结合能力降低，并且能逆转其抑制效应。 

6.野生型 TIPE2 能够减少微丝的聚合，并且降低了 MMP9 和 uPA 水平，而突变载体的抑制作用消

失。 

结论  通过以上实验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TIPE2 通过 Rac1 通路抑制细胞骨架的 

聚合以及 MMP9 和 uPA 表达，进而抑制肝癌细胞的转移。 

 

 

PU-2282 

广州地区醛固酮与肾素比值的参考区间建立 

 

余琳 

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建立关于广州地区醛固酮肾素比值的参考区间。 

方法  收集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体检个体中符合要求的参考个体，检测其醛固酮与肾素，并

求出比值，建立参考区间。应用 Mann-Whitney U 检验对性别分组进行统计学差异性分析，应用

Kruskal-Wallis H 检验对年龄分组（18~30 岁组，31~40 岁组，41~62 岁组）进行统计学差异性分

析。 

结果  经收集检测样本，记录数据，统计学分析后可以得到相应的参考区间。性别分组无统计学差

异（P>0.05）。年龄分组 18~30 岁组与 31~40 岁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18~30 岁组与 41~62

岁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而 31~40 岁组与 41~62 岁组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关于广州地区醛固酮肾素比值的参考区间为 2.00~12.04（立位，18~30 岁），2.72~14.44（立

位，31~62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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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83 

肺癌自身抗体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丁梦蕾,陆柳,范列英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200120 

 

目的  评估血清 7 种自身抗体（p53，Sox2，GAGE7，GBU4-5，MEGEA1，CAGE）联合检测在

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我们选择 2017 年 2 月至 2017 年 11 月至我院胸外科就诊的肺癌初诊住院患者 61 例，同时

选择社区获得性肺炎（CAP）患者 43 例以及体检胸部 CT 正常的健康者（HC）52 例作为对照，利

用酶联免疫吸附方法（ELISA）检测入组人群血清中七种抗体的表达量，同时利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

NSE 和 Cyfra211 的血清学水平，分析在肺癌诊断中的灵敏度和特异性。 

结果  七种自身抗体及 NSE 和 Cyfra211 的血清学水平均在 NSCLC 患者中最高，其次是 HC，在

CAP 患者中最低，且有统计学意义。七种自身抗体联合诊断的曲线下面积（AUC）可以达到 0.826，

灵敏度为 67.21%，特异性为 83.16%。七种自身抗体联合 NSE 或 Cyfra211，可以将 AUC 分别提

升至 0.892 和 0.875。在 NSCLC 患者的临床特征包括年龄、性别、病例分型、分期、淋巴结浸润和

远端转移中，七种自身抗体的联合表达并无明显差异。 

结论  血清肺癌自身抗体在 NSCLC 患者中明显升高，利用其联合检测对 NSCLC 的辅助诊断具有

一定临床意义。 

 

 

PU-2284 

外泌体在高血压领域的研究进展 

 

秦磊 

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检验科 

 

目的  外泌体是有核细胞内的多囊泡体在与质膜融合时被分泌到细胞外的膜状小泡,其携带了多种

蛋白质、脂质、mRNA、microRNA 及 DNA 片段，可将这些信号分子传递给其他细胞，从而改变其

他细胞的功能。 

方法  高血压是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健康问题，同时也是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共同危险因素。

研究发现，外泌体在免疫、肿瘤、心血管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目前国内外将外泌体在心

血管领域的研究重点放在心肌梗死、动脉粥样硬化、心力衰竭等方面，使得多数学者对外泌体在高

血压中的研究不够了解。 

结果  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被激活及水-电解质平衡紊乱与高血压的发生密切相

关。 

结论  本综述重点就外泌体在高血压中的致病机制及外泌体携带的 microRNA 在高血压中的作用进

行综述，为高血压的预防、诊断、治疗以及生物标志物的选择等方面提供新的想法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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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85 

Allograft inflammatory factor-1 inhibits proliferation, 

suppresses migration and induces apopto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Xiaolan Ai,Fang Yao,Bingyi Wu 

Nanfang Hospital of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allograft inflammatory factor-1(AIF-1) in colorectal cancer (CRC) 

progression and explore the possible mechanism in vitro. 

Methods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AIF-1 in 70 CRC patients’ tissues and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were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staining and western blot, and the correlation of AIF-1 

expression with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were investigated. Then AIF-1 overexpression plasmid 

(AIF-1) and negative control plasmid (NC) were transfected into CRC cell line SW480 to investigate 

the function of AIF-1 in cells in vitro. The EdU proliferation assay and flow cytometry were used to 

assess cell proliferation and cell cycle; Transwell migration assay and Annexin V-APC/7-AAD 

apoptosis assay kit were used to analyze cell migration and apoptosis, and SB203580 was used 

to block the p38 MAPK pathway. Finally,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CDK4, Cyclin D1, P21, P27, 

MMP2, MMP9, Bax, Bcl2, Bcl-xl, p38 and p-p38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AIF-1 in colorectal cancer tissue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AIF-1 was closely related to lymph node 

metastasis (P=0.008), TNM stage (P=0.003) and tumor size (P=0.023). Compared with NC group, 

overexpression of AIF-1 inhibited the proliferation of SW480 cells and decreased the positive rate 

of EdU cells (P<0.05). The results of flow cytometry showed that overexpression of AIF-1 blocked 

the G1 phase of SW480 cells (P<0.05); Western blot results showed that overexpression of AIF-1 

in SW480 cells inhibited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CDK4 and Cyclin D1 and increase protein 

expression of P21 and P27. Transwell migration showed that over-expression of AIF-1 inhibited 

the migration of SW480 cells (P<0.001), accompanied by a decrease in protein levels of MMP2 

and MMP9. In addition, the overexpression of AIF-1 suppressed the migrat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cell, with a lower protein level of the MMP2 and MMP9. Moreover, AIF-1 overexpression lead to a 

higher rate of apoptosis in SW480 cells by increasing the pro-apoptotic protein level of Bax and 

reducing the anti-apoptotic protein levels of Bcl2 and Bcl-xl. Besides, the level of p-p38 was 

upregulated, and the p38 inhibitor, SB203580 could attenuate the apoptotic effect caused by AIF-

1 overexpression.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provide the first evidence that AIF-1 may act as a tumor suppressor 

and represent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C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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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86 

TCT 联合 HPVE6/E7mRNA 定量检测 

对宫颈非典型鳞状细胞病变的价值研究 

 

林爽,王翠峰 

内蒙古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原：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014000 

 

目的  研究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检测（thinprep cytologic test,TCT）联合 HPV E6/E7mRNA 定量检测

在非典型鳞状细胞(atypical squamous cells，ASC)病变患者中进一步处理措施中的分级管理价值。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0 月期间就诊于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

科门诊及住院患者行 TCT 检查的病例，筛选出 TCT 诊断结果为 ASC 的病例 106 例，运用同一份

TCT 标本行 HPV E6/E7mRNA 定量检测并根据检测结果的转录数进行分组，并建议 ASC 患者在

TCT 取材一个月后行阴道镜或宫颈组织病理活检，最终诊断以病理活检结果为金标准。整个实验过

程中共收集到 62 例 ASC 患者的宫颈组织病理活检结果,对此 62 例 ASC 患者的完整数据结果进行

数据分析，进而得到 TCT 联合 HPV E6/E7mRNA 定量检测对 ASC 患者的转归及发展为宫颈上皮内

瘤变及宫颈癌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等统计学分析结果。 

结果  通过 TCT 检测初步诊断为 ASC 的 62 例患者中，其中 18 例样本 HPV E6/E7mRNA 定量检

测结果阳性，22 例样本宫颈组织病理活检阳性。宫颈组织病理活检结果为慢性宫颈炎组与宫颈上皮

内瘤变Ⅰ度（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CIN）组 HPV E6/E7mRNA 定量检测阳性率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6.038，P<0.05）。HPV E6/E7mRNA 定量检测方法的灵敏度为 54.5%，特

异度为 85.0 %，阳性预测值为 0.67，阴性预测值为 0.77。 

结论  TCT 联合 HPV E6/E7mRNA 定量检测在诊断宫颈高级病变时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及阳性预测

价值，提高了诊断宫颈高级病变的特异性。可以作为指导妇科医生对 ASC 病例进行适当分级管理的

一项分流指标。 

 

 

PU-2287 

包头市孕妇 25-羟维生素 D 检测结果的临床分析 

 

张智燕 

内蒙古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原：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014000 

 

目的  分析包头地区孕妇 25-羟维生素 D[25-(OH)D]水平，为临床医师指导孕妇补充维生素 D 提供

依据。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2 月就诊于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正常妊娠中期孕妇

1320 例，采用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孕妇血清 25-羟维生素 D[25-(OH)D]水平，按将其分

为夏秋季组和冬春季组。并将其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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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320 名妊娠中期孕妇 25-(OH)D 平均水平为（27.33±2.99）ng/mL，其中缺乏和不足者检出

率为 68.03%；夏秋季组的 25-(OH)D 水平高于冬春季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冬春季组

的 25-(OH)D 缺乏程度较夏秋季组严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包头地区孕妇 25-羟维生素 D[25-(OH)D]的缺乏现象较为严重，存在明显的季节差异。 

 

 

PU-2288 

HCV-RNA、抗-HCV 及 ALT、AST、TBA 联合检测 

在丙型肝炎患者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薄晋魏 

内蒙古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原：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014000 

 

目的  探讨 HCV-RNA 载量、抗-HCV 及 ALT、AST、TBA 联合检测在丙型肝炎患者诊断治疗中的

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于 2014 年 7 月至 2017 年 7 月我院收治的 158 例丙型肝炎患者,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患者血清中 HCV-RNA 载量, ELISA 法检测抗-HCV,同时联合检测血清中 ALT、AST、TBA 水

平。 

结果  158 例丙型肝炎患者血清中,HCV-RNA 载量与抗-HCV 检测均为阳性的病例数为 124 例，占

比为 78.48%,HCV-RNA 载量与抗-HCV 无显著相关性(r=0.416,P>0.05);ALT 水平及异常率与 HCV-

RNA 载量呈正相关 (r=0.901,P<0.05); AST 水平及异常率与  HCV-RNA 载量呈正相关

(r=0.958,P<0.01)；TBA 水平及异常率与 HCV-RNA 载量呈正相关(r=0.712,P<0.05)。 

结论  联合检测 HCV-RNA 载量、抗-HCV 及 ALT、AST、TBA 可一定程度反映肝脏受损状况,提高

丙型肝炎的检出率，为丙型肝炎的诊断治疗提供可靠的临床依据。 

 

 

PU-2289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与肿瘤的相关性研究 

 

白玉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256600 

 

目的  通过检测肿瘤患者血清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含量以及表达情况，分析 VEGF 与肿

瘤生成发展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与肿瘤转移、患者预后之间的关系。 

方法  采用双抗体夹心法定量检测 300 例患者血清标本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含量，并根据患者临

床病历资料比较分析检验数据。 

结果  在正常无肿瘤者中VEGF阳性率为 4％（4/100），在肿瘤男性患者中阳性率为 90％（90/100），

在肿瘤女性患者中阳性率为 92％（92/100），在肿瘤患者中阳性率为 91％（18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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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肿瘤患者血清中 VEGF 含量明显高于正常人。2、VEGF 能促进肿瘤血管生成并与肿瘤的

局部侵润和淋巴结转移相关。3、VEGF 高表达与多数肿瘤预后呈负相关。 

 

 

PU-2290 

MP-IgG 定量检测在成人肺炎支原体肺炎中诊断价值评估 

 

王若琳,吴丽娜,刘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110000 

 

目的  本实验研究 ELISA 法 MP-IgG 定量结果在成人肺炎支原体肺炎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本实验研究对象共分为 3 组，正常对照组、肺炎支原体肺炎组（MPP 组）、非肺炎支原体感

染的社区获得性肺炎组（NMP 组）。以 MPP 组、NMP 组住院期间双份血清 MP-IgM 均为阴性以及

对照组血清 MP-IgM 阴性的样本为研究对象，分析 ELISA 法 MP-IgG 浓度与 PA 法滴度之间的相关

性，探讨 ELISA 法 MP-IgG 阳性患者诊断参考浓度；以 MPP 组双份血清 PA 法显示血清转换或抗

体滴度增高≥4 倍且 ELISA 法 MP-IgG 单阳性的样本作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探讨急性期双份血清可

作为肺炎支原体诊断标准的 IgG 变化幅度。 

结果  以 PA 法 1:160 滴度为依据，ELISA 法 MP-IgG 结果 95％置信区间为 92.16~98.92RU/ml；

进一步探讨急性期双份血清中 ELISA 法 MP-IgG 浓度变化，MPP 组单侧 95％置信区间为 MP-IgG

浓度变化幅度≥1.48 倍,且 7 天后 MP-IgG 浓度≥92.16RU/ ml，而 NMP 组浓度变化幅度≤1.53 倍，且

7 天后 MP-IgG 浓度<92.16RU / ml。 

结论  ELISA 法 MP-IgG 浓度≥92.16RU / ml 可作为诊断 MP-IgG 单阳性患者的参考标准；对于 MP-

IgG 单阳性成人患者，7 天内 ELISA 法 MP-IgG 浓度变化幅度≥1.48 倍，且 7 天后 MP-IgG 浓度

≥92.16RU/ ml 可作为其 MP 感染的诊断标准。 

 

 

PU-2291 

不同亚型抗 β2 糖蛋白 I 抗体 

对自身免疫型复发性流产的诊断价值 

 

陈泽辉,刘晓丹,刘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110000 

 

目的  本实验探究不同亚型抗 β2 糖蛋白 I 抗体对自身免疫型复发性流产诊断的价值。 

方法  选取 40 例确诊为自身免疫型复发性流产的患者为病例组，选取 40 名正常生育年龄的妇女为

健康对照组，用化学免疫发光法检测两组血清中的抗 β2糖蛋白 I 抗体。采用 X2检验比较病例组及健

康对照组中三种亚型抗 β2糖蛋白 I 抗体的阳性率，比较不同的组间血清抗体浓度分布抗 β2 糖蛋白 I

抗体进行相关性分析，并采用 Kruskal-Wallis 检验分析三种亚型抗 β2 糖蛋白 I 抗体与自身免疫型复

发性流产的关系。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303 

 

结果  自身免疫型复发性流产的病例组中 IgG 亚型（X2=26.667, P<0.001）和 IgA/G/M 亚型任意一

项（X2=34.185, P<0.001）的阳性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IgA/G/M 三种亚型

的浓度（Me=1.20，IQR=1.38/ Me=16.00，IQR=32.67/Me=1.85，IQR=2.85）均大于健康对照组

（Me=0.70，IQR=0.70/ Me=3.70，IQR=3.00/ Me0.65，IQR=0.95）。IgA/ M 二种亚型（r=0.351，

P=0.01/ r=0.386，P<0.001）与 IgG 亚型呈低度正相关，IgA 亚型（r=0.431，P<0.001）与 IgM 亚

型呈中度正相关。IgG/M 三种亚型（X2=26.333, P<0.001/ X2=4.158, P=0.041）与自身免疫型复发

性流产相关，而 IgA 亚型（X2=2.206, P=0.155）与其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结论  在自身免疫型复发性流产患者中，IgG 亚型抗 β2 糖蛋白 I 抗体的阳性检出率最高。IgG/M 亚

型抗 β2糖蛋白 I 抗体与自身免疫型复发性流产具有相关性，而 IgA 亚型抗 β2糖蛋白 I 抗体与其相关

性不大。但是 IgA 亚型抗 β2糖蛋白 I 抗体与 IgG/M 亚型抗 β2糖蛋白 I 抗体存在正相关。 

  

 

PU-2292 

PDCD5 抑制子宫内膜癌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高梦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子宫内膜癌是女性生殖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大多数来源于子宫上皮细胞。许多原癌

基因和抑癌基因都与其发生、发展有一定关系。子宫内膜癌的治疗方式主要是外科手术辅以放化疗，

由于肿瘤细胞对放化疗的耐受，治疗效果并不理想。因此，进一步探索子宫内膜癌的发病机制，寻

找新的靶分子治疗子宫内膜癌迫在眉睫。 

PDCD5 是新发现的促凋亡分子，在许多肿瘤中发挥了肿瘤抑制基因的作用。PDCD5 能够参与细胞

凋亡，影响细胞周期，但是，其在子宫内膜癌中的作用及机制尚未有人探讨。 

方法  1.选取子宫内膜癌细胞系，HEC-1-A,HEC-1-B,Ishikawa(ISK),RL95-2,KLE，检测 PDCD5 的

表达。 

2. 选取相对高表达 PDCD5 的子宫内膜癌细胞系，用干扰载体转染细胞，再选取相对低表达 PDCD5

的子宫内膜癌细胞系，用慢病毒表达载体转染细胞。用 CCK-8、克隆形成实验检测细胞增殖，流式

检测细胞周期、凋亡，迁移、侵袭实验检测迁移、侵袭。Western blot 检测与增殖、周期、凋亡、侵

袭、迁移相关的信号分子。 

3. 体内动物模型。子宫内膜癌细胞接种裸鼠，成瘤后，分别给予 PDCD5 慢病毒表达载体及关键靶

分子的 shRNA 同时处理子宫内膜癌病灶，观察病灶的生长情况，再利用 qRT-PCR、Western blot、

免疫组化检测肿瘤病灶中 PDCD5 的表达情况，并检测细胞增殖、迁移、侵袭相关蛋白分子的表达。 

结果  1.PDCD5 能够抑制子宫内膜癌细胞的增殖和克隆形成能力。 

2. PDCD5 能够通过某些信号分子影响子宫内膜癌细胞的周期、凋亡、侵袭和迁移。 

3.体内动物实验验证体外的结果。 

结论  PDCD5 能够抑制子宫内膜癌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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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93 

Toxoplasma  Chinese 1 strain with rop16I/III-/- and gra15II 

 genetic background contributes  

to abnormal pregnant outcomes in murine model 

 

Cong Wang1,Jilong Shen1,2,Yuanhong Xu2,1 

1.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d the potential of rop16I/III
-/- parasite with gra15II background  in subverting 

the maternal immune tolerance which may contribute to the process of adverse pregnancy. 

Methods T. gondii WH3rop16I/III deficient strain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CRSPR/Cas9 

technology. Monoclone was detected and confirmed by 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Twenty 

C57BL/6 mice were infected with 200 tachyzoite of wilde type or WH3Δrop16, respectively. The 

animal survival rate was statistically determined. The mice model of pregnancy was constructed. 

C57BL/6 pregnant mice were intraperitoneally injected with 200 tachyzoites of wild type or 

WH3Δrop16 on day 7.5 in first trimester pregnancy, respectively. The mice were sacrificed with 

euthanasia on day 14.5 in mid-trimester. The placenta and fetal animals were taken for the 

morphological and histopathological examinations. The number of vital fetus and absorptivity were 

calculated. The expressions of Th1 cytokine (IFN-γ), Th2 (IL-4), Th17(IL-17), and Tregs in spleen 

and placenta were monitored by FACS analyses. The mRNA relative expressions of the cytokines 

in splenocytes and placenta were examined by quantitative real time reverse-transcriptas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 Simultaneously, the concentrations of the cytokines in the 

spleen and placenta were test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Results The rop16I/III defect strain of T. gondii has been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by the CRISPR-

Cas9 technology. Mouse passages showed no difference of virulence between wild typeWH3 and 

WH3Δrop16 strain. Interestingly, the rop16I/III defect Chinese 1 strain of T. gondii, similarly to type II 

strain (PRU or ME49), evoked the characteristic Th1 biased response in pregnant mice, leading to 

obviously adverse pregnancy. C57BL/6 pregnant mice injected with the tachyzoites of wild type 

WH3 or WH3Δrop16 presented increased absorptivity of fetu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ontrol animals. 

Stillborn fetus, hemorrhage, and tissue organization were seen. The number of vital fetuses was 

decreased Additionally, C57BL/6 pregnant mice injected with WH3Δrop16 parasites showed more 

serious abortion than those with the WH3 innoculated groups. In C57BL/6 pregnant mice injected 

with WH3Δrop16 tachyzoites, both IL-17 and IFN-γexpressions in splenocytes and placenta tissues 

was notabely higher than in wild type WH3 infected and control pregnant mice. The cell number 

with expression of CD4+CD25+FoxP3 (Tregs) was decreased. In contrast,  expression of IL-4, 

which belongs to Th2 cytokine, was lower than that in WH3 and control pregnant mice. .Meanwhil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mRNA relative expressions of splenocytes and placenta 

of mice injected with WH3 and WH3Δrop16 showed a down-expression of IL-10 and TGF-β1, and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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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expression of IFN-γand IL-12 examined by qRT-PCR and ELISA（P <0.05）However, the 

phenomenon of abnormol pregnancy outcome was weaker in WH3group than in WH3Δrop16 group . 

Conclusions Toxo-rop16I/III
-/- strain with gra15II genetic background of Chinese 1 genotype , similar 

to type II strain of  PRU or ME49, may cause imbalance of immune tolerance on the maternal-fetus 

interface and in system immunity, leading to adverse pregnancy outcomes during pregnancy, which 

is attributed to the Th1 biased response induced by Toxo-rop16I/III
-/- strain with GRA15II background. 

The results will provide a deep insight into the pathogenesis of abnormal pregnancy caused by 

Toxoplasma genotype predominantly circulating in China.  

 

 

PU-2294 

Up-converting phosphor technology-based lateral flow 

assay for point-of-collection detection of morphine  

and methamphetamine in saliva 

 

魏巧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Point-of-collection testing (POCT) for drug-of-abuse screening is important in abuse clinics 

and law-enforcement agencies. 

方法  We established an up-converting phosphor technology-based lateral flow assay (UPT-LFA) 

as a POCT method, namely Mop-UPT-LFA and Met-UPT-LFA, for the detection of morphine and 

methamphetamine, respectively, in saliva. 

结果  The sensitivity of Mop-UPT-LFA and Met-UPT-LFA was 5 and 10 ng/mL with accurate 

quantitation of 5–100 ng/mL and 10–250 ng/mL for morphine and methamphetamine, respectively, 

for a detection time of 15 min. .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PT-LFA 

quantitative test and liquid chromatography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LC-MS) test but, 

compared with the latter, the UPT-LFA could reduce the time and improve the detection efficiency 

significantly. 

结论   its easy operation, high sensitivity and accuracy. 

 

 

PU-2295 

珠海地区变态反应性皮肤病患者变应原检测结果分析 

 

杜鹏,魏秋娇,刘小凤,黄嘉怡,沈守星 

珠海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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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了解珠海地区变态反应性皮肤病患者变应原的种类与分布，为临床诊疗提供实验室依据 

方法  采用欧蒙过敏原检测系统对来我院皮肤科来就诊的变态反应性皮肤病患者进行血清总 IgE 和

特异性 IgE（sIgE）检测，按年龄将患者分为婴幼儿、青少年、中青年和老年组，分析组间特异性变

应原的分布；将总 IgE 数值分为正常组、2 倍参考值组、3 倍参考值组、大于 3 倍参考值组，分析总

IgE 和特异性 IgE（sIgE）的关联性。 

结果  985 例患者中 578 例总 IgE 检测有反应性，716 例 sIgE 检测有反应性。吸入性过敏原最多的

是尘螨组合（屋尘螨/粉尘螨），其次是蟑螂，食入性过敏原最多的是海鱼组合 1（鳕鱼/龙虾/扇贝），

其次是淡水鱼组合 1（鲑鱼/鲈鱼/鲤鱼）；按年龄分组，在吸入性过敏原中各组最多的是尘螨组合，

在食入性过敏原中，婴幼儿组最多是鸡蛋白，其它三组为海鱼组合。当总 IgE 的浓度大于 3 倍参考

值时 sIgE 浓度 6 级（非常高的抗体滴度）数量明显增加，其余基本一致。 

结论  尘螨组合（屋尘螨/粉尘螨），蟑螂，海鱼组合 1（鳕鱼/龙虾/扇贝），和淡水鱼组合 1（鲑鱼

/鲈鱼/鲤鱼）是珠海地区最常见的过敏原物质，当总 IgE 的浓度大于 3 倍参考值时 sIgE 6 级（非常

高的抗体滴度）数量明显增加，血清特异性过敏原的检测对个体化治疗和健康教育具有重要作用。 

 

 

PU-2296 

癌胚抗原在不同恶性肿瘤中的临床意义 

 

卓惠燕,陈建芸,李林海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在不同恶性肿瘤中的实际运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间 2351 例临床确诊为恶性肿瘤

患者的血清 CEA 浓度，根据原发癌位置分为肺癌组（n=1020）、肠癌组（n=617）、胃癌组（n=297）、

肝癌组（n=417），比较各组之间的血清 CEA 浓度及检测阳性率，并进行组间差异性的比较。 

结果  肺癌组、肠癌组、胃癌组、肝癌组的患者血清 CEA 浓度分别为（64.72±186.86）ug/L、

（44.58±149.83）ug/L、（24.45±115.37）ug/L、（8.09±53.69）ug/L，运用 Kruskal-Wallis 非参数

检验进行组间差异性比较，除肝癌组和胃癌组之间的其他各组 CEA 浓度存在明显差异（P<0.05）；

肺癌组、肠癌组、胃癌组和肝癌组 CEA 阳性率分别为 46.5%、39.7%、27.6%、18.2%，运用 χ2 检

验进行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肠癌组和肺癌组已转移的患者血清 CEA 浓度分

别为（237.08±355.65）ug/L、（89.83±223.13）ug/L，高于其对应的非转移患者（37.80±132.81）

ug/L、（61.15±180.98）ug/L（ P<0.05）。 

结论  CEA 在肺癌、肠癌、胃癌和肝癌 4 种恶性肿瘤中均可升高，但升高水平存在差异；对不同的

原发肿瘤，CEA 诊断的阳性率不同,肝癌、胃癌中 CEA 诊断阳性率较低，可能在监测肿瘤是否发生

转移方面更有意义；肺癌、肠癌已转移患者血清 CEA 浓度高于其未转移患者，因此，动态检测 CEA

浓度可以监控治疗过程中癌症患者病情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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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97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血浆中 miRNA-9 表达量异常的研究及意义 

 

方斌斌,凌卫明,张岳春,欧萌萌 

无锡市第七人民医院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214000 

 

目的  阿尔茨海默症（AD）是一种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以脑部细胞的死亡引发的记忆丧失及认

知障碍及人格和行为改变等全面性痴呆表现为特征，起病隐匿成渐进性。微小 RNA（microRNA）是

一种稳定存在于血浆和血清中的 RNA，miRNA 参与了个体的生长发育，在细胞增殖、分化、信号通

路、新陈代谢和凋亡中起重要作用，在肿瘤、神经以及多种退行性疾病中存在特异变化。本文通过

检测 AD 患者与健康人群血浆 miRNAs 表达差异，探讨 AD 诊断的早期生物学标志物。 

方法   实验分为实验组和正常对照组，分别进行全血 RNA 的提取，血浆 miRNA 基因表达差异的检

测，荧光定量 PCR 验证测序结果，利用 miRNA 高通量测序技术和荧光定量 PCR 技术检测两组血

浆中 miRNAs 表达量差异的变化。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基因筛选出 34 个表达异常的 miRNAs，其中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血浆中 miRNA-

9 的表达量显著低于对照组。荧光定量 PCR 显示 miRNA-9 在患者组中表达量低于正常对照组，与

miRNA 测序结果一致。 

结论  对于 miRNA-9 与阿尔茨海默症之间的关系目前还没有完整的实验结果及理论依据，本课题通

过临床病例的采集验证了 miRNA-9 的表达量与阿尔茨海默症之间的关系，探讨 miRNA-9 表达异常

与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生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为后续对其下游靶基因的检测初步揭示 miRNA-9 的表

达变化在阿尔茨海默病中的作用机制提供临床研究数据，也为 miRNA 成为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靶

点提供理论依据。 

 

 

PU-2298 

姜黄素抗肿瘤细胞作用的研究进展 

 

方斌斌,凌卫明,张岳春,欧萌萌 

无锡市第七人民医院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214000 

 

目的  姜黄素作为中药已有大量的研究，在癌症治疗的临床应用中，它比西药的疗效更显著而且也

比较安全。大量的实验研究发现姜黄素的抗肿瘤机制与多种分子调控通路有关，可能是因为它的成

分比较多样，能同时作用多个靶点或调控通路有关。该文就姜黄素的抗肿瘤作用及其机制作一综述。 

方法  通过文献检索，包括：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中国医院知识总库，万方医学网，维普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中国知网。 

结果  姜黄素对不同肿瘤细胞的分子作用靶点具有特殊性，大多数肿瘤细胞表达组成性激活 NF-κB，

而正常细胞不表达，姜黄素通过抑制 NF-κB 组成性激活而抑制肿瘤细胞的生存和增殖，由于 Notch

信号通路使细胞处于未分化的增殖状态，癌症的发生是否由于 Notch 信号通路异常再活化一直是研

究的热点。研究显示姜黄素可以通过下调 Notch1 抑制人结肠癌细胞的增殖。姜黄素可阻断高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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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3 的人胰腺癌细胞系 SW1990 细胞 STAT3 活化，并可能通过下调 Bcl-2 的表达抑制人胰腺癌

细胞增殖，诱导其凋亡，还可逆转细胞凋亡介导的多药耐药性。 

结论  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为姜黄素成为新型抗肿瘤药物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细胞实验和动

物实验均证明姜黄素具有较强的抗肿瘤活性，可抑制肿瘤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诱导肿瘤细

胞凋亡，作用机制复杂多样，而且毒、副作用小，价格低廉，开发前景好。今后还应进一步加强其作

用机制的研究，为姜黄素临床抗肿瘤的应用提供更加确凿的证据。我们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姜黄

素作为一种传统中药，必将展现其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为广大癌症患者带来福音。 

 

 

PU-2299 

高尿酸血清对临床常见骨代谢标志物检测的影响 

 

吴志奇,徐华国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评估高尿酸血清对临床常见骨代谢标志物检测的影响。血清骨代谢标志物的检测

有助于早期诊断和评估骨转移的治疗结果。高尿酸者临床常见，并且癌症本身可能会通

过癌症相关的细胞死亡而导致高尿酸血症。 

方法  通过对高尿酸者和健康体检者的实验比对，了解高尿酸血清对临床骨代谢标志物

的影响。选取高尿酸组和对照组的所有样本均排除了对检测结果有影响的肿瘤、肝炎、

肾功能障碍和炎症性疾病。检测临床常见骨代谢标志物包括 TRACP 5b，BALP，ALP，

VD，OC。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高尿酸对 TRACP 5b 和 BALP 的降低作用，有统计学意义。对 VD，OC，ALP 的

影响没有统计学的意义。 

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建议临床医生在考虑癌症患者的骨转移指标用于诊断或评估骨转移的程度以

及对骨转移治疗的疗效观察的时候，适时考虑血清尿酸的水平，以避免误诊或不适当的治疗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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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00 

HCMV comprehensively suppresses peripheral immune 

response and prolongs disease process  

of pneumonia infants 

 

Wenwen Shang,Jiexin Zhang,Ting Xu,Lei Wu,Hong Zhao,Guodong Rong,Peijun Huang,Fang Wang 

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 

 

Objective To evaluate human cytomegalovirus (HCMV) infection related to infant pneumonia. 

Methods A total of 215 infants with single pneumonia was recruited from 2012 to 2017 at 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 137 cases (63.7%) finally fell in CMV+ group. We firstly analyzed peripheral 

blood cells distribution in all samples. Then we collected clinical biochemistry data of all patients. 

We further calculated days of hospitalization of each patient. 

Results Absolute counts of peripheral leukocytes (8.40±2.41×10^9/L vs. 9.66±2.79×10^9/L, 

p<0.001), monocytes (0.72±0.28×10^9/L vs. 0.83±0.39×10^9/L, p=0.017), neutrophils 

(2.15±1.11×10^9/L vs. 3.00±1.65×10^9/L, p<0.0001), and platelets (342.87±120.35×10^9/L vs. 

376.56±114.10×10^9/L, p=0.046), as well as 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 (NLR),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HCMV+ group, indicated that HCMV infection may suppresses peripheral 

immune response in infants and the alternation of peripheral blood cells may be a set of crucial 

laboratory markers in recognition of pneumonia infant with HCMV infection. Besides, the incidence 

of pneumonia accompanied liver injury in HCMV+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higher than that of HCMV− 

group (74.45% vs. 61.54%, p=0.047). Of notice, HCMV+ group showed lower TC (3.81±0.77 mmol/l 

vs. 4.41±0.82 mmol/l, p=0.024) and LDL (2.43±0.53 mmol/l vs. 2.89±0.69 mmol/l, p=0.011). As 

follow-up extended, these infants acquired prolonged hospitalization cycle. 

Conclusions Sufficien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infant with pneumonia combined HCMV 

infection. Proper interventions are urged to shorten disease process. 

 

 

PU-2301 

hIL -15-gene modified human natural killer cells (NKL-IL15) 

exhibits anti-human leukemia functions 

 

Wen Jiang,Jue Wang,Qian Xin,Yun Luan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Natural killer (NK) cells can kill transformed cells and represent anti-tumor activities for 

improving the immunotherapy of cancer. In previous works, we established human interleukin-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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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15) gene-modified NKL cells (NKL-IL15) and demonstrated their efficiency against human 

hepatocarcinoma cells (HCCs) in vitro and in vivo. To further assess the applicability of NKL-IL15 

cells in adoptive cellular immunotherapy for human leukemia, here we report their natural 

cytotoxicity against leukemia in vitro and in vivo.  

Methods Flow cytometry, ELISA and MTT methods were performed for molecular expression, cell 

proliferation and cytotoxicity assays. Leukemia xenograft NOD/SCID mice were established by 

subcutaneous injection with K562 cells, and then treated with irradiated NKL cells.  

Results We found NKL-IL15 cells displayed a significant high cytolysis activity against both human 

leukamia cell lines and primary leukemia cells from patients, accompanied with up-regulated 

expression of molecules related to NK cell cytotoxicity such as perforin, granzyme B and NKp80. 

Moreover, cytokines secreted by NKL-IL15 cells, including TNF-α and IFN-γ, could induce the 

expression of NKG2D ligands on target cells, which increased the susceptibility of leukemia cells 

to NK cell-mediated cytolysis. Encouragingly, NKL-IL15 cell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growth of 

leukemia cells in xenografted NOD/SCID mice and prolonged the survival of tumor-bearing mice 

dramatically. Furthermore, NKL-IL15 cells displayed stimulatory effects on hPBMCs, indicating the 

immunesuppressive status of leukemia patients could be improved by NKL-IL15 cell treatment.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provided evidence that IL-15 gene-modification could augment NK 

cell-mediated anti-human leukemia function, which would improve primary NK cell-based 

immunotherapy for leukemia in future. 

  

 

PU-2302 

产后甲状腺炎患者血清甲状腺刺激抗体水平观察 

及其临床意义探讨 

 

王静,郝铁 

鞍山市中心医院,114000 

 

目的  观察产后甲状腺炎（Postpartum thyroiditis，PPT）患者血清中甲状腺刺激抗体（TSAb）动

态变化，初步探讨其在 PPT 病程中意义。 

方法   以 54 例产后甲状腺炎患者为观察组，包括 33 例临床 PPT 患者及 21 例亚临床 PPT 患者，

以 40 例年龄与上述产妇匹配无甲状腺疾病健康孕产妇为对照组，采用生物活性法检测两组研究对

象血清 TSAb 水平。 

结果  正常产妇 TSAb 平均活性在分娩前处于较低水平，且低于正常非产妇女性。产后 12 周和 24

周时活性逐渐升高，产后 24 周时达到高峰，且显著高于分娩前和产后 12 周（P=0.000，P=0.003），

产后 36 周、48 周（1 年）亦显著高于分娩前（P=0.000，P=0.001）。临床 PPT 患者 TSAb 于产后

12、24、36、48 周明显升高，显著高于分娩前水平（P=0.000，P=0.000，P=0.004，P=0.004），

产后 24 周时达到高峰，其中临床 PPT 患者产后 12 周 TSAb 活性明显高于正常产妇产后 12 周 TSAb

活性（P=0.003），其余各周与正常产妇相比均无显著性差异。亚临床 PPT 患者 TSAb 活性于产后

12、24、36、48 周升高，产后 12 周、24 周显著高于分娩前水平（P=0.025，P=0.001），产后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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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时达到高峰。亚临床 PPT 患者各月份 TSAb 活性与正常产妇相比均无显著性差异。随访的 5 例

TSAb 阳性 PPT 患者中 4 例于产后一年 TSAb 转为阴性，仅 1 例患者仍为阳性。5 例患者于产后 3

年血清中 TSAb 均为阴性。 

结论  临床 PPT 患者中存在 TSAb。与其他类型自身免疫甲状腺炎相似，TSAb 出现在 PPT 病程中

可能是由产后非特异性免疫学现象导致。由于 PPT 的这种自发缓解的特点，故而在临床中更强调以

定期监测为主，对症处理。从妇产科和优生学界及预后的角度，支持应当开展 PPT 的筛查，并对 PPT

患者进行长期随访，及时诊断，恰当治疗。 

 

 

PU-2303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与冠心病的相关性分析 

 

吴志奇,徐华国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与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心功能的相关性。 

方法  入选我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患者,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患者急性心肌梗死 AMI 心功能分级分

为 1，2，3，4 组，共 200 例患者,选取对照组 200 例。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清 NSE 的结果。

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P<O．05 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急性心肌梗死 AMI 组 NSE 结果明显升高 (P<O．05)，4 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并且 NSE 随着心功能级数的升高而呈现出升高的趋势。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

析显示 NSE 与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风险独立相关。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显示具有中等程度诊断

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的能力。 

结论  NSE 与冠心病风险独立相关,可能成为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诊断的线索 

 

 

PU-2304 

儿童呼吸道疾病患者血液中 EB 病毒 IgM 抗体 

与病毒 DNA 感染状况分析 

 

宋宇 

威海市立医院,264200 

 

目的  研究不同年龄段、不同季节儿童呼吸道疾病患者血液中 EB 病毒 IgM 抗体与病毒 DNA 的感

染状况并对两种检测指标进行比较。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 法)定性检测 1157 例患儿的血清标本中的 EBV-IgM，同时用荧

光探针 PCR 法检测患儿全血标本中的 EBV-DNA，对检测结果进行 х2 检验分析。 

结果  1157 例患儿 EBV-IgM 阳性率 4.93%，EBV-DNA 阳性率为 30.42%，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各年龄组患儿 EBV-IgM 阳性率分别为 3.39%、7.25%、4.21%、4.00%， EBV-DNA 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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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分别为 15.53%、53.33%、21.91%、23.20%，3-6 岁组 EBV-IgM 和 EBV-DNA 阳性率均高于其

他年龄组，与其他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四个季节 EBV-IgM 感染率分别为 8.69%、3.47%、

3.41%、3.55%，EBV-DNA 感染率分别为 44.4%、26.29%、 22.72%、25.89%，1-3 月份 EBV-IgM

和 EBV-DNA 感染率都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季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EBV-IgM 和 EBV-DNA 感染率

在不同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不同检测方法存在差异；不同年龄段的儿童由于免疫系统发育处于不同阶段,对 EB 病毒的免

疫应答可能存在差异；不同季节病毒的感染率也存在差别，以春季较多；但病毒的感染无性别差异。 

 

 

PU-2305 

三种肝炎的理化指标对照研究 

 

杨小娇,李丹 

江苏省人民医院,210000 

 

目的  分析自身免疫性肝炎（AIH）患者与慢性乙肝患者(CHB)及药物性肝炎患者（DIDL）的理化指

标，得到三者的差异，以指导对 AIH 的诊断和治疗。 

方法  收集 46 例 AIH 患者（男 3 例，女 43 例），51 例 CHB 患者（男 32 例，女 19 例），41 例

DIDL 患者（男 19 例，女 22 例）的理化指标，对其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DIDL 组的 AST，ALP 水平显著高于 AIH 组和 CHB 组。 IgA 及 IgM 水平，三组两两比较未

见统计学差异（P>0.05）。IgG 水平，AIH 组显著高于 CHB 组和 DIDL 组(P＜0.05)，CHB 组与 DIDL

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IgM 水平异常率，AIH 组显著高于 CHB 组和 DIDL 组。IgG 水平异常率，

AIH 组显著高于 DIDL 组。 

结论  三种肝炎患者在 ALT, AST, IgA、IgM、IgG 水平及其异常率上存在一定的差异。针对 IgG 和

IgM 异常的女性患者，且排除了病毒性肝炎的情况下，优先考虑为 AIH。 

 

 

PU-2306 

不同方法检测低水平丙型肝炎病毒抗体的评价 

 

杨小娇 

江苏省人民医院,210000 

 

目的  比较各种方法在单检测 HCV 的诊断价值，尤其是比较两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出（CLIA）

弱阳性的结果之间关系。 

方法  将收集 66 例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测定技术分析法（CMIA）检测后抗-HCV 低水平的患者和

20 例正常体检抗-HCV 的血清,根据其 S/CO 值水平分成三组：A 组（阴性组）：S/CO 值为 0.00-

0.30 共 20 例；B 组（灰区组）：S/CO 值为 0.31-1.00 共 6 例；C 组：S/CO 值为 1.01-10.0 共 27

例；D 组：S/CO 值为 10.1-19.0 共 33 例。这四组标本分别再采用 ELISA 和 ECLIA 检测抗-HCV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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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用 CMIA 检测其 HCV-Ag 水平，再采用 RIBA 和 NAT 检测做补充试验，对四组患者血清进

行 HCV 验证检测，对比分析各种检测方法的临床意义。 

结果  A 组和 B 组 5 种 HCV 检测方法的复检阴性符合率均≥80%；C 组 ELISA 和 ECLIA 法的阳性

符合率分别为 96.2%和 70.3%；D 组阳性符合率明显高于 C 组，复检阳性符合率随着初检 S/CO 值

的增大而增高。比较 33 例低水平的抗-HCV 样本结果，发现 CMIA 和 ECLIA 两种方法有 40.6%（13 

/ 32）的结果不一致。HCV-RNA 相关系数（R）的对数值和 HCV 抗原的相关系数（R）的对数值为 

0.91（斜率= 0.6855，截距= 1.619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结论  丙肝抗体弱阳性结果至少需要两方法复检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为减少窗口期样本的漏检，

我们建议将 HCV-RNA 或者 RIBA 检测作为补充试验。 

 

 

PU-2307 

血清降钙素原和铁蛋白联合检测在重型肝炎 

合并感染中 诊断及抗感染疗效的作用 

 

张燕 

江苏省人民医院,210000 

 

目的  探讨血浆降钙素原(PCT) 和铁蛋白(FER)联合检测对重症肝炎合并感染的诊断和抗感染疗效

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10 月于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病人 102 例，其中，重型肝炎患者

共 78 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24 例。重型肝炎组根据有无感染分为感染组（51 例）和未感染组

（27 例），感染组中根据病情发展分为恶化组（32 例）和好转组（19 例），用罗氏 E602 电化学

发光仪检测 PCT 水平和用 Beckman Dxl800 化学发光仪检测 FER 水平，对比重型肝炎合并感染

组、未感染组以及对照组 PCT 和 FER 水平；比较重型肝炎合并感染组抗生素治疗前后 PCT 和 

FER 水平变化。采用 SPSS 13.0 软件对结果进行分析统计。 

结果  重型肝炎合并感染组与未感染组、慢性乙肝组结果比较：重型肝炎合并感染组血清 PCT 和 

FER 水平均明显高于其它两组（P 值均＜0.05）;与未感染组相比，重型肝炎合并感染组 PCT 联合

FER 检测对感染的诊断敏感性与特异性均高于单独检测这两个指标（PCT 联合 FER 检测敏感性

89.75％，特异性 90.56％）；感染组治疗前后 PCT 和 FER 水平的比较：好转组抗生素使用后的 

PCT 和 FER 水平浓度较使用前降低，而恶化组升高（P=0.001）。 

结论  在慢性重症型肝炎合并感染患者中，PCT 联合 FER 检测对于感染的诊断有临床意义，且 PCT

和 FER 的检测可作为评价抗感染疗效的有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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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08 

ELISA 法和 TRIFA 法作为筛选试验 

测定丙肝抗体的应用比较及评价 

 

袁颖 

威海市立医院,264200 

 

目的  比较酶联免疫法（ELISA 法）和时间分辨荧光分析法（TRIFA 法）化学发光法测 HCV-Ab 对

诊断 HCV 感染的检出率，分析其作为 HCV 感染初筛试验的重要临床意义。 

方法  分别用 ELISA 法和 TRIFA 法检测送检临床标本中的 HCV-Ab，选取 HCV-Ab 初筛阳性样本

进行 HCV-RNA 确认试验。 

结果  7326 例样本中，ELISA 法和 TRIFA 法测 HCV-Ab 阳性率分别为 2.84％和 3.49％；确认试验

中，TRIFA 法 HCV-Ab 阳性与 HCV-RNA 的符合率为 97.3％，显著高于 ELISA 法组(92.3％)。ELISA

法测 HCV-Ab，S:CO>5.0 以上，与 HCV-RNA 检测符合率可达 100％；弱阳性样本，与 HCV-RNA

符合率为 64.1％；TRIFA 法测 HCV-Ab，S:CO>2.0 以上，与 HCV-RNA 检测符合率可达 100％；

弱阳性样本，与 HCV-RNA 符合率为 94.3％。有 35 例样本 TRIFA 法 HCV-Ab 和 HCV-RNA 阳性，

而 ELISA 法 HCV-Ab 阴性；有 5 例样本 ELISA 法 HCV-Ab 阳性，而 TRIFA 法 HCV-Ab 和 HCV-

RNA 均为阴性。 

结论  TRIFA 法测 HCV-Ab 作为 HCV 感染初筛实验，与传统 ELISA 相比，特异性和阳性预测值更

高，有效降低了假阴性率，有利于临床医生对 HCV 感染患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 

 

 

PU-2309 

PCR-金磁微粒层析法和焦磷酸测序法检测 CYP2C19 

基因多态性方法学比对研究 

 

沙英娇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检验科 

 

目的  评价 PCR-金磁微粒层析法检测 CYP2C19 基因多态性；了解人群中 CYP2C19 基因型分布。 

方法   分别用 PCR-金磁微粒层析法和焦磷酸测序法检测氯吡格雷用药前 202 例临床样本

CYP2C19*2 (c.681G>A)或 CYP2C19*3(c.636G>A)位点，将两种方法的结果进行比对，结果不一致

的样本用 Sanger 法验证，评价 PCR-金磁微粒层析法的检测性能。用 IBM SPSS Statistics 19 软件

(SPSS, Chicago, IL)进行统计学分析，计算 CYP2C19*2 或 CYP2C19*3(突变发生频率以及

CYP2C19 基因型和氯吡格雷代谢型的频率。 

结果  PCR-金磁微粒层析法和焦磷酸测序法基因型检出率均为 100%。CYP2C19*2 位点 kappa 值

为 0.965，CYP2C19*3 位点 kappa 值为 0.911，两种方法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在操作难度和检测耗

费时长上 PCR-金磁微粒层析法优于焦磷酸测序法。202 例检测样本中，CYP2C19*1、*2、*3 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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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发生率分别为 64.6%、27.0%和 8.4%，氯吡格雷快代谢型，中间代谢型和慢代谢型分别为

47.5%、42.5%和 9.9%。 

结论  PCR-金磁微粒层析法是一种快速、便捷、准确的 CYP2C19 基因多态性检测方法。 

 

 

PU-2310 

基于蛋白组芯片的胆道闭锁自身免疫靶抗原筛选研究 

 

庞舒尹,邓蕾,杨丽媛,刘海英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510000 

 

目的  胆道闭锁（BA）为婴幼儿时期一种严重的淤胆性疾病，位列儿童肝移植之首。围产期病原感

染诱发的自身免疫反应乃目前最为接受的致病机制假说，然而患儿免疫系统自身攻击的靶抗原至今

未明。 

方法  采用包含 19394 个多肽/蛋白质在内的人类全基因蛋白质组芯片 HuProtTM，以患者血清为探

针，运用抗原抗体特异性反应原理的芯片技术。通过对 30 例 BA、15 例疾病对照及 15 例健康婴幼

儿的蛋白响应信号数值转换归一化后，进行生物信息学聚簇分析比较。 

结果  通过 BA 组与对照组数据比较分析，共找出能明显区分两组的免疫响应蛋白共 281 个，其中

IgG 响应 105 个，IgM 响应 176 个，其中 IgG 和 IgM 均有响应的 26 个。GO 分析结果反应差异抗

原主要涉及与调控细胞发育、增殖、凋亡及胆道形成密切相关的细胞内蛋白、膜蛋白和胞外血浆蛋

白。其中蛋白 NASP、CPNE6 和 UBQLN3 的阳性率在 BA 组显著升高，分别占 76.7%、73.3%和

50.0%。 

结论  成功筛选出 BA 与对照的抗原差异谱，为 BA 的早期诊断、发病机制的阐明提供新的生物标志

及理论线索，但需要进一步大样本的鉴定和验证。 

  

 

PU-2311 

不同妊娠时期补体水平的变化及其参考区间的建立 

 

张敏洁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410000 

 

目的  检测、探讨健康妊娠妇女在妊娠的不同时期血清补体指标——C3、C4 水平的变化，并建立其

参考区间。 

方法  选取 434 例健康妊娠期女性，依据其妊娠阶段分为早、中、晚期三个妊娠组，同时选取 133

例健康未妊娠女性作为对照组；各组受检者的血清补体 C3、C4 水平 

结果  健康未妊娠女性血清补体 C3 水平 95%参考区间为 0.554-1.055g/L ，血清补体 C4 为 0.104-

0.354g/L；健康妊娠女性血清补体 C3 水平 95%参考区间为 0.183-1.019g/L，血清补体 C4 为 0.005-

0.225g/L。妊娠各期之间血清补体水平无显著差异，不需建立相应参考区间。采用免疫比浊法测定。

统计分析其差异，并建立不同妊娠时期血清补体水平的参考区间(Reference intervals，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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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妊娠期女性血清补体 C3、C4 水平均低于健康非妊娠女性的补体水平，但不同妊娠期之间血

清补体水平无显著性差异。本文成功建立了妊娠时期与非妊娠时期女性血清补体 C3、C4 水平的 RIs，

为临床医务工作者和实验室人员提供参考。 

  

 

PU-2312 

EDTA 抗凝对溶血标本胰岛素测定的影响 

 

宋为娟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215000 

 

目的  应用电化学发光免疫法（ECLIA）测定血清和 EDTA 抗凝血浆胰岛素（INS），探讨两种类型

标本溶血程度和溶血时间对测定结果的影响。 

方法  使用 ECLIA 法测定未溶血血清以及 EDTA 抗凝血浆的胰岛素含量，比较两者测定结果有无差

异，之后将血液标本人为干预成不同程度的溶血标本，检测各组标本胰岛素的含量以及不同溶血时

间段胰岛素含量的变化，并对以上结果进行分析。 ），探讨两种类型标本溶血程度和溶血时间对测

定结果的影响。 

结果  1. 非溶血标本血清和 EDTA 抗凝血浆 INS 测定结果显示两者结果无差异。2. 溶血标本检测

结果显示：血清 INS 随着溶血程度加重和时间延长，除 A 组 0.5h / 1h 两个时间点与非溶血组无显

著差异，其余各组各时间点与非溶血组均呈显著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血浆 INS A、

B、C 三组随着溶血时间延长，各组 INS 水平与非溶血组均无显著差异。随着溶血程度加重，D 组和

E 组各时间点血浆 INS 水平呈明显下降趋势，与非溶血组差异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 

结论  EDTA-K2 抗凝紫头管可以替代干燥管进行 INS 检测，同时 EDTA-K2 抗凝血浆在标本发生低

中度溶血时可将溶血干扰降到最低，最大程度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PU-2313 

连云港地区慢性乙肝患者 HBV 病毒基因分型及耐药突变研究 

 

赵长新 1,2,3,高万芹 1,2,3,张庭禄 3 

1.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肿瘤医院,222000 

2.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222000 

3.连云港市疾病控制中心 

 

目的  探讨连云港地区 CHB 患者 HBV 基因型分布特点、耐药基因变异及 6 种核苷类药物耐药情

况，为科学防治提供依据。 

方法  82例CHB患者HBV-DNA采用实时荧光定量分析仪检测； HBV耐药基因检测采用巢式PCR

方法扩增 HBV P 区基因特异性片段，Sanger 测序法对 HBV P 区基因耐药相关位点进行突变检测；

ALT、AST、HBeAg、HBeAb 采用生化、酶免技术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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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82 例 CHB 患者血清中共检出 B 型 25 例(30．5％)、C 型 51 例(82.2％)、B+C 混合型 5 例

(6.1％)、未分型 1 例(1.2％)。B、C 两组基因型共 76 例患者的血清 ALT、AST、HBV-DNA 载量比

较，P>O.05，无统计学差异(t=0.72、0.34、0.9，P=0.47、0.73、0.69)；HBeAg、HBeAb 阳性率比

较，P>O.05，无统计学差异(c2=0.63、0.85，P=0.52、0.39)。6 种核苷类药物敏感性方面：阿德福

韦酯、替诺福韦酯敏感性最高为 64.63%，与另外 4 种核苷类药物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O.05,c2= 

49.48），恩替卡韦敏感性下降达 34.15%,与另外 5 种药物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O.05,c2= 7.34）；

耐药方面：替比夫定耐药率最高为 53.66%（44/82），恩曲他滨、拉米夫定耐药达 50.0%,与另外 3

种药物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O.05,c2=30.99）。 

结论  连云港地区 CHB 患者 HBV 基因型有 B 型、C 型、B+C 型及未定型,以 C 型为主,B 型次之。

核苷类药物治疗中阿德福韦酯、替诺福韦酯敏感性最高，替比夫定、恩曲他滨、拉米夫定耐药率最

高。建议从治疗开始就使用具有两种不同耐药位点药物一起治疗，提高疗效。 

  

 

PU-2314 

白血病患者 NK 细胞表面 NKG2D 受体及其配体 MICA/B 的研究 

 

常鑫 

威海市立医院,264200 

 

目的  研究白血病患者 NK 细胞表面 NKG2D 受体及其配体 MICA/B 的表达，探讨白血病细胞逃逸

NK 细胞杀伤的机制。 

方法  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NK 细胞表面 NKG2D 受体和骨髓有核细胞表面 MICA/B 配体。 

结果  治疗前组和完全缓解组 NKG2D 受体的表达均较健康组低(P＜0.05，且完全缓解组低于治疗

前组(P＜0.05；治疗前组和完全缓解组 MICA/B 配体的表达均低于增生性贫血组(P＜0.05；完全缓

解组与治疗前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 

结论  白血病患者体内 NKG2D-MICA/B 介导的 NK 细胞功能受抑, 这可能导致白血病细胞逃逸 NK

细胞的细胞毒作用；白血病化疗后完全缓解时其体内 NKG2D-MICA/B 介导的 NK 细胞功能仍未恢

复，且较治疗前更低。 

 

 

PU-2315 

HIV 感染长期不进展者 miRNA 的表达变化及其 

对 CD8 细胞功能和 HIV 感染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殷林波,张子宁,尚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在 HIV 病毒控制的潜在机制中，microRNA（miRNA）因其在调节免疫反应和病毒复制中发

挥重要作用而受到关注，但是，miRNA 是否在长期不进展者不同病毒控制水平中发挥作用的问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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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到解决。我们从 HIV 感染后不同发展速度的人群中筛查 347 个 miRNAs，尝试寻找一组 miRNAs

来鉴别不同病毒水平的 HIV 感染者，尤其是 HIV-1 感染的长期不进展者，并分析其生物学功能。 

方法  我们首先对长期非进展者（LTNPs），慢性进展者（CPs）和健康对照（HCs）进行 miRNA

的筛查和验证。接下来，检测其对 HIV 病毒复制和 CD8+T 细胞功能的影响。 此外，我们通过生物

信息学方法分析了 miR-19b-3p 的靶基因及其相关信号通路， 证实它通过下调靶基因 PTEN 影响了

细胞的功能。 

结果  不同病毒水平的长期不进展者 miRNA 的表达有明显差异，miR-19b-3p 在病毒控制较好的长

期不进展者中高表达（p= 0.0343）; miR-19b-3p 能够导致宿主细胞中 HIV 的病毒复制水平降低（p= 

0.0395），并可促进细胞增殖（p= 0.0130），抑制细胞凋亡（p= 0.0479），加速细胞周期（p= 0.0408）; 

此外，通过 TCR 刺激诱导，miR-19b-3p 促进细胞内 IFN-r（p= 0.0082）和颗粒酶 B（p= 0.0023）

的分泌; miR-19b-3p 能够显著下调 PTEN 的表达（p= 0.0003）; 原代 CD8+T 细胞中，PTEN 被抑

制后发挥了 miR-19b-3p 同样的作用; 在 HIV-1 感染的患者中， 在 miR-19b-3p 低表达的细胞中同

时抑制基因 PTEN，miR-19b-3p 低表达引起的细胞功能改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对照组相比

无明显差异。 

结论  miRNA-19b-3p 通过抑制病毒复制和促进 CD8+T 细胞功能来调控长期不进展者的病毒水平 

  

 

PU-2316 

EB 病毒 DNA 检测的实验策略 

 

张悦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650000 

 

目的  探讨在实验室对 EB 病毒感染相关的 EBV -DNA 检测的有效实验策略。 

方法  应用聚合酶链反应( PCR) 荧光定量检测 247 例临床确诊与 EB 病毒感染相关疾病患者的三

种样本(外周血单个核细胞,血清或血浆及鼻咽拭子)的 EBV-DNA，并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PBMC）中的 EBV-DNA 平均水平

均较外周血清或血浆检测时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在外周血样本为检样时，全血或

PBMC 和血清或血浆的 EBV–DNA 检出率因疾病的不同种类呈现出不同特征，当采取 PBMC 及血

清或血浆联合检测的 EBV-DNA 实验室检测策略时,可显著提高对疑诊 EB 病毒感染的实验室检出(P 

＜0.05)；对鼻咽癌的患者而言，鼻咽拭子EBV-DNA的检出阳性率显著高于外周血样本（P ＜ 0.01） 

结论  结合临床疑诊疾病的不同，实验室可采取不同策略进行 EBV-DNA 检测，从而最优效地完成

EBV-DNA 的实验室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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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17 

2016 年南京地区不同年龄人群血清 25-羟维生素 D3 水平分析 

 

宋为娟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215000 

 

目的  分析南京地区不同年龄人群血清 25-羟维生素 D3(25(OH)D3)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12 月在江苏省人民医院体检中心进行体检的普通人群 965 例，检测其血

清 25(OH)D3水平，回顾性分析血清 25(OH)D3水平及影响因素。 

结果  65 例体检者血清 25(OH)D3 水平均值为（54.36±23.77）nmol/L，其中男性（56.09±23.54）

nmol/L，女性（52.76±23.86）nmol/L，男性显著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夏秋两

季男性 25(OH)D3 水平显著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冬春两季男性 25(OH)D3 水

平较女性有增高趋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和女性冬春季 25(OH)D3水平均显著低

于夏秋季，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人群 25(OH)D3水平各年龄段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女性 25(OH)D3水平 A 组显著低于 D 组和 E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同年龄组男性 25(OH)D3水平均高于女性，其中 C 组和 D 组男女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同年龄组女性 25(OH)D3缺乏检出率均高于男性。 

结论  本地人群 25(OH)D3 水平呈严重不足和缺乏，且在青年女性群体更为常见，我们应重视 

25(OH)D3水平的日常监测，及时补充，以防止更多严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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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18 

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实验室诊断与新进展 

 

陈汐濛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随着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的飞速发展，在临床实验室应用先进的手段来检查这些自身抗体变

得十分普遍，也为临床诊断提供了强有力的帮助，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新标志物被不断发现，为疾

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方法  收集标本分析检测 

结果  根据目前临床所开展的检测方式和诊断指南，对 SLE 的诊断并不十分困难。但是如何更早更

灵敏的检测 SLE 发病的可能性，或如何在有潜在风险的人群中做大规模的筛查来预防 SLE 仍然是

现代医学面临的巨大挑战。希望有越来越多特异性强的指标被逐渐的发现，以及临床其他检查手段

的不断精确，能为广大 SLE 患者甚至是自身免疫病患者带来一定的福音。 

结论  根据目前临床所开展的检测方式和诊断指南，对 SLE 的诊断并不十分困难。但是如何更早更

灵敏的检测 SLE 发病的可能性，或如何在有潜在风险的人群中做大规模的筛查来预防 SLE 仍然是

现代医学面临的巨大挑战。希望有越来越多特异性强的指标被逐渐的发现，以及临床其他检查手段

的不断精确，能为广大 SLE 患者甚至是自身免疫病患者带来一定的福音。 

  

 

PU-2319 

多肿瘤标志物蛋白芯片技术在肿瘤筛查应用的探讨 

 

孙世忠,李洋,张莹 

辽宁省金秋医院,110000 

 

目的  通过对多肿瘤标志物的蛋白芯片检测系统与国外检测系统进行比对分析，探讨其在恶性肿瘤

筛查中的意义。 

方法  应用蛋白芯片技术和电化学发光技术分别对 500 例到我院的就诊和体检患者进行 11 种常见

肿瘤标志物检测，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1 种肿瘤标志物在两个分析系统检测结果的符合率大于 95%、相关系数大于 84%、特异性

和敏感性均大于 93%、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均大于 91% 

结论  多肿瘤标志物的蛋白芯片检测系统与罗氏的电化学发光检测系统的肿瘤标志物的检测结果具

有良好的一致性，多肿瘤标志物蛋白芯片检测系统具有高通量和费用低的特点，克服了单项指标测

定肿瘤标志物灵敏度低、漏检率高的缺点,对无症状人群的早期肿瘤筛查具有重要意义,在健康体检中

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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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20 

长春地区 126772 例女性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 

与年龄的关系调查 

 

潘一娜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130000 

 

目的  调查长春地区近 6 年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妇科就诊的 126772 例女性宫颈高危型人乳头瘤病

毒(HPV)的感染情况，了解该地区女性高危型 HPV 感染的高发年龄，为预防 HPV 的感染及宫颈癌

癌前病变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对 2012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妇科自愿行宫颈病变筛查的 126772 例女

性行高危型 HPV 筛查，HPV 测定采用 DML 2000 检测仪，由专业妇科医师采用专用 HPV 取样器按

严格规范方法采集标本，并于 1 周内完成检测。对不同年龄段女性高危型 HPV 感染率进行分析。 

结果  将上述患者按照年龄分为<20 岁、20—29 岁、30—39 岁、40—49 岁、50—59 岁和≥60 岁

组，比较各组高危型 HPV 感染率。6 组高危 HPV 感染率分别为 39.37%（191/481）、25.68%

（5327/20744）、21.24%（8307/39111）、19.98%（8777/43938）、23.45%（4014/17120）、

和 24.47%（1316/5378），不同年龄段高危型 HPV 感染率差异显著(P<0.05)。研究人群中小于２０

岁组感染率最高（39.37%），40—49 岁组感染率最低（19.98%），且随年龄的增加呈先下降后上

升的趋势。 

结论  长春地区不同年龄段女性高危型 HPV 感染具有特征性分布规律，针对性的进行宫颈癌及癌前

病变的筛查十分必要。 

 

 

PU-2321 

循证检验医学在亚高原地区体检中隐匿性乙肝感染漏检策略研究 

 

瞿良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650000 

 

目的  利用循证检验医学在亚高原地区体检人群中防止隐匿性乙肝病毒感染漏检的策略研究。 

方法  首先分析体检 892000 例普通成年人乙肝两对半检测结果后，保存 HBsAb 阳性和/或 HBcAb

阳性，以及全阴性的血清 5780 份,分批次进行 PCR 检测 HBV-DNA, 并对阳性标本进行 DNA 序列

分析。然后利用循证检验医学的方法制定出体检人群隐匿性乙肝感染漏检的策略，对随机 93 份体检

和 93 份临床标本分别进行实验验证。 

结果  HBV 血清标志物均阴性的患者血清 5780 份中，HBcAb 共有 528 例, 阳性率为 9.13%，血清

HBcAb 阳性的标本中 HBV-DNA 阳性 68 例，阳性率为 93.15%，大多以 HBV B 型基因为主(65 例)。 

结论  对亚高原地区体检人群进行乙肝“两对半”检测的结果中，建议 HBcAb 阳性的被体检者继续进

行 HBV-DNA 检测，对预防隐匿性乙肝病毒感染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患者血清 5780 份中，HBc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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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528例, 阳性率为 9.13%，血清HBcAb阳性的标本中HBV-DNA阳性 68例，阳性率为 93.15%，

大多以 HBV B 型基因为主(65 例)。 

 

 

PU-2322 

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血清铁蛋白水平的变化 

及与 IL-6、IL-18 和 TNF-α 的相关性 

 

孙晓琳,李庆 

淄博市第一医院 

 

目的  观察类风湿性关节炎（RA）患者血清铁蛋白及白细胞介素（IL）-6、IL-18 和肿瘤坏死因子

（TNF）-α 水平，探讨其与 RA 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以及铁蛋白与 IL-6、IL-18 和 TNF-α 的相

关性。 

方法  选取符合条件的 RA 患者 96 例（RA 组），选择同期体检健康者 55 名为对照组。比较两组

血清铁蛋白及 IL-6、IL-18 和 TNF-α 水平。分析血清铁蛋白及 IL-6、IL-18 和 TNF-α 水平与 RA 患者

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Pearson 相关性分析 RA 患者血清铁蛋白与 IL-6、IL-18 和 TNF-α 的相关性。 

结果  RA 组血清铁蛋白及 IL-6、IL-18 和 TNF-α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RA 患者血清铁

蛋白及 IL-6、IL-18 和 TNF-α 水平与 X 线分期、疾病活动度呈显著正相关（P＜0.01），与年龄、性

别无明显相关性（P＞0.05）。RA 患者血清铁蛋白与 IL-6、IL-18 和 TNF-α 呈显著性正相关（P＜

0.01）。 

结论  血清铁蛋白及 IL-6、IL-18 和 TNF-α 水平可能是临床评价 RA 病情的有效指标，上述指标联

合检测在 RA 疾病的临床评估中应用更佳。 

 

 

PU-2323 

Serum Cytokine Profiles in Patients with Dengue Fever at 

the Acute Infection Phase 

 

Junyuan Huang,Yingchun Zhou,Weiwen Liang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cytokine profiles at the acute stage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or 

secondary dengue infection in Guangzhou city in the 2014 outbreak 

Methods We investigated 23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 serum collected from dengue-infected 

patients and analyzed their correlations with their clinical indexes. 

Results The concentrations of CXCL9, IP-10, CXCL11, IL-8, IL-10, and CCL2 in serum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groups of DENVinfected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323 

 

patients during the first two weeks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while CCL17 and CXCL5 showed 

lower expression level in the patients. Among these cytokines, CXCL9, CCL17, and CXCL5 

showed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infections. The platelet 

count and lactate dehydrogenase were correlated with the level of CCL17 and MIP-1α/CXCL5, 

respectively, in the group of secondary infection. 

Conclusions We determined the cytokine profiles in serum of the patients during the 2014 dengue 

outbreak. The expression of specific cytokines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secondary infection. 

 

 

PU-2324 

高尔基体蛋白 73 联合多种肿瘤标志物 

在区分肝脏良恶性肿瘤中的应用价值 

 

袁笑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256600 

 

目的  肝细胞癌(HCC)发病率在全世界是位列第四位、中国位列第二的恶性肿瘤，且在世界范围内

呈逐年上升趋势。目前 HCC 的检测最常使用的血清学标志物是甲胎蛋白(AFP)，但只有 5O% ～6O %

的 HCC 患者 AFP 呈阳性，并且慢性肝炎、肝硬化患者等 HCC 高危人群也可引起甲胎蛋白的升高，

其灵敏度及特异性不是很理想。自有研究报道高尔基糖蛋白 73(GP73)与肝炎、肝硬化、HCC 的相

关性后，GP73 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很可能成为诊断 HCC 的新标志物。本研究通过收集 200 例

标本，采用 ElISA 方法测定 GP73 在三组患者血清中表达水平，联合肝脏相关的肿瘤标志物，初步

探讨血清 GP73 在良恶性肝脏肿瘤鉴别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滨医附院和滨州市人民医院诊断为原发性肝癌患者 100 名，肝细胞腺瘤，肝脏局灶性结

节增生患者各 50 名，用电化学发光法测定三组血清中五种肿瘤标记物(AFP, AFP-L3，CEA)的水平，

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三组血清中的(GP73，VEGF)的水平。SPSS15.0 统计分析，研究 5 种肿瘤

标记物在肝脏肿瘤中的诊断意义及围手术期变化；比较三组中五种肿瘤标记物的差别；并使用成本

效果比率法进行经济学评价，研究肝脏肿瘤标记物的成本-效果分析，为临床诊断和医保提供依据。 

结果  1）原发性肝癌，肝细胞腺瘤，肝脏局灶性结节增生分别对应哪种肿瘤标记物升高明显 

2）五种肿瘤标记物（AFP,AFP-L3，CEA ，GP73，VEGF）在良恶性肿瘤中表达的差别有无统计学

意义。 

3）肿瘤标志物各种组合的成本效果分析。 

结论  1）原发性肝癌，肝细胞腺瘤，肝脏局灶性结节增生分别对应哪种肿瘤标记物升高明显 

2）五种肿瘤标记物（AFP,AFP-L3，CEA ，GP73，VEGF）在良恶性肿瘤中表达的差别有无统计学

意义。 

3）肿瘤标志物各种组合的成本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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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25 

Detection of epitopes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using peptide microarray 

 

Xin Li1,HaiXia Li1,QiongDan Hu2,JingFei Lin3,Qiong Zhang1,Yao Li1,Juan Li4,Tao Chen3,QIong Zhang2,YuRong 

Qiu1,5 

1.Clinical laboratory，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Nephrolog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Affliated to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3.South China Institute of Microbial Ecology and Health 

4.Department of Rheumatology， Nanfang Hospital 

5.Guangdong Key Laboratory of Biochip Technology，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is a common autoimmune disease, which features 

the secretion of antibodies directed against autoantigens in vivo. In the present study, a peptide 

microarray was developed to detect the epitopes recognized by autoantibodies in patients with SLE 

for an effective method of diagnosis. 

Methods SLE-associated epitopes in 14 autoantigens were predicted using the antigenic epitope 

prediction software DNA star. Peptides were synthesized 

based on the predicted antigenic epitopes and immobilized on a slide surface and developed into 

a peptide microarray. Using this peptide microarray the autoantibodies in 120 patients with SLE 

and 110 healthy subjects were detected. A total of 73 potential antigenic epitopes in 14 

autoantigens were predicted and screened. The peptide microarray based on the 73 epitopes was 

used to detect the autoantibodies in patients with SLE. 

Results A total of 14 epitopes with potential diagnosticvalues were screened out.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city of the 14 epitopes for the diagnosis of SLE were 71.6 and 85.8%,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An optimal set of epitopes for SLE diagnosis was obtained. As individual patients 

had a specifc autoantibody spectrum it was possible to detect autoantibodies in SLE and perform 

the diagnosis of SLE using the peptide micro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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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26 

DKK1 在股骨头坏死患者血清中的表达水平 

以及作为血清标志物的研究 

 

黄俊远,周迎春,卢卫国,李丹华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10000 

 

目的  通过对股骨头坏死患者血清中的分泌性蛋白 DKK1（dickkopf-1）水平的研究，探讨 DKK1 作

为早期诊断股骨头坏死和进展的血清学标志的可行性。 

方法  收集 139 例股骨头坏死患者以及 50 例健康对照组的血清，利用商业化的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试剂测定股骨头坏死患者和健康对照组血清中的DKK1水平，并研究疾病不同分期和不同病因DKK1

水平的差异表达。 

结果  在 139 例股骨头坏死患者血清中的 DKK1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者（P<0.0001），股骨头坏

死患者Ⅳ期的患者的 DKK1 水平明显高于Ⅱ期（P<0.05）和Ⅲ期患者（P<0.001），并且股骨头坏

死患者各期的患者 DKK1 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药物性股骨头坏死患者患者 DKK1 水平高于创伤性

（P<0.01）、酒精性（P<0.05）和特发性股骨头坏死患者患者（P<0.05）。 

结论  血清中 DKK1 可能是股骨头坏死患者的预警指标，其水平的高低可能与疾病进展有关。 

 

 

PU-2327 

血清 HER-2 ECD 表达水平在乳腺癌诊疗中的意义 

 

郑慧,孙佳俊,张杰,卢仁泉,郭林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00000 

 

目的  探讨血清 HER-2 ECD 是否能反映乳腺癌患者体内 HER-2 表达的真实状态，并初步分析影响

血清 HER-2 ECD 表达的因素。 

方法  收集我院 2015-2016 年进行血清 HER-2 ECD 检测的 545 例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回顾

性分析，其检测采用西门子 ADVIA Centuar CP 系统电化学发光方法，以 15ng/mL 作为 cut off 值。

对于乳腺癌组织中 ADAM10 蛋白的表达检测采用免疫组化的方法。在细胞学实验中，采用上述的电

化学发光法和流式技术分别检测细胞培养上清和细胞表面的 HER-2 表达。 

结果  乳腺癌患者随着 HER-2 免疫组化评分等级增加，其血清 HER-2 ECD 阳性的比例也增加，且

在免疫组化 3+时血清 HER-2 ECD 表达水平明显增高。以 HER-2 3+或 HER-2 2+且 FISH 有扩增作

为组织HER-2 表达阳性的标准，血清 HER-2 ECD 的阳性符合率为 65.2%，阴性符合率达到了 91.9%。

在组织 HER-2 3+、FISH 有扩增的 II-III 期乳腺癌患者中，血清 HER-2 ECD 阴性的患者在进行靶向

和手术治疗后的无进展生存率显著高于血清 HER-2 ECD 阳性的患者。在 HER-2 3+的乳腺癌组织

中，ADAM10 蛋白的表达水平在血清 HER-2 ECD 阴性组表达程度低于血清 HER-2 ECD 阳性组。

细胞学实验进一步表明，ADAM10 抑制剂使表达 HER-2 的乳腺癌细胞 SK-BR-3 分泌的 HER-2 CED

减少，并使细胞表面 HER-2 表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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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清 HER-2 ECD 检测可以为乳腺癌患者体内 HER-2 表达情况提供辅助判断；组织 HER-2

表达阳性的乳腺癌患者，血清 HER-2 ECD 阳性相比于血清 HER-2 ECD 阴性的患者预后不良；血

清 HER-2 ECD 的产生与 ADAM10 蛋白表达水平和酶活性有关，也是导致乳腺癌患者组织和血清

HER-2 表达情况不一致的原因。 

 

 

PU-2328 

血浆 BNP 水平检验对心功能不全(舒张型)的诊断价值探讨 

 

何召新 

五莲县中医医院 

 

目的  探讨血浆 BNP 水平检验对心功能不全(舒张型)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择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心功能不全(舒张型)患者 36 例为研究组,选取同

期的健康体检者 36 例为对照组,对两组受检者实施血浆 BNP 水平检验,对比两组检验情况。 

结果  结果观察组的血浆 BNP 水平高于对照组,统计学有意义(P<005);现察组患者中 1 级、Ⅱ级、m

级、1V 级患者均为 9 例,随着等级的升高,患者的血浆 BNP 水平明上升,不同等级之间比较统计学有

意义(P<0.05) 

结论  心功能不全(舒张型)患者临床诊断过程中,血浆 BNP 水平能准确的反映出患者心肌的损伤程

度,进而引导医生给予患者制定针对性的治疗方案,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血浆 BNP 水平检验的应用

价值极高,值得心功能不全(舒张型)在临床诊断过程中优先选用,综上所述,血浆 BNP 水平检验对心功

能不全(舒张型)的诊断价值极高,能准确反映出患者的病况,依据血浆 BNP 水平判定疾病的严重程度,

有利于对症治疗,血浆 BNP 水平值得在心功能不全(舒张型)患者诊断中应用.结论血浆 BNP 水平检验

对心功能不全(舒张型)的诊断价值极高,能准确反映出患者的病况,依据血浆 BNP 水平判定疾病的严

重程度,有利于对症治疗,值得应用. 

 

 

PU-2329 

抗心磷脂抗体和抗 β2 糖蛋白 1 抗体 

在血脂正常脑梗死中的临床意义 

 

程娟,陈礼文,周强,管世鹤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30000 

 

目的  研究抗心磷脂抗体（ACA）及抗 β2 糖蛋白 1 抗体（β2-GP1）在血脂正常脑梗死患者中的表

达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016 年 4 月-2018 年 4 月收治的 211 例经确诊的脑梗死患

者。按照是否合并高脂血症分为血脂正常脑梗死组和高脂血症合并脑梗死组。用欧蒙酶联免疫吸附

法（ELISA）对两组患者血清 IgA、IgG、IgM 型 ACA 和 β2-GP1 抗体进行定量测定，分析两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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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 和 β2-GP1 抗体阳性率的差异，以及两类抗体之间的关联性，同时比较血脂正常脑梗死组单发

性和多发性脑梗死 ACA 和 β2-GP1 抗体阳性率的差异。 

结果  以 ACA 抗体滴度＞12 PL-IgA/G/M-U/ml，β2-GP1 抗体滴度>20 RU/ml 为截断值，ACA 和

β2-GP1 抗体阳性率在 121 例血脂正常脑梗死患者分别为 14.0%和 17.4%；在 90 例高脂血症合并

脑梗死组患者分别为 4.4%和 5.6%。血脂正常脑梗死组 ACA 和 β2-GP1 抗体阳性率明显高于高脂血

症合并脑梗死组（X2=4.295，P=0.038；X2=6.651，P=0.01)。比较 211 例脑梗死患者 ACA 及 β2-

GP1 抗体阳性率，关联卡方值为 0.546，P=0.000。121 例血脂正常脑梗死患者中，90 例单发性脑

梗死患者 ACA 和 β2-GP1 抗体阳性率分别为 8.9%和 10.0%，31 例多发性脑梗死患者 ACA 和 β2-

GP1 抗体阳性率分别为 29.0%和 38.7%，多发性脑梗死 ACA 和 β2-GP1 抗体阳性率均明显高于单

发性脑梗死（X2=7.748，P=0.005; X2=13.25，P=0.000）。 

结论  ACA 及 β2-GP1 抗体可能是血脂正常脑梗死患者重要发病原因之一，临床应加强对这类人群

ACA 及 β2-GP1 抗体联合检测的重视。 

 

 

PU-2330 

HDAC7 Mediates Depressive-Like Behaviors Induced by 

Chronic Social Defeat Stress 

 

Xu Jing 

Department of Clincal Laboratory，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Persistent symptoms of depression indicate the involvement of stable molecular 

adaptations in brain, which may be reflected at the level of chromatin remodeling such as histone 

acetylation. Previous work has identified alterations in histone acetylation and histone deacetylases 

in several animal models of depression. However, genes regulated by specific histone 

deacetylases in depression still remain unclear. 

Methods  We used C57BL/6 J mice to perform the behiaver studies such as Chronic social 

defeated stress, Open field test etc. Western blot, qPCR, RNA-sequencing, virus infection were 

also used to study the mechanisms. 

Results  We first identified class II histone deacetylase, HDAC7 rather than HDAC2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nucleus accumbens of mice after chronic social defeat stress. Importantly, 

knockdown of HDAC7 via lenti-virus in neurons followed by RNA sequenc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many genes expression changed.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HDAC7 is a crucial histone deacetylase in the regulation 

of gene expression in chronic social defeat stress model. Together, our results provide evidence 

that HDAC7 and its downregulate genes may be promising targets for the therapy of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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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31 

Th17 细胞相关因子 IL-17、IL-6、TGF-β、及 CRP 

在妊娠期糖尿病发病机制的研究 

 

李庆,徐金玲 

淄博市第一医院 

 

目的  检测妊娠期糖尿病（GDM）患者外周血 Th17 细胞相关因子及 CRP 的表达水平，探讨 Th17

细胞相关因子介导的炎症在 GDM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选取 GDM 患者 35 例（GDM 组），正常孕妇组 50 例，及健康未孕女性组 40 例（健康对照

组），检测 Th17 细胞相关因子 IL-17、IL-6、 TGF-β、CRP 及胰岛素在外周血中的水平，并分析上

述细胞因子在胰岛素抵抗中的相关性。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较，GDM 组、正常孕妇组 IL-6、IL-17 、TGF-β 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GDM 组与健康对照组及正常孕妇组比较，CRP、IL-17 上升更明显（P<0.05）；GDM

组与正常孕妇组比较 TGF-β 表达下调，与 NGT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相关性分析显示，CRP

与 IL-17 呈正相关，与 TGF-β 呈负相关。 

结论  Th17 细胞相关因子 IL-17、IL-6、TGF-β 在孕晚期表达上调，造成体内的持续炎症，参与胰

岛素抵抗的发生，TGF-β 在 GDM 中以调控免疫细胞分化因子的作用抑制 GDM 炎症的发展。 

 

 

PU-2332 

Multifunctional in situ dendritic DNA assembly for 

amplified detecting and imaging tumor cells 

 

Ye Zhang,Shihua Luo,Bo LI,Bo Situ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Nanfang Hospital 

 

Objective Development of multimodal detection technologies into a single system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arly cancer diagnosis. 

Methods Herein, based on a well-designed dendritic DNA assembly, we develop an integrated and 

facile method, in which imaging and quantification of circulating tumor cell  in situ are achieved 

simultaneously in a single system. The dendritic DNA assembly not only produces localized 

fluorescence for the visualization of circulating tumor cell  but also produce quantitative fluorescent 

signals that can be collected from solution for the sensitive detection of circulating tumor cell. 

Results Results from the dendritic DNA assembly-based in situ imaging and quantification of 

circulating tumor cell match well with traditional immunofluorescence and western blotting. In 

addition to the advantage of two-in-one, Under the optimal conditions, the developed cytosensor 

was able to detect cells down to 50 cells mL-1 (S/N = 3) with a linear range from 100 to 10000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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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1 and was capable of distinguishing target cells from normal cells in clinical blood samples. 

Moreover, the method is nondestructive.  

Conclusions The integrated system provides solid results for both imaging and quantification of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making it a competitive method over some traditional techniques for the 

analysis of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which provides a powerful and convenient platform for 

bioanalysis and early clinical diagnosis. 

 

 

PU-2333 

HIV 感染者 PBMC 中 IL-15 的表达及其与疾病进展的关系 

 

任园园 1,2,张子宁 1,2,尚红 1,2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国家卫生计生委艾滋病免疫学重点实验室 

2.中国医学科学院艾滋病免疫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研究 HIV 感染者及正常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

中白细胞介素 15（Interleukin-15,IL-15）、白细胞介素 15 受体 α（Interleukin-15 receptor α, IL-15Rα）

及解聚素-金属蛋白酶 17（a disintegrin and metalloprotease domain 17 ,ADAM17）mRNA 的表达

水平，探讨 IL-15、IL-15Rα、ADAM-17 在 HIV 感染疾病进展中的作用。 

方法  应用 RT-PCR 检测 9 例 HIV 早期感染者（感染 1 年内，EHI 组）、 30 例慢性 HIV 感染者

（感染 1 年以上，CHI 组）及 9 例健康者（NC 组）PBMC 中 IL-15、IL-15Rα、ADAM-17 mRNA 水

平。 

结果  CHI 组 PBMC 中 IL-15 mRNA 的表达明显高于 NC 组（P＜0.01）；EHI 组及 CHI 组 PBMC

中 IL-15Rα、ADAM-17 mRNA 的表达明显高于 NC 组（P＜0.05）；HIV 感染者 PBMC 中 IL-15、

IL-15Rα、ADAM-17 mRNA 的表达与病毒载量（VL）呈正相关（P＜0.05）；HIV 感染者及 NC 组

IL-15 mRNA 表达与 IL-15Rα mRNA 表达呈正相关（r=0.4734，P<0.001），IL-15Rα mRNA 表达

与 ADAM17 mRNA 表达水平呈正相关（r=0.5469，P<0.001）。 

结论  首次同时检测 HIV 感染者 PBMC 中 IL-15、IL-15Rα、ADAM-17 mRNA 水平，发现慢性 HIV

感染者 IL-15 表达升高，HIV 病毒感染上调 IL-15Rα、ADAM-17 表达，其三者表达皆与疾病进展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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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34 

Exogenous RORα enhances airway inflammation 

dependent on ILC2s in ovalbumin-induced asthma model 

 

Yumin Wu 

THE FIRST PEOPLR'S HOSPITAL OF CHANGZHOU 

 

Objective Retinoid-related orphan receptor α (RORα) is a master regulator of ILC2s (group 2 

innate lymphoid cells) function as a transcript factor. ILC2s are shown to mediate the immune 

pathology of asthma even without adaptive immunity.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possible role 

of RORα alone in asthma. In this context, we evaluated the functions of exogenous RORα in 

ovalbumin-induced asthma models. 

Methods RORα-EGFP-expressing adenovirus or EGFP control adenovirus was administered, 

followed by challenge with aerosolized OVA solution to induce asthma. Mice peripheral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retro-orbital plexus of mice under ether anesthesia.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s) from human and mice were obtained by Ficoll-Hypaque density-

gradient centrifugation, flow cytometric quantification was performed to detect the ILC2s in 

PBMCs.After Ad-RORα was administered, the level of RORα expression in lung tissue from OVA-

induced mice was analyzed by real-time PCR.H&E staining was performed on lung tissue 

sections.Lung tissues were collected, and the mRNA levels of IL-4, IL-5 and IL-13 in the samples 

were evaluated by real-time PCR.Th2 cytokine and immune cell profiles of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BALF), as well as serum IgE levels were analyzed. 

Results Our data showed that the adenoviral RORα was expressed in lung tissue. Eosinophils and 

total cells were increased in BALF from RORα gene-delivered mice in response to OVA. In addition, 

RORα expression in the lung increased the levels of Th2-type cytokines and IgE in serum. 

Simultaneously, RORα expression led to an elevation of IL-17RB and T1/ST2 in lung tissue and 

BALF in OVA-challenged asthma models.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RORα act as a transcript factor of ILC2s involved in OVA-

induced asthma in mice and present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the treatment of asth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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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35 

MUS81 Participates in the Progression of Ovarian Cancer 

Associated with Dysfunctional DNA Repair Systems 

 

Renquan Lu1,Suhong Xie1,Yanchun Wang1,Hui Zheng1,Hongqin Zhang1,Minjie Deng1,Weizhong Shi2,Meiqin 

Zhang3,Xiaofeng Xu1,Masood A. Shammas4,Lin Guo1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ancer Center 

2.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Shanghai Proton and Heavy Ion Center 

3.Department of Gynecological Oncolog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ancer Center 

4.Department of Medical Oncology， Harvard (Dana Farber) Cancer Institute and VA Health Care System， 

Boston， MA， USA 

 

Objective Ovarian cancer (OC) is characterized by genomic instability and heterogeneity. Novel 

insights into OC are required to reduce mortality rates and drug resistance. To date, MUS81 is a 

structure-special endonuclease that plays important roles in DNA damage repair systems and the 

genomic instability of cancer cells. 

Methods Quantitative RT-PCR was used to investigated MUS81 expression in OC and matched 

adjacent tissues (n=43). To evaluate the status of genome instability and DNA damage response 

in OC RAPD analysis and comet assays were performed along with immunofluorescence analysis 

of proteins involved in DNA damage repair. Transcriptional profile analysis and protein interaction 

screening Chip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pathways MUS81 involved. Experiments in vitro 

and in vivo were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sensitivity to camptothecin and HR inhibitors. 

Results We found that MUS81 was significantly overexpressed in OC tissues, which was consisted 

with the TCGA database. Inhibition of MUS81 intensified genome instability and reduced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HR) efficiency, accompanied with the treatment of UV inducing 

increased DSBs and restrained RAD51 foci formation. Further experiments proved that 

downregulation of MUS81 promoted the sensitivity to camptothecin and HR inhibitors. Finally, the 

results of transcriptional profile and protein Chip revealed that MUS81 was involved in multiple 

pathways associated with DNA repair in OC cells, and MUS81 could directly interact with RAD51 

and BM28. 

Conclusions MUS81 is involved in DNA damage repair pathway of ovarian cancer cell and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usceptibility to HR inhibitor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MUS81 might 

represent a novel chemotherapy target that is associated with drug sensi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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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36 

IL-1β 对类风湿关节炎滑膜成纤维样细胞 microRNA 表达的影响 

 

李亭慧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通过白细胞介素 1β（interleukin-1β，IL-1β）刺激类风湿关节炎滑膜成纤维样细胞（RA-FLS），

检测 RA-FLS 中 microRNA（miR-let-7a-5p、miR-16-5p、miR-27a-3p、miR-146a-5p、miR-210-3p）

的表达量，分析 IL-1β 对 RA-FLS 中 miRNA 表达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6 年沈阳军区总医院关节镜手术中取出的 RA 患者滑膜组织进行细胞培养，待细胞

培养至 3 ~5 代时加入 CD14/CD90 在流式细胞仪（FITC）上进行分析鉴定是否为成纤维细胞。经胰

酶消化后转种于 96 孔板并加入不同剂量 IL-1β 继续培养，对照组则不加 IL-1β 刺激，MTS 法检测细

胞增殖情况。提取细胞内 RNA 并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检测 miRNA 表达量，分析 IL-1β 刺激

对 RA-FLS 中 miRNA 表达的影响，统计学处理采用 t 检验进行数据相关性分析。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所检测的 5 种 miRNA 之中，miR-let-7a 的表达出现显著下调，而 miR-

146a-5p 的表达显著上调（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余三种 miRNA 的表达则无明显差

异。此外，还发现 IL-1β 刺激 miR-146a 表达具有明显的时间依赖性和剂量依赖性，且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结论   RA-FLS 经 IL-1β 刺激后 miRNA 表达量发生改变，表明 IL-1β 与 RA-FLS 的 miRNA 表达密

切相关，提示 IL-1β 可能是通过上调 miR- 146a，并且下调 miR-let-7a 的表达从而促进滑膜细胞增

生，参与 RA 的发病。 

 

 

PU-2337 

血清磷脂酶 A2 受体抗体检测 

在特发性膜性肾病中应用及患者临床特点分析 

 

万青,时彦,王春玲,杨传坤,李丽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210000 

 

目的  探讨磷脂酶 A2 受体（PLA2R）抗体在成人特发性膜性肾病（IMN）中的诊断作用和病情活动

监测价值，及特发性膜性肾病 PLA2R 阳性患者与阴性患者的临床指标差异及特点。 

方法  对 2016 年 3 月至 2018 年 4 月期间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PLA2R 检测 602 例标本进行回顾

性分析，其中肾脏活检明确诊断的 IMN 患者 60 例，肾脏活检确诊为其他类型的肾脏病患者 135 例

为对照组，包括有 45 例糖尿病肾病、24 例高血压肾病、27 例 IgA 肾炎、24 例系膜增生性肾炎、15

例狼疮性肾炎的患者为阴性对照。分析 ELISA 法检测血清 PLA2R 的敏感性及特异性。此外将 IMN

患者 PLA2R 抗体浓度与 24 小时尿蛋白量、血清 IgG、IgA、IgM、补体 C3、补体 C4、IgG4、血清

肌酐、血清白蛋白等临床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探讨血清 PLA2R 检测的临床价值。根据 PLA2R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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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将患者分组为 PLA2R 阳性组和 PLA2R 阴性组，对两组患者上述临床指标进行比较，分析特发

性膜性肾病 PLA2R 阳性与阴性患者的临床相关指标特点。  

结果  （1）60 个确诊的 IMN 患者中有 39 个血清 PLA2R 阳性，阳性率为 65%，135 个对照组阳性

患者只有 2 个阳性，其余 PLA2R 均为阴性，特异性达到 98.52%。（2）血清 PLA2R 与 24 小时尿

蛋白量成正相关，P = 0.001，相关系数 rp = 0.523，两者相关性密切。（3）与膜性肾病 PLA2R 阴

性组比较，PLA2R 阳性组患者 24 小时尿蛋白量显著增加（P=0.003），血清 IgG4 水平显著降低（P 

= 0.038），但其他指标没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血清 PLA2R 检测特异性高，可作为 IMN 的诊断指标。动态监测血清 PLA2R 与 24 小时尿蛋

白量可以反应病情变化及评估临床疗效。 

  

 

PU-2338 

自身抗体联合检测在系统性红斑狼疮中的临床探讨 

 

廖莉娅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519000 

 

目的  探讨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血清中 5 种自身抗体[抗双链 DNA 抗体（抗 dsDNA 抗体）、

抗 Sm 抗体、抗组蛋白抗体（AHA）、抗核小体抗体（AnuA）、抗核糖体 P 蛋白抗体(ARPA)）]联

合检测在 SLE 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随机选取 100 例已确诊 SLE 患者、100 例非 SLE 患者、100 例健康体检者共 3 组作为实验

研究对象，查询、统计并整理各研究对象自身抗体阳性检测结果，其中抗 dsDNA 抗体检测采用酶联

免疫吸附法（ELISA），抗 Sm 抗体、AHA、AnuA、ARPA 检测采用免疫印迹法。 

结果  SLE 组抗 dsDNA 抗体、抗 Sm 抗体 AHA、AnuA、ARPA 的单项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52%、

49%、35%、38%、29%，均明显高于非 SLE 组、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SLE

组中，抗 dsDNA 抗体的灵敏度为最高的 52%，抗 dsDNA 抗体和 AnuA 的特异度最高，均为 97%。

本文研究的 7 种不同联合检测模式得结果比较发现抗 dsDNA 抗体+抗 Sm 抗体+AHA+AnuA+ARPA

模式的灵敏度最高。 

结论  抗 dsDNA 抗体与上述 4 种自身抗体联合检测在诊断 SLE 时能够提高检出率，对后续 SLE 患

者的病情评估及治疗中具有重要价值。 

 

 

PU-2339 

转录因子 Twist 1 和 PPARγ 在脂肪细胞中的调控关系 

 

任瑞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γ（PPARγ）是调节机体脂肪细胞功能的重要基因。因此，研

究 PPARγ 的分子调控机制有助于了解脂肪组织功能。Twist 1 是脂肪组织中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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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个基因受 Twist 1 调控。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的 Twist 1 和 PPARγ 在 3T3-L1 脂肪细胞表达调

控。 

方法  体外诱导 3T3-L1 前脂肪细胞分化，检测 Twist 1 和 PPARγ 的表达变化。用 PPARγ 激动剂

吡格列酮和 PPARγ 拮抗剂 T0070907 研究 PPARγ 对 Twist 1 表达的影响。此外，利用逆转录病毒

干扰和过表达的 Twist 1 观察 Twist 1 对 PPARγ 表达的影响。 

结果  在 3T3-L1 脂肪细胞诱导分化过程中，Twist 1 和 PPARγ 表达。PPARγ 激动剂（吡格列酮）

或拮抗剂（T0070907）可影响 Twist 1 的表达，吡格列酮（1μm，24 h）作用下 Twist 1 上调，T0070907

（100μM，24h）时 Twist 1 下调。此外，逆转录病毒干扰 Twist 1 下调 PPARγ 的蛋白质和 mRNA

的表达水平，而过表达 Twist 1 有截然相反效果。 

结论  在 3T3-L1 脂肪细胞中，Twist 1 和 PPARγ 之间可能存在的调控关系。这调节联系增强 PPARγ

的调节，可能是 Twist 1 调节脂肪细胞生理病理的功能机制。 

 

 

PU-2340 

尿微量蛋白和血清胱抑素 C 联合检测 

在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中的应用 

 

黄丽娟 

靖江市人民医院,225300 

 

目的  通过实验寻找能够早期反应肾损伤的敏感的检测指标来应用于临床，让糖尿病肾病和其它肾

病能够早期被发现并积极给予相应得治疗和临床观察。 

方法  尿特定蛋白四项选用仪器型号为 IMMAGE 800；仪器和试剂及校准品均为美国贝克曼公司产

品, 尿转铁蛋白、尿免疫球蛋白、尿 α1-微球蛋白三项由贝克曼公司各提供一盒；检测方法为散射比

浊法。血 CYS-C 选用仪器型号 BECKMAN AU5800, 试剂及校准品为浙江奥的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检测方法为免疫浊度法。在室温 2h 内检测完毕.通讯均采用 Lis 自动识别试管前置条码和结果

自动传输功能. 

结果  2.1 血清胱抑素 C(CYS-C)水平比较 早期糖尿病肾病（A 组）、 临床糖尿病肾病组（Ｂ组）

水平与健康对照组（C 组）比较，均明显增高，都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早期糖尿病肾病（A 组）

与 临床糖尿病肾病组（Ｂ组）,也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 1。 

2.2 尿特定蛋白四项比较 

早期糖尿病肾病（A 组）、 临床糖尿病肾病组（Ｂ组）相同项目检测水平与健康对照组（C 组）比

较，均明显增高，都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早期糖尿病肾病（A 组）与临床糖尿病肾病组（Ｂ

组）相同项目检测水平比较,也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尿特定蛋白四项和血清胱抑素 C(CYS-C）联合检测，可大大提高糖尿病肾病诊断的灵敏度，

我科室将尽快开展尿转铁蛋白、尿免疫球蛋白、尿 α1-微球蛋白三项检测，通过监测其水平变化来达

到控制糖尿病肾病和其它肾病病情发展，具有重要的医学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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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41 

探讨不同感染性疾病中淋巴细胞亚群的表达水平及意义 

 

刘基铎 1,郭心怡 2,肖明锋 1 

1.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10000 

2.广州中医药大学,510000 

 

目的  探讨不同感染性疾病患者外周血中 T、CD3+CD4+T、CD3+CD8+T 、CD4-CD8-T 、CD4+CD8+T 、

B、NK、CD4+Treg、CD8+Treg、CTL 及 CD28-CTL 等淋巴细胞亚群的表达水平,为不同感染性疾病

的的辅助诊断、免疫监测以及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本院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2 月诊治的不同类型感染性疾病 85 例，其中细菌感染组

25 例，病毒感染组 60 例(HBV 感染组 30 例，EBV 感染组 30 例)，对照组 30 例；检测各组淋巴细

胞亚群表达水平，比较其差异并分析临床意义。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感染患者的 CD3+CD4+T、CD3+CD8+T 、CD4+CD8+T、B、NK、CD4+Treg、

CTL 及 CD28-CTL 等淋巴细胞亚群的表达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HBV 组中

CD3+CD4+T 细胞和 CTL 细胞升高，NK 细胞和 CD28-CTL 细胞降低；EBV 组中 CD3+CD8+T 细胞、

CD4+Treg 细胞和 CTL 细胞升高，CD3+CD4+T 细胞和 NK 细胞降低；菌血症组中 B 细胞和 CTL 细

胞升高，CD4-CD8-T 细胞 、NK 细胞和 CD28-CTL 细胞降低。EBV 组的 CD3+CD4+T 细胞表达降

低，T 细胞和 CTL 细胞表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HBV 组、EBV 组、菌血症组

三组均表现为 CTL 细胞表达升高，NK 细胞表达降低。 

结论  不同感染性疾病患者均表现为 CTL 细胞表达升高，NK 细胞表达降低，而 CD3+CD4+T、

CD3+CD8+T 、CD4-CD8-T 、B、CD4+Treg 及 CD28-CTL 等淋巴细胞亚群的表达水平在不同感染性

疾病中的变化不同，通过分析其表达水平的变化可为不同感染性疾病的辅助诊断、免疫监测以及临

床治疗提供依据。 

 

 

PU-2342 

SLE 患者淋巴细胞亚群和 TCR 变化的研究 

 

刘基铎 1,刘灿华 2,肖明锋 1 

1.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10000 

2.广州中医药大学,510000 

 

目的  通过检测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外周血中 T 淋巴细胞亚群、B 细胞和 NK 细胞和 TCR 表达的变

化来研究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变化，进一步探讨其发病机制，为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临床辅助诊断以

及指导免疫调节治疗和估计疾病预后提供可靠的依据。 

方法  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活动期 SLE、非活动期 SLE 患者以及健康体检者的外周血中淋巴细胞亚

群和 TCR 等指标，对上述指标进行统计学分析来探讨其细胞免疫功能变化。 

结果  活动期 SLE 组 CD4+T 细胞以及双阴性 T 细胞百分数和 CD4+T/CD8+T 低于正常对照组以及

非活动 SLE 组，活动期 SLE 组 CD8+T 细胞百分数高于正常对照组，活动期 SLE 组 B 淋巴细胞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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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高于非活动期 SLE 组，活动期 SLE 组 CD4+Treg、CD8+Treg 和 NK 细胞百分数低于正常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SLEDAI 积分与 SLE 患者的 CD3+CD4+T/CD3+CD8+T、

双阴性 T 细胞和 γδT 呈负相关，与 B 细胞呈正相关。 

结论  系统性红斑狼疮活动期患者外周血存在 T 细胞亚群的异常、B 细胞的大量增多、NK 细胞的减

少等等,这些都可能与 SLE 的发生与发展过程有关。 

 

 

PU-2343 

重症肌无力与淋巴细胞免疫功能关系探讨 

 

刘基铎 1,钟嘉颖 2,肖明锋 1 

1.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10000 

2.广州医科大学 

 

目的  重症肌无力( myasThenia gravis，MG) 是乙酰胆碱受体抗体介导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文中探

讨淋巴细胞不同细胞亚群在重症肌无力患者与正常对照组间的表达情况，并探究胸腺切除后对重症

肌无力患者细胞免疫功能影响。 

方法  采用多参数流式细胞术检测重症肌无力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分布情况，并分析胸腺切除

对重症肌无力患者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 

结果  Th 细胞比例在胸腺未切除组要比正常对照组高，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Th/Ts 比例在胸

腺未切除与胸腺切除组及正常对照组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DNT 细胞在重症肌无力患者中比

正常对照组高，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NK 细胞在重症肌无力胸腺未切除组、切除组中比例较

正常对照组比例低，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CD3+CD8+CD25+CD127lowTreg 细胞在未切除胸

腺的重症肌无力患者中的表达较切除组及正常对照组高，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TCRγδ 与

TCR αβ 在重症肌无力中的表达情况与正常对照组表达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而 CTL 在重症重

症肌无力中的表达情况与正常对照组表达存在统计学差异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重症肌无力患者 Th 细胞、Th/TS 比例、双阴性 T 细胞比例增高，NK 细胞比例降低，CD8+

调节性 T 淋巴细胞比例增高，可能与重症肌无力发病存在关系，经胸腺切除后 Th 细胞、TH/TS 比

例、CD8+调节性 T 淋巴细胞比例出现降低，细胞免疫功能得到一定缓解，可通过以上指标评估重

症肌无力患者在疾病不同阶段细胞免疫功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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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44 

Curcumin inhibits retinoblastoma cell proliferation by miR-

26a targeting the tumor suppressor gene Rb1 in Y79 cells 

 

Jing Bai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Laboratory， Beijing Tongre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retinoblastoma (Rb1) gen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umor suppressor genes. 

Dysfunction of Rb protein drives tumorigenesis by overcoming barriers to cellular proliferation. 

Consequently, factors modulating Rb function are of great clinical import. 

Methods Here, we show that miR-26a was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in human retinoblastoma cells, 

tissues and serums from retinoblastoma patients, compared with human retinal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non-tumor tissues and serums from healthy children, and that it tightly 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Rb1 by specifically targeting a conserved sequence motif in its 3′ UTR, leading 

to low expression of Rb1. 

Results In vitro experiments determined that miR-26a directly participated in the regulation of cell 

proliferation of human Y79 RB cells. Our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curcumin modulated the miR-

26a expression profile, thereby exerting its anti-proliferation effects on Y79 RB cells via up-

regulation of Rb1. 

Conclusions To our knowledge, these data indicate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miR-26a directly 

regulates cell proliferation by targeting Rb1 in retinoblastoma and that miR-26a could be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approach for retinoblastoma. 

 

 

PU-2345 

免疫比浊法在梅毒螺旋体定量检测中的评价 

 

袁艺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评价免疫比浊法在梅毒螺旋体定量检测中的临床意义和应用价值。 

方法  应用免疫比浊法（3TP）检测根据 TPPA 和 RPR 实验检测结果筛选出 1150 例血清样本，其

中 1050 份梅毒螺旋体抗体阴性标本，100 份梅毒螺旋体抗体阳性标本。再针对两种检测方法结果不

一致的标本依次通过胶体金免疫层析试验（Colloidal Gold Immunochromatography Assay ,GICA）、

免疫印迹试验( Immunoblotting Test , IBT)、中和试验(Neutralization Test)、荧光梅毒螺旋体抗体吸

收法( Fluorescent Treponemal Antibody Absorption test ,FTA-ABS)作进一步验证检测，并给予明确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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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经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复查 100 例阳性样本的 3TP 数据结果均大于临界值即为阳性；然而理论

上 3TP 数据结果均应小于临界值的 1050 例阴性样本中有 6 例不一致结果，经多种验证试验确认有

2 例为阳性样本。 

结论  与传统的手工 TPPA 相比，因 3TP 使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可在定量检测的同时大大缩短检测

时间，完全摒弃传统的手工操作、长期孵育、肉眼判断的弊端，特别适用于临床大量血清样本的筛

查工作。 

 

 

PU-2346 

降钙素原与 C-反应蛋白联合检测 

在鉴别诊断患儿 CNS 血流感染与定植污染中的应用价值 

 

吴伶俐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210000 

 

目的  评价降钙素原（Procalcition，PCT）和 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联合检测对

患儿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Coagulase negative staphylococci, CNS) 血流感染与定植污染的鉴别

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收治的疑似 CNS 血流感染的

患儿的临床资料，比较 CNS 血流感染患儿（血流感染组）和定植污染患儿（定植污染组）感染性指

标 PCT 和 CRP 之间的差异性，并根据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曲线分析 PCT 和 CRP 对 CNS 血流感染与定植污染的鉴别诊断价值。 

结果  与 50 例定植污染组相比，42 例血流感染组患儿 PCT 水平明显升高（2.96 ± 2.25 μg/L vs. 

0.52 ± 0.37 μg/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CRP 水平也明显升高（27.38 ±15.07 mg/L 

vs. 7.72 ± 4.34 mg/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 以 PCT > 0.505 μg/L 和 CRP >10.5 

mg/L 作为临界值时，PCT 与 CRP 诊断 CNS 血流感染的敏感性分别为 84.5 %和 81.6 % （Х2= 

0.167，P=0.683）、特异度分别为 87.0 %和 73.9 %（Х2= 5.383, P = 0.024）以及 ROC 曲线下面

积（AUC）分别为 0.917 [95％CI （0.863，0.971）] 和 0.823 [95％CI （0.764，0.869）] （Х2=4.421，

P=0.036）。 

结论  早期应用 PCT 鉴别诊断患儿 CNS 血流感染与定植污染，将有助于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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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47 

肿瘤标志物及 CTCs 分型检测与非小细胞肺癌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庞志宇,张战锋,谢在春,陈久凯,龙颖宜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肿瘤标志物 CEA、CA125、CA153 及 CTCs 分型检测在判断非小细胞肺癌预后的临床

价值。探讨肿瘤标志物 CEA、CA125、CA153 及 CTCs 分型检测在判断非小细胞肺癌预后的临床价

值。 

方法  选择 2017 年 1 月至 12 月于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19 例，

采用一种基于细胞大小及细胞核内标志物的检测方法，检测 CTCs 的总数及亚型，同时检测患者肿

瘤标志物 CEA、CA125、CA153，对患者随访 1 年，分为死亡组和存活组，比较两组患者 CTCs 总

数、分型和肿瘤标志物之间的差异。 

结果  不同组间 CTCs 总数、CTCs 分型之间无统计学差异，但是死亡组的 CTCs 总数和间质型肿

瘤细胞较存活组有增多的趋势，不同组间患者肿瘤标志物 CEA、CA125、CA153 无统计学差异，但

是 CTCs 总数、CTCs 分型联合 CEA、CA125、CA153 作为诊断指标，则死亡组的检出率高于存活

组（P<0.05）。 

结论  单独 CTCs 数量及分型、肿瘤标志物 CEA、CA125、CA153 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预后无统计

学意义，但是，联合检测可以作为非小细胞肺癌预后的指标。 

 

 

PU-2348 

0-18 岁健康儿童的血清补体和免疫球蛋白参考区间研究 

 

黎赛 1,李梨平 1,莫丽亚 1 

1.湖南省儿童医院 

2.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目的  《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最新版[1]给出了免疫比浊法检测 9 个月至 18 岁儿童免疫球蛋白的

正常参考值，但缺少新生儿免疫球蛋白及 0-18 岁儿童期补体正常参考值的调查。本研究旨在建立 0-

18 岁健康儿童血清补体参考区间，完善 0-18 岁健康儿童免疫球蛋白参考区间。 

方法  用特定免疫蛋白仪免疫速率散射比浊法检测 1458 例 0-18 岁健康儿童的血清补体 C3、C4 水

平及免疫球蛋白 IgG、A、M、E 浓度，其中 0-<28 天组（新生儿期）156 例，28 天-<6 月组（婴幼

儿期）162 例，6 月-<1 岁组（婴幼儿期）170 例，1-<2 岁组（婴幼儿期）186 例，2-<3 岁组（婴幼

儿期）170 例，3-<7 岁组（学龄前期）256 例，7-<13 岁组（学龄期）190 例、13-<18 岁（青春期）

168 例。 

结果  新生儿（0-<28 天）的补体及免疫球蛋白 C3， C4，IgA，IgM 水平参考范围(中位数，参考区间)

显著低于成人，分别为 C3 0.58（0.41-0.86g/L）， C4 0.11（0.07-0.17 g/L），IgA 0.07（0.07-0.36）

g/L，IgM 0.40（0.31-1.45）g/L，IgG 5.99（5.60-8.88）g/L，IgE 5.00（5.00-33.00）IU/L。28d-<6

月组 IgG 水平 3.99 g/L (2.55-6.33g/L)低于新生儿组（P<0.05)，IgE 水平与年龄有相关，在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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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最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高（rIgE=0.10,P<0.05）。与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1]比较，本研究 IgE

参考区间略高。 

结论  总体上，儿童的补体及免疫球蛋白水平低于成人，并随年龄的增长呈逐渐增高趋势。新生儿

的 IgG 水平与成人近似，随后降低，随年龄的增长呈逐渐增高趋势。本研究儿童 IgE 水平高于全国

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四版报道的儿童参考范围。儿童补体及免疫球蛋白检验报告单应根据不同年龄

设置相应的正常参考范围，以利于临床诊断。 

  

 

PU-2349 

Gal-9 对 HIV-1 感染者 slanDC 功能的影响 

 

康中玉,耿文清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半乳糖凝集素-9（galectin-9，Gal-9）是能与 β 半乳糖苷结合的半乳糖凝集素家族成员之一，

对 moDC、BMDC 成熟功能及分泌细胞因子功能有重要作用。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者血

浆中 Gal-9 表达水平升高，目前关于 Gal-9 对 HIV 感染者 slanDC 功能的影响的研究较少，本文将

就 Gal-9 对 HIV 感染者 slanDC 功能的影响做研究。 

方法  提取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并计数。应用流式细胞仪检测 slanDC 细胞表面 Gal-9 

及 Tim-3 的表达，通过破膜及破核检测 slanDC、胞内 Gal-9 的表达。用流式细胞仪检测人重组 

Gal-9 对 slanDC 表面 Tim-3、 CD40、 CD80 及 CD83 表达及细胞因子 IL-12 分泌的影响。 

结果  1、 HIV-1 感染者 slanDC 表面、胞内均表达 Gal-9，且胞内 Gal-9 的表达水平均较表面表

达水平高。2、 HIV-1 感染者 slanDC 表面表达 Tim-3， HIV-1 感染者 slanDC 表面 Tim-3 的表

达水平较健康对照组低。重组 Gal-9、LPS 均使 HIV-1 感染者 slanDC 表面 Tim-3 的表达水平增

加。3、 HIV-1 感染者 slanDC 表面 CD40、 CD80、 CD83 的表达水平较健康对照组 slanDC 表

面 CD40、 CD80、 CD83 的表达水平低。4、 HIV-1 感染者 slanDC 分泌细胞因子 IL-12 较健

康对照组 slanDC 分泌的细胞因子 IL-12 水平低。5、 重组 Gal-9 使 HIV-1 感染者 slanDC 表面 

CD40、 CD80、 CD83 的表达水平下降并下调细胞因子 IL-12 的表达。  

结论  重组 Gal-9 还可使 HIV-1 感染者 slanDC 表面 CD40、 CD80、 CD83 的表达水平及 细

胞因子 IL-12 的分泌水平下降，抑制 slanDC 的成熟及分泌细胞因子功能 

 

 

PU-2350 

尿液中肝素结合蛋白和白介素-6 水平对尿路感染的临床诊断价值 

 

吴苑,郑微,李靖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410000 

 

目的  研究尿液中肝素结合蛋白（HBP）和白介素-6（IL-6）浓度对尿路感染（UTI）的临床诊断价

值及其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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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方法。收集 2017 年 9 月到 2018 年 3 月于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收治的 157 例

尿路细菌性感染患者、15 例尿路真菌性感染患者、61 例非 UTI 患者以及 40 例健康体检者的尿液作

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尿液中 HBP；上转发光法检测尿液中 IL-6 的浓度；细菌培养鉴

定病原菌种类；同时检测尿中白细胞（WBC）、尿粒细胞酯酶（LE）、尿亚硝酸盐（NIT）含量。

方差不齐非正态计量资料的总体水平差异采用 Kruskal-Wallis H 检验。组内两组独立样本检验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建立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分析尿液中 HBP 和 IL-6 对 UTI 的

临床诊断价值，并确定最佳临界值。 

结果  UTI 细菌组、UTI 真菌组、UTI 阴性组、健康组 HBP 的水平分别为 513.43（50.45-644.40）

ng/ml、124.45（33.10-376.47）ng/ml、55.65（20.43-314.55）ng/ml、5.93（3.48-12.63）ng/ml； 

四组 IL-6 的水平分别为 5.54（3.83-8.77）pg/ml、3.58（2.82-5.57）pg/ml、5.29（4.30-6.34）、

5.17（4.70-6.21）pg/ml。UTI 细菌组与 UTI 阴性组、健康组，UTI 真菌组与健康组 HBP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UTI 细菌组与 UTI 阴性组、健康组 IL-6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BP、IL-6

诊断尿路感染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48、0.573。 

结论  HBP 对尿路感染的诊断和辅助诊断都有较高效能，能够快速有效地辅助诊断尿路感染，而 IL-

6 对尿路感染的辅助诊断意义不大。 

 

 

PU-2351 

let-7a 在支气管哮喘中的表达及其与细胞因子的相关性研究 

 

鱼丽娟,吴守振 

西安市儿童医院,710000 

 

目的  探究支气管哮喘患者血清、气道组织和免疫细胞中 MicroRNA let-7a 的表达情况，同时分别

研究 MicroRNA let-7a 与细胞因子 IL-4, IL-13 和 IL-17a 的相关关系。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分别收集正常对照组（n=20）、轻度哮喘组（n=18）和重度哮喘

组（n=22）病人的血清和气道组织标本。应用荧光定量 PCR 技术检测血清和气道组织标本中的

MicroRNA let-7a 的含量 。应用流式细胞分选技术分选得到 CD4+T 细胞、Th1 细胞、Th2 细胞和

Th17 细胞。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 CD4+T 细胞、Th1 细胞、Th2 细胞和 Th17 细胞中 MicroRNA let-

7a 的表达情况。ELISA 法检测血清中细胞因子 IL-4, IL-13 和 IL-17a 的表达情况，同时与血清

MicroRNA let-7a 表达情况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较，轻度哮喘组和重度哮喘组病人血清和气道组织标本中的 MicroRNA let-

7a表达均下调且成趋势性变化。轻度哮喘组和重度哮喘组病人CD4+T细胞和Th2细胞中MicroRNA 

let-7a 表达均下调且成趋势性变化，提示 MicroRNA let-7a 可能通过抑制 Th2 细胞的极化发挥抗炎

作用。 

结论  let-7a 在哮喘患者的血清、气道组织和免疫细胞中表达均下调。let-7a 有望成为哮喘的分子诊

断靶标和治疗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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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52 

高敏化学发光法测定丙肝病毒抗体的临床性能评价 

 

广州陆军总院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510000 

 

目的  新检测系统 HISCL-5000 高敏化学发光免疫法在测定丙肝病毒抗体（HCVAb）的性能评价。 

方法  通过对丙肝病毒抗体的精密度、血清转化盘、一致率评价、临床特异性与临床灵敏度、干扰

试验测定并进行分析评价。经抗 HCV 重组免疫印迹试验（RIBA）对不一致结果进行确认试验。 

结果  新检测系统 HISCL 5000 测定 HCVAb 的批内 CV 分别为 5.31%、8.21%；批间 CV 分别为

4.33%、7.16%；HISCL 使用转化血清盘检测比雅培 ARCHITECT 提前 1 周测定出由阴转阳的血清

转化，检测窗口期提前 1 周；通过与雅培定量试剂进行一致率评估，总一致率 99%；通过与科华

ELISA 检测弱阳性以及弱阴性标本，总一致率 95.3%；临床特异性 99.7%，临床灵敏度 100.0%均

高于雅培 i2000 以及科华 ELISA。 

结论  新检测系统 Sysmex HISCL 5000 高敏发光全自动免疫分析测定 HCVAb 灵敏度高、特异性

强、简便以及窗口期短，适应于临床 HCV 感染的检测。 

t-size:10.5pt; 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serif";mso-fareast-font-family:宋体 ;mso-bidi-font-

family: 宋 体 ;mso-font-kerning:1.0pt;mso-ansi-language:EN-US;mso-fareast-language:ZH-CN; 

mso-bidi-language:AR-SA'>HCVAb）的性能评价。 

 

 

PU-2353 

供体特异性抗体与受者术后 

急性排斥反应和移植肾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邵剑春,陈俊,史琼华,钱净,李穗雯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探讨肾移植术后受者抗 HLA 抗体和供体特异性抗体（DSA）与急性排斥反应和肾功能恢复的

关系。  

方法  对 172 例首次肾移植受者，采用 Luminex 流式细胞技术，分别在第 7、14、21、30、60、

90、120、150、180 天动态监测血清中抗 HLA 抗体和确认 DSA。根据抗体检测结果分为阳性组和

阴性组和肾功能结果分为肾功能恢复并持续良好、延迟恢复、AR、中度功能不全四个组别。采用统

计学分析不同组别间的 AR 发生率、DSA 的检出率以及肾功能恢复情况。并对 DSA 特异性的类别

进行分析。 

结果  抗 HLA 抗体阳性率为 25%，其中 DSA 阳性率为 7.54%；AR 发生率 5.81%(10/172)。阴性

组和阳性组 AR 发生率分别为 1.55%和 16.32%，二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7.13，P<0．05)；

肾功能良好组抗 HLA 抗体阳性率为 17.42%，DSA 阳性率为 1.51%；延迟恢复组抗 HLA 抗体阳性

率为 45.45%，DSA 阳性率为 13.63%；AR 组抗 HLA 抗体阳性率为 80%，DSA 阳性率为 70%；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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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组抗 HLA 抗体阳性率为 25%，DSA 阳性率为 12.5%，组间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25.08，

P=0.000；x2=8.207，P=0.0.042)。AR 组经抗 AR 治疗后 9 例肾功能明显改善。8 例 DSA 特异性

为 HLA-Ⅰ类，占 61.54%，4 例 DSA 特异性为 HLA-Ⅱ类，占 30.77%，1 例 DSA 特异性为Ⅰ+Ⅱ

类，占 7.6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8.535，P<0．05)。 

结论  DSA 的存在不仅导致 AR，而且影响移植肾的功能。动态监测受者术后 DSA，对移植肾功能

的恢复和控制排斥反应十分必要。 

  

 

PU-2354 

Peritoneal leukemia-associated resident macrophages 

exhibit inflammatory characteristics in MLL-AF9 induced 

acute myeloid leukemia 

 

Chong Chen,Li Ren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Cancer Institute and Hospital 

 

Objective Tissue-specific macrophages show heterogeneity in different organs and tissues, and 

even in the same tissue this heterogeneity exists. And the same tissue macrophages are also 

heterogeneous in different pathologic microenvironments. The phenotype of educated resident 

macrophages varies greatly, depending on the microenvironment. So far, there have been few 

reports about the heterogeneity of peritoneal macrophages but no studies about characteristics of 

peritoneal resident macrophages in leukemia. Theref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ritoneal 

macrophages in mouse acute myeloid leukemia were explored in the present study. 

Methods n this section, SPM (small peritoneal macrophage, SPM) and LPM (large peritoneal 

macrophage, LPM) which was peritoneal resident macrophage, were obtained by flow cytometry. 

The dynamics, morphology, cell cycle, apoptosis, apoptosis-related genes and phagocytic function 

of the two subsets were comparatively analyzed in normal mice models. And MLL-AF9 induced 

acute myeloid leukemia mice models and LPS-induced inflammation mice models were established. 

Three kinds of LPM in these three models were obtained by cell sorting, which were referred to as 

normal LPM, AML-associated LPM (AML-LPM) and LPS-induced inflammatory LPM (LPS-LPM), 

respectively. The dynamics, phenotypes, gene expressions and functions of these three LPM were 

assessed. Gene expression profiles of LPM in these three microenvironments (normal, 

inflammatory and leukemia) were comparatively analyzed with RNA sequencing. 

Results Result 1 showed that LPM(resident macrophage) accounted for a large proportion of 

peritoneal F4/80+cells, with a bigger absolute number than that of SPM. This indicates that LPM is 

the predominant peritoneal macrophage. Result 2 showed that the dynamics of AML-LPM was 

similar as that of LPS-LPM,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normal LPM. Result3 showed that the 

AML-LPM exhibited a similar expression profile as LPS-LPM. Compared to normal LPM, found that 

AML-LPM and LPS-LPM were clustered by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analysis, and there were as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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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9 up-regulated genes and 295 down-regulated genes commonly shared by AML-LPM and LPS-

LPM; expressions of only 23 genes showed an opposite alteration. Result4 showed that by 

comparison of gene iNOS and intracellular NO content associated with macrophage killing,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the three LPM, with LPS-LPM and AML-LPM having higher levels 

of iNOS expression and intracellular nitrogen activity than LPM. The killing function of macrophages 

which were educated in inflammation and leukemia microenvironment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nclusions 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leukemia microenvironment was closely related with 

inflammation, suggesting that leukemia might have characteristics of chronic inflammation. 

Additionally, we demonstrated that leukemia and inflammatory microenvironment which educated 

macrophages had the same point and different points, which could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of leukemia and macrophage-associated cell therap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lammatory response. 

 

 

PU-2355 

胸水中 CEA、CA125、CA153 及 CA199 

对肺癌的诊断价值分析 

 

刘冰 

鞍山市中心医院,114000 

 

目的  探讨检测胸水中癌胚抗原(CEA )、癌抗原 125(CA125)、癌抗原 153(CA153)以及癌抗原

199( CA199)对肺癌临床诊断的价值。收集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肺癌患者 49

例（肺癌组），同期非肺癌的肺部病变患者 52 例（非肺癌组），收集两组的胸水以及血清，采用化

学发光法测定 CEA、CA125、CA153 及 CA199 水平。肺癌组的胸水 CEA、CA125、CA153 及 CA199

水平较非肺癌组显著提高（P<0.05），且胸水测定结果显著高于血清测定结果（P<0.05）；CEA 联

合 CA199 检测的敏感度以及特异度均较高，分别为 96.15%、95.92%。 

方法  化学发光法 

结果  肺癌组的胸水 CEA、CA125、CA153 及 CA199 水平较非肺癌组显著提高（P<0.05），且胸

水测定结果显著高于血清测定结果（P<0.05）；CEA 联合 CA199 检测的敏感度以及特异度均较高，

分别为 96.15%、95.92%。 

结论  胸水 CEA、CA125、CA153 及 CA199 水平检测对于肺癌的早期诊断具有重要意义，联合检

测 CEA 级 CA125 可提高诊断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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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56 

妊娠期血清甲状腺激素的变化范围 

对孕妇甲状腺功能诊断的影响分析 

 

秦明 

潍坊市坊子区人民医院,261000 

 

目的  分析妊娠期血清中 FT3、FT4、TT3、TT4 和 TSH 的变化范围对孕妇甲状腺功能诊断参考价

值。 

方法  取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8 月在本院接收产检并在本院分娩的 150 例孕妇纳入观察组，都

无甲状腺疾病，选取同期在本院体检的 50 名育龄期女性作为对照组研究对象，无甲状腺疾病。采集

两组女性空腹肘静脉血液，共计 5ml，置入专用试管中，无抗凝剂，静置 6h，离心后利用全自动化

学发光分析仪与配套试剂检测血清中的 FT3、FT4、TT3、TT4 和 TSH。对比两组各甲状腺激素水

平，分析观察组中不同妊娠期孕妇甲状腺水平的变化。采用 SPSS20.0 软件处理中文数据，计量资

料（FT3、FT4、TT3、TT4 和 TSH）用（`X±S）的形式表示，t 值检验。对比数据差别明显用 P＜

0.05 表示，反之用 P＞0.05 表示。 

结果  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五项甲状腺激素水平都和对照组存在较大差异，孕期延长后，FT4 不

断降低，TT3、TT4 和 TSH 不断升高（P＜0.05），FT3 未发生明显变化（P＞0.05）。 

结论   本次研究得出，观察组孕妇预对照组女性的各项甲状腺激素水平都存在差异性，P＜0.05，

说明甲状腺激素会在妊娠期发生变化，研究还发现，孕期延长后，TT3、TT4 和 TSH 不断升高。孕

期患有甲状腺功能性疾病会双重影响母婴健康，密切监测孕期各项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变化，采取针

对性措施预防疾病，有利于胎儿的健康发育，提高社会人口出生质量，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PU-2357 

Comprehensive circular RNA profiles in plasma reveals 

that circular RNAs can be used as novel biomarkers for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Haixia Li,Yurong Qiu,Kaifei Li,Xin Li,Hongxia Wang,Jia Yang,Shai Chu,Haifang Wang,Chunmin Kang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Circular RNAs (circRNAs), a novel class of widespread endogenous noncoding RNAs,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diseases, including atherosclerosis, Alzheimer's 

disease and several types of cancers, but there is little knowledge about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This study is aimed to identify the expression profiles of 

circRNAs in SLE and normal participants plasma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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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In this project, a case-control study was conducted to collect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circRNAs in plasma using gene chip technology by collecting blood samples from 6 paired SLE 

patients and normal healthy controls, then, the preliminary validation phase, the target circRNAs 

were verified in twenty-four paired plasma samples by qRT-PCR. di-language:AR-SA'&gt; plasma 

samples by using a circRNA microarray. In addition, bioinformatics was employed to predic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validated circRNAs and potential miRNA targets. 

Results The microarray analysis showed that 207 circRNAs wer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including 113 upregulated and 94 downregulated circRNAs. Then, we selected 

8 circRNAs as candidate biomarkers from the microarray analysis and further verified them in 

another group of subjects consisting of 24 SLE patients and 24 normal controls using 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ssays (qRT-PCR). Finally, we confirmed four circRNAs that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microarray results. In addition, bioinformatics was employed to predic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validated circRNAs and potential miRNA targets.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we firstly illustrate the comprehensive expression profiles of 

circRNAs in SLE patients plasma and lay the foundations to develop circRNAs as novel non-

invasive biomarkers for SLE disease in the future. xpressed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including 

113 upregulated and 94 downregulated circRNAs. Then, we selected 8 circRNAs as candidate 

biomarkers from the microarray analysis and further verified them in another group of subjects 

consisting of 24 SLE patients and 24 normal controls using 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ssays (qRT-PCR). Finally, we confirmed four circRNAs that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microarray results. In addition, bioinformatics was employed to predic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validated circRNAs and potential miRNA targets.  

 

 

PU-2358 

不同免疫抑制剂对于肾移植受者体内 

以及体外滤泡辅助性 T 细胞分化的作用机制研究 

 

李壹,严琳,李亚梅,唐江涛,石运莹,王兰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目前临床上常用的一线免疫抑制剂他克莫司（FK506），其主要作用机制为通过影响钙调磷

酸酶的活性从而影响下游 IL-2 和其他细胞因子的表达。雷帕霉素(商品名为西罗莫司，SRL)主要作

用机制为阻断由 mTOR（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刺激引起的 T 细胞活化和细胞周期的演

进，从而发挥免疫抑制作用。近期的研究发现滤泡辅助性 T 细胞(T follicular helper cell, Tfh)在移植

后抗体介导的慢性排斥反应（Antibody-mediated rejection , AMR)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并

没有关于以上两种药物对于 Tfh 细胞分化的详细研究。 

方法  本研究纳入 20 例使用雷帕霉素为主要治疗方案的移植受者以及 20 例使用他克莫司为主要治

疗方案的移植受者，检测其外周血 Tfh 细胞的表达。体外实验分选 10 例健康人外周 Naïve T 细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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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以上两种不同的免疫抑制剂治疗，从体内以及体外两个方面分析不同的免疫抑制剂对于 Tfh 细

胞作用差异。 

结果  在体内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使用雷帕霉素的移植受者外周血 Tfh 细胞表达明显的低于使用他

克莫司的移植受者。表达 PD-1 的活化的 Tfh 的百分比和绝对值雷帕霉素组也明显的低于他克莫司

组。体外细胞培养的结果显示：雷帕霉素以及他克莫司都可以明显的抑制 Naïve T 细胞分化为 Tfh

细胞，同时，使用两种药物治疗以后的 Tfh 细胞辅助 B 细胞分化为浆细胞的能力也明显降低。然而

在相同的药物浓度下，雷帕霉素较他克莫司对于 Tfh 细胞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 

结论  雷帕霉素较他克莫司能更好的抑制 Tfh 的分化表达，在抑制移植后抗体介导的排斥方面起着

更好的作用。 

  

  

PU-2359 

A 蛋白胶体金缀合物的冰冻干燥方法探讨 

 

曹丹如,朱宇清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在结核抗体的检测中，以前广泛使用的 SPA 胶体金缀合物溶液不易保存，特别在运输过程中，

其效价会下降，导致试剂盒的灵敏度降低。为了克服以上缺点，我们采用冰冻干燥的 A 蛋白胶体金

缀合物来代替 SPA 胶体金缀合物溶液的方法。 

方法  选取五种冻干恢复液，0.25% BSA、5%的甘露醇、5%的乳糖、5%的蔗糖、0.25M 的覃糖，

在 4°C 和 37°C 的条件下，放置 79 天，用斑点试验测定效价。 

结果  将 5% 乳糖或 0.25M 覃糖加入到恢复液中冻干，能使 SPA 胶体金缀合物 37°C 79 天，保持

活性基本不变。 

结论  在冰冻干燥时，在恢复液中加入 5%乳糖或 0.25M 覃糖，是较理想的选择。    

 

 

PU-2360 

昆明地区轮状病毒分子流行病学及致病特性研究 

 

甸子芩 1,孙翳 1,蒋红君 1,夏雪山 2 

1.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650000 

2.昆明理工大学 

 

目的  建立人轮状病毒（Rotavirus, RV）的基因分型方法，了解昆明地区腹泻儿童中 RV 的分子流

行病学特征及病毒主要致病特性。 

方法  收集自 2017 年 8 月至 12 月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儿科门诊及住院患儿 RV 阳性样本 89 例，

以病毒的 VP7、VP4 基因保守区设计引物，提取样本中病毒的 RNA 后采用巢式 RT-PCR 扩增基因，

对阳性样本电泳验证条带大小后送测序，以测序结果对 RV 株进行基因分型，了解 RV 的基因型分

布情况；同时收集患儿的基本信息及临床资料，包括是否发热、呕吐、电解质紊乱及腹泻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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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泻严重程度按粪便性状评分而定，大于等于 2 分表示有腹泻，分值越高腹泻越严重，评分方法：

棕色成型粪便 1 分；黄色软便 2 分；黄色稀便 3 分；黄色蛋花样便 4 分。同时收集患儿各项生化指

标检测结果及临床治疗及转归等信息。结合测序结果比较不同基因型 RV 的致病性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  89 例 RV 阳性样本中，73 例扩增并测序成功，其中，G9P[8]组合为优势基因型，占所有基因

型的 64.4%（47/73），其次为 G2P[4]型，占 20.5%（15/73），G1P[8] 型占 8.2%（6/73），G9P[4]

型占 4.1%（3/73），G3P[8]为 2.7%（2/73）。73 例患儿中，住院患儿为 16 人， 门诊患儿 57 人。

住院患儿除 RV 引发的腹泻外，多合并其他症状如呼吸道感染、肝功能异常和心肌酶异常及发热等

症状，门诊患儿除腹泻外多以呼吸道感染和发热为主。 

结论  昆明地区 RV 主要流行的基因型为 G9P[8]型，其次为 G2P[4]型。RV 感染总体还是以轻症腹

泻较为多见，RV 感染患儿可有呕吐、发热和脱水等症，但比例不高，程度较轻。 

 

 

PU-2361 

血浆中 lncRNAs 在胎儿心脏畸形产前检测中临床价值 

 

顾猛 

常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常州市儿童医院,213000 

 

目的  探索孕妇血浆中 lncRNAs 表达的改变在预测胎儿 CHD 中的价值。 

方法  我们应用 ARRAYSTAR 基因芯片法对 3 例典型怀有 CHD 胎儿的孕妇血浆及 3 例相似年龄及

孕周正常孕妇血浆进行 lncRNAs 分析，找出显著上调或下调并与 CHD 密切相关的 lncRNAs，GO

分析、网络分析用来研究其功能，然后用 RT-PCR 对 62 例怀有 CHD 孕妇的血浆及 62 例相似孕周

和年龄正常孕妇血浆中 lncRNAs 进行检测和验证，同时用 ROC 曲线对 lncRNAs 诊断胎儿 CHD 的

灵敏度及特异性进行分析。 

结果  在 ARRAYSTAR 基因芯片检测中，显著上调 3694 条，显著下调 3919 条（差倍率≧2.0），

其中显著上调或下调并与 CHD 密切相关的前 10 条 lncRNAs 分别为 ENST00000422826、

ENST00000436681 、 NR-046160 、 NR-037608 、 AA709223 、 AA584040 、 BX478947 、

chr13:104871700-104904225+、AK055084R、AI808306，经 RT-PCR 对大样本进行确认，显著上

调或下调的有 5 条，分别为 ENST00000422826、ENST00000436681、BX478947、AA709223 及

AA584040，其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分别为 0.817、0.892、0.886、0.882 及 0.755。 

结论  孕妇血浆中 ENST00000422826、ENST00000436681、BX478947、AA709223 及 AA584040

等 5 条 lncRNAs 可为作为一个种无创胎儿 CHD 产前诊断的新的生物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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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62 

抗心磷脂和 β2 糖蛋白 1 抗体在结缔组织病中的表达特点 

 

陈礼文,程娟,王爱华,王秀,梁伟,管世鹤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30000 

 

目的  探讨 IgA/IgG/IgM 型抗心磷脂抗体（aCL）和抗 β2 糖蛋白 1 抗体（aβ2-GP1）在结缔组织病

（CTD）中的表达特点。 

方法  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未分化结缔组织病、干燥综合征、

多肌炎/皮肌炎、重叠综合征、系统性硬化病、贝赫切特综合征和混合性结缔组织病等 9 类共 548 例

CTD 患者血清 IgA/IgG/IgM 型 aCL 和 aβ2-GP1 含量，并分析比较这 6 个指标在 9 类 CTD 中的分布

差异。 

结果  aCL 和 aβ2-GP1 的均值和阳性率在系统性红斑狼疮最高，其中 aCL-IgA、aCL-IgG、aβ2-GP1-

IgA 和 aβ2-GP1-IgG 在 9 类 CTD 之间的表达水平存在显著差异（P=0.003; P=0.000; P=0.003; 

P=0.009），而 aCL-IgM 和 aβ2-GP1-IgM 无显著性差异（P=0.252; P=0.075），但 aβ2-GP1-IgM

在 9 类 CTD 中的含量（均值）均最高，并且除重叠综合征外其阳性例数（阳性率）亦显示最高。四

格表资料卡方检验分析表明 aCL 和 aβ2-GP1 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c2=78.027, P=0.000）。aCL 的

IgA、IgG 和 IgM 类抗体阳性例数（阳性率）分别为 31（5.7%）、48（8.8%）、和 52（9.5%）；

aβ2-GP1 的 IgA、IgG 和 IgM 类抗体阳性例数（阳性率）则分别为 41（7.5%）、36（6.6%）和 100

（18.2%）。二项分布检验表明在 aCL 和 aβ2-GP1 之间 IgA、IgG 和 IgM 类抗体的分布均存在显著

差异（P=0.048; P=0.034; P=0.000）。在 aCL，IgA 与 IgG 之间以及 IgA 与 IgM 之间均存在显著差

异（P=0.002; P=0.000）；而在 aβ2-GP1，显著分布差异存在于 IgG 与 IgM 之间和 IgA 与 IgM 之间

（均 P=0.000）。 

结论  IgA/IgG/IgM 型 aCL 和 aβ2-GP1 在 CTD 分布存在显著差异。aCL 中 IgG 与 IgM 类抗体表达

占优势，而 aβ2-GP1 的优势表达抗体为 IgM。定量和联合检测 aCL 和 aβ2-GP1 对 CTD 具有重要

的临床价值。 

 

 

PU-2363 

AIM2 在乙肝相关性肾小球炎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王晶晶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 AIM2 的激活和表达在 HBV-GN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54 例 HBV-GN 为实验组，25 例慢性肾炎为对照组，肾活检后，采用免疫组化检测 AIM2, 

caspase-1 及 IL-1β 的表达，并分析各组中 AIM2 与 caspase-1 及 IL-1β 关系。转染 HBV 的肾小球

系膜细胞（HGM）用 AIM2-siRNA 封闭 AIM2 为实验组，单独转染 HBV 或 AIM2-siRNA 的 HGM 为

对照组。采用 Western blot 和 qRT-PCR 分别检测各组中 caspase-1, IL-1β and IL-18 蛋白表达及

mRNA 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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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HBV-GN 组肾活检组织中 AIM2 的表达高于对照组(P <0.01)；且与 caspase-1 及 IL-1β 的表

达呈正相关(P <0.01，P <0.01)；封闭 AIM2 后，caspase-1、IL-1β 及 IL-18mRNA 的表达明显降低

（P<0.05，P<0.05，P<0.05）。 

结论  AIM2 可通过与 HBV-DNA 识别并激活,经 caspase-1 途径激发固有免疫,释放 IL-1β ,IL-18 等

炎性因子,导致 HBV-GN 的发生与发展。 

 

 

PU-2364 

过敏性哮喘患儿外周血 IL-4、IFN-γ、sIL-2R、 

IL-10 水平变化及临床意义 

 

顾猛 

常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常州市儿童医院,213000 

 

目的  探讨过敏性哮喘患儿外周血细胞因子 IL-4、IFN-γ、sIL-2R、IL-10 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ELISA 法检测 52 例过敏性哮喘患儿及 45 例同期健康儿童体检者外周血细胞因子 IL-4、IFN-

γ、sIL-2R、IL-10、sIgE 及组胺水平；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常规检测全血嗜酸性粒细胞比率；细胞因

子与哮喘严重程度用 Pearson 相关性进行分析。 

结果  哮喘组外周血 IL-4、sIL-2R、组胺、sIgE 及嗜酸性粒细胞比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而 IFN-γ、IL-10 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IL-4、sIL-2R 与哮喘严重程度呈正相关（p<0.05），而

IFN-γ、IL-10 则呈明显负相关（p<0.05）。 

结论  过敏性哮喘患儿体内肥大细胞被活化脱颗粒而释放组胺等免疫活性介质。在过敏性哮喘的发

病机制中，细胞因子 IL-4、sIL-2R、IFN-γ、IL-10 发挥重要作用，且动态监测有利于临床把握病情的

严重程度并给予相应的治疗。 

 

 

PU-2365 

HCV-RNA，HCV 抗体和 ALT 联合 

检测在丙型肝炎诊断中的应用 

 

李贵玲 1,乐倩倩 2,曾进 1,谢鑫友 1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310000 

2.温州医学院,325000 

 

目的  比较分析对丙型肝炎患者血清中丙型肝炎病毒核糖核酸（HCV-RNA）定量检测结果、丙型肝

炎抗体（HCV-Ab）以及丙氨酸转氨酶（ALT）水平，探讨其相关性及潜在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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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 332 例疑似丙型肝炎的患者血清样本进行实时荧光定量 PCR（RT-PCR）检测 HCV 的 RNA

含量，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 HCV-Ab，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丙氨酸转氨酶（ALT）含

量。 

结果  332 例疑似丙型肝炎的标本均为 HCV-Ab 阳性、HCV RNA 阳性。 

结论  在疑似丙型肝炎患者血清样本中，随着 RNA 载量的逐渐上升，抗体拷贝数达到 10^3 及以上

水平，抗体阳性百分率达到百分之百，而 ALT 平均值无明显变化，异常率呈现逐步上升趋势。检测

患者中，ALT 数值异常与正常相比，RNA 拷贝数有明显提高，而抗体阳性百分数无明显区别结论，

在早期诊断中，对疑似丙肝病毒患者应综合三项数据指标，系统性评估患者病情进程，从而进行针

对性医疗。 

 

 

PU-2366 

Circulating miR-100 as a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biomarker in clear 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Xuanjun Zhou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Renal cell carcinoma (RCC) accounts for approximately 3% of all adult malignancies 

and clear 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ccRCC) is the most frequent RCC subtype. Better exploration 

of novel tumor biomarkers that enable the early detection and precise prognosis for patients with 

ccRCC has become a focus of basic and clinical ccRCC research. Circulating microRNAs (miRNAs) 

stably and abundantly exist in plasma/serum and emerging evidence suggests circulating miRNAs 

as a novel class of non-invasive disease biomarkers. Therefore, in this study, we tested whether 

miR-100, which was reported to be highly expressed in tissues of clear 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ccRCC), served as a plasma biomarker in patients with ccRCC.  

Methods Levels of circulating miR-100 in plasma were detected by reverse transcription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in 110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ccRCC and 40 healthy 

control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was establish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circulating miR-100 expression levels for detecting ccRCC. The Kaplan-

Meier method was used to estimate survival rates, and the log-rank tests were used to assess 

survival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The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employed to identify the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Results  Our data demonstrated that the levels of circulating miR-100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ccRCC patien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P<0.001). Among ccRCC patients, the level of 

circulating 100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clinical stage (P=0.014) and distant metastasis 

(P=0.039). The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UC) was 0.788, and the 

optimal cut-off value was 3.87, providing a sensitivity of 70.9% and a specificity of 75.0% in 

discriminating ccRCC from healthy controls. Kaplan-Meier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cumulative 5-

year overall survival rate of ccRCC patients with high circulating miR-100 expression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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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ose patients with low circulating miR-100 expression (P=0.028, 

log-rank test). Cox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circulating miR-100 was identified 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for overall survival.  

Conclusions The level of circulating miR-100 wa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isk of ccRCC 

presence and advanced tumor stage, suggested that miR-100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umorigenesis and progression of ccRCC. Circulating miR-100 in plasma might potentially serve as 

a noninvasive diagnosis and prognostic tool in patients with ccRCC. 

 

 

PU-2367 

酶联免疫吸附法与化学发光法对 EB 病毒衣壳抗原 IgA 的检测 

 

黄珺 1,韩莹 2,柯勤豪 3,张钧 1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310000 

2.浙江中医药大学,310000 

3.温州医学院,325000 

 

目的  比较酶联免疫吸附法与化学发光法检测 EB 病毒衣壳抗原 IgA（VCA-IgA）的结果，探讨方法

学之间的对比情况及其相关意义。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和化学发光免疫试验（CLIA）分别检测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邵逸夫医院收治的 200 例人群血清标本中的ＥＢ病毒衣壳抗原 IgA（VCA-IgA)。 

结果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结果为阳性 7 例，阴性 193 例；化学发光试验检测结果为阳性 17 例，

可疑 10 例，阴性 173 例，两种方法学检测结果总符合率为 89.00%，具有可比性。酶联免疫吸附法

对于疾病组检测结果为阳性 8 例，可疑 0 例，阴性 12 例；无疾病组检测结果为阳性 9 例，可疑 10

例，阴性 161 例，两组检测结果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酶联免疫吸附法对于疾

病组检测结果为阳性或可疑 8 例，阴性 12 例；无疾病组检测结果为阳性或可疑 19 例，阴性 161 例，

两组检测结果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化学发光法对于疾病组检测结果为阳性 5

例，阴性 15 例；无疾病组检测结果为阳性 2 例，阴性 178 例，两组检测结果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01）。 

结论  酶联免疫吸附法与化学发光法具有可比性，化学发光法相较于酶联免疫吸附法具有更高的特

异度和阳性似然比以及更低的阴性似然比；酶联免疫吸附法的所有可疑结果与鼻咽部疾病无相关性，

反而降低了检测结果的特异度，但不排除对疾病的后期影响；化学发光法可以作为 EB 病毒衣壳抗

原 IgA 的临床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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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68 

6 项 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在卵巢疾病诊断中的临床价值探讨 

 

何平,姚舒生 

舒城县人民医院,237000 

 

目的  探讨血清糖类抗原 125（CA125），人附睾蛋白 4（HE4），糖类抗原 724（CA724），糖类

抗原 199（CA199），β2微球蛋白（β2-MG）和铁蛋白（Fer）6 项指标在卵巢疾病诊断中的临床价

值。 

方法  选取该院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确诊的卵巢癌患者 33 例（卵巢癌组），良性卵巢疾

病患者 60 例（良性卵巢疾病组）以及 54 例健康女性（对照组），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 3 组人群

的 CA125、HE4、CA724、CA199, β2-MG 和 Fer 水平并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其临床诊断价值。 

结果   卵巢癌组 6 项指标均高于良性卵巢疾病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卵巢

癌组 6 项指标的阳性率均高于良性卵巢疾病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良性卵巢

疾病组 CA125 ,CA724 和 Fer 阳性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检测 CA125、

HE4、Fer 卵巢癌组的阳性率可达 97.0%，卵巢良性疾病组的阳性率为 30.0%，高于单项检测的阳

性率。 

结论   Fer 也是诊断卵巢癌的较好指标， 联合检测 CA125、HE4、Fer 可提高卵巢疾病诊断的临床

价值。 

  

 

PU-2369 

CA125、CEA 、AFP、β2-MG 

和 Fer 联合检测 诊断卵巢癌的探究※ 

 

何平,姚舒生 

舒城县人民医院,237000 

 

目的  探究血清糖类抗原 125（CA125），癌胚抗原（CEA）、甲胎蛋白（AFP）、β2-微球蛋白（β-

MG）和铁蛋白（Fer）5 项肿瘤标志物在卵巢癌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取该院及部分来自外院 2015.5-2016.12 确诊的卵巢癌患者 33 例（卵巢癌组）、卵巢良性

疾病患者 60 例（卵巢良性疾病组）以及 54 例健康女性（健康对照组），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 3

组人群的 CA125、CEA、AFP、和 Fer 水平、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检测 β2-MG 水平，并进行统计学

分析，比较其临床诊断价值及联合诊断价值。 

结果  卵巢癌组 CA125、CEA、β2-MG 和 Fer 高于卵巢良性疾病组和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卵巢良性疾病组 CA125 和 Fer 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卵巢癌组 CA125、CEA、β2-MG 和 Fer 阳性率高于卵巢良性疾病组和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卵巢良性疾病组 CA125 和 Fer 阳性率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联合检测 CA125 和 Fer 卵巢癌组的阳性率可高达 95%，卵巢良性疾病组的阳性率为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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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单项检测的阳性率。CA125 联合 Fer 诊断卵巢癌的效能最高，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

性预测值、准确度均 90%以上。 

结论  Fer 也是诊断卵巢癌的较好指标，联合检测 CA125 和 Fer 可提高卵巢癌的诊断价值。 

 

 

PU-2370 

Distinct interactions of EBP1 isoforms with FBXW7 elicits 

different functions in cancer 

 

Yuli Wang1,Pengju Zhang2,Jianhua Mao3,Guangwei Wei2 

1.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2.Shand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Objective The ErbB3 receptor binding protein EBP1 encodes two alternatively spliced isoforms 

p48 and p42. While there is evidence of differential roles for these isoforms in tumorigenesis,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ir underlying mechanisms. Here we demonstrate that EBP1 isoforms interact 

with the SCF-type ubiquitin ligase FBXW7 in distinct ways to exert opposing roles in tumorigenesis. 

Methods To screen new substrates recognized by FBXW7, we performed Two-dimensional Gel 

Electrophoresis (2-DE) and Mass Spectrometry (MS) in human colorectal cancer cell line HCT116 

with homozygous deletion of the FBXW7 gene (HCT116 FBXW7−/−). To test if FBXW7 physically 

interacts with EBP1 isoforms, immunoprecipitation was used to detecte the binding sites of FBXW7 

that interacts with P48 and P42.   

Results EBP1 p48 bound to the WD domain of FBXW7 as an oncogenic substrate of FBXW7. 

EBP1 p48 binding sequestered FBXW7α to the cytosol, modulating its role in protein degradation 

and attenuating its tumor suppressor function. In contrast, EBP1 p42 bound to both the F-box 

domain of FBXW7 as well as FBXW7 substrates. This adapter function of EBP1 p42 stabilized the 

interaction of FBXW7 with its substrates and promoted FBXW7-mediated degradation of oncogenic 

targets, enhancing its overall tumor suppressing function. Overall, our results establish distinct 

physical and functional interactions between FBXW7 and EBP1 isoforms which yield their 

mechanistically unique isoform-specific functions of EBP1 in cancer.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our study uncovers a physical and functional relationship among 

FBXW7 and EBP1 isoforms (P48 and P42). Our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wo EBP1 isoforms 

distinctively modulate the role of FBXW7 by different and independent mechanisms. The 

knowledge of the role of FBXW7 and EBP1 isoforms in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governing 

tumorigenesis shed new lights on improving current anti-cancer thera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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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71 

肌钙蛋白 I 检测方法及其在心血管疾病中的应用进展 

 

房克爽 1,2,许玲 1,2 

1.日照市第二人民医院,276800 

2.日照市岚山区人民医院 

 

目的  近年来，心血管疾病已成为全球公共健康的主要威胁之一，研究开发新的检测方法已成为相

关临床研究的重要课题。肌钙蛋白 I 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因其独特的生物学特点，在心血管疾病的

诊断、监测以及预后方面均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已成为临床心血管疾病的重要检测指标。为进一步

了解肌钙蛋白 I 的特点及应用，本文就肌钙蛋白 I 的生物学特性、主要检测方法以及在心血管疾病中

的临床应用进展做一综述。 

 

 

PU-2372 

B7-H3 expression is associated with activating mutations 

of EGFR and EGFR-TKI therapy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Liwen Chen,Meng Ding,Xiu Wang,Juan Cheng,Shihe Guan 

The Secon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 is identified as a type I transmembrane 

glycoprotein encoded by the proto-oncogene gene c-erbB1. Ligands recognition and binding 

induces EGFR to form homologous or heterogeneous dimers, leading to the activation of 

cytoplasmic tyrosine phosphorylation and downstream signaling pathways in normal and tumor 

cells.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EGFR mutation can be used as an effective predictor 

for the treatment of EGFR-TKIs. Two classes of EGFR mutations, exon 19 deletions (19 DEL) and 

exon 21 L858R substitution (L858R) representing 85-90% of EGFR mutations reported. However, 

the downstream signal variations and gene expression profiles between mutated and wild-type (WT) 

EGFR in NSCLC remains poorly understood. Here we compared the expression of co-signal 

molecule B7-H3 between EGFR mutated and WT, and cytoplasmic phosphorylation of EGFR 

associated with B7-H3 regulation. 

Methods Immuno-histochemical B7-H3 expression was compared between EGFR mutated and 

WT NSCLC tissue. The mutated EGFR genes, exon 19 E746-A750 deletion (19 DEL) or exon 21 

L858R substitution (L858R), were either transfected into A549 cells (WT) or blocked in EGFR 

mutated NSCLC cell lines HCC827 (19 DEL) and H3255 (L858R) by EGFR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EGFR-TKI), and B7-H3 expression and pY1068 phosphorylation level was detec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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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flow cytometry and western blotting, respectively. Soluble B7-H3 in sera from NSCLC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 were measured in duplicate, using an ELISA kit obtained from B.S.Bio 

(Suzhou, China). 

Results Being assigned a score of 0–300 to each patient, the mean value of histochemistry score 

(H-Score) for B7-H3 expression in EGFR mutated (n=64) and WT (n=78) NSCLC tissue were 

131.4±37.0 and 166.0±35.7 (P = 0.000), respectively. Dichotomized by H-score median (152.3), 

the number of low vs. high B7-H3 expression was 51 and 30, 13 and 48 in EGFR mutated and WT, 

respectively (χ2 = 24.383, P = 0.000). Furthermore, B7-H3 expression in smoking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non-smokers (P = 0.009), and predominant B7-H3 expression was 

observed in lung squamous carcinoma (P = 0.000). The serological soluble B7-H3 (sB7-H3) level 

in EGFR WT was 38.4±8.6 ng/mL (interquartile range: 31.9–44.5 ng/mL),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sB7-H3 in 19 DEL (31.5±5.4 ng/mL with an interquartile range 27.2–35.5 ng/mL) or 

L858R NSCLC patients (32.4±7.1 ng/mL with an interquartile range 25.5–36.8 ng/mL) (both P = 

0.000＜0.01). However, comparison of sB7-H3 level between the two EGFR mutation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989). In contrast to NSCLC patients, sB7-H3 level in the sera of healthy 

controls was 15.3±2.9 ng/mL (interquartile range: 13.2–17.8 ng/mL). A549/DEL and A549/L858R 

transgenic cells had significantly reduced B7-H3 expression compared to A549/mock cells, 

accompanied by increased pY1068 phosphorylation level in mutated EGFR vs. mock gene 

transfected A549 cells. Intriguingly, in contrast to untreated (0h) cells, phosphorylation level of 

pY1068 reduced in a time-dependent manner (2h, 4h and 6h) in Geftinib treated HCC827 and 

H3255 cell lines. Consequently, Geftinib treatment induced increased B7-H3 expression similarly 

in a time-dependent manner (0h, 12h, 24h and 48h). However, pY1068 and B7-H3 level showed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EGFR WT-carrying A549 cells at 0-6h and 0h-48h,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findings in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the activating mutations of EGFR, 19DEL and 

L858R, could inhibit the expression of co-inhibitory molecule B7-H3. Treatment of EGFR mutated 

NSCLC cells with EGFR-TKI, the front-line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NSCLC reversed B7-H3 

expression. Furthermore, auto-phosphorylation of pY1068 is involved in B7-H3 expression 

regulated by activating EGFR mutations and EGFR-TKI. Thus, these results predict that B7-H3-

targeted immunotherapy is likely to benefit patients with EGFR WT, and EGFR mutated NSCLC 

after EGFR-TKI therapy. Also, reversed B7-H3 expression reveals an underlying mechanism in 

inducing a sufficient boost to render immune invasion in NSCLC received EGFR-TKI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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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73 

应用 FCM 对 VIM 在乳腺癌患者外周血中表达的初步研究 

 

周湘红 1,王伟 1,2 

1.贵州省人民医院,550000 

2.贵州省肿瘤医院 

 

目的  了解乳腺癌（Breast cancer,BC）患者外周血波形蛋白（Vimentin,VIM）表达情况。分析 VIM

与乳腺癌诊断、治疗、复发监测的意义，探讨其在乳腺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方法  用流式细胞术(Flow cytometry,FCM)对乳腺癌患者外周血 VIM 进行测定。通过对初诊、治疗

前期、治疗中期、治疗后期以及复发监测五个阶段的观察，对比健康女性总结 VIM 的变化。 

结果  VIM 在正常人群 2.00（-2～7）与乳腺癌患者 24.5（-195～2805）中有统计学意义。经多个

样本独立检验和非参数检验，发现在乳腺癌患者初诊、治疗前期、治疗中期、治疗后期以及复发监

测各阶段都存在差异。其中 VIM 阳性值用于诊断乳腺癌的 CUTOFF 值为 7.50，诊断效率为 82.5%，

P=0.000。用于判断乳腺癌复发的 CUTOFF 值为 90.50，诊断效率为 69.2%，P=0.043（＜0.05），

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VIM 的表达量在乳腺癌患者与健康人有统计学意义。其中 VIM 阳性诊断值建议在 7.5，可用

于乳腺癌诊断的肿瘤标志物。同时在复发患者中有较高含量，其判断值建议在 90.5，可用于乳腺癌

复发监测。 

  

 

PU-2374 

原发性肝癌患者介入化疗前后血清 B7-H3 水平及临床意义 

 

魏海冬 

滨州市中心医院,256600 

 

目的  通过检测原发性肝癌患者介入治疗前后血清 B7-H3 以及 CD3
＋
、CD4

＋
、CD8

＋
T 淋巴细胞亚

群水平及 CD4
＋
∕ CD8

＋
T 淋巴细胞比值水平，探讨血清 B7-H3 以及 CD3

＋
、CD4

＋
、CD8

＋
T 淋巴细胞

亚群水平在原发性肝癌介入治疗前后的表达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 ELISA 方法测定 30 例原发性肝癌患者 TACE 治疗前后血清 B7-H3 水平，采用流式细胞

仪检测 30 例原发性肝癌患者 TACE 治疗前后 CD3
＋
、CD4

＋
、CD8

＋
T 淋巴细胞亚群水平及 CD4

＋
∕ 

CD8
＋
T 淋巴细胞比值变化，同时选择 27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正常对照。 

结 果   治 疗 前 病 例 组 血 清 B7-H3 水 平 明 显 高 于 对 照 组 （ 8140.05±3109.07pg/ml vs 

2656.4±940.77pg/ml），差异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t=8.803， P=0.000）；TNM 分期为 III、IV 的

患者 B7-H3 水平明显高于 I、II 的患者（9886.64±3675.74 pg/ml vs 7323.63±1535.64），差异有明

显的统计学意义（P＜0.05）；经过 pearman 相关性分析发现治疗前病例组患者血清中 B7-H3 水平

与 CD8
＋
T 淋巴细胞亚群水平存在明显的正相关（r=0.892,P＜0.01），与 CD3

＋
、CD4

＋
T 淋巴细胞

亚群水平及 CD4
＋
∕ CD8

＋
T 淋巴细胞比值存在明显的负相关（r=-0.580，-0.451，-0.395 p 均＜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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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血清 B7-H3 在原发性肝癌患者的含量明显高于正常人，且与 CD3
＋
、CD4

＋
、CD8

＋
T 淋巴

细胞亚群水平及 CD4
＋
∕ CD8

＋
T 淋巴细胞比值存在着相关性，提示 B7-H3 可能与原发性肝癌的发病

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并参与了机体抗肿瘤免疫应答过程。 

2．血清 B7-H3 与原发性肝癌 TNM 分期和转移密切相关，提示 B7-H3 的水平对判断原发性肝癌的

恶性程度、病情轻重及预后有重要价值。 

 

 

PU-2375 

25 羟维生素 D 水平与冠脉损伤相关性研究 

 

刘艳 

利津县中心医院,257000 

 

目的  分析血清 25 羟维生素 D 与老年患者冠脉损伤程度之间的相关性，以期为老年冠心病患者防

治方面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方法  选择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9 月心内科收治的 80 例冠状动脉性心脏病（CHD）患者，用冠

状动脉 Gensini 评分系统对冠脉损伤程度进行定量评分后纳入冠心病组，其中女性 41 例，男性 39

例，平均年龄（64.89±3.83）岁。另外，选取冠状动脉造影正常者 40 例作为动脉粥样硬化组，其中

女性 22 例，男性 18 例，平均年龄（60.35±4.76）岁 。分别检测血清糖脂（FBG、TC、TG 、HDL、 

LDL）及 25-羟维生素 D 水平。比较上述指标在冠心病组与动脉粥样硬化之间的差异；分析其与冠脉

损伤程度之间的关系。 

结果  与动脉粥样硬化组相比，冠心病组血清 25-羟维生素 D、HDL、均明显降低，TG、FBG 升高

（P<0.05），LDL、TC 无明显变化（P>0.05）。血清 25-羟维生素 D 与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呈负相

关。 

结论   25-羟维生素 D 是冠脉损伤的保护因素。 

 

 

PU-2376 

Association of Polymorphisms in TRAIL and Chronic 

Hepatitis B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s from Shandong 

Province 

 

Fang Wang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therefore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of TRAIL polymorphism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by observing the polymorphism and gene frequency of the TRAIL gene at 

1525G/A and 1595C/T of the 3’-UTR among people of the Chinese Han ethn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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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his study followed a case-control design. Polymorphisms of the TRAIL gene were 

analyzed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PCR-RFLP) 

methods in 187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and 142 healthy controls. 

Results The alleles of TRAIL at 1525G/A and 1595C/T have achieved genetic equilibrium in normal 

individuals (P<0.05) and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P=0.547). The genotype frequencies of 

TRAIL at 1525GG/1595CC in female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male patients. 

The frequencies of the AA genotype at 1525G/A and the TT genotype at 1595C/T sit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with HBeAg positive than in healthy controls 

(10.5 vs 23.2%, P<0.05). The frequency of the AA genotype at 1525G/A and TT genotype at 

1595C/T sit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chronic hepatitis B individuals than in normal controls 

(12.3 vs 23.2%, P < 0.05). 

Conclusions TRAIL may be related to susceptibility to hepa-titis B. 

  

 

PU-2377 

TPPA 定量检测在神经梅毒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毕超 

广州市皮肤病防治所 

 

目的  探讨 TPPA 定量检测在神经梅毒诊断中的应用。 

方法  统计神经梅毒患者初次确诊时脑脊液 VDRL、RPR、TPPA、FTA-ABS IgG、FTA-ABS IgM

和血清 RPR 的检验数据，治疗规范半年后、一年后复查上述检验项目，分析 3 次数据与治疗效果的

关系。 

结果  经规范治疗后，神经梅毒患者（1）脑脊液 VDRL、RPR、TPPA 的滴度、血清 RPR 滴度都

逐渐下降，半年、1 年稀释倍数与治疗前相比逐步下降（p < 0.05)， 有统计学意义；有 2 例患者脑

脊液 TPPA 转为阴性；（2）TPPA 稀释倍数与脑脊液 RPR（r = 0.4301，p = 0.0319）、VDRL（r 

= 0.7037，p = 0.0001）稀释倍数呈相关性；（3）脑脊液 TPPA 稀释倍数与血清 RPR 稀释倍数无

相关性；（4）脑脊液和血清 TPPA 定性结果与 FTA-ABS IgG 完全一致。 

结论  TPPA 定量检测对神经梅毒疗效观察有较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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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78 

南方医院 2016-2017 年原发性胆汁性肝炎检测的回顾性分析 

 

朱瑞,李欣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回顾性分析南方医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原发性胆汁性肝炎（PBC）患者的临床特

点，进一步对 PBC 患者各项相关指标进行统计描述。 

方法   收集从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南方医院确诊的 48 例 PBC 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对

一般资料（年龄，性别，症状）和检查结果（自身免疫性肝病四项，生化肝功）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虽然南方医院 2016-2017 两年间进行了 7677 次肝病四项的检查，但只有 3.5%（271/7677）

患者阳性；17.7%（48/271）被确诊为 PBC。48 例 PBC 患者中，女性占 81.2％（39/48），男性占

18.8%（9/48）；41-60 岁患者的比例最高，为 58.3%（28/48）。肝肿大、黄疸、皮肤瘙痒、腹痛、

腹胀、黑尿、肝硬化的发生率分别为 8.3%、25.0%、16.7%、16.7%、25.0%、2.1%、14.5%，无症

状的有 1/3。血清各项生化指标均显著地升高，有 66.7％的患者 ALP 升高，平均值 223.9±188U/L；

72.9％的 GGT 升高，平均值 284.7±311.6U/L；72.9％的 AST 升高，平均值 116.0±143.6U/L；60.4％

的 ALT 升高，平均值 91.4±89.3U/L；66.7％的 TBIL 升高，平均值 58.8±104.4umol/L；77.1％的

DBIL 升高，平均值 33.9±45umol/L。抗线粒体抗体（AMA）的阳性率高达 97.9％（47/48）且 79.2％

（38/48）为女性患者。AMA 结果为+、++、+++的比例分别为 20.8％（10/48），16.7％（8/48）和

62.5％（30/48）。 

结论  随着临床医生对该疾病认识逐渐加深，掌握 PBC 患者的临床特征有助于临床医生对该疾病的

诊断和理解其发病率；其中相关实验室指标，特别是相关自身抗检测有助该疾病的筛查和诊断。 

  

 

PU-2379 

环状 RNA circRNF13 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生物学功能初探 

 

何姝仪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410000 

 

目的  研究环状 RNA circRNF13 对人非小细胞肺癌细胞 A549 凋亡及迁移转移能力的影响。 

方法  通过二代测序构建非小细胞肺癌细胞株 circRNA 表达谱，对筛选到的环状 RNA 分子

circRNF13 使用 qRT-PCR 和 sanger 测序进行验证，进一步基于拼接位点设计特异靶向环状 RNA 

circRNF13 的小干扰 RNA(siRNA),利用设计的 siRNA 在体外培养的人非小细胞肺癌细胞 A549 中敲

低环状 RNA circRNF13 的表达，采用四甲基偶氮唑蓝 (methyl thiazolyl tetrazolium , MTT) 比色法

检测敲低环状 RNA circRNF13 对体外培养人非小细胞肺癌 A549 细胞增殖的影响、流式细胞术检测

敲低环状 RNA circRNF13 对体外培养人非小细胞肺癌 A549 细胞凋亡的影响，transwell 侵袭实验

观察敲低环状 RNA circRNF13 对体外培养人非小细胞肺癌 A549 细胞侵袭能力的影响。 

结果   发现一批在非小细胞肺癌细胞中特异表达的 circRNA，MTT 实验表明敲低环状 RNA 

circRNF13 的表达后人肺腺癌细胞 A549 增殖速度明显提高、流式细胞术检测发现敲低环状 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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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RNF13 的表达后人非小细胞肺癌 A549 细胞凋亡率降低、transwell 侵袭实验观察敲低环状 RNA 

circRNF13 的表达后人非小细胞肺癌 A549 细胞侵袭能力明显增高。 

结论  环状 RNA circRNF13 可抑制非小细胞肺癌细胞增殖并促进其凋亡，且能使细胞侵袭能力降

低。 

  

 

PU-2380 

鼻咽癌患者治疗前后血清 Rta-IgG、 

 

张扬南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23000 

 

目的  探讨血清 EB 病毒 Rta-IgG、VCA-IgA 、EA-IgA 抗体与鼻咽癌患者临床表现的关系，研究这

三种抗体在鼻咽癌治疗前后水平变化。 

方法  本次研究选取首次确诊鼻咽癌患者 100 例作为鼻咽癌组，选取同期鼻咽部炎症患者 200 例和

健康体检者 200 例分别作为炎症对照组、健康对照组。鼻咽癌组患者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3 个月、

治疗 6 个月采集空腹静脉血，对照组人群于当日采集空腹静脉血，采用 Tecan 全自动酶联免疫分析

仪、间接酶联免疫分析法检测血清 EB 病毒 Rta-IgG、VCA-IgA、EA-IgA 抗体。采用 SPSS20.0 对

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 鼻咽癌血清患者 Rta-IgG、VCA-IgA、EA-IgA 抗体 S/C.O.值及阳性率均显著高于炎症对照

组、健康对照组（p<0.05）。2. 血清 Rta-IgG、VCA-IgA、EA-IgA 抗体均与鼻咽癌临床表现无明显

相关性（p>0.05）。3. 鼻咽癌治疗后血清 Rta-IgG 的 S/C.O.值明显下降（P<0.05），VCA-IgA 的

S/C.O.值明显升高（P<0.05），EA-IgA 的 S/C.O.值则先升高后下降（P>0.05）。4. 鼻咽癌治疗后

血清 Rta-IgG 抗体的阳性率下降，VCA-IgA、EA-IgA 抗体的阳性率升高，但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1. 鼻咽癌患者血清 Rta-IgG、VCA-IgA、EA-IgA 抗体阳性率和 S/C.O.值显著升高。2. 鼻咽癌

患者治疗后血清 Rta-IgG 抗体的 S/C.O.值明显下降(P<0.05)，血清 VCA-IgA 抗体的 S/C.O.值明显

升高(P<0.05)，血清 EA-IgA 抗体的 S/C.O.值先升高后下降，但无显著差异（P>0.05）。 

 

 

PU-2381 

郴州地区 10758 例生殖中心患者梅毒结果分析 

 

张扬南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23000 

 

目的   对郴州地区 2015～2017 年生殖中心患者梅毒检测结果进行分析，了解该中心患者梅毒螺旋

体的感染情况。 

方法  对郴州地区 2015～2017 年生殖中心患者进行血清梅毒抗体检测，分析生殖中心患者的梅毒

感染情况，分析不同年度、性别、年龄段患者的梅毒感染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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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①郴州地区 10758 例生殖中心患者梅毒检测结果显示，TPPA 阳性 322 例，阳性率为 2.99%，

其中男性阳性率 2.37%，女性阳性率 3.60%，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TRUST 阳性 121

例，阳性率为 1.12%。②2015 年、2016 年、2017 年，生殖中心患者梅毒 TPPA 阳性率分别为 3.56%、

2.88%、2.78%，呈逐年递减；TRUST 阳性率分别为 1.14%、1.01%、1.13%，年度差异不大。③

生殖中心梅毒阳性患者主要集中在 31～40 岁。④各年龄阶段患者中，>45 岁组 TPPA 阳性率最高，

≤40 岁 TPPA 阳性率随年龄增长递增，40～45 岁 TPPA 阳性率可有小幅下降。 

结论  郴州地区生殖中心患者的梅毒感染率较高，男性低于女性，主要集中在 31～40 岁。 

 

 

PU-2382 

itle: Circulating tumor DNA, a potential biomarker from 

solid tumors monitor to anticancer therapies 

 

Ting Chen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Chenzhou，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Objective Circulating tumor DNA (ctDNA) in peripheral blood is a liquid biopsy target that contains 

representative tumor information including gene mutations. ctDNA is a promising new avenue for 

real-time monitoring of tumor progression. As a non-invasive biomarker and potential surrogate for 

the entire tumor genome, it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detection of driver gene mutations and 

epigenetic alteration and monitoring of tumor burden, acquired resistance, tumor heterogeneity and 

early diagnosis. Since precise therapy is a strategy that optimal therapy is decided based on 

simultaneous tumor genome information, ctDNA may help to perform dynamic genetic surveillance. 

Dynamic marker surveillance may provide critical information to identify disease progression and 

guide therapeutic options. This review provides an overview on related articles about ctDNA, with 

a focus on monitoring response of solid tumors to anticancer therapies. 

 

 

PU-2383 

DPC4／Smad4 在胰腺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赵林林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胰腺癌是临床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呈全球性上升趋势。胰腺癌早

期的确诊率不高，手术死亡率较高，而治愈率很低，其恶性程度高，5 年生存率不足 1％。其原因可

能与缺乏有效诊断和治疗方法，癌变机制不明确有关。故探讨胰腺癌癌变机制及癌基因表达相关蛋

白的研究，可望为今后胰腺癌的早期诊断、预防、治疗及预后提供理论依据。目前已经明确在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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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抑癌基因的突变、缺失或失活起着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目的： 探讨 DPC4

／Smad4蛋白在人胰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 

方法  收集 50 例胰腺癌患者切除组织的蜡块（试验组）,10 例正常胰腺组织标本蜡块（对照组）,采

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标本中 DPC4/Smad4 的表达情况,并分析与病人的性别、年龄、肿瘤大小、

肿瘤发生部位、病理分化程度、是否有淋巴结转移及其 TNM 分期等指标间的相关性。 

结果  1.胰腺癌中 DPC4/Smad4 的阳性率为 48.7%,而在正常胰腺组织 DPC4/Smad4 的阳性率为

90%,DPC4/Smad4 在胰腺癌中的表达明显低于其在正常胰腺组织中的表达；2.DPC4/Smad4 在各

病理类型胰腺癌中的表达无显著差异（P>0.05）；3.DPC4作为一种抑癌基因，其改变对胰腺癌发生

发展可能起重要作用。4.DPC4/Smad4 有望成为一种新的肿瘤标志物。 

结论  1.胰腺癌中 DPC4/Smad4 的阳性率为 48.7%,而在正常胰腺组织 DPC4/Smad4 的阳性率为

90%,DPC4/Smad4 在胰腺癌中的表达明显低于其在正常胰腺组织中的表达；2.DPC4/Smad4 在各

病理类型胰腺癌中的表达无显著差异（P>0.05）；3.DPC4作为一种抑癌基因，其改变对胰腺癌发生

发展可能起重要作用。4.DPC4/Smad4 有望成为一种新的肿瘤标志物。 

  

 

PU-2384 

829 例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 γ 干扰素释放试验检测结果分析 

 

邹建文,张培莉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tuberculosis，MTB）感染所致的严重危害人类健

康的重要传染病，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目前结核病诊断方法敏感性和特异性均不理想，近年来，

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 γ 干扰素释放试验（IGRA)对于结核性感染和结核病的诊断价值引起了研究者

的广泛关注，为了评估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 γ 干扰素释放试验（TB-IGRA）诊断活动性结核病(TB)

和潜伏性结核感染(LTBI) 的性能，了解 TB-IGRA 实验在监控疾病活动度和治疗效果方面的应用，

我们进行了该研究。 

方法  选自 2013 年 3 月至 2013 年 12 月来我院就诊的疑似结核病人共 829 例，其中包括活动性结

核 104 例，潜伏性结核感染者 112 例，非结核性疾病共 613 例（包括非结核呼吸道疾病、消化道疾

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等），所有病例 HIV 抗体检测均为阴性。我们对上述病人进行了 TB-IGRA 实

验、结核菌素试验(TST)，对部分活动性结核病人进行了血常规、血沉（ESR）、CRP 检测，并对临

床资料和实验结果进行了分析。 

结果  我们发现，TB-IGRA 实验诊断结核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远优于 TST，活动性结核患者的平均 γ

干扰素（IFN-γ）水平显著高于 LTBI 和非结核病人，并与 ESR 呈正相关；在规范治疗后，活动性结

核患者 TB-IGRA 实验阳性率和 IFN-γ 水平明显降低。 

结论  我们认为 TB-IGRA 实验应该广泛应用于诊断活动性结核和潜伏性结核感染，并可以用于活动

性结核治疗效果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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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85 

EB 病毒与鼻咽癌组织 AKR1B10 蛋白表达 

 

彭玉凤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23000 

 

目的  鼻咽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尤以两广地区高发。鼻咽癌的具体发病机制还不明确，但国

内外研究表明 EB 病毒与鼻咽癌密切相关。EB 病毒在鼻咽部上皮定植后，可产生一系列致瘤蛋白，

促进鼻咽癌的肿瘤发生发展。AKR1B10D 蛋白是醛酮还原酶家族成员，是目前研究热门的肿瘤标志

物。它在正常人群胃肠道组织中高表达，在胃肠道等空腔脏器肿瘤中低表达，在肝肾肺等实体肿瘤

中高表达。因此，本实验拟通过分析 AKR1B10D 蛋白在鼻咽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初步研究 EB 病

毒感染与鼻咽癌组织 AKR1B10 蛋白表达的相关性。 

方法  用荧光定量 PCR 检测已确证鼻咽癌患者的全血 EB 病毒核酸载量；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鼻

咽癌组织 AKR1B10 蛋白。统计分析 AKR1B10 蛋白表达水平在不同 EB 病毒核酸载量的鼻咽癌组

织中有无差异，以及 AKR1B10 蛋白表达水平与 EB 病毒核酸载量有无相关性。 

结果  鼻咽癌组织 AKR1B10 蛋白阳性表达率为 58.6%。EB 病毒阳性组鼻咽癌组织 AKR1B10 蛋白

阳性表达率为 70.6%（24/34），阴性组的阳性表达率为 47.2%（17/36），EB 病毒阳性组 AKR1B10

蛋白阳性表达率高于阴性组（p<0.05）。AKR1B10 蛋白表达水平与 EB 病毒核酸载量正相关（p<0.05）。 

结论  鼻咽癌组织中 AKR1B10 蛋白表达水平与 EB 病毒核酸载量呈正相关，提示 EB 病毒对鼻咽癌

组织 AKR1B10 蛋白表达可能具有促进作用。 

 

 

PU-2386 

Long non-coding RNA Z38 is low expressed in colorectal 

cancer and its expression leads to suppression of tumor 

proliferation 

 

qingmei wang 

Affiliated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Chenzhou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Objective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 serve comprehensive roles in various diseases, 

including cancer. LncRNA Z38 was up-regulated in breast cancer, which is a notable biomarker of 

prognosis; however, its potential biological roles and involvement in the progress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CRC) remains unclear.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Z38 in 

patients with CRC and to investigate its effect on CRC cells.  

Methods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Z38 in 62 CRC patients and CRC cell lines were determined 

using reverse transcription-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d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made between the data and the clinical records of patient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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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 the biological role of Z38 in CRC cells was examined by transient transfection of LoVo 

cells with the Z38 overexpression vector. The proliferation of LoVo cells was detected by CCK-8, 

EDU and colony formation assays, and the proliferation-related protein expression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analysis. 

Result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lncRNA Z38 was significantly down-expressed in CRC tissues 

and the majority of CRC cell lines compared with the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and normal 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 Furthermore, low expression levels of Z38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old age of 

patients, large tumor size, poorly tumor differentiation (p <0.05). Furthermore, the results of CCK-

8, EDU and colony formation assays also revealed that up-regulation of Z38 could inhibit CRC cell 

proliferation in vitro. Western blot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Z38 in LoVo cells down-

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p53 and β-catenin.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the results of the present study suggest that the expression of 

lncRNA Z38 inhibits proliferation and plays important roles in CRC, which may act as a novel 

candidate biomarker and therapeutic target in carcinomas. 

 

 

PU-2387 

N 末端 B 型脑钠肽前体与冠心病的相关性研究 

 

陈贞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研究血浆 N 末端 B 型脑钠肽前体(NT-proBNP)与冠心病的相关性。 

方法  纳入 172 例冠心病患者，其中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ACS 组)106 例，稳定型心绞痛患者(SAP

组)66 例，入选同期 69 例正常受试者作为对照组(NC 组)。调查入选对象存在的心血管疾病危险因

素，包括：性别、年龄、高血压病史、糖尿病病史、吸烟史、饮酒史及是否肥胖；检测受试者血浆

NT-proBNP、甘油三酯（TG）、血清总胆固醇(TC)、心脏型脂肪酸结合蛋白（hFABP）及血浆纤维

蛋白原(FIB)、D-二聚体(D-DT)，对冠心病的多重危险因素采用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结果  ①SAP组与ACS组血清TG、hFABP和血浆NT-proBNP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但 SAP 组、ACS 组与 NC 组三个指标水平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且冠心病患者的水平远高

于对照组。各组不同性别之间 NT-proBNP 水平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且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

渐升高(P<0.05)。冠心病患者 NT-proBNP 水平在是否合并吸烟史、饮酒史、高血压病史之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是否合并糖尿病及肥胖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NT-proBNP 为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SAP 组相关系数为 15.848，相对危险度(OR

值)为 1.023(P＜0.001)；ACS 组相关系数为 15.799，相对危险度（OR 值）为 1.023(P<0.001)。③

血浆 NT-proBNP 水平与年龄、D-DT、hFABP 呈正相关，与 TG 呈负相关(P<0.05)。 

结论  NT-proBNP 水平升高是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与 TG、hFABP 相互作用，共同促进冠心病

的进程，为临床冠心病的预防、检测和治疗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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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88 

结核分枝杆菌效应 T 细胞检测试剂盒（酶联免疫斑点法） 

在结核病辅助诊断中的应用 

 

袁超,刘军莉,刘玲,赵燕,李顺子,赵敬杰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采用结核分枝杆菌效应 T 细胞检测试剂盒（酶联免疫斑点法）（QB-Spot），检测临床具有

结核病相关体征/症状的疑似结核病患者的样本，评估其在结核病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12 月共 200 例具有结核病相关体征/症状的

疑似结核病患者样本，用 QB-Spot 进行检测，根据检测结果计算灵敏度和特异度，评估其在结核病

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结果  200 例临床样本中，经临床确诊的结核样本有 92 例，其中肺内结核 64 例，肺内合并肺外结

核 28 例。QB-Spot 检测出 78 例阳性结果，其灵敏度为 84.8%。200 例临床样本中，非结核样本有

108 例，QB-Spot 检测出 93 例阴性结果，其特异度为 86.1%。108 例非结核病患者中，有 15 例肺

癌患者，阳性检出率为 26.7%（4/15）；47 例普通肺炎患者，阳性检出率为 12.8%（6/47）；21 例

支气管扩张患者，阳性检出率为 9.5%（2/21）；16 例支气管炎患者，阳性检出率为 12.5%（2/16）；

9 例胸腔积液患者，阳性检出率为 11.1%（1/9）。 

结论  QB-Spot 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在结核病辅助诊断中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PU-2389 

The proteasome inhibitor bortezomib disrupts tumor 

necrosis factor-related apoptosis-inducing ligand (TRAIL) 

expression and natural killer (NK) cell killing of TRAIL 

receptor-positive multiple myeloma cells 

 

冯晓丽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effect of bortezomib on the function 

of primary human activated NK cells and its impact on NK killing of MM cell lines. 

方法  Apoptotic cells and cell surface and intracellular molecule expression were analyzed by flow 

cytometry, TRAIL mRNA expression was measured by real-time PCR, NK killing activity were 

measured by Cr51 as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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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proteasome inhibitor bortezomib disrupts tumor necrosis factor-related apoptosis-inducing 

ligand (TRAIL) expression and natural killer (NK) cell killing of TRAIL receptor-positive multiple 

myeloma cells 

结论  proteasome inhibition may selectively disrupt TRAIL expression and TRAIL-mediated killing 

of TRAIL-sensitive myeloma cells, and could potentially disrupt NK-dependent immunosurveillance 

against tumors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this drug. 

 

 

PU-2390 

ro-apoptotic effects of the novel proteasome inhibitor b-

AP15 on multiple myeloma cells and natural killer cells 

 

冯晓丽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In our study we utilize two multiple myeloma cell line RPMI8226 and U266, to study b-AP15 

and its potential anti-apoptotic effect on tumor cells. 

方法  Apoptotic cells were quantified by flow cytometry, Effects of b-AP15 and bortezomib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MM cells were measured using CellTiter 96® AQueous Non-Radioactive Cell 

Proliferation Assay, Cleaved PARP and  caspase-3 were measured by western blot. 

结果  b-AP15 is effective in killing of human myeloma cells and less toxic to primary human NK 

cells than bortezomib 

结论  proteasome deubiquitinase inhibitors may have potential for treatment of multiple myeloma 

patients.  

  

 

PU-2391 

血浆 Hsp90α 作为辅助诊断胃癌的生物学标志物的探索性研究 

 

袁超,刘军莉,刘玲,王玲玲,赵敬杰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通过定量检测血浆热休克蛋白 90α（Hsp90α）的含量，对其作为诊断胃癌的生物学标志物进

行评价，并通过监测含量来对胃癌患者的疗效和转归进行评价。 

方法  收集来源于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017 年 3 月至 2017 年 9 月 200 例病理诊断为胃癌患者、胃

癌高危人群（慢性胃溃疡、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息肉等）和健康人群的血浆标本及相关临床资料。

用 ELISA 方法来定量检测每组样本的血浆 Hsp90α 含量，与胃蛋白酶原 PG 和 AFP 含量对比，通

过计算灵敏度、特异度和受检者工作特性曲线（ROC）和曲线下面积（AUC）来验证 Hsp90α 检测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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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ROC 曲线显示，血浆 Hsp90α 可将胃癌患者与对照组区分开来，检测灵敏度 76.2%，特异度

96.0%，在与胃蛋白酶原 PG 进行对比研究中，PG 的灵敏度为 75.3%，特异度为 71.4%。针对胃癌

与非癌对照组（包括健康人和非癌相关疾病人群）的区分上，血浆 Hsp90α 的检测性能略高于 PG

（灵敏度 76.2% vs 75.3%）。除此以外，针对 AFP 阳性的胃癌高危人群（慢性胃溃疡、慢性萎缩

性胃炎、胃息肉等）和健康人，血浆 Hsp90α 表现出了非常优良的特异性（特异度96.0% vs 71.4%）。

因此，当 Hsp90α 与 PG 联合使用时具有更高的准确性。在疗效监测试验中，手术之后的患者血浆

Hsp90α 含量显著下降（P=0.005）；介入治疗的患者体内肿瘤大小变化与血浆 Hsp90α 含量变化具

有显著的相关性（P≤0.05）。 

结论  血浆 Hsp90α 可以作为一种生物学标志物用于胃癌的辅助诊断，而且也可以用于手术治疗或

介入治疗侯对胃癌患者的病情进行监测。 

  

 

PU-2392 

Immune response- and viral control-related pathways in the 

progression of chronic hepatitis B 

 

Shuai Zhang 

Yantai City Hospital for Infectious Diseases 

 

Objective Chronic hepatitis B (CHB) is a complicated and dynamic course, and is associated with 

advanced liver disease. Host immune response against viral infection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he 

pro-gression of CHB. However, it is still uncharted that how the hepatic transcriptomes in patients 

with CHB 

are correlated with the clinical phases 

Methods In this study,we performed the pairwise comparisons of the hepatic transcriptomes of 

CHB patients under different phases, and constructed the differential co-expression networks 

(DCNs). We firstly identified the critical genes from each DCN according to the adjacency matrix of 

the network.Then, the specific sub-networks were digged by iteratively affiliating genes that can 

increase the clas- 

sification accuracy, using a snow-ball sampling strategy. Permutation test was implemented to 

determine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se sub-networks. Finally, each sub-network was given a most 

significant 

functional pathway 

Results We constructed 3 DCNs by pairwise comparing the hepatic transcriptomes among three 

CHB phases, and systemically tracked 1, 1 and 2 specific sub-networks and pathways, respectively. 

Relative to 

immune tolerant phase, TGF-beta receptor signaling in EMT (epithelial to mesenchymal 

transition)pathway was significantly changed in the immune clearance phase, and nuclear recep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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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cription pathway and adenylate cyclase activating pathway were altered in inactive carrier 

state. The host genes 

related to DNA strand elongation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mmune clearance 

phase and inactive carrier state 

Conclusions By pairwise comparing the hepatic transcriptomes of CHB patients under a network 

view,several immune- and viral control-related pathways were identified in this study.These results 

might serve as a foundation for characterizing the host transcriptomes responded to CHB 

infection,and hold clu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otential targets for disease control 

 

 

PU-2393 

结核感染 T 细胞斑点试验在小儿结核诊断中的应用 

 

向仕婷,吴舒婷,覃雅斌,刘敏,李梨平 

湖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评价 T-SPOT.TB 试验诊断儿童结核病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湖南省儿童医院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0 日收治的 237 例疑似结核

感染患者，将 T-SPOT.TB 检测结果和抗酸染色结果与最终临床诊断对比分析，评价其诊断小儿结核

的灵敏度与特异度，同时利用卡方检验对 T-SPOT.TB 检测肺结核和肺外结核的阳性率进行比较。 

结果  T-SPOT.TB 试验、抗酸染色诊断结核病的灵敏度分别为 66.68%，74.19%，特异度分别为

96.19%，92.38%，两两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肺结核组 T-SPOT.TB 试验阳性率高于

肺外结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T-SPOT.TB 试验对于诊断儿童结核病具有较高的特异度和灵敏度，有助于儿童结核病的早期

快速诊断。 

 

 

PU-2394 

Serum long non-coding RNA signatures serve as novel 

noninvasive biomarkers for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gastric cancer 

 

Juan Ding 

Quill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Gastric cancer (GC) is prevalent worldwide, and improvements in timely and effective 

diagnosis are imperatively needed. Recent advantages of cell free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 

open a new realm of possibilities for noninvasive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GC. The aim of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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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was to identify potential lncRNA expression signatures for diagnosis of patients with GC along 

with prognostic prediction.   

Methods We performed genome-wide serum lncRNA analysis by Hiseq sequencing followed by 

evaluations in the training and validation sets with reverse transcription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assays from serum samples of 230 patients with GC and 230 controls. Four lncRNAs (XIST, 

LOC100506474, UCA1 and LINC00467) were identified to be significantly dysregulated in above 

serum samples, and a panel was finally developed b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ith 

an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of 0.888 on validation cohort.  

Results The corresponding AUCs of the panel for patients with TNM stage I, II and III were 0.784, 

0.851 and 0.931, respectively,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A19-9. Kaplan-Meier analysis 

showed that patients with high levels of XIST and LOC100506474 had worse recurrence-free 

survival (P =0.008 and 0.019, respectively). The multivariate Cox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XIST 

and LOC100506474 were both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tumor recurrence of GC (P =0.003 

and 0.010,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our study established a serum lncRNA panel with considerable clinical 

values in predicting and providing prognostic information for GC and identified XIST and 

LOC100506474 as potential biomarkers that can provide information on the recurrence risk of GC. 

  

 

PU-2395 

免疫印迹技术在幽门螺杆菌抗体分型检测中的临床评估 

 

刘军莉,刘玲,王玲玲,袁超,赵燕,李顺子,赵敬杰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通过检测血清幽门螺杆菌（Hp）高毒力因子 CagA、VacA 及 UreA、UreB 来评估感染者感染

的幽门螺杆菌的类型（高毒力型还是无毒力型）。 

方法  采用免疫印迹方法，即将标准的幽门螺杆菌产毒株[CagA(+)和 VacA(+)]的各种抗原成分提取

出来，用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按分子量大小不同依次分开，再将其转印至印迹膜上，如果被检者血

清有相应抗体，应用酶联免疫反应，就会在抗原的相应位置出现显色区带，据此可判断出被检血清

中各种 Hp 抗体。根据抗体的不同可推断 Hp 类型，根据显色带的强弱、消长可观察治疗效果，预测

溃疡有无复发的可能性也能进一步预测唯获胃癌的风险性。统计我院自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4

月之间的健康体检人群 15889 例结果分析。 

结果  15889 例血清中，阳性者为 8897 例，占总血清量的 55.99%。其中 I 型有毒株 3587 例,占总

血清量的 22.57%，II 型无毒株为 5310 例 33.42%。血清阴性者为 6992 例，占总血清量的 44.01%。 

结论   Hp 在健康体检人群总感染率为 55.99%，其中有毒株为 22.57%，无毒株为 33.42%。大部分

无毒株无症状者可不必盲目选择根除治疗，这对全社会节约医疗资源，减少抗生素耐药，减少药物

副作用起到积极作用。免疫印迹方法，敏感度高特异性强，是一项简单易行、结果准确可靠的实验

室方法，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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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96 

Circulating lincRNA-p21 as a Novel Biomarker of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Shun Wang 

The Second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ough the previous view of gene regulation has considered noncoding transcripts as 

"transcriptional noise", increasing evidences suggest that noncoding RNAs (nc-RNAs) including 

microRNAs (miRNAs) and long nc-RNAs (lnc-RNAs, linc-RNA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pathophysiology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For example, the long noncoding RNA LIPCAR was 

explored as prognostic biomarkers for heart failure.  Circulating lnc-RNA UCA1 might be a novel 

biomarker of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MI). AMI is the most serious cardiovascular disease with 

high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However, studies about the lnc-RNA as biomarker of AMI are still in 

their infancy. LincRNA-p21, about 3.0 kb in length, locates approximately 15 kb upstream of the 

cell-cycle regulator gene p21/Cdkn1a.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human diseases. However, the role of lincRNA-p21 in cardiovascular system is less 

understood. Here, we want to study the potential role of lincRNA-p21 in AMI. 

Methods We enrolled 122 patients with AMI and 50 healthy volunteers. AMI was diagnosed based 

on combination of several parameters published in 2007. Expression levels of lincRNA-p21 in blood 

were measured by quantitative PCR. The primer sequences of lincRNA-p21 were forward: 

5'GGGTGGCTCACTCTTCTGGC3' and reversed: 5'TGGCCTTGCCCGGGCTTGTC3'. Cardiac 

TnI, CK-MB and Myoglobin (Mb) were measured on a Unicel Dxi 800 Access equipment(Roche 

Diagnostics). Data were described as means ± SD and median for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subjects. Mann–Whitney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2 groups of continuous variables. Chi-square 

test was used for qualitative data. Nonparametric Spearman correlation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levels of lincRNA-p21 and continuous variables. 

Results The mean (SD) age of the 122 patients was 59.9 years, with high prevalence of CV risk 

factors: hyperlipoproteinemia (52.5%), hypertension (62.3%), and diabetes (39.3%). Expression 

levels of lincRNA-p21 in serum of AMI patients and health subjects were analyzed. The expression 

of lincRNA-p21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serum of patients with AMI compared with healthy 

volunteers (P <0.05). However, we also found the levels of lincRNA-p21 were not associated with 

Mb (P>0.05), associated with CK-MB (P=0.0169) and cardiac cTnI (P=0.0384). 

Conclusions  Levels of lincRNA-p21 in blood are reduced in AMI patients and this motivates 

further investigation of the role of lincRNA-p21 in atherosclerosis. And lincRNA-p21 may also be a 

useful prognostic marker in 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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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97 

sST2、IL-33 联合检测在川崎病患儿心血管异常 

早期诊断中的应用 

 

彭剑桥 1,叶湘漓 2 

1.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10000 

2.湖南师范大学 

 

目的   评估 sST2 及 IL-33 在川崎病（Kawasaki disease， KD）患儿心血管异常的早期诊断价值。 

方法  选择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科 2013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 月入院的 282 例 KD 患儿，其中心血管

受累组 35 例、心血管未受累组 247 例，另外随机选取 50 例健康儿童作为对照。分别检测三组儿童

的 sST2 和 IL-33 水平，分析 KD 患儿冠状动脉受损时 sST2、IL-33 与 CRP、ESR、WBC 等常规炎

性指标的相关性及变化，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心血管受累组患儿的 sST2 和 IL-33 水平明显高于心血管未受累组和健康对照组，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心血管受累组与心血管未受累组的 CRP、ESR、WBC 等指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但它们与健康对照组之间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IVIG 治疗前

后，心血管受累组的 sST2、IL-33 水平较治疗前有明显下降，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而心血管未受累组患儿的 sST2、IL-33 在治疗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Pearson 相关分

析结果显示，KD 患儿的 sST2 水平和 IL-33 水平均与超声心动图 Z 值呈正相关。Logistic 回归分析

显示，sST2 与 IL-33 均为 KD 患儿心血管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ROC 曲线显示，sST2、

IL-33 对 KD 心血管受损的预测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结论  川崎病患儿心血管受损的程度与 sST2、IL-33 水平相关，对 sST2 和 IL-33 水平进行分析有

助于评估川崎病的心血管损伤程度及判断预后。 

 

 

PU-2398 

CRP、prealbumin 检测 

在华氏巨球蛋白血症、多发性骨髓瘤中临床应用研究 

 

符布清 

江苏省中医院,210000 

 

目的   探讨单克隆免疫球蛋白血症（monoclonal gammopathies）：华氏巨球球蛋白血症

（Waldenstrom’s macroglobulinemia ,WM）、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MM）、意义未明

单克隆免疫球蛋白血症（monoclonal gammopathy of undetermined significance,MGUS）患者血液

中 CRP 、WBC、 TP、 ALM、 G、 A/G、 PA 水平的变化规律,  为临床疾病诊治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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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 30 例体检健康者为对照组，选择华氏巨球球蛋白血症（WM）20 例、多发性骨髓瘤（MM）

60 例、意义未明单克隆免疫球蛋白血症（MGUS）22 例为疾病研究组，分别检测各组受检者血中

CRP 、WBC、 TP、 ALM、 G、 A/G、 PA 水平。 

结果  WM 组前白蛋白 PA 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 p<0.01,MM 组、MGUS 组球蛋白比值 A/G 也显著

低于与健康对照组 p<0.05，此外，WM 组球蛋白比值 A/G 也低于 MM 组、MGUS 组 p<0.05；各组

CRP 比较显示：WM 组 CRP 明显高于 MM、MGUS、健康对照组 p<0.01，而 MM、MGUS 与健康

对照组比较 CRP 也有显著性差异 p<0.05，而 MM 组与 MGUS 组比较 CRP 无显著性差异 p>0.05。 

结论  单克隆免疫球蛋白血症疾病：华氏巨球球蛋白血症（WM）、多发性骨髓瘤（,MM）、意义未

明单克隆免疫球蛋白血症（MGUS）血液指标 CRP 、WB 病诊治、鉴别诊断 C、 TP、 ALM、 G、 

A/G、 PA 水平各组间或与对照组间均有不同程度差异，通过对以上指标检测可以为单克隆免疫球

蛋白血症疾病的临床疾及预后观察提供客观依据。 

  

PU-2399 

葛根素对肝癌细胞化疗敏感性的影响 

 

吴镇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本研究探讨葛根素（PU）对 HepG2 人肝癌细胞（HCC）细胞对化疗药物敏感性的影响，以

确定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方法  用不同浓度的 PU 和顺铂（CDDP）单独或联合治疗 HepG2 细胞。MTT 法测定不同药物对

HepG2 细胞的抑制作用。倒置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Western blot 检测 B 细胞淋巴瘤 2（Bcl-2）和

Bax 蛋白的表达。PU 和 CDDP 单独或联合抑制 HepG2 细胞增殖。 

结果  CDDP 联合 PU 对 HepG2 细胞的抑制作用明显高于单药治疗（P＜0.01）。此外，与单药组

相比，细胞形态明显改变，细胞凋亡率和 bax 蛋白表达显著增加（P＜0.01）。联合用药组 Bcl-2 蛋

白表达明显降低（P＜0.01）。 

结论  PU 能提高 HCC 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增强化疗药物对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协同诱导

HepG2 细胞凋亡。其机制可能与 bax 蛋白上调和 bcl-2 蛋白下调有关。 

  

 

PU-2400 

雅培 ARCHITECT i2000 检测 B 型脑尿钠肽性能验证 

 

于小鸥,吉阳涛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验证雅培 ARCHITECT i2000 BNP_STAT 检测的分析性能，并与 BNP 检测方法进行比对分

析，确保新检测方法的性能满足实验室的质量要求及临床结果的一致性。 

方法  精密度和正确度验证按 CLSI EP15-A2 文件的方法进行，检测方法的比对分析按 CLSI EP9-

A2 文件的方法进行，可报告范围验证为豁免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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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BNP_STAT 测定的低值、高值质控品（伯乐 Cardiac Marker PLUS 23640）的变异系数分别

为 CV 批内2.80％、2.40％和 CV 总3.7%、2.7%，均小于厂商声明的精密度 CV 批内4.4%、2.6 和 CV 总

4.7%、3.5%。测定由制造商提供的浓度为 75pg/ml 和 2500 pg/ml 的 BNP 校准品，相对偏倚分别为

3.2%和-9.5%，均小于 1/2CLIA’88 判断标准。BNP_STAT 和 BNP 两种检测程序检测样本的相关系

数为 0.997，回归方程为 y=0.991x+0.503，医学决定水平（Xc=500 时）处的相对偏倚为 0.8%，小

于 1/2CLIA’88 判断标准。 

结论  雅培 ARCHITECT i2000 BNP_STAT 检测的精密度、正确度、可报告范围均通过验证，分析

性能满足实验室的质量要求。该检测与传统 BNP 检测结果非常接近的，可用于临床 B 型脑尿钠肽

的测定。 

 

 

PU-2401 

RAGE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抑制糖尿病视网膜炎症相关性研究 

 

吴镇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评价 2 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受体

（RAGE）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状态，探讨 RAGE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与糖尿病视网膜炎的相关性。 

方法  在我院确诊为 2 型 DR 患者。观察组 80 例，健康对照组 80 例。采用密度梯度离心法从患者

体内采集 PBMC，用甲基化特异性 PCP（MSP）检测 RAGE 基因启动子的甲基化状态。采用酶联

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血清中白细胞介素-1β（IL-1β）、白细胞介素 6（IL - 1）和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水平。分离和培养阳性的 RAGE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患者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用去甲

基化试剂 5’-AZA-2’-DEX yy 胞苷（5 -氮杂胞苷）抑制 RAGE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通过 MSP 检测

PBMCs RAGE 基因启动子的甲基化状态。采用 ELISA 法检测 PBMC 培养液上清液中 IL-1β、IL-6

和 TNF-α 水平。 

结果  DR 患者 PBMCs 中 RAGE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 26 例（32.50%）。RAGE 基因启动子在所有

正常健康受试者中均甲基化。RAGE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组血清 IL-1β、IL-6 和 TNF-α 水平显著低于

阴性 RAGE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组（P＜0.01）。5-AZA DC 抑制 RAGE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阳性患者

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RAGE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抑制作用 RAGE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增加了培养液上

清液中 IL-1β、IL-6 和 TNF-α 的水平。 

结论   DR 患者检测到 RAGE 基因启动子低甲基化，表明 RAGE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可抑制糖尿病

视网膜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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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02 

CEA、CYFRA21-1、NSE 检测在肺癌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方静 

安庆市第二人民医院安庆市肿瘤医院,246000 

 

目的  通过对患肺癌病人和患肺部良性疾病的病人血清中 CYFRA21-1、CEA、NSE 水平检测进行

分析,探讨三项指标在患肺部良性疾病和肺癌诊断鉴别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31 例确诊为肺癌的病人、57 例非肺癌肺部良性疾病病人及 45 例健康医学体检者,分析

各组血清中 CYFRA21-1、NSE、CEA 水平, 对各组间检测数据进行统计学比较分析。 

结果  CEA 和 NSE 的水平均为肺癌组最高（P <0.01）, 肺良性疾病组次之（P <0.01），正常组最

低（P <0.01～P<0.05）；CYFRA21-1 水平为肺癌组高于对照组和肺良性疾病组（P <0.01），对照

组和肺良性疾病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从敏感性、特异性、阴、阳性预测值综合考

虑三指标对肺癌诊断 NSE 指标最好，其次为 CEA,最后为 CYFRA21-1。 

结论  在肺癌血清学诊断中 CEA、CYFRA21-1、NSE 三指标均有临床意义，较 CYFRA21-1，CEA

和 NSE 更优。  

  

 

PU-2403 

TGFβ1 及 TGFBR2 单核苷酸多态性与大肠癌易感性的关系 

 

邢培祥,阚士锋,杨发林,姜金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转移生长因子-B1（TGFB1）及转移生长因子 B 受体- R2（TGFBR2）基因多态性与大肠

癌发生发展的关系。 

方法  采用基因芯片技术检测 TGFB1-509C/T 及+869T/C 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并采用 ELISA

测定 TGFβ1 血清水平；以 PCR-RFLP 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TGFBR2-875 G/A SNP，并采用免疫

组化检测 TGFBR2 组织表达水平。通过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分析 490 例大肠癌与 TGFB1-509 及+869

及 TGFBR2-875 SNPs 的关系。采用 χ2、t 检验行相关指标的比较分析；以比值比(OR)及其 95％可

信区间(95％CI)估计相对风险。 

结果  （1） 大肠癌组 TGFBR2-875GG 频率显著高于对照组（χ2
GG=4.65 ，P<0.05），TGFBR2-

875G 频率显著高于对照组（χ2
G=4.94 ，P<0.05   ）。（2）直肠癌，管状腺癌及高化管状腺癌 TGFBR2-

875GG 及 G 频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其 OR(95％CI)分别为： 1.39（1.02～1.95）、1.51（1.14～

2.00）、1.68（1.19～2.38）及 1.32（1.01～1.73）、1.45（1.14～1.85）、1.62（1.18～2.21）。

（3）大肠癌组 TGFBR2-875G 携带者 TGFβ1 血清水平显著高于相应 AA 携带者(t=2.31，P＜0.05)

及对照组 AA 携带者（t=5.01， P＜0.001)。（4）直肠癌 TGFBR2 表达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01），且–875G 携带者表达水平显著低于相应 AA 携带者（P＜0.005）。 

结论   TGFBR2-875 SNP 与大肠癌相关。TGFBR2-875GG 可能是大肠癌易感风险因素，而

TGFBR2-875G 则可能是直肠癌及高分化管状腺癌易感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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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04 

PD-L1 在肾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韩景银 

东营市人民医院,257000 

 

目的  肾癌的发病率逐年升高，而其病因及发病机制的复杂性和对放化疗的不敏感性，使得肾癌成

为肿瘤防治的重点和难点。肾癌患者存在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异常，而 PD-L1 作为肾癌免疫逃逸

的可能机制，参与其发生发展，多项临床试验表明， PD-L1 抑制剂能有效延缓肾癌进展。本研究旨

在研究 PD-L1 在肾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我院 57 例肾癌患者的癌和癌旁的病理标本和临床资料,使用免疫组化检测 PD-L1 的表达

情况，分期其与临床特征与预后的相关性。 

结果  肾癌患者的 PD-L1 阳性率为 59.6%(34 例)。单因素分析 PD-L1 的表达与临床分期(P=0.034)

和病理分级呈正相关（P=0.02）。Kaplan-Meire 预后分析提示 PD-L1 高表达的患者预后更差。 

结论  PD-L1 可作为肾癌的独立预后因素，其可能为个体化免疫治疗联合靶向治疗提供新的依据。  

  

 

PU-2405 

A20 抑制肝癌细胞迁移的机制 

 

李娜 1,王显腾 2 

1.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2.山东大学,250000 

 

目的  肝癌恶性程度高病死率高而且手术后依然具有较高的转移率，癌细胞的转移是一个多步骤多

因素的复杂过程，在这过程中，有一些分子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 A20 分子，A20 是一种重要的免

疫负调控分子，因此，我们推测 A20 是否可以抑制肝癌细胞的运动能力以及通过怎样的机制抑制肝

癌细胞的运动能力 

方法  首先，选取肝癌病人的组织切片，运用免疫组化技术检测 A20 在癌和癌旁组织的表达是否有

区别。再通过转染质粒使肝癌细胞高表达 A20 或底表达 A20，运用 transwell 小室方法进行细胞迁

移和侵袭实验，观察 A20 是否可以抑制肝癌细胞的运动能力。然后再采用 PCR 和 Western-blot 方

法检测 A20 对肝癌细胞 EMT 相关分子的影响。再进一步运用 Western-blot 和小干扰的方法检测

A20 通过怎样的机制影响 EMT 相关分子的变化 

结果  免疫组化结果显示癌旁组织中 A20 的表达明显高于癌组织。体外实验结果显示，在 TNF-α 刺

激下，当 A20 表达高时，能抑制肝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当干扰 A20 表达后，肝癌细胞的迁移

和侵袭能力增强，未刺激组无论 A20 表达高低与否，对于肝癌细胞的运动能力没有影响。A20 能抑

制 TNF-α 诱导的肝癌细胞 EMT 进程，即在蛋白和 RNA 水平均能上调 E-cad,下调 N-cad，随后阻

断 NF-KB 信号通路，发现 A20 抑制 EMT 相关分子的现象消失。 

结论  A20 与肝癌细胞的转移具有相关性。A20 能抑制 TNF-α 诱导的肝癌细胞的侵袭和迁移。A20

主要通过 NF-кB 信号通路影响肝癌细胞的侵袭和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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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06 

三种方法联合检测对菌阴肺结核的诊断价值分析 

 

周前选 

湖南省长沙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结核感染Ｔ细胞斑点试验（T-SPOT.TB）、结核杆菌 DNA（TB-DNA）以及结核抗体（TB-

Ab）三种方法联合检测在菌阴肺结核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选取长沙市中心医院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0 日期间胸科和呼吸科门诊及住院

患者的病例资料，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等临床资料，共选入符合条件的完整病例 311 例，其中男

205 例，女 106 例，年龄 1~86 岁，平均 57.8 岁，其中初治菌阴肺结核组 185 例，初治菌阳肺结核

组 62 例，非结核肺部疾病组 64 例，分析 T-SPOT.TB、TB-DNA 和 TB-Ab 的检测结果，将各种方

法检测的结果按照“阴性（-）、阳性（+）”记录，在 T-SPOT. TB、TB-DNA 和 TB-Ab 检测方法中的

任意 2 联或 3 联检测中只要其中一种方法结果为阳性则判断为联合检测阳性，比较三种方法的灵敏

度和特异度以及单个方法检测与三种方法联合检测对菌阴肺结核的阳性检出率的差别。 

结果  T-SPOT.TB、TB-DNA、TB-Ab 检测中各项的阳性率（灵敏度）波动于 54.84%~87.10%，阴

性率（特异度）波动在 68.75%~98.44%，三种方法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之间的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中 T-SPOT.TB 检测的灵敏度为 87.10%，特异度为 68.75%，诊断指数为 155.85%，

诊断效能最好。T-SPOT.TB、TB-DNA、TB-Ab 检测在菌阴肺结核组的阳性检出率波动于

25.41%~77.84%,均高于非结核肺部疾病组，三种检测方法在两组之间的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随着

联合检测方法的增多，菌阴肺结核的阳性检出率逐渐增高。有 T-SPOT.TB 参与的 2 联的阳性检出

率高于无 T-SPOT.TB 检测参与组，其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种方法联合检测阳性检出

率较单个方法检测显著增加。 

结论  T-SPOT.TB、TB-DNA 和 TB-Ab 三种方法联合检测提高菌阴肺结核的阳性检出率。 

 

 

PU-2407 

人乳腺癌细胞系 MCF 中 FOXM１调控 SYK 转录 

 

冯鹭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人乳腺癌细胞系 MCF-7 中叉头框转录因子 M1(FOXM1)对脾酪氨酸激酶(SYK)表达的

调控机制 

方法   从 MCF7 ､T47D､SKBR3 和  MDAMB231 中提取 RNA 和蛋白质 ,分别用 PCR 和 

Westernblotting 检 测 SYK 的表达水平,并检测 SYK 基因启动子区 CpG 岛甲基化｡在 MCF7 中过

表达 FOXM1,采用 Westernblot ting 和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FOXM1 和 SYK 的表达｡利用染

色质免疫沉淀(ChIP)技术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检 测转录因子 FOXM1对 SYK基因转录水平的调控

作用｡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378 

 

结果  SYK 在 MCF7 中呈阳性表达,而在 T47D､SKBR3 和 MDAMB231 中呈阴性表达;MCF7 细

胞中 SYK 基因启动子区 CpG 岛甲基化水平低于对照细胞(P<0.05)｡ 在 MCF7 中过表达 FOXM1

能下调 SYK 表达,在 SKBR3 细胞系中沉默 FOXM1 基因能激活 SYK 表达｡ChIP 结 果显示 

FOXM1 直接参与调控 SYK 的转录;基因沉默 FOXM1 激活 SYK 基因启动子活性,过表达 FOXM1

抑制 SYK 基因启动子的活性｡ 

结论  在人乳腺癌细胞系 MCF7 中,SYK 是 FOXM1 的靶基因,FOXM1 可能通过调节 SYK 的表达

来调控乳腺癌的发生发展｡ 

 

 

PU-2408 

CD4+CD25+Foxp3+ Regulatory T Cells Contribute in Liver 

Fibrosis Improvement with Interferon Alpha 

 

Lu Feng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optimal dose, treatment time, and possible 

imm-unologic mechanisms of interferon alpha (IFN-α) in the treatment of liver fibrosis. 

Methods Mice were injected intraperitoneally with 10 % carbon tetrachloride to induce liver fibrosis, 

except in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physiological saline group, 20 U/gb wt IFN-α group, 40 U/gb wt IFN-α group, and 60 U/gb wt IFN-

α group. After 3 and 6 weeks, type I collagen was detected in liver by hematoxylin and eosin (HE) 

stain, Masson’s trichrome stain,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The number of CD8+ T cells, 

the number of CD4+CD25+Foxp3+ Tregs and the activation of CD4+ T cells were detected in liver 

and spleen. Beneficial effects were observed in the 40 U/gb wt IFN-α group by pathological analysis. 

Results The number of CD8+ T cells in the liver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mice receiving middle-

dose IFN-α therapy as compared to mice receiving physiological saline (P<0.05), while 

CD4+CD25+Foxp3+ Tregs and activation of CD4+ T cells in the liver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therapeutic group than in the physiological saline group (P<0.05). CD8+ T cells (r=0.3796) and 

activated CD4+ T cells (r=0.2437) were found to b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gree of liver 

fibrosis. CD4+CD25+Foxp3+ Tregs (r=−0.7932) was found to b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gree of liver fibrosis. 

Conclusions IFN-α can inhibit liver fibrosis following 6 weeks of middle-dose IFN-α therapy by 

upregulating CD4+CD25+Foxp3+ Tregs and suppressing CD8+ T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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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09 

羊种布鲁氏菌 OMP16 蛋白的 T、B 细胞优势表位研究 

 

李智伟 1,张峰波 2,卢佩佩 1,刘小双 1,岳晓媚 1,丁剑冰 2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2.新疆医科大学 

 

目的  使用生物信息学方法预测羊布鲁氏菌 OMP16 蛋白的结构特点，并预测可能的 B 细胞和 T 细

胞优势表位。 

方法  从 NCBI 数据库中获取羊布鲁氏菌的 OMP16 蛋白的氨基酸序列。通过 ProtParam 分析

OMP16 蛋白的理化性质；利用 DNAstar 软件 Protein 模块和 SOMPA 分析 OMP16 蛋白二级结构；

利用 Phyre2 构建 OMP16 蛋白三级结构并使用 Rasmol 进行分析；利用 IEDB、DNAStar、ABCpred

和 BepiPred 预测 OMP16 蛋白的 B 细胞抗原表位；利用 SYFPEITHI 和 IEDB 预测 OMP16 蛋白的

T 细胞抗原表位。 

结果  OMP16 蛋白有 426 个氨基酸序列，理论等电点为 9.72，原子组成为 C2026H3209N499O536S17，

为稳定性疏水性蛋白。二级结构显示 α-螺旋、β-折叠、β-转角和无规则卷曲分别是 40.61%，19.01%，

8.45%和 31.92%。预测出 4 个 B 细胞优势表位，分别是 93-102，183-187，273-289，294-301；

5 个 CTL 细胞优势表位，分别是 69-77，175-183，267-275，373-381，408-416；5 个 Th 细胞优

势表位，分别是 4-20，32-46，63-77，316-330，352-366。 

结论  通过生物学信息方法分析羊布鲁氏菌 OMP16 蛋白有 4 个 B 细胞优势表位，5 个 CTL 细胞优

势表位和 5 个 Th 细胞优势表位，为进一步为布鲁氏菌诊断和疫苗研究的奠定基础。 

 

 

PU-2410 

基于 Crispr/Cas9 技术构建真核细胞激酶敲除文库质粒 

 

肖斌,全静雯,陈丽丹,杭建峰,张卫云,张蓉,廖扬,陈建芸,孙朝晖,李林海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510000 

 

目的  拟靶向细胞内一群重要的信号转导因子—激酶， 利用 CRISPR/Cas9 技术构建真核细胞敲除

文库质粒，并探讨其构建方案 

方法  拟靶向编码人源激酶蛋白的 507 个基因开放阅读框， 针对每个基因片段设计 10 个作用靶点， 

通过芯片法合成引物库 （oligo pools） 后， 将引物从芯片上洗脱下来； 合成的引物模板序列经 

PCR 扩增、 割胶回收后， 与 Cas9 慢病毒载体连接， 电转化至感受态细胞并提取质粒；质粒转

化至 Stbl3 感受态细胞后， 随机挑取单克隆进行摇菌， 并送测序。 

结果  （1） 对选取的 507 个激酶基因进行 GO 分析， 发现细胞激酶广泛参与各种重要的细胞信

号通路； （2） 以 oligo pool 为模板， 利用合成的通用引物进行 PCR 扩增， 得到大小约为 140 

bp 的条带， 符合预期； （3） 在鉴定的 40 个文库质粒克隆中， 共有 34 个克隆样品测序成功， 

其中 25 个样品与设计的目标序列完全一致， 9 个样品存在一定引物合成突变。部分克隆存在摇菌

失败、 测序无信号或双峰等因素。 

https://www.ncbi.nlm.nih.gov/protein/）中获取B.melit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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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构建好的 CRISPR/Cas9 激酶敲除文库可广泛用于筛选介导细胞增殖、 转移、 耐药、 自噬

等表型的重要激酶， 为阐明激酶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奠定基础。 

 

 

PU-2411 

HE4 与 CA125 联合检测用于卵巢癌的诊断 

 

齐海燕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261000 

 

目的  探讨人血清附睾蛋白 4（HE4）和糖类抗原 125(CA125)联合检测在卵巢恶性肿瘤的早期诊断

价值。 

方法  选择 49 例卵巢恶性病变患者(恶性病变组) 、68 例良性病变患者(良性病变组)及 38 例体检健

康妇女(健康对照组)，采用电化学发光免疫法及酶联免疫法测定其血清 CA125 与 HE4 水平并进行

分析。 

结果  卵巢癌恶性病变组的 CA125 与 HE4 水平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p< 0.01)，卵巢良性病变组

的 CA125 和 HE4 水平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有统计学意义(p< 0.05)；CA125 与 HE4 联合检测的灵敏

度(87.8%)明显高于单项检测的 CA125(77.6%)或 HE4(69.4%), 联合检测的阴性预测值(93.3%)明显

高于单独检测的 CA125(88.3%)和 HE4(87.1%)。 

结论  血清 CA125 与 HE4 联合检测可提高卵巢恶性肿瘤的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性，有利于卵巢癌

的早期诊断。 

 

 

PU-2412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hemiluminescent Immunoassay 

for Measuring Serum Myeloperoxidase and proteinase 3 

antibodies 

 

Xiuzhu Hou,Jing Liu,Tiancheng Wang,Jiansuo Zhou,Liyan Cui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Objective Evaluated the utility of CLIA for routine detecting of MPO and PR3 antibodies 

Methods  We evaluated the performance of CLIA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serum MPO and PR3 

IgG antibodies.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serum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precision, measured four 

times daily for five consecutive days according to the CLSI EP15-A2. High level serum was diluted 

to evaluate the linearity according to the CLSI EP6-A2. Diluent assay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Limit of Quantitation(LOQ), serum was diluted in different ratio to near the expected 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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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able limit. EP Evaluator 10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precision and linearity. The allowable 

error was ≤ 25%. 

Results The CV range of imprecision was 1.48-3.63 %, which were less than the allowable error; 

the linear ranges of MPO-IgG and PR3-IgG were 3.2-603.3CU and 2.3-1657.4CU, respectively; 

the LOQ of MPO-IgG and PR3-IgG was 5.8CU and 9.4CU at least,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CLIA exhibits a good performance for MPO and PR3 IgG measurement and can 

be used as a candidate method for routine screening. 

 

 

PU-2413 

A retrospective study on establishment of serum 

pepsinogen reference intervals in Guangzhou area with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Yang Wang,ZhiHui Liu,Xi Li,WeiGuo Lu,YingChun Zhou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Serum pepsinogen (sPG) is now widely used in screening for atrophic gastritis,and 

meanwhile, atrophic gastritis is a precancerous lesion of gastric cancer.Therefore, sP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non-invasive screening index for gastric cancer.However, sPG dection is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region, nationality, sex, age, occupation, types of examination 

instruments and testing methods. As far as we know ,there are as yet no reports on sPG reference 

intervals (RIs) with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CMIA). In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we 

established the RIs for sPG in Guangzhou area using CMIA. 

Methods  In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a total of 4108 healthy people in Guangzhou area were 

included，Serum PGI and PGII levels were measured via CMIA，RIs were determined following 

Clinical Laboratory and Standards Institute C28-A3 guidelines. 

Results The distribution of PGI, PGII and PGI/PGII were a non-Gaussian distribution. The median 

concentration of PGI in men is 57.65ng/mL、8.60 ng/mL for PGII, and 6.68 for PGI/PGII. Women 

were 48.8ng/mL, 7.5 ng/mL and 6.33 respectively, all lower than men,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95% RIs in men (ng/mL) were: ≤40 years old, 28.51–105.35 for PGI 

and ≤16.46 for PGII; 41–50 years old, 29.08–119.20 for PGI and ≤19.58 for PGII; and 51–90 years 

old, 27.08–150.20 for PGI and ≤26.20 for PGII; RI for PGI/PGII at any age was ≥3.72. 

Corresponding RIs for women (ng/mL) were: ≤40 years old, 24.99–94.99 for PGI and ≤18.83 for 

PGII; 41–50 years old, 24.29–104.30 for PGI and ≤22.25 for PGII; and 51–90 years old, 26.00–

120.86 for PGI and ≤24.30 for PGII;95% RI for PGI/PGII at any age was ≥3.15. 

Conclusions We established the RIs for sPG using CMIA in Guangzhou area, the establishment 

of RIs of sPG in this area is helpful for screening and diagnosis of gastric related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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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14 

Caspase-1 和 IL-1β 在系统性红斑狼疮中的的表达及意义 

 

董谦,陈康,王伟佳,曹思敏 

中山市人民医院/广东药学院附属中山医院,528400 

 

目的  探讨 Caspase-1 和 IL-1β 在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血清中的表达水平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间就诊于中山大学附属中山市人民医院的 SLE 患者 74

例(SLE 组)及同期于该院体检的健康者 20 例(健康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检测两组血清

中 Caspase-1 和 IL-1β 的水平，并分析 SLE 患者血清 Caspase-1 和 IL-1β 水平与疾病活动度、相

关临床指标的关联。 

结果  SLE 患者血清 Caspase-1 的浓度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LE 患者

血清 IL-1β 的浓度低于健康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 IL-1β 和 Caspase-1 水

平与 SLEDIA 评分、球蛋白、Anti-dsDNA 呈负相关（P<0.05），与 TC、C3 呈正相关（P<0.05）；

活动性 SLE 患者的 Caspase-1 水平较非活动性 SLE 患者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活动性

SLE 患者的 IL-1β 水平也较非活动性 SLE 患者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等级 SLEDIA

评分的 SLE 患者血清 IL-1β、Caspase-1 水平未见明显差异。在伴与不伴狼疮肾炎的 SLE 患者中血

清 IL-1β 和 Caspase-1 水平结果未见明显差异。 

结论  SLE 患者血清中 IL-1β 和 Caspase-1 含量降低可能与 SLE 患者使用激素治疗有关。 

 

 

 

PU-2415 

Identification of key genes relevant to the prognosis  

of ER-positive and ER-negative breast cancer based  

on a prognostic prediction system 

 

Bin Xiao1,Jianfeng Hang1,Lidan Chen1,Jia He1,Rong Zhang1,Weiyun Zhang1,Yang Liao1,Li Wang1,Qiang 

Ma2,Zhaohui Sun1,Linhai Li1 

1.Guangzhou General Hospital of Guangzhou Military Command of PLA 

2.Southern medical univercity 

 

Objective Few prognostic indicators with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have been reported among the 

differing ER statuses. We aimed to screen important breast cancer prognostic genes related to ER 

status and to construct an efficient prognostic prediction system. 

Methods mRNA expression profiles were downloaded from TCGA and GSE70947 dataset. Two 

hundred seventy-one overlapping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DEGs) between the ER- and ER+ 

breast cancer samples were identified.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383 

 

Results Among the 271 DEGs, 109 prognostically relevant mRNAs were screened. mRNAs such 

as RASEF, ITM2C, CPEB2, ESR1, ANXA9, and VASN correlated strongly with breast cancer 

prognosis. Three modules, which contained 28, 9 and 8 enriched DEGs, were obtained from the 

network, and the DEGs in these modules were enriched in response to hormone stimulus, epithelial 

cell development, and host cell entry. Using bayes discriminant analysis, 48 signature genes were 

screened. We constructed a prognostic prediction systerm using the 48 signature genes and 

validated this system as relatively accurate and reliable. The DEGs might b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We valida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our prognostic prediction 

system by GEO database. 

Conclusions Therefore, this system might be a useful tool for preliminary screening and validation 

of potential prognosis indicators for ER+ breast cancer derived from mechanistic research. 

 

 

PU-2416 

B 细胞连接蛋白的结构、功能及其 

在 B 细胞相关疾病发展中的作用 

 

肖斌,李嘉颖,周梦思,李晓晴,黄晓燕,杭建峰,孙朝晖,李林海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510000 

 

目的  B 细胞的发育和生物学功能与 B 细胞受体（BCR）信号通路密切相关.BCR 通路的效应机制

依赖于细胞内多种蛋白分子的联动和协同作用. 

方法  B 细胞连接蛋白（B-cell linker，BLNK），是 BCR 通路的关键接头蛋白，广泛参与调控 B 细

胞的增殖、分化、凋亡及信号传导等过程，影响 B 细胞相关疾病及多种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 

结果  全面总结 BLNK 的生物学功能不仅有助于了解 B 细胞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也有望将 BLNK

作为相关疾病的治疗靶标提供新思路和突破口. 

结论  本文将对 BLNK 的结构、生物学功能及其在 B 细胞相关疾病中的作用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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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17 

GITRL 调控髓源性抑制细胞的分子机制 

及其在小鼠实验性 干燥综合征中的作用 

 

芮棵 1,2,田洁 2,洪悦 2,王胜军 2 

1.江苏大学附属医院,212000 

2.江苏大学医学院 

 

目的  本研究主要观察了在小鼠实验性干燥综合征（ESS）发病过程中髓源性抑制细胞（MDSCs）

的比例和功能的动态变化，探究了不同时期 MDSCs 对 ESS 小鼠的治疗作用；通过体内和体外实验

探究糖皮质激素诱导的肿瘤坏死因子受体（GITR）及其配体 GITRL 对 MDSCs 功能的调控。 

方法  1）通过流式细胞术动态观察不同时期 ESS 小鼠体内 MDSCs 和 GITRL 变化。2）体外体内

不同验证 GITRL 对 MDSCs 功能的调控。 

结果  研究发现，在 ESS 小鼠疾病发展的进程中，小鼠体内各个部位 MDSCs 的比例明显升高。进

一步结果显示，早期 ESS 小鼠脾脏中的 MDSCs 及其亚群具有较强的抑制能力，而随着疾病的发

展，晚期脾脏中 MDSCs 及其亚群的抑制能力明显减弱。 

发现早期的 MDSCs 能够有效延缓 ESS 的发生发展，而晚期的 MDSCs 却没有明显的治疗效果。 

发现随着疾病的进程，ESS 小鼠体内 GITRL 的表达显著升高。体外 GITRL 蛋白刺激早期 MDSCs，

能够下调 MDSCs 的免疫抑制能力并且刺激后的 MDSCs 丧失了对于 ESS 小鼠的治疗作用。 

发现外源性的 GITRL 能够显著下调 ESS 小鼠体内 MDSCs 的免疫抑制功能。进一步地，发现干扰

GITR 后的 MDSCs 能够有效地治疗小鼠。 

结论  ESS 发病过程中体内逐渐升高的 GITRL 可结合 MDSCs 表面的 GITR 受体，下调 ESS 小鼠

体内 MDSCs 的免疫抑制功能，从而持续加重疾病的发生发展。该研究利用 ESS 模型，探讨 MDSCs

在干燥综合征发生发展中的变化以及作用，从 GITRL/GITR 这一新的角度揭示 MDSCs 在干燥综合

征发展中所受到的微环境的调控，拓展我们对 MDSCs 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作用的认识，为临床自

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PU-2418 

ROC 曲线对流式细胞法 HLA-B27 阳性判断值的确定和应用 

 

何成禄,单斌,段勇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运用 ROC 曲线确定流式细胞法 HLA-B27 的阳性判断标准（Cut- off），并分析 901 例 HLA-

B27 检测结果。 

方法  收集 901 份标本运用流式细胞术进行 HLA-B27 检测，并通过敏感性和特异性绘制 ROC 曲

线，得出流式细胞法检测 HLA-B27 在本实验室的最佳 Cut-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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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HLA-B27 新 Cut-off 为 148，灵敏度：31.71%，特异度：99.25%；性别比较 P<0.05 具有统

计学意义；20-40 岁年龄段 HLA-B27 阳性率为 55.86%。 

结论  进口试剂盒其 Cut-off 设定偏低,可能会使部分结果偏高出现假阳性，为早诊断，早治疗，建立

适合自身实验室的 HLA-B27 Cut-off 判断标准是有必要的。 

 

 

PU-2419 

三种 EB 病毒抗体检测鼻咽癌的诊断价值研究 

 

何成禄,杨永平,朱敏,李娅,单斌,段勇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EB 病毒 Rta 蛋白 IgG 抗体(Rta-IgG)、EB 病毒衣壳抗原 IgA 抗体(VCA-IgA)和 EB 病毒

早期抗原 IgA 抗体(EA-IgA)在鼻咽癌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收集 2017 年 7 月-2018 年 4 月我院耳鼻喉科经病理活检组织确诊为鼻咽癌的患者 72 例作为

研究对象，并以同期鼻咽部肿物的非鼻咽癌患者 24 例（Ⅰ组）、接受健康体检的正常人 86 例（Ⅱ

组）作为对照，采用 ELISA 分别对三组受检者的三种 EBV 抗体检测，比较三组受检者的检出阳性

率，同时对不同 EBV 抗体单独或联合诊断鼻咽癌的灵敏度、特异性、准确度、阴性预测值、阳性预

测值等进行计算。组间差异比较用卡方检验，采用 ROC 曲线评价诊断效能 

结果  三组不同受检者的 VCA-IgA、EA-IgA 以及 Rta-IgG 检测阳性率比较，得出鼻咽癌组患者

(66.7%、59.7%、80.6%）＞非鼻咽癌对照组(8.3%、25%、8.3%)健康体检对照组(9.3%、4.7%、

3.5%)，且鼻咽癌组与其他两组对照组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单独检测三种 EB 病

毒抗体的灵敏度比较，EA-IgA 与 Rta-IgG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VCA-IgA 与 EA-IgA、Rta-

IgG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特异性比较中，Rta-IgG＞VCA-IgA≈EA-IgA，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0.05）；两两联合检测中 VCA-IgA+Rta-IgG 和三项联合检测较单独检测可获得更

高灵敏度、特异性、准确度、阴性预测值、阳性预测值。ROC 曲线下三种抗体面积比较，得出 Rta-

IgG（0.937）＞EA-IgA（0.905）＞VCA-IgA（0.750） 

结论  鼻咽癌诊断中，三种 EB 病毒均有一定诊断价值，单一抗体检测应首选 Rta-IgG。两两联合检

测 VCA-IgA+Rta-IgG 可获得与三项联合检测相接近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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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20 

一种新的 POCT 的检测方法 

 

王裔雄 1,肖传宇 1,陶 锋 1,谢 强 1,范 震 2 

1.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441000 

2.深圳微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目的  传统的 POCT 技术，它的诞生适时的推动了检验及临床各学科的发展与进步。然而，随着其

应用的不断推广和普及，繁重的检测任务让传统的 POCT 检测变得力不从心，于是我们迫切需要一

种全新的检测方法来改变这一现状。 

方法  新的 POCT 技术在仪器操作上基本解放了操作者的双手，他利用全自动机械代替人工而且可

以像大型生化仪一样进行高通量检测，并在检测方法上利用当下最前沿的免疫荧光微流控技术，精

准加入规定的检测计量，并在精准的反应时间内，读取最精准的数据结果。 

结果  这种全新的检测手段不仅精确的控制了反应时间，提高了检测效率，缩短了 TAT 时间，而且

为临床提供了更为便利、快速、准确的检测结果，为患者的及时诊疗争取到了更加宝贵的时间。 

结论  新一代产品的诞生让全自动、高通量和最精准 POCT 相结合，形成了 POCT 行业发展的一次

革命。 

 

 

PU-2421 

AFP、CEA、CA199 联合检测对原发性肝癌诊断的价值 

 

卞晓琨 

潍坊市人民医院,261000 

 

目的  分析甲胎蛋白、癌胚抗原、糖类抗原 199 在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中的含量，为临床确诊提供

一定的诊断价值。 

方法  原发性肝癌，良性肝脏疾病，正常健康查体人群各 50 例，空腹抽取静脉血 3ml,离心后取血清

检测。 

结果  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中甲胎蛋白，癌胚抗原，糖类抗原 199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和肝良

性疾病组(p<0.05)。三者单独检测时的敏感性分别为 60%、30%和 48%,三者联合检测的敏感性达

78%。 

结论  甲胎蛋白，癌胚抗原，糖类抗原 199 联合检测比单独检测有高的灵敏性和特异性，在临床上

可以广泛的使用。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387 

 

PU-2422 

雅培 Architect i2000 与罗氏 Cobas e601 之间 

乙肝表面抗体检测结果的比较 

 

常乐 

北京大学第一院 

 

目的   比较雅培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仪 Architect i2000 与罗氏电化学发光检测仪 Cobas 

e601 检测表面抗体的结果。 

方法  选取 62 例在雅培 Architect i2000 仪器上检测乙肝表面抗体结果 0-1000 的标本，在罗氏 

Cobas e601 进行复测，分析比较检测结果间的差别。 

结果  共检测 62 例临床标本，两种检测系统检测乙肝表面抗体相关性良好（R=0.773），但存在一

定偏差（P<0.05），两种检测系统乙肝表面抗体定量结果的相关性有显著性的统计学意义。 

结论  雅培 Architect i2000 与罗氏 Cobas e601 之间乙肝表面抗体检测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 

 

 

PU-2423 

Aberrant Peripheral Immune Function  

in a Good’s Syndrome Patient 

 

Xian Chen,Jiexin Zhang,Wenwen Shang,Rui Xu,Fang Wang 

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 

 

Objective  The main purpose was to evaluate the peripheral immune status of a GS patient after 

thymoma resection. 

Methods Twenty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recruited as healthy controls (HCs). Flow cytometry was 

applied to determine the proportions of circuiting CD4+ T cells, CD8+ T cells, γδT cells, and 

regulatory T (Treg) cells in our GS patient. We also examined the proliferation capability of ex vivo 

CD4+ T cells and detected the levels of cytokines interferon (IFN)-γ and interleukin-17A secreted 

by ex vivo immune cells from this GS patient. 

Resul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 subjects, this GS patient had fewer B cells, an inverted 

ratio of CD4+/CD8+ cells, and more Treg cells in his peripheral blood. Additionally, the patient’s 

Vδ2 T cell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despite having a normal percentage of γδT cells. Ex 

vivo peripheral CD4+ T cells from the patient showed insufficient proliferation and division potential 

as well as excessive expression of PD-1. Moreover, IFN-γ was predominantly derived from CD8+ 

T cells in this GS patient, rather than from CD4+ T cells and γδT cells. This GS patient had impaired 

T -and B cell immunological alternations and cytokine disruptions after thymect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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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Detailed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rapies that can adjust the immune status in 

such patients for a better outcome. 

 

 

PU-2424 

Distribution and significances  

of IL-17+ γδT cells infiltrated in human ovarian cancer 

 

Xian Chen,Wenwen Shang,Rui Xu,Wang Fang 

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 

 

Objective Inflammation has recently been acknowledged as a hallmark of cancer. Interleukin-17A 

(IL-17A) is a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 that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promoting formation of an 

inflammatory tumor microenvironment. 

Methods we investigated the expression and cellular source of IL-17A in human ovarian cancer 

(OC), benign ovarian tumor and borderline ovarian tumor. 

Results We found that IL-17A is expressed at higher levels in OC than in benign ovarian tumor or 

borderline ovarian tumor tissues at both the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Moreover, high tumor IL-

17A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poor tumor differentiation and positive lymph node 

status. 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significantly higher proportions of tumor-

infiltrating IL-17A-producing CD4+ T cells (Th17), CD8+ T cells (Tc17), and γδ T cells were present 

in OC tissue compared with benign ovarian tumor tissue. Of these, tumor-infiltrating γδ T cells were 

the predominant source of IL-17A in OC patients. Finally, we found that the abundance of tumor-

infiltrating IL-17+ γδ T cells, but not Th17 or Tc17 cells, was inversely correlated with larger tumor 

size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OC. 

Conclusions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increased tumor infiltration of IL-17+ γδ T cells may be 

associated with cancer progression in OC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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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25 

The clinical performance of a new chemiluminescent 

immunoassay in measuring anti-β2 glycoprotein 1 and anti-

cardiolipin antibodies 

 

Jiansuo Zhou,Xiuzhu Hou,Hua Zhang,Tiancheng Wang,Liyan Cui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Objective Laboratory criterion is needed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 (APS), 

which contain anticardiolipin antibodies (aCL) and anti-β2-glycoprotein 1 antibodies (aβ2GP1). 

They are commonly identified by ELISA testing, but lack standardized kits, resulting in substantial 

variations in the antibody positivity between different laboratories. The emergence of 

chemiluminescence automated BIO-FLASH may improve the situation. We aim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performance of the BIO-FLASH for measuring serum aCL and aβ2GP1 antibodies. 

Methods We selected 185 patients with APS,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infertility, 

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 (CTD) and others in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we tested the aCL 

and aβ2GP1 by EUROIMMUN ELISA, 105 of which have at least one positive result of aCL and 

aβ2GP1, while the others have negative result. We retested them by chemiluminescence assay 

(CIA), and analyzed the result, compare the coincidence rate. The IgM were retested by AESKU 

ELISA. Data were analysed using SPSS. 

Results Our result suggest CIA have a good performance for IgG isotype of aCL and aβ2GP1 in 

the coincidence rate. Two ELISA kits have a good coincidence in aCL IgM, the positive coincidence 

of CIA and EUROIMMUN is only 41.67%, but CIA and AESKU have a obviously higher positive 

rate. CIA and AESKU have a more higher coincidence than that of AESKU and EUROIMMUN in 

aβ2GP1-IgM. 

Conclusions The new automated CIA BIO-FLASH is suitable for detecting the aCL and aβ2GP1 

antibodies, especially the IgG isotype, it may provide an alternative to time-consuming conventional 

methods EL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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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26 

The Performance of the INOVA BIO-FLASH for Measuring 

Serum anti-cardiolipin and anti-β2 glycoprotein 1 

antibodies 

 

Jiansuo Zhou,Xiuzhu Hou,Hua Zhang,Tiancheng Wang,Liyan Cui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Objective The chemiluminescence BIO-FLASH is a new instrument to measure 

antiphospholipid antibody, the performance such as the LOQ, precision, linear range of CIA for 

serum antiphospholipid antibody has rarely been reported. We aim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BIO-FLASH for measuring serum aCL and aβ2GP1 antibodies. 

Methods We used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serum to evaluate the precision measured four times 

daily for five consecutive days according to the CLSI EP15-A2. Linearity Evaluation was performed 

with diluting high level serum to a series of concentrations according to the CLSI EP6-A2. Diluent 

assay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LOQ, serum was diluted in different ratio to near the expected 

lower reportable limit. EP Evaluator 10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precision and linearity. The 

allowable error was ≤ 30%. 

Results The range of imprecision was 1.56-4.95 %. A nonlinear coefficient was found in a 

polynomial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data of linearity were accepted. The CV of the lowest 

concentration serum meet the criterion. 

Conclusions The BIO-FLASH have a good performance when measuring the aCL(IgG, IgM) and 

aβ2GP1(IgG, IgM), it exhibits a robust repeatability and precision, wide linear range, low Limit of 

Quantitation, which provides a candidate method for clinical detection of cardiolipin antibody. 

 

 

PU-2427 

体外 PBMC 的 IL28B 表达与丙型肝炎的相关性研究 

 

金国江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提取丙型肝炎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刺激培养后检测 IL28B、PKR、OAS1 和 MxA 的表达，

并结合 IL28B 血清含量和基因型，分析预测干扰素治疗应答效果。 

 方法  开放非随机选取 HCV 感染者 12 名作为病例组,另选 12 名体检健康者作为对照组，性别、年

龄与病例组有可比性。分离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oly(I:C)刺激培养 PBMC,4 小时后检测 PBMC 的

mRNA 表达,24 小时后检测上清液中 IL28B 的蛋白含量。提取 DNA，采用 HRM 方法检测病例组和

对照组 IL28B 多个 SNP 基因型。定量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或非参数统计方法。定性资料比较采用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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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391 

 

Person 卡方检验。mRNA 的相对表达统计方法：先计算各个样本的△Ct 值，然后转化成 2-△Ct，进

行分组 t 检验。P<0.05 被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体外刺激培养 PBMC 发现，HCV 患者 IL28B 的 mRNA 表达显著高于对照组(P=0.067)，但

是没有达到统计学意义。HCV 患者 MxA 的 mRNA 表达显著高于对照组(P=0.030)，具有统计学意

义。HCV 患者 OSA1 的 mRNA 表达显著高于对照组(P=0.006)，达到统计学意义。HCV 感染组 IL28B

的含量要低于健康对照组，但是没有统计学意义（P=0.191）。按照基因型不同进行分组比较，发现

CC 型个体的 mRNA 表达显著高于 CT/TT 型（P 值=0.053）；IL28B 蛋白含量与 CT/TT 型基本一个

水平，没有显著性差异（P 值=0.419）。 

 结论  体外刺激培养 PBMC，HCV 感染组中 IL28B 的 mRNA 表达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说明其在

抗 HCV 病毒中发挥作用。体外刺激培养 PBMC，HCV 感染组中相关 ISGs(MxA，OAS1)的 mRNA

表达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说明其在抗 HCV 病毒中发挥作用。IL28B 基因型影响其 mRNA 的表达，

CC 型的 mRNA 表达比 CT/TT 型的表达较高；但是对蛋白含量的影响有限。 

  

 

PU-2428 

Syncytin-1 与非小细胞肺癌组织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庄学伟 1,傅杨 1,2,李晓慧 1 

1.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2.济南市妇幼保健院,250000 

 

目的  分析非小细胞肺癌和正常肺组织中 syncytin-1 的表达情况，探讨非小细胞肺癌的发病机制。 

方法  纳入研究病例共 40 例，分为两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30 例，正常对照组 10 例，采用免疫

组织化学法检测 syncytin-1 在非小细胞肺癌和正常肺组织中的蛋白表达情况，比较两组检测结果。 

结果  Syncytin-1 在非小细胞肺癌组织高表达，与正常肺组织相比差异有显著意义。 

结论  syncytin-1 在非小细胞肺癌组织中过度表达，且与癌症的发生与进展相关，可作为非小细胞肺

癌诊断和治疗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PU-2429 

Syncytin-1 表达与非小细胞肺癌预后的关系 

 

庄学伟 1,王传新 2,张义 1 

1.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2.山东大学齐鲁第二医院 

 

目的  检测非小细胞肺癌组织 syncytin-1,CD4+,CD8+T 细胞表达情况，探讨免疫分子在非小细胞肺

癌微环境分布及其预后价值。 

 方法  免疫组化法检测 syncytin-1，CD4+和 CD8+T 细胞在非小细胞肺癌组织表达，分析 5 年存活

组和 5 年内死亡组表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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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Syncytin-1,CD4+T,CD8+T 细胞在非小细胞肺癌组织都有表达；与 5 年存活组相比, 5 年内死

亡组 syncytin-1 表达高, 而 CD8+T 细胞阳性率表达低，差异有显著意义(P<0.05)，CD4+ T 细胞表达

两组差异无显著意义（P>0.05）。 

 结论  Syncytin-1，CD8+T 细胞在非小细胞肺癌组织表达，可作为判断预后的指标，CD8+ T 细胞表

达高预后好，而 syncytin-1 表达高则预后不良。 

  

 

PU-2430 

Critical Role of Transcription Factor YY1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by Regulation of Interleukin-6 

 

Jinpiao Lin,Yujue He,Qishui Ou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Previous studies have revealed a critical role of YY1 in cancer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However, whether YY1 has any role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remains unknown.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role of YY1 in RA pathogenesis. 

Methods  Expression of YY1 was detected by real-time 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The signaling 

pathway was done by ingenuity pathway analysis (IPA). IL-6 promoter activity was analyzed using 

Dual-Luciferase Reporter and ChIP Assay. CIA mice were treated with YY1 related lentivirus to 

observe the role of YY1 in vivo. 

Results We found that YY1 was over-expressed in RA patients and CIA mice. Blocking of YY1 

action with YY1 shRNA lentivirus ameliorated disease progression in CIA mice. We further 

analyzed the signaling pathway involved by ingenuity pathway analysis (IPA), results showed IL-6 

signaling and JAK/Stat signaling pathway wa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by LV-YY1-shRNA treatment. 

Moreover, we observed that blocking of YY1 reduced IL-6 production and downregulated Th17 

population. Finally, we showed YY1 positively regulated IL-6 transcription by binding to the 

promoter region of the IL-6 gene.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YY1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promoting IL-6 transcription in RA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inflammation of RA via stimulation of Th17 differentiation. Thus, YY1 is likely a 

key molecule involved in the inflammation process of RA. Targeting of YY1 may be a novel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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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31 

Prediction value of serum HBV large surface protein in 

different phases of HBV infection and virological response 

of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Can Liu,Wennan Wu,Hongyan Shang,Sheng Lin,Zhen Xun,Qishui Ou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Serum HBV large surface protein (HBV-LP) is an envelope protein that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HBV DNA level.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prediction value of HBV-LP in different 

phase of HBV infection and during antiviral therapy in chronic hepatitis B (CHB) patient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2033 individuals, which included 1677 HBV 

infected patients in different phases and 356 healthy controls. HBV-LP, HBV serum markers and 

HBV DNA were detected by ELISA, CMIA and qRT-PCR, respectively. 85 CHB patients receiving 

PegIFNα or ETV were divided into virological response (VR) and partial virological response (PVR). 

The dynamic changes of HBV DNA and HBV-LP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level of HBV-LP in 2033 individuals was shown as: HBeAg-positive hepatitis > HBeAg-

positive infection > HBeAg-negative hepatitis > HBeAg-negative infection > healthy controls. HBV-

LP was positive in all patients whose HBV DNA>1.0 E+06 IU/ml. When HBsAg was <0.05 IU/ml 

or >1000 IU/ml, HBV DNAs were all negative if HBV-LP <1.0 S/CO. When HBsAg was between 

0.05 IU/ml and 1000 IU/ml, the consistency of HBV-LP with HBV DNA was 100% in case of HBV-

LP>4.0 S/CO in HBeAg-positive patients and HBV-LP>2.0 S/CO in HBeAg-negative ones. During 

antiviral therapy, baseline HBV-LP was lower in VR patients than that in PVR patients. The optimal 

cut-off points to predict VR by baseline HBV-LP were 32.4 and 28.6 S/CO for HBeAg-positive and 

HBeAg-negative hepatitis patients,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HBV-LP may be a useful marker for distinguishing the different phases of HBV 

infection. Moreover, baseline HBV-LP level can be used for predicting VR of CHB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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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32 

基质蛋白 Cyr61 在子宫内膜癌中的表达 

及其与炎症因子的关系研究 

 

林锦骠,李武,欧启水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350000 

 

目的  研究基质蛋白 Cyr61 和炎症因子在子宫内膜癌组织与癌旁组织中的表达情况，进一步探讨子

宫内膜癌中 Cyr61 与炎症因子表达的关系。 

方法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患者手术切除子宫内膜癌组织和癌旁组织的 Cyr61 和炎

症因子（IL-6、IL-8、IL-10、IL-17A、TNF）mRNA 表达情况；培养子宫内膜癌 HEC-1-B 细胞系，

转染 Cyr61 过表达质粒，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 Cyr61 和炎症因子的表达情况；采用软件

GraphPad Prism 5.01 进行作图和统计分析。 

结果  相比癌旁组织，Cyr61 和炎症因子 IL-6 在子宫内膜癌组织中表达降低（P<0.05）。相关性分

析显示，子宫内膜癌组织中 Cyr61 与 IL-6 表达成正相关（P<0.05），而癌旁组织中 Cyr61 与 IL-6

无显著相关性； HEC-1-B 细胞转染 Cyr61 过表达质粒后，Cyr61 表达上调，同时 IL-6 的表达水平

上升。 

结论  Cyr61 在子宫内膜癌组织中表达降低，与炎症因子 IL-6 表达呈正相关，过表达 HEC-1-B 细胞

Cyr61 后，IL-6 表达上调，提示 Cyr61 可能调控 IL-6 的表达，影响子宫内膜癌的生长。 

 

 

PU-2433 

IRF2 rs13146124 基因多态性与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关联性研究 

 

崔晓丽 

滨州市人民医院,256600 

 

目的  研究贵州地区Ⅰ型干扰素通路上干扰素调节因子 2（IRF2）基因 rs13146124 单核苷酸多态

性，探讨其与系统性红斑狼疮易感性之间的关联。 

方法  采用 Taqman 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分析技术在 ABI7500 快速检测系统上对 366 例

SLE 患者、218 例健康对照者 IRF2 rs13146124 多态性进行分析，计算和分析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

率。 

结果  SLE 患者 IRF2 rs13146124 AA、AG、GG 基因型频率分别是 0.011,0.246，0.743 ，与对照

组间无显著差异（X2=0.093，X2=0.205，X2=0.136；P=0.761，P=0.651，P=0.712）；SLE 患者 IRF2 

rs13146124 A、G 等位基因的频率分别为 0.13、0.87，与对照组间无差异（X2=0.071，P=0.790）。 

结论  贵州人群 IRF2 基因位点 rs13146124 的多态性，可能与贵州人群 SLE 的易感性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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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34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serum HBV DNA detection in HBV 

infection patients: a retrospective study of 5611 specimens 

 

Can Liu,Wennan Wu,Shongyan Shang,Er Huang,Zhen Xun,Qishui Ou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detection of HBV DNA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determining the level of viral replication 

in HBV infected patients. However, how to select appropriate HBV DNA detection method, low-

sensitivity (ls) and hypersensitivity (hs), remains unclear. 

Methods HBsAg, HBeAg, ALT, AST and hs HBV DNA titers in serum of 5611 cases with suspected 

HBV infection were reviewed. Besides, the dynamic changes of HBV DNA and HBsAg in 85 chronic 

hepatitis B (CHB) patients receiving PegIFNα or entecavir (ETV)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positive rate of HBV DNA was 32.8%, of which low viral load (20~500 IU/ml) 

accounted for 51.8%. In the 5611 cases, when the HBsAg<1000 IU/ml, the proportion of low viral 

load was 76.3%. Moreover, in patients receiving antiviral treatment, when HBsAg<2000 IU/ml 

(PegIFNα) or HBsAg<3500 IU/ml (ETV),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low viral load was 79.5% or 

78.0%, respectively. We developed a strategy of serum HBV DNA detection in HBV infection 

patients. When HBsAg was negative, HBV DNA detection should be unnecessary. When HBsAg 

was 0.05~1000 IU/ml, hs HBV DNA should be detected in patients with abnormal level of ALT, AST 

or HBeAg. While HBsAg was ≥1000 IU/ml, ls HBV DNA was recommended. Moreover, the cut-off 

value of HBsAg increased during antiviral therapy of CHB patients. 

Conclusions Hs HBV DNA is of great value in HBV infected patients with low viral load. HBV DNA 

detection methods should be selected reasonably according to the levels of HBsAg, HBeAg, ALT 

and AST. 

 

 

PU-2435 

C57 小鼠 MHC 表达与 Lewis 肺癌的相关性研究 

 

庄学伟,王传新,张义,王洪春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通过动物实验探讨以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MHC 为代表的宿主 MHC 表达在肿瘤发展和转移中

的作用以及 Th1/Th2 漂移与肿瘤的相关性。 

方法  50 只 C57BL/6J 纯系小鼠随机分为：A 组即正常对照组，B 组即荷瘤对照组，C 组即环磷酰胺

组+荷瘤组,D 组即干扰素-γ+荷瘤组，E 组即荷瘤+干扰素-γ 组。用药前采用流式细胞仪测外周血淋

巴细胞表面 H-2Ks和 H-2Db表达。然后对 C 组和 D 组分别腹腔注射环磷酰胺和干扰素-γ7 天，其余

两组用等量生理盐水。再测外周血淋巴细胞表面 H-2Ks 和 H-2Db 表达后，接种 Lewis 肺癌细胞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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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组和 D 组停药而改用等量生理盐水，同时 E 组开始腹腔注射干扰素-γ7 天。14 天后处死再测外周

血淋巴细胞表面 H-2Ks和 H-2Db表达；用 ELISA 法测各组各时期血浆细胞因子 IL-2、IL-4、TNF-α。 

结果  ①环磷酰胺和干扰素-γ 影响小鼠外周血淋巴细胞 H-2Ks 表达。②接种肿瘤后，环磷酰胺组瘤

重明显重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P<0.01）；干扰素及治疗组瘤重明显轻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

（P<0.01）。③接种肿瘤后，与接种对照组相比，环磷酰胺组肺转移灶数明显多于对照组，有显著

差异（P<0.01）；干扰素组及治疗组肺转移灶数无显著差异（P>0.05）④接种肿瘤后，Th1 型细胞

因子（IL-2）降低和 Th2 型细胞因子（IL-4）升高，TNF-α 显著升高（P<0.01）。  

结论  肿瘤发生前宿主 MHC 状态与肿瘤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宿主 MHC 表达下降促进肿瘤的生成进

展，宿主 MHC 表达增强时，肿瘤形成、发展和转移受到抑制。肿瘤发生后，Th1/Th2 模式向 Th2 漂

移，机体的抗肿瘤免疫应答受抑制。 

 

 

PU-2436 

TIM-3 在非小细胞肺癌表达及其预后价值研究 

 

庄学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检测非小细胞肺癌组织 TIM-3 和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表达情况，探讨免疫分子在非小

细胞肺癌微环境分布及其预后价值。 

方法  HE 染色法检测 TILs，免疫组化法检测 TIM-3 在非小细胞肺癌组织表达，分析 5 年存活组和

5 年内死亡组表达差异。 

结果  TIM-3 和 TILs 在非小细胞肺癌组织都有表达；与 5 年存活组相比, 5 年内死亡组 TIM-3 表达

高，差异有显著意义(P<0.05)，TILs 细胞表达低，但表达两组差异无显著意义（P>0.05）。 

结论  TIM-3 在肿瘤细胞和免疫细胞皆有表达，5 年生存组低于 5 年死亡组，TIM-3 高表达预后差，

是独立预后因子。 

 

 

PU-2437 

反向点杂交荧光定量技术在 HCV 基因分型中的应用 

 

辛本勤,陈凯 

日照市中心血站 

 

目的  评估反向点杂交荧光定量技术（RDB）在临床丙型肝炎 RNA 阳性患者中基因分型的临床应

用, 帮助临床判定治疗的难易程度及制定抗病毒治疗的个体化方案。分析日照地区临床丙型肝炎基

因分型分布以及差异性。 

方法  应用反向点杂交荧光定量技术试剂盒,对 56 例临床丙型肝炎 RNA 阳性患者以及 20 例正常人

血清标本进行 HCV-RNA 基因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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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56 例丙型肝炎 HCV-RNA 阳性患者中，检出 HCV-RNA 1b 型 34 例，检出 2a 型 22 例, 未检

出其它基因型丙型肝炎,正常人血清均未检出。 

结论  反向点杂交荧光定量技术操作相对于传统基因分型方法方便快捷,结果准确,适于临床丙型肝

炎患者基因分型,以作为临床制定抗病毒个性化治疗方案。日照地区丙型肝炎 HCVRNA 阳性患者中，

以 1b 基因型较常见,占 60.7%,2a 型占 39.3%,未检出其它基因型丙型肝炎。 

 

 

PU-2438 

Hypoxia- induced MiR-191 promotes proliferation and 

suppresses apoptosis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fibroblast-like 

synoviocytes by downregulating C/EBPβ 

 

shanshan yu,Ying Lu, Lie Ying Fan 

Shanghai East hospital 

 

Objective The proliferation of fibroblast-like synoviocyte (FLS) is increased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leading to synovial hyperplasia and a hypoxic enviroment. Recent studies have established 

the variations of microRNA expression as a feature of hypoxic response. 

Methods  In this study, RA-FLSs were isolated and cultured under normoxic (21% oxygen) or 

hypoxic (3% oxygen) conditions.  

Results A subset of miRNAs including miR-191 were identified to be much more abundant in the 

hypoxia cultured RA-FLS than that in normal condition. Overexpression of miR-191 in RA-FLS 

cells contributed to cellular proliferation and resistance to apoptosis. CCAAT/enhancer binding 

proteinβ(C/EBPβ) was found to be a target binding gene of miR-191 because miR-191 can bind 

directly to the 3’-UTR of C/EBPβ mRNA, subsequently reducing its protein level. Overexpression 

of C/EBPβ could reduced the proliferation induced by miR-191 and hypoxia. The expression of 

C/EBPβ was found to be notably downregulated in hypoixa environment and inversly correlated 

with the synovial hyperplasia and inflammation.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miR-191-C/EBPβ signaling may be a potential gene 

therapy target for the treatment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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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39 

STAT5b 与胃癌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孙涛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250000 

 

目的  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蛋白 5(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ranscriptional activation protein 5，

STAT5)，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本研究旨在检测胃癌组织 STAT5b、pSTAT5b 的表达，

并分析二者与胃癌预后的关系。 

方法  选取 92 例初诊的原发性胃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免疫组化法检测患者胃癌组织和癌旁组织

中 STAT5b、pSTAT5b 及 VEGF 的表达，并分析三者与胃癌患者五年生存期的相关性。 

结果  胃癌组织 STAT5b 及 pSTAT5b 的表达均高于癌旁组织，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56.52%（52/92）

和 67.39%（62/92），P 值分别为 0.011 和 0.00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STAT5b 阳性的胃癌患者

预后较差，5 年生存期较短（P=0.0001），STAT5b 和 VEGF 阳性患者的 5 年生存期无明显差异

（P=0.215 和 P=0.378）。 

结论   STAT5b 可能通过其活性形式 pSTAT5b，影响胃癌的发生发展。 

  

 

PU-2440 

Expression  of Tim-3 in PBMCs and Placental Tissue  in 

Unexplained 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 

 

Xuewei Zhuang1,Yi Zhang1,Chuanxin Wang2 

1.Shandong University Qilu Hospital 

2.Sen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expression of T-cell immunoglobulin domain, mucin domain-3 (Tim-3) in 

unexplained 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 (URSA) was investigated.  

Methods Tim-3 mRNA expression in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s) of URSA and 

control groups was assayed by fluorescent 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Tim-

3 protein expression intensity and localization in placental villi and uterine decidua were determined 

using immunohistochemical assay.  

Results Tim-3 mRNA expression in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s) of URSA and 

control groups was assayed by fluorescent 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Tim-

3 protein expression intensity and localization in placental villi and uterine decidua were determined 

using immunohistochemical assay. 

Conclusions Increased Tim-3 expression in PBMCs may affect maternal-fetal immune tolerance 

and facilitate pathogenesis of URSA. Tim-3 mRNA expression in PBMCs is a feasible secondary 

indicator, which is significant in the diagnosis, immunotherapy, and prognostic evaluation of UR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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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41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患者血浆 S100A6 mRNA 

及其相关 lncRNAs 表达水平与疾病相关性的研究 

 

董西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比较 PBC 患者与健康对照血浆中 linc00312、linc00472、linc01257 及 ESR1 和 S100A6 

mRNA 表达水平。 

方法  提取 PBC 患者及健康对照者血浆总 RNA，逆转录为 cDNA 后，用荧光实时定量 PCR 法检测

上述五种指标相对表达量。 

结果  应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1）经正态性检验，三组数据均非正态分布，故

使用秩和检验分析五种指标在三组中表达差异；（2）三组比较发现，血浆 S100A6 mRNA 及 linc00312、

linc00472、linc01257 水平在三组中存在差异，P 值分别为：0.014、0.003、0.007 和 0.014；而 ESR1 

mRNA 水平在三组中无差异，P 值为 0.36。（3）三组两两比较：ⅰ）PBC 强阳性组和健康对照组

比较：血浆 S100A6 mRNA 和 linc01257 水平在两组中存在差异，P 值分别为：0.011 和 0.005；

linc00312、linc00472 和 ESR1 mRNA 水平在两组中无差异，P 值分别为:0.199、0.074 和 0.363；

ⅱ）PBC 强阳性组和弱阳性组比较：血浆 linc00312 存在差异，P=0.004；ⅲ）PBC 弱阳性组和健

康对照组比较：血浆 linc00312、linc00472 和 S100A6 mRNA 水平在两组中存在差异，P 值分别为：

0.001、0.001 和 0.02；ⅳ）PBC 组（强阳性和弱阳性）和健康对照组比较：血浆 S100A6 mRNA 及

linc00312、linc00472、linc01257 水平在两组中存在差异，P 值分别为：0.004、0.024、0.008 和

0.004。 

结论  本研究发现，linc00312、linc00472、linc01257 及 S100A6 mRNA 在 PBC 患者和健康对照

者中存在差异，为进一步做机制研究奠定基础。 

  

 

PU-2442 

血清 ProGRP、SCC-Ag、HE4 联合检测 

在肺癌早期诊断和与分型中的应用 

 

徐燕萍,汪骅,李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200120 

 

目的  肺癌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提高临床疗效和患者生存率的关键。本研究探讨联

合检测血清肿瘤标志物在肺癌诊断及分型中的价值。 

方法  收集 100 例肺癌患者血清 (包括腺癌 40 例，鳞癌 36 例，小细胞肺癌 24 例)；同时收集 30 例

肺部良性疾病者血清作为对照。雅培 i2000 全自动免疫发光仪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血清 H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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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C-Ag、NSE、Pro-GRP 和 CYFRA21-1 浓度水平，比较各组检测指标的水平差异及相关性。通

过 ROC 曲线分析评估生物标志物的诊断价值，计算了曲线下面积(AUC)。 

结果  肺癌患者血清 CYFRA 21.1，ProGRP，SCC-Ag，NSE 水平显著升高，与对照组比较均有统

计学差异（p = 0.01）。小细胞肺癌患者血清中 ProGRP 水平显著升高（p = 0.008）。血清 CYFRA 

21.1 水平（p = 0.01）和 SCC-Ag 水平在非小细胞肺癌中显著升高（p = 0.001）。血清 HE4、SCC、

NSE、Pro-GRP 和 CYFRA21-1 检测对诊断肺癌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68%，56%；40%，75%；

71%，55%；20 %，95%；70%，81%。血清 HE4 水平与非小胞肺癌的肿瘤分期呈正相关(p = 0.011, 

r = 0.218)。血清 SCC-Ag 对肺癌的诊断价值最高（AUC = 0.85），联合血清 HE4 检测，诊断价值

进一步提高（AUC = 0.90）。血清 ProGRP 鉴别 SCLC 的诊断价值最高 (AUC = 0.881 p < 0.001)。 

结论  联合血清 ProGRP、SCC-Ag、HE4 提高肺癌的早期诊断率和准确率，对鉴别肺癌的病理类

型有一定价值。 

 

 

PU-2443 

包被 PEI 的树突状介孔二氧化硅纳米粒子的制备 

 

陈赛阁,成宇,宗明,范列英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200120 

 

目的  制备包被 PEI 的树突状介孔二氧化硅纳米粒子。介孔二氧化硅纳米粒子（MSN）具有无毒、

无味、高度有序的孔道结构、较大的比表面积、良好的稳定性和生物相容性等一系列特点。在其表

面包被 PEI 可以显著提高纳米粒子稳定性及 siRNA 载带率。 

方法  本实验利用模板法合成二氧化硅纳米粒子。以表面活性剂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CTAB）为

模板，加入硅源正硅酸乙酯（TEOS），在催化剂三羟乙基胺（TEA）作用下，经过离心提纯，真空

干燥，制得白色粉末状物质。加入阳离子聚合物聚乙烯亚胺（PEI）， 经超声、离心，真空干燥使

其包被于纳米粒子表面。  

结果  制得白色产物经粒径分析仪测得其粒径约为 500nm，电势约为-10mV，包被 PEI 后粒径约为

270nm，电势约为+37mV，经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其形态特征及分散性，证实为 MSN 且 PEI 已成

功包被。 

结论  包被 PEI 的树突状介孔二氧化硅纳米粒子已成功制备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401 

 

PU-2444 

人乳头状瘤病毒在鼻喉肿瘤组织中的表达 

 

庄学伟,芦红霞,王传新,张义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评价鼻喉几种常见病（鳞状上皮及腺上皮发生的癌、乳头状瘤、息肉，炎性病变）中与人乳

头状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HPV）感染关系。 

方法  用免疫组化 S-P 染色法测定组织中 HPV6，11，16，18，31，33，42，51，52，56，58 的

表达。 

结果  HPV 表达率鳞癌 41.38%，腺癌 20.00%，鳞状上皮乳头状瘤 47.62%，腺上皮乳头状瘤 20.00%，

鳞状上皮息肉 7.14%，腺上皮息肉 3.57%，过敏性鼻炎和鼻窦炎中无表达。相关分析显示：鳞癌和

腺癌、鳞状上皮乳头状瘤和腺上皮乳头状瘤、鳞状上皮息肉和腺上皮息肉之间 HPV 感染率无显著差

别（P>0.05）。鳞状上皮癌+鳞状上皮乳头状瘤之和与腺上皮癌+腺上皮乳头状瘤之和比较，鳞癌+腺

癌+鳞状上皮乳头状瘤+腺上皮乳头状瘤之和与鳞状上皮息肉+腺上皮息肉之和比较，2 组 HPV 感染

率都有显著差别（P<0.05）。 

结论  鼻喉的肿瘤性病变的发生发展与 HPV 感染有密切的关系，HPV 感染鳞状上皮的

几率可能高于腺上皮。 

 

 

PU-2445 

血清胃泌素释放肽前体联合其他肿瘤标志物在肺癌诊断中的应用 

 

李世荣 

潍坊市人民医院,261000 

 

目的  探讨胃泌素释放肽前体（ProGRP）及神经特异性烯醇化酶(NSE)、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抗原

21-1(CYFRA21-1)、胚胎性癌抗原(CEA)四种肿瘤标志物及联合检测在肺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5 月初诊的小细胞肺癌（SCLC）63 例，非小细胞肺癌（NSCLC）

57 例，肺部良性疾病患者（BPD）40 例及健康对者 70 例，采用罗氏电化学发光技术检测患者血清

中 ProGRP 和 NSE、CYFRA21-1、CEA 的含量。 

结果  4 种肿瘤标志物表达水平都显著高于肺部良性疾病组及健康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ProGRP、NSE、CYFRA21-1、CEA 联合检测诊断肺癌的 ROC-AUC 为 0.986、敏感度

为 96.77%，高于各单项检测及 3 者联合检测的 ROC-AUC 及敏感度，特异度仅为 88.6%；ProGRP、

CYFRA21-1、CEA 联合检测的 ROC-AUC 为 0.945、敏感度为 87.5%要比 NSE、CYFRA21-1、

CEA 联合检测的 ROC-AUC 及敏感性低，但特异性高。ProGRP 诊断 SCLC 的 ROC-AUC 为 0.937，

敏感度及特异度分别为 92.06%和 98.6%；NSE 诊断 SCLC 的 ROC-AUC 为 0.866，敏感度及特异

度分别为 90.5%和 95.7%。CYFRA21-1 诊断肺鳞癌的 ROC-AUC 为 0.636，敏感度及特异度分别

为 82.61%和 95.7%,诊断肺腺癌的 ROC-AUC 为 0.552、敏感度及特异度分别为 64.71%和 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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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ProGRP 诊断 SCLC 的价值高于 NSE；ProGRP、NSE、CYFRA21-1、CEA 联合检测对肺

癌的诊断价值要高于各单项检测及 3 项联合检测，且根据联合检检测中各项的表达含量的差异，对

病理分型有良好的预估价值。 

  

 

PU-2446 

抗肾小球基底膜病的临床特点分析 

 

陈晓辉,刘珊珊,刘晶,苑腾,侯秀竹,周剑锁,王天成,崔丽艳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抗肾小球基底膜（GBM）病的临床和病理特点。 

方法  对该院近 3 年来确诊的 22 例抗 GBM 病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患者平均年龄（63±21）岁，12/22 例患者为男性；（2）16 例患者同时进行了血清抗

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ANCA）的检测，其中 14/16 例患者为单纯抗 GBM 抗体阳性，2 例为抗 GBM

抗体和 ANCA 双阳性；（3）22 例患者中，8 例患者有完整的临床和病理资料，且 8 例患者均有贫

血以及血肌酐的升高，7/8 例患者有血尿和蛋白尿，1 例有肺出血，表现为 Goodpasture 病；（4）

4 例患者行肾活检，3/4 例为新月体肾炎。2/4 例患者免疫荧光呈典型的 IgG、C3 沿肾小球毛细血管

壁线样沉积，2/4 例免疫荧光呈 IgG 沿毛细血管壁颗粒样分布；（5） 经免疫抑制治疗后，1 例患者

病情得到完全缓解，2 例患者肾功能得到明显改善，脱离透析，2 例患者肾功能达到部分缓解，仍需

进行透析治疗，2 例因并发终末期肾病仍需进行透析治疗，1 例患者因合并肺出血而死亡。 

结论  抗 GBM 病多发于老年人且肾脏病理多为新月体性肾炎，IgG、C3 沿肾小球毛细血管壁呈线

样或颗粒样沉积。免疫抑制疗法对抗 GBM 病有较好的治疗效果，早诊断、早治疗可明显改善患者预

后。 

 

 

PU-2447 

尿液白介素 22 水平与 2 型糖尿病肾病病程进展的关系探讨 

 

李娜 1,2,汪依明 3,王天成 1,崔丽艳 1 

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检验科 

2.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北京市海淀区中医医院） 

3.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探讨尿液白介素 22（IL-22）水平与 2 型糖尿病肾病病程进展之间的关系。 

方法  选择我院内分泌病房 2 型糖尿病患者 50 例，ELISA 方法检测尿液中 IL-22 水平，同时用化学

发光法检测尿白蛋白排泄率（UAER）、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糖化血红蛋白（HbA1c）、苦味酸法检

测血清肌酐用来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并比较各指标的相关性。根据糖尿病肾病的诊断标准，

按 UAER 将糖尿病患者分为三组，第 1 组：正常白蛋白尿组（23 例）；第 2 组：微量白蛋白尿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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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例）；第 3 组：大量白蛋白尿组（12 例）。比较各组间 IL-22 差异及组内 IL-22 与其他指标的

相关性。 

结果  50 名 2 型糖尿病患者各指标相关性分析显示：IL-22 水平与 UAER 呈正相关，与 eGFR 呈负

相关，差异显著（p<0.01）。按 UAER 分组后,各组间 IL-22 水平差异显著（p<0.05）。各组内 IL-

22 与 UAER 呈正相关，差异显著（p<0.05）；各组内 IL-22 与 eGFR 呈负相关，差异不显著（p>0.05）。 

结论  尿液中 IL-22 浓度随 UAER 的增加而升高，IL-22 水平与糖尿病肾病病程进展呈正相关。 

  

 

PU-2448 

血清 miR-122-5p 和 miR-486-5p 在肝癌诊断中的临床应用 

 

何佳,肖斌,杭建峰,杨永泉,李林海,孙朝晖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510000 

 

目的  探究肝癌患者血清miR-122-5p和miR-486-5p的表达水平，及两指标单独或与甲胎蛋白（AFP）

联合诊断肝癌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检测血清中 miR-122-5p 和 miR-486-5p 的相对表达量。用

ROC 曲线分析 miRNA 对肝癌诊断的特异度和灵敏度，并与肿瘤标志物 AFP 的测定结果进行比较。

根据 ROC 曲线下面积判断诊断效能，评估其在肝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结果  miR-122-5p 和 miR-486-5p 在肝癌、肝炎、肝硬化、乳腺癌及胃癌患者血清中的表达水平均

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单项检测 HCC 时，AFP 的敏感性最高（73.7%），miR-122-5p 的特异性最

高（95%）。双项检测 HCC 时，AFP+miR-122-5p 的敏感性最高（93%），miR-122-5p 和 miR-486-

5p 的特异性最高（70%）。三项联合检测时，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96.5%和 55%，ROC 曲线下

面积 AUC 为 0.891(95% CI:0.818-0.964，)，三项联合检测时高于单独检测，且与 AFP、miR-122-

5p 及 miR-486-5p 相比，AUC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26，3.72，4.25，p 均 <0.01）。 

结论  血清 miR-122-5p 和 miR-486-5p 可作为肝癌辅助诊断的血清标志物，两项指标联合 AFP，可

提高肝癌诊断的敏感性及肝癌患者的诊断率。 

 

 

PU-2449 

用环介导恒温扩增的方法对丙肝基因分型的研究 

 

杨川琪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建立丙型肝炎病毒基因分型的环介导恒温扩增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LAMP)方法。 

方法   针对丙型肝炎病毒 5’UTR-Core 区中各亚型特异的基因序列，用 Primer Explorer Vision5 软

件设计不同亚型的 LAMP 引物，与 108 例慢性丙肝患者血液提取的 RNA 反应，在 65℃60min 条件

下用 NEB 试剂进行恒温扩增反应。HCV 四种亚型的血清 10 倍稀释得到的一系列样本，每种浓度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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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10 个均为阳性视为最低检测限，用 LAMP 与 RT-PCR 两种方法同时检测。LAMP 检测已测序的

丙型肝炎阳性样本，与 RT-PCR 对比检出率。 

结果  我们建立的 LAMP 方法 HCV-1a,2b,3,6a 的引物能与对应的模板特异性发生反应，亚型间无

交叉反应。LAMP 最低检测限 1b,3,6a 为 1.5×103IU/mL.，2b 为 1.0×103 IU/mL, HCV 四种亚型与

HAV,HBV,HIV 这些核酸之间没有交叉反应。 

结论  我们所建立的 HCV 病毒 LAMP 检测方法能够特异，敏感地检测 1b,2a,3,6a 四种亚型，适用

于临床检验。 

 

 

PU-2450 

The role of RASSF8 in the carcino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ovarian cancer 

 

Xiaohan Zhao 

Yant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in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Rassf8 function in ovarian cancer is contrary to the role in lung 

cancer and esophageal cancer, because its expression in ovarian cancer tissu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normal ovarian tissue, The Rassf8 can obviously inhibit the metastasis of ovarian 

cancer cells, so the role of RASSF8 in ovarian cancer is contrary to the role in other tumors, the 

function of cancer gene. Therefore, the study of the Mechanism and specific role of RASSF8 in the 

development of ovarian cancer and the study of the function of intervention Rassf8 can inhibit the 

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of ovarian cancer. 

Methods The clinical pathological specimens were collected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method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RASSF8 in ovarian cancer and normal tissues. The 

expression of RASSF8 in ovarian cancer system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and RT-PCR 

technique. The effects of Rassf8 on the 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of ovarian cancer were 

investigated by constructing a stable knock down and Rassf8 cell line. 

Results Immunohistochem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RASSF8 in ovarian cancer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normal ovarian tissue (p<0.001), and its expression level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urvival period of ovarian cancer patients, and the high expression of Rassf8 

suggested poor prognosis (p<0.01).By knocking down the Rassf8, the number of cells can be found 

to be reduced, which proves that the RASSF8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metastasis ability of 

ovarian cancer cell SKOV3.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tastatic ability of Rassf8 SKOV3 cell 

line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Conclusions The expression of Rassf8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normal ovary tissues which 

indicates that Rassf8 plays oncogene  roles in the tumorigenesis in ovarian cancer.The knockdown 

of Rassf8 c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metastatic ability of ovarian cancer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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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51 

脑低级与高级胶质瘤差异共表达网络构建与预后分析 

 

赵思涵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125000 

 

目的  识别与脑低级和高级胶质瘤的预后相关的网络模块，为癌症的防治提供候选靶点。 

方法  利用 TCGA 中低级和高级胶质瘤的 mRNA 新一代测序数据，分别构建低级和高级胶质瘤的

mRNA 共表达网络，通过分析并比较这两个网络得到差异共表达网络，用来识别调控低级和高级胶

质瘤癌症进展的 mRNA 互作网络。利用 cFinder 方法识别差异共表达网络的模块，结合低级和高级

胶质瘤患者的临床数据，利用生存分析的方法识别与癌症预后相关的模块。 

结果  我们识别到一些预后模块，包括能同时区分低级和高级胶质瘤患者预后的模块，以及低级和

高级胶质瘤特异的预后模块，其中包括一些已知的胶质瘤或脑疾病相关的基因，如 MSN，CDK18 和

MYO1D。 

结论  获得了低级和高级胶质瘤相关的预后候选靶点。 

 

 

PU-2452 

Changes and Significance of Erythrocyte CD35 and C3 

Complement in Patients with SLE 

 

Xue Li 

Yant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in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ole of erythrocyte CD35 and complement C3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o as to assist in judging the activity of SLE disease.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7 to May 2017, 30 patient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were 

treated with blood samples from 30 healthy patients, and the geometrical mean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complement receptor type 1 (CR1) was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Using the Siemens 

special protein instrument, bnii is used to detect the complement C3. The experimental principle of 

the method of immune scattering turbidimetric was used to detect the complement C3,C4. 

Determination of dsDNA This experiment uses the principle of the indirect Elisa method to detect 

antibodies against double strand DNA. In the immune reaction, the protein contained in the body 

fluid specimen forms an immune complex with specific antibodies. and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indicators. 

Results  Dynamic quantitative detection of erythrocyte CD35 molecule expression and C3 

complement changes in patient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is of significance, the CD35 

mean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RBC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decreased, and the c3b 

receptor sites decreased and adhesion function decreased. Therefore, the number and activ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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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35 molecule can be used as an important index in the detection of erythrocyte immun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lupus erythematosus. The erythrocyte CD35 and complement C3 in patient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Conclusions Dynamic quantitative detection of erythrocyte CD35 molecule expression and C3 

complement changes have significance in the adjuvant diagnosis of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the CD35 mean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RBC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decreased, and 

the c3b receptor sites decreased and adhesion function decreased. The number and activity of 

CD35 molecule can be used as an important index in the detection of erythrocyte immun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lupus erythematosus. 

  

 

PU-2453 

Immunoregulatory Properties of Cancer Stem-like Cells in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Yue Shi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Cancer Hospital 

 

Objectiv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which has high malignancy level, high mortality and 

poor prognosis,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malignant tumors and recently the morbidity of HCC 

tends to go rising. Cancer stem cells (CSCs) are thought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recurrence and 

metastasis of HCC. Although current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e existence of liver cancer stem 

cells (LCSCs), the specific marker is still unclear and the immunological properties have not yet 

been elucidated.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enriched CD13+CD44+ sphere cells (SCs) derived from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 line SK-Hep-1 using serum-free medium to explore cancer stem cell 

properties and analyze the immunoregulation. 

Results The SCs had many properties similar to cancer stem cells: the ability to self-renew, 

extensively proliferative potential, resistance to chemotherapeutic drugs, stronger tumorigenicity 

and higher expression of stemness genes, including Oct4, Nanog, BMI-1, Notch-1 and SMO. In 

addition, compared with SK-Hep-1 cells, SCs had been shown not only to obviously 

upregulate immunosuppressive factors IDO and IL-10 leading to more strongly inhibit T cells 

proliferation and activation, but also to more efficiently induce regulatory T (Treg) cells.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SCs isolated from SK-Hep-1 cells, are a 

CD13+CD44+ subpopulation of possessing cancer stem cell properties and immunosuppressive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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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54 

Polymorphisms of the angiotensinogen gene and the risk 

of coronary artery aneurysm in Southern Chinese children 

with Kawasaki disease 

 

YUNFENG LIU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Objective Kawasaki disease (KD) is an acute vasculitis disease that commonly causes acquired 

heart disease in children. Coronary artery aneurysm (CAA) is the major complication of KD. 

However, the pathogenesis of KD remains uncertain. A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 

showed that two functional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rs699A>G and rs5050T>G) of 

the angiotensinogen (AGT) gene were related to susceptibility to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The 

purpose of our study was to estim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GWAS-identified AGT gene 

polymorphisms and the risk of CAA in Southern Chinese children with KD. 

Methods We genotyped the two AGT gene polymorphisms (rs699A>G and rs5050T>G) in 760 KD 

cases and 972 healthy controls. We used the odds ratios (ORs)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s) 

to estimate the degree of the associations. 

Results These two AGT gene polymorphisms had no association with KD risk relative to the 

controls, but after adjusting for gender and age, carriers of the rs5050G allele had for TG/GG vs 

TT an adjusted OR = 1.56, 95% CI = 1.01-2.41 and P = 0.044 relative to carriers of the rs5050TT 

genotype. This susceptibility to the CAA effect was more predominant in KD patients under 12 

months old.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AGT gene rs5050T>G polymorphism may increase the 

risk of CAA in KD patients, especially in those who are less than 12 months old. These results need 

to be verified by a validation study with a larger sample size. 

 

 

PU-2455 

西宁地区术前、输血前患者四项感染性标志物检测结果分析研究 

 

王立萍 

青海省人民医院,810000 

 

目的   对我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住院患者术前、输血前乙肝表面抗原、丙肝抗体、

梅毒抗体、艾滋病毒抗体检查结果进行分析。 

方法  4 项感染性标志物均采用微粒子化学发光分析法进行检测，其中艾滋病毒抗原抗体检测阳性

结果送青海省疾病控制中心 HIV 确证实验室进行确证，梅毒抗体阳性用 TPPA 法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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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HBSAg、抗-HCV、HIVAg+Ab、梅毒螺旋体抗体[TP-Ab(IgG+IgM)]的阳性率分别为: 15.20%、

3.23%、0.16%，4.80%。 

结论  23.40％的患者在术前及输血前已患有乙肝、丙肝、艾滋病、梅毒这些感染性疾病。进行术前

及输血前感染性标志物的检测，有利于了解患者的状况和病情；有利于医护人员的自我保护，降低

职业暴露的风险，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PU-2456 

IL-17A 诱导 PBC 肝内胆管上皮细胞 EMT 及其机制探讨 

 

黄清水 1,2,裘宇容 1 

1.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2.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30000 

 

目的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肝内胆管上皮细胞(IBEC)损害明显。上皮-间质转化(EMT)与肝纤

维化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通过抑制 EMT 可延缓或阻断肝纤维化进程。当前研究尚未明确 IL-17A

诱导 IBEC-EMT 及其分子机制，以及该病理过程在 PBC 发病中的价值。本研究结合临床病理及免

疫组化研究了 PBC 发展过程中 IBEC-EMT 发生情况以及 IL-17A 表达变化，并探索相关胞内信号途

径以阐明 IL-17A 诱导 IBEC-EMT 的分子机制，初步阐明 IL-17A 诱导 IBEC-EMT 在 PBC 发病机制

中的意义。 

方法  主要应用技术包括：ELISA、HE 染色、免疫组组织化学、细胞培养技术、流式细胞术、RT-

PCR、Western blotting、siRNA 干扰等，检测血清生物标志物、细胞因子、肝脏病理及 IL-17A 诱导

IBEC-EMT 分子机制。 

 结果  1、PBC 患者反映胆汁淤积等多项生理生化及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明显升高。2、PBC 患者肝

内胆管上皮细胞上皮标志物 E-cadherin 明显降低，间质标志物 Vimentin 明显增高，同时 IL-17A、

IL-17RA 表达升高。3、转染 siRNA-Act1 可阻断 IBEC-EMT 过程，下游信号通路上多种信号蛋白表

达异常。6、IL-17A 和 TGF-β1 共同干扰培养诱导 IBEC-EMT 较单独应用明显。 

结论  1、PBC 患者多项生理生化指标异常，外周血清 IL-17A 等多种炎性细胞因子水平升高，可能

与 PBC 的发病机制相关。2、PBC 患者存在 IBEC-EMT 及肝内胆管上皮细胞 IL-17A、IL-17RA 高

表达，IL-17A 可能参与 PBC 肝内胆管 IBEC-EMT。3、IL-17A 诱导 IBEC-EMT 可能是通过 IL-17A

－IL-17RA－Act1－NF-κB 信号通路发挥作用。4、IL-17A 与 TGF-β1 对 IBEC-EMT 过程起协同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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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57 

血清 CYFRA21-1 的含量升高在慢性肾脏病患者中的临床意义 

 

张怡婷 

江苏省人民医院,210000 

 

目的  探讨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抗原 21-1（CYFRA21-1）在慢性肾脏疾病患者血清中的浓度变化及

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8年 1月-4月在我院肾内科住院的诊断为慢性肾脏病的 100位患者为慢性肾脏病组，

根据其血清肌酐值再分为高肌酐组（58 例，血清肌酐超过 133.0μmol/L）及正常肌酐组（42 例，血

清肌酐为 44.0-133.0μmol/L）；选取同期来我院进行健康体检的 50 位患者为健康对照组。血清肌酐

和 CYFRA21-1 的检测分别采用肌氨酸氧化酶法和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结果  慢性肾脏病组的血清 CYFRA21-1 浓度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高肌酐组的血清

CYFRA21-1 浓度明显高于正常肌酐组和健康对照组（P<0.05），正常肌酐组的血清 CYFRA21-1 浓

度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 

结论  慢性肾脏病患者的血清 CYFRA21-1 水平较正常人明显升高，可能与肾小球滤过功能减退和

肾脏的代谢异常有关，具有诊断意义。 

  

 

PU-2458 

The comprehensive meaning of Infectious mononucleosis 

clinical diagnosis by using Flow cytometry instrument 

 

Yanan Qu 

Yant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in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With the independence and develop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department, the 

incidence of infectious mononucleosis (IMD) in childre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is increasing. 

Therefore,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7, 130 randomly hospitalized children with fever and suspected IM 

were tested for EBV nucleic acid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IgM antibody. The subtypes of 

lymphocytes were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and the clinical value of lymphocyte subgroup 

analysis in the diagnosis of infectious mononucleosis was discussed. 

Methods 130 copies of the cause were used. EDTA-K2 anticoagulant blood samples, lymphocyte 

subsets analysis, EB virus nucleic acid substance detection, peripheral blood cell morphology 

examination, combined with clinical indications, to analyze the diagnostic rate of each laboratory 

method, and to analyze the comprehensive diagnostic significance of flow cytometry for fliers. 

Results EB virus nucleic acid substance detection. >10^3 was significant. There were 54 patients, 

30 cases were diagnosed as infectious mononucleosis, the rate of diagnosis was 55.5% (30/54), 

and 130 cases of smears were observed in peripheral blood cell morphology, of which 51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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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sent. There were abnormal lymphocytes, the diagnosis rate was 58% / 51%. In the analysis 

of lymphocyte subsets of 47 patients, we foun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CD3 CD4 CD8- cells 

decreased and the proportion of CD3 CD4-CD8 cells increased, and the ratio of CD8- cells 

increased and the ratio of CD3 CD4-CD8 cells decreased obviously. 

Conclusions The proportion of CD3 CD4 CD8-/CD3 CD4-CD8 in the detection of lymphocyte 

subsets is obviously decreased, which is helpful in the diagnosis of infectious mononucleosis. In 

the whol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mononucleosis, the traditional manual counting of 

E The detection of BV virus and flow cytometry should be combined to assist the diagnosis of IMM 

and provide strong evidence for the final diagnosis by clinicians. 

 

 

PU-2459 

过敏源体外检测技术的研究进展 

 

石磊,张珏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目的  过敏反应是机体对于过敏原产生的一系列免疫学反应，采用简便、快速且精准的过敏原检测

手段将有助于减少过敏事件的发生。本文通过对基于免疫学分析的体外过敏原检测技术和基于基因

检测的过敏原分析技术的阐述，分析比较各种过敏原体外检测技术的优势与劣势，以此帮助临床医

生、患者或消费者在过敏原的实践过程中选择更为合适的体外检测手段。 

方法  目前，过敏原检测主要分为体内检测及体外检测[9]，本文综述了目前过敏原体外检测的常见技

术，并对其研究进展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介绍。 

结果  发展过敏原体外检测技术是寻找过敏原，减少过敏事件的核心工作。现阶段常用的体外过敏

原检测技术均有其各方面原因导致的优势与劣势。因此，在实践过程中，针对不同检测对象、检测

环境采用不同的检测技术，甚至将多种检测技术有效的结合起来则能填补单一检测手段的不足。 

t-size:10.5000pt;mso-font-kerning:1.0000pt;" >，本文综述了目前过敏原体外检测的常见技术，并对

其研究进展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介绍。 

pan>5 个人就有 1 个人出现过敏症状，即约有 3 亿人口（这一数字相当于美国总人口）出现对不同

物质的过敏反应。对这些含有抗体的血清进行检测，则需要相关的诊断试剂、配套仪器和解读服务。

然而由于中国过敏反应的体外诊断市场及相关体检制度的不完全，以及没有适合中国特色的过敏原

检测产品，严重影响了急诊的效率，我国的真正接受到过敏原的体外诊断的人群比例并不高。以江

苏省为例，在 8000 万人口中，目前做过敏原诊断的人口连 10 万都不到，这远远落后于德国等欧洲

国家近百倍的距离。 

结论  近年来过敏性疾病基于 IgE 检测诊断变态反应性疾病的体外诊断发展迅速，在过去的 15 年

中，获得了逐步的发育与快速成长，随着整个国家的进一步检测技术的推进，相信将有更多，更为

先进的过敏原体外检测技术面世，并覆盖更多的过敏原检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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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60 

Clinical value of fluorescence karyotype of antinuclear 

antibody in clinical diagnosis 

 

Fanqi Zhou 

Yant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in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luorescence karyotype of antinuclear antibodies and 

clinical disease,which provides a more accurate diagnostic basis for the clinical diagnosis of AID. 

Methods Using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IIF), 12600 from 2013 to 2016 in zibo city center 

hospital patients serum specimens during the ANA (ratio is 1:3, the average age of 42). Select 

conform to AID in the diagnosis of 1360 cases of patients, including SLE150 cases, 630 cases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and progressie systemic sclerosis 31 cases, 22 cases sharp syndrome, 

polymyositis/dermatomyositis 34 patients, 48 cases of primary sjogren's syndrome. 

Results The ANA positive rate was 23.6 percent among the 12,600 specimens, with 19 percent of 

the men and 38 percent of women. ANA positive fluorescent karyotype analysis showed that 

patients with single karyotype with nuclear particle type (30%) and homogeneous type (13%), 

mixed fluorescent karyotype is given priority to with nuclear particle type/homogeneous type (14%). 

Fluorescence model of SLE patients with homogeneous type (62%), and nuclear particle type 

(52%), patients with SS fluorescence model is given priority to with nuclear particle type (72%), 

PM/DM patients fluorescence model with nuclear particle type (72%) and the centromere 

antibodies (30%), RA patients with fluorescence model is given priority to with homogeneous type 

(50%). The fluorescence model of sharp syndrome is dominated by nuclear particle type (90%). 

Conclusions The fluorescence detection of Ana has the function of screening, diagnosis, 

classification and observation of the curative effect of the disease, in which the specific fluorescent 

karyotype has important clinical significance, which can provide more accurate and reliable basis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linical diseases, and has higher clinical utilization value. 

  

 

PU-2461 

Clinical analysis of three kinds of Mycoplasma pneumoniae 

 

Yingchen Sun 

Yant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in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ycoplasma pneumoniae, Mycoplasma pneumoniae, MP) detec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ree methods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MP infection sensitivity, 

three methods of Mycoplasma pneumoniae pharyngeal swab respectively polymerase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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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tion method, the fast liquid culture Mycoplasma pneumoniae swabs, passive agglutinate serum 

Mycoplasma pneumoniae (MP) – Ab. 

Methods adopt three kinds of method of clinical symptoms and MP infection is very similar as 

matching study, 398 patients, with three methods in patients with various cotton swabs and serum 

specimens to explore whether the positive detection rate and the length of the course of the disease. 

Results Among 167 cases of mycoplasma pneumoniae infection, 85 cases were positive by rapid 

culture of mycoplasma pneumoniae, the positive rate was 51.1, the course of disease was 1-7 days, 

and 114 cases were positive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The positive rate was 68.1, the course 

of disease was 3-10 days, the positive rate was 83.6 and the course of disease was 4-15 days. 

Conclusions The positive detection rate of mycoplasma pneumoniae is correlated with the course 

of disease. The clinician should choose the best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condition of the 

patient to improve the positive rate. Detection rate.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three methods have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he rapid culture of MP can be used to diagnose pathogen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disease, and the passive agglutination method of serum MP can be used 

to detect the pathogen in the late stage of the disease or after drug treatment. But the price is the 

most expensive. The detection range of the three methods are different, the clinician should start 

from the actual patients, as far as possible to improve the positive detection rate, according to 

different patients, different illness time, do not use the most appropriate testing methods. 

  

 

PU-2462 

一例宫颈癌术后 SCC 随访发现肺鳞癌的病例报道 

 

黄妩姣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对 1 份先后患宫颈鳞癌及肺鳞癌的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鉴别诊断该患者后期所患肺癌是原

发性肺鳞癌还是之前的宫颈鳞癌转移性肺鳞癌。 

方法  对该患者的宫颈锥切组织片、子宫全切组织片、肺肿瘤组织切片做病理及免疫组化分析，包

括 HE 染色及判读，观察 p16 蛋白和 HPV 病毒抗原表达。对该病例整个病程的主要肿瘤标志物检验

结果，包括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SCC），进行整理和综合分析。对该病例整个病程的临床影像学

结果进行整理和综合分析。 

结果  （1）宫颈锥切组织、子宫全切组织以及肺鳞癌组织的 HE 染色切片中，分别找到肿瘤细胞。

免疫组化结果显示，三个部位的组织病理切片，p16 蛋白表达均为阳性，HPV 病毒抗原表达均为阴

性。（2）该病例在宫颈癌全宫切术后五年，SCC 一直在参考范围内（0-1.5ng/ml）。5 年后的一次

随访，SCC 轻度升高（1.6ng/ml),但患者影像学检查结果正常，也无明显临床症状。随后 2 个月的

随访，SCC 持续升高（3.0ng/ml)，结合患者 PET/CT 结果，临床最终诊断为左上肺部肿瘤，随后患

者行左上肺叶肿块切除，术后 SCC 下降，回到参考范围内。此后，SCC 随访至今，一直正常。 

结论  病理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临床可结合患者主要肿瘤标志物浓度的变化以及相关影像学结果，

对多发性原发肿瘤做出判断。其中，SCC 对宫颈鳞癌以及肺鳞癌术后患者的疗效监测和预后判断，

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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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63 

119 例干燥综合征患者血细胞参数结果分析 

 

张秀琴,冯磊 

玉溪市人民医院,653100 

 

目的   探讨干燥综合征患者血细胞参数中糖化血红蛋白（HGB）、白细胞（WBC）、中性粒细胞比

率（NE﹪）、淋巴细胞比率（LY﹪）、血小板（PLT）、红细胞沉降率（EST）的变化。 

方法  采用日本西森美康 XE-2100 全自动仪检测 HGB、WBC、NE ﹪、LY﹪ 、PLT，全自动动态

血沉仪检测 EST。 

结果   119 例干燥综合征患者中，HGB 结果降低 29 例，占 24.37﹪（29/119，HGB＜110g/L）； 

WBC 减少 26 例，占 21.85％（26/119,WBC＜4.0×109/L）； PLT 减少 19 例，占 15.97％（19/119，

PLT＜100×109/L）；HGB 和 WBC 同时减少 10 例，占 8.40％（10/119）; WBC 和 PLT 减少 3 例，

占 2.52％（3/119），HGB 和 PLT 同时减少 2 例，占 1.68％（2/119）;HGB、WBC、PLT 三者同

时减少 6 例，占 5..45％（6/119）；NE﹪降低 59 例，占 49.58％（59/119, NE﹪＜50％）； LY﹪

升高 52 例，占 43.74％(52/119，LY﹪＞40％)； EST 升高 43 例，占 36.13％（43/119， EST＞

20 ㎜/h）。 

结论  对不明原因的血细胞减少且合并血沉增高的患者应考虑干燥综合征的可能性，已确诊干燥综

合征的患者应定期监测血常规，以协助判断疗效或预后。 

 

 

PU-2464 

The percentage of Tregs in peripheral blood from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egs and TGF-β1 

 

Xinyue Sun 

Yant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in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umor, the proportion of peripheral blood cd4+cd25+foxp3+treg 

cells in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normal people, tgf-1β in serum of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was significantly elevated and had a certain relationship with Treg cells, 

suggesting that tgf-β1 could be a part of the increase of treg cells in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and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gastric cancer.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of cd4+cd25-

foxp3+ regulatory T cells (Regulatory T cell,treg) in peripheral blood of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and the correlation with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the transformed growth factor β1 (tgf-β1) in se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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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①In 56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and 20 healthy controls，the percentage of Tregs in 

peripheral blood was measurcd by flow cytometry(FCM). ②The levels of TGF-β1 were assayed 

by ELISA．③To resear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egs and TGF-β1. 

Results ① The percentage of Tregs had some correlation with the TNM stage of cancer，and i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in advanced desease (Stage TNM III and IV) than that in health 

control (P<0.05). ②The levels of TGF-β1 in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healthy controls (P<0.05). The level of TGF-β1 was correlated with percentage of Tregs 

(r=0.754, P<0.05) in advanced desease. 

Conclusions The proportion of peripheral blood cd4+cd25+foxp3+treg cells in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is higher than healthy control and increas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umor. The level of 

serum tgf-β1 in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normal people, and 

the late tgf-β1 level was correlated with the number of regulatory T cells. In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the proportion of treg cells in peripheral blood increased, and there was correlation with the 

proportion of serum tgf-β1. This may be a cause of immune escape for gastric cancer cells. 

 

 

PU-2465 

miR-138 在慢性乙型肝炎肝癌患者中的表达 

及其对外周血 T 细胞 PD-1 表达的影响 

 

刘伟 

焦作市人民医院,454150 

 

目的  探讨 miR-138 在慢性乙型肝炎肝癌患者（HCC）中的表达及其对外周血 T 细胞 PD-1 表达的

影响。 

方法  Real-time PCR 检测 HCC 患者外周血和腹腔积液 miR-138 含量，ELISA 检测 HCC 患者外

周血和腹腔积液 sPD-1 含量，CD3 免疫磁珠分选 HCC 患者外周血 T 淋巴细胞，流式细胞术和

Western blot 检测 miR-138 mimic 或 miR-138 inhibitor 转染后 T 细胞 PD-1 表达，双荧光素酶报告

基因系统验证 miR-138 对 PD-1 基因 3’-UTR 区的靶向作用。 

结果  HCC 患者腹腔积液和外周血血清 miR-138 相对表达量，sPD-1 含量和 CD3+T 细胞中 PD-1

表达量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且 miR-138 相对表达量与 sPD-1 含量、CD3+T 细胞 PD-1 表

达量均呈负相关（P<0.05）。miR-138 在 HCC 患者 T 细胞中通过靶向作用 PD-1 基因 3’-UTR 区负

向调节 PD-1 表达。 

结论  miR-138 通过靶向作用 PD-1 参与了 HBV 相关 HCC 的发生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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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66 

炎症性肠病患者血清中 ANCA 抗体检测及临床意义 

 

张秀琴,冯磊 

玉溪市人民医院,653100 

 

目的   探讨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y,ANCA）在炎症性肠病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中的检出率及其临床应用。 

方法   分别应用间接免疫荧光（IIF）及酶联免疫吸附（ELISA）的方法，检测 590 例 IBD 及其对照

血清中的 ANCA 荧光核型及特异性靶抗原 MPO 和 PR3，并分析其阳性率与疾病的关系。 

结果   212 例 ACNA 总抗体阳性的患者中，炎症性肠病（IBD）中溃疡性结肠炎（UC）的阳性率为

54.92%，主要表现为抗 MPO 和（p-ANCA）抗体阳性，阳性率分别为 18.43%、44.50%。克罗恩病

（CD）患者 155 例 ACNA 总抗体阳性率为 10.97% ，主要表现为抗 MPO 和（p-ANCA） 抗体阳

性，阳性率分别为 2.58%、9.03%。 

结论  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谱可作为炎症性肠病非创伤性早期诊断的有效实验室指标，且对二者

的鉴别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PU-2467 

醛酮还原酶 1B10 在原发性肝细胞肝癌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孔令君,叶阿里,张睿 

北京协和医院,100000 

 

目的  评价醛酮还原酶 1B10（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在诊断原发性肝细胞肝癌中的临床应用价

值。  

方法   采用湖南莱拓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醛酮还原酶 1B10 测定试剂盒（时间分辨荧光免疫

分析法）”对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3 月在北京协和医院就诊的原发性肝细胞肝癌、无转移的其他

癌、肝良性疾病、健康人、溶血、黄疸、脂血等人外周血血清进行检测，同时，对 44 例原发性肝细

胞肝癌样本做了术后跟踪研究。对该试剂的精密度和与病理诊断、临床诊断的一致性进行了研究。 

结果   醛酮还原酶 1B10 在原发性肝细胞肝癌中的阳性率 70.642%，远高于其他癌、肝良性疾病、

干扰样本、健康人群；对应相同样本，AFP 检出率：55.046%（60/109），低于醛酮还原酶 1B10 的

检出率。阳性检出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醛酮还原酶 1B10 灵敏度为 70.642%（77/109）；

特异度：以健康人计算：为 96.491%（55/57），以良性疾病、肝炎、肝硬化、其他癌等样本计算：

88.930%（241/271），以干扰样本计算：61.290%。总符合率（准确度）为 83.761%（392/468）。

醛酮还原酶 1B10 试剂盒检测结果与病理诊断结果的 Kappa 系数为 0.563，两者具有一致性。对高、

中、低的样本分别进行重复检测 10 次，CV 值在 10%以下。本研究有 44 例样本进行了术后跟踪，

术前阳性样本有 32 例，阴性样本 12 例。术前阴性样本，在术后没有一例转阳，仍为阴性。术后 4

天，阳性例数 4 例，但 32 例阳性样本全部下降>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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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醛酮还原酶 1B10 测定试剂（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在原发性肝细胞肝癌中具有较高的

临床应用价值，包括用于临床辅助判断和评估病情进展及治疗效果，同时具备较稳定的检测性能。 

  

 

PU-2468 

甲型和乙型流感阳性患者血常规结果和Ｃ反应蛋白分析 

 

刘丹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了解甲型、乙型流感患者感染初期血常规及 CRP 特点，为临床诊断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2 月期间在我院发生的甲型流感病毒和乙型流感病

毒引起的呼吸道感染患者的血常规和 CRP。甲流感染组 182 例，乙流感染者 177 例。我们分析了血

液常规和 c 反应蛋白。 

结果  甲型流感病毒和乙型病毒患者的早期血常规对感染指示很重要。两种病毒感染的早期血常规

不相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老年人(60 岁以上)易受甲型流感病毒感染，较年幼的儿童(12

岁以下)容易感染乙型流感病毒，血液常规可提示患者受到病毒感染影响。 

结论  血常规对呼吸道感染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CRP 的增加提示患者受到细菌感染。 

 

 

PU-2469 

ＨＩＶ抗体不确定影响因素的探讨 

 

郭蕊 

西安市第八医院陕西省传染病医院,710000 

 

目的  分析 HIV 抗体不确定结果的影响因素 

方法  对本院开展HIV筛查实验以来确证病人中46例HIV抗体不确定病人的临床表现、CD4计数、

病毒核酸检测，临床表现进行分析讨论 

结果  46 例病人中，经过 4-8 周的随访，9 例不确定结果条带有进展，符合 HIV 抗体确证阳性判断

标准，HIV 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率 100%，CD4+T 淋巴细胞计数均>500 个/ul，并且伴有发热、腹泻、

皮疹等不同临床表现。34 例条带有变化，不符合抗体确证阳性判断标准，仍为不确定结果，并进一

步做 HIV 病毒核酸检测、CD4+T 淋巴细胞计数以及对临床表现分析，发现 31 例不确定病人核酸阳

性率为 100%，CD4+T 淋巴细胞计数均<100 个/ul，并且每个病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口腔真菌感染以

及合并其他多重感染。3 例条带无进展，HIV 病毒核酸核酸检测为阴性，CD4+T 淋巴细胞计数分别

为 982，1024，1139 个/ul，并且无其他感染存在，是我院门诊体检病人，其中 2 例孕妇。 

结论  不确定结果出现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与 HIV 感染有关因素如 HIV 窗口期感染、艾滋病终末期、

非特异性反应、受检者自身状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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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70 

严重细菌感染患者外周血 CD4-CD8- 

双阴性 T 淋巴细胞的检测及其临床价值初探 

 

曾文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探析严重细菌感染患者外周血 CD4-CD8-双阴性 T 细胞（DNT）的表达水平及临床价值。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收住我院血培养阳性且临床明确诊断为严重细菌感染的患

者 87 例纳入研究组，其中，40 例血培养转阴时间≥7 天者为研究 A 组，47 例转阴时间＜7 天者为研

究 B 组；选取 30 例我院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用流式细胞技术对三组人群外周血免疫细胞进行

检测与对比分析。 

结果  （1）严重细菌感染 A 组和 B 组患者 CD3、CD8 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CD4/CD8 显著高于

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严重细菌感染 A 组患者的 DNT >B 组和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严重细菌感染患者 A 组 B 淋巴细胞显著高于 B 组和健康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NK 细胞在严重细菌感染患者中 B 组>A 组>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T 淋巴细胞亚群平衡、B 淋巴细胞和 NK 细胞水平变化均影响严重细菌感染患者病原体清除

效率，其中 DNT 细胞可能参与了对 CD4 免疫应答的抑制作用，无利于机体对病原体的清除，临床

检测外周血 DNT 细胞对患者的治疗方案的调整可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PU-2471 

GRIK3 胞内区蛋白在原核系统中的表达和纯化 

 

高永辉,肖斌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510000 

 

目的  利用原核细胞体系表达、纯化 GRIK3 胞内区蛋白。 

方法  构建带有 His 标签的 GRIK3 胞内区蛋白原核表达质粒 pCzn1-GRIK3-intra，转化至大肠杆菌

BL21，用 IPTG 诱导表达 His-GRIK3-intra 融合蛋白后， Ni 柱亲和层析纯化获得的目的蛋白； 

结果  成功构建插入序列正确的 GRIK3 胞内区原核表达质粒，该质粒能在 E.coli 中高效表达 GRIK3

胞内区蛋白；经 Ni 柱亲和层析后获得了纯化的目的蛋白； 

结论  成功表达和纯化出 GRIK3 胞内区蛋白，为探索膜蛋白 GRIK3 的胞内信号转导机制奠定了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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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72 

炎性肌病的自身抗体标志物及临床检测 

 

范华杰,关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目的  炎性肌病属于风湿性疾病中的一种，其往往以对称性的近端肌无力为主要特征，同时常伴有

血清肌酸激酶的增高和肌电图的异常改变。在炎性肌病患者血清中，常存在着自身抗体，尤其与不

同类型的肌病呈特异性相关。本文阐述了炎性肌病的常见特异性抗体和相关性抗体，并对目前临床

常用的相关检测方法进行了概述。 

 

 

PU-2473 

两种肺炎支原体抗体检测方法的比对分析 

 

李虹娟,尹家丽,杨海清,李亚山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肺炎支原体（mycoplasma pneumoniae, MP）是最小的原核生物，它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

形态较为多样，肺炎支原体感染的临床表现不明显，患儿的临床初期症状表现有可能不在肺部表现

出来，一般起病比较缓慢，病程较长，所以，在临床上也导致了较高的误诊率。目前临床辅助诊断

方法多，本文对比间接免疫荧光法（IFA）和被动凝集法检测的特异性与灵敏度，旨在选择更优的检

验方法用于临床。 

方法  选取 2017 年 4-10 月到我院就诊的疑似肺炎支原体感染的 300 例患者为观察对象，采集其血

清，分别使用被动凝集法与 IFA 进行肺炎支原体抗体的检测。 

结果  300 例患者中，采用被动凝集法阳性例数为 140 例（46.66%），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阳性

例数为 97 例（32.3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被动凝集法检测 IgM 灵敏度更高，可作为早期诊断有力依据；IFA 特异性高，且用时短，因

此两种检测方法联合检测适合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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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74 

血清 Tracp5b、CEA、CA15-3 检测对乳腺癌骨转移的临床意义 

 

周锦红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探讨血清 Tracp5b、CEA 和 CA15-3 水平和乳腺癌骨转移的关系。 

方法  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和免疫化学发光分析技术检测 78 例乳腺癌术后患者血清

Tracp5b、CEA、CA15-3 水平，其中骨转移 39 例，无骨转移 39 例(含骨外转移 9 例)以及健康女性

对照组 30 例。  

结果   骨转移组血清 TRACP5b 水平为 6.25±2.37，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3.29±1.15）、无骨转移

组（3.99±1.02）以及骨外转移组（4.08±1.10）,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无骨转移组和骨外

转移组无显著性差异；骨转移组血清 CA15-3 水平为 148.3±173.5，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13.88±7.12）

和无骨转移组（15.21±7.62），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但和骨外转移组（90.7±79.3）无显

著性差异（P>0.05）；骨转移组 CEA 水平为 19.8±10.20，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2.69±1.10）和无

骨转移组（3.19±1.32），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但和骨外转移组（13.56±8.13），无显著

性差异（P>0.05）。 

结论   血清 TRACP5b 的检测对乳腺癌骨转移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能较好地反应骨性细胞

活性和骨吸收的状态，对乳腺癌骨转移的诊断具有重要价值。而 CA15-3、CEA 在乳腺癌骨转移时

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但不具备特异性。三者联合检测对乳腺癌骨转移的应用价值，有待进一步研究。 

 

 

PU-2475 

EphA3 is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prognosis of prostate 

cancer treated with radical prostatectomy 

 

xiuzhi duan1,Xiaoming Xu1,Binbin Yin2,Bong Hong1,Weiwei Liu1,Qian Liu1,Zhihua Tao1 

1.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Women’s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Objective Eph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A3 (EphA3) expression has been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progression and prognosis of several types of tumors and prostate cancer (PCa), yet the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EphA3 expression in human PCa remains poorly understood. This study 

is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phA3 expression and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and 

prognostic value for PCa patients. 

Methods Sixty-four PCa patients treated with radical prostatectomy were recruited from January 

2010 to October 2017. Expression of EphA3 was assessed by immunohistochemical analysis. 

Results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level of EphA3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Ca 

samples (54.7%) when compared with the adjacent benign tissue samples (20.3%) (P-value<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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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ining of EphA3 was also greater in PCa than in adjacent cancerous tissues (P-value<0.001).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EphA3 expression and the tumor pathologic stage 

(P-value<0.05), biochemical recurrence (P-value<0.01), bladder and rectal invasion (P-value<0.05), 

distant metastasis (P-value<0.05) and preoperative prostate-specific antigen levels(P-value<0.01). 

Furthermore, prognosis of PCa showed univariate associations with high levels of EphA3 (P-

value<0.05), tumor pathologic stage (P-value<0.001), Gleason score (P-value<0.05), biochemical 

recurrence (P-value<0.05), distant metastasis (P-value<0.001) and bladder and rectal invasion (P-

value<0.01). Multivariate survival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EphA3 expression (P-value<0.05), 

biochemical recurrence (P-value<0.05), and distant metastasis (P-value<0.01) were independent 

prognostic indicators of poor overall survival.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the increased EphA3 expression in PCa i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suggesting a poor outcome and decreased survival. EphA3 may be a useful prognostic 

biomarker of prostate cancer. 

  

 

PU-2476 

免疫调控受体 PD-1 和 TIGIT 在 HIV 感染者/艾滋病患者

CD3+CD4- T 细胞表达研究 

 

尹晓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深入了解免疫调控受体程序性死亡因子（programmed death 1, PD-1）和 T 细胞免疫球蛋白

及免疫酪氨酸样抑制基序（T cell immunoglobulin and ITIM domains，TIGIT）在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者/艾滋病患者外周血 CD3+CD4- T 细胞的表达情况及

其与疾病进展的关系。 

方法  用流式细胞仪检测 24 例未治疗的 HIV 感染者/艾滋病患者外周血 CD3+CD4- T 细胞表面 PD-

1 和 TIGIT 的表达百分比、CD4+ T 细胞绝对值计数，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HIV 病毒载量，并与

20 例 HIV 抗体阴性者表达情况比较（HIV-negative normal control, NC）。 

结果  HIV 感染者/艾滋病患者 CD3+CD4- T 细胞表面 TIGIT 受体表达百分数较健康对照组明显增高

（P ＜ 0.000 1），与 CD4+ T 细胞绝对计数呈负相关（r=-0.450 4，P=0.027 1），与病毒载量呈正

相关（r=0.621 4，P=0.001 2）；HIV 感染者 CD3+CD4- T 细胞 PD-1 受体表达百分数较健康对照组

明显增高（P ＜0.000 1），与 CD4+ T 细胞绝对计数呈负相关（r=-0.455，P =0.025 5）；PD-1 和

TIGIT 共表达的 CD3+CD4- T 细胞百分数在 HIV 感染者/艾滋病患者中表达明显增高（P ＜ 0.000 

1）。 

结论  HIV 感染机体后，CD3+CD4- T 细胞 PD-1 受体和 TIGIT 受体表达百分数均明显增高，且与

HIV 疾病进展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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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77 

微柱凝胶法在高胆红素血症患儿中诊断 HDN 的分析 

 

马铭梓 

沈阳市妇婴医院,110000 

 

目的  微柱凝胶法是较传统抗原抗体检测法相比较为灵敏的新型免疫技术。新生儿溶血病筛查（溶

血三项试验）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于实验室诊断 HDN（新生儿溶血病）。本研究旨在采用微柱凝胶法

开展溶血三项试验，探讨确诊 HDN 与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之间的关系，及微柱凝胶法在实验室诊断

新生儿溶血病中的价值。 

方法  应用微柱凝胶法对 72 例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开展溶血三项试验，并分析溶血三项结果与高

胆红素血症的关系。 

结果  72 例高胆红素血症患儿中 29 例确诊 HDN。其中，微柱凝胶法三项均阳 2 例（占 6.9％）；

游离、释放试验阳性，直抗试验阴性 18 例（占 62.1％）；直抗、释放试验阳性，游离试验阴性 0 例；

直抗、游离试验阴性，释放试验阳 9 例（占 31.0％），确诊患儿抗体释放均为阳性。直抗阳性的 HDN

患儿出生均为出生后第 2 天，血清总胆红素均<220μmol/L（参考区间 2.4—19.0μmol/L）；游离、

放散试验阳性的 HDN 患儿为出生后 1—7 日（平均 3.1 日）；血清总胆红素除 1 例为 139.7μmol/L，

其余 19 例均在 210—400μmol/L（平均值 283.5μmol/L）；直抗、游离试验阴性，释放试验阳性 HDN

患儿为出生后 2—6 日（平均 4.4 日），血清总胆红素除 1 例为 111.4μmol/L 其余 8 例均在 200—

410μmol/L（平均 303.5μmol/L）。 

结论  微柱凝胶法操作简单迅速，检测需要的标本量少，结果清晰、易判断，无需使用显微镜观察，

检测结果具有较高敏感性和特异性，可以反复观察，在诊断 HDN 中临床效果较好。其次，新生儿抗

体在红细胞上附着量少，部分致敏红细胞后溶解，导致直抗试验阳性率低；游离抗体试验阳性提示

病情严重，放散试验阳性提示患儿存在溶血，并从新生儿出生时间看，送检时间越晚，血清总胆红

素越高，说明患儿溶血越严重。临床应对怀疑 HDN 的高胆红素血症患儿早期送检、早期诊断、早期

治疗。 

 

 

PU-2478 

芍药苷通过抑制树突状细胞功能从而缓解 EAE 发病 

 

张晗 1,蔡力 2,陈福祥 1,聂红 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200000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目的    建立 EAE 模型研究通过芍药苷（PF）对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 DC）和 Th17 细胞的

免疫调节机制，为研发治疗 MS 的新型药物提供实验基础。 

方法   1、 体内给予 PF 可明显缓解 EAE 小鼠发病，减轻脊髓炎性细胞浸润和脊髓脱髓鞘；2、体

内给予 PF 明显降低 CNS 和脾脏中的 Th17 细胞数量和比例； 3、T 细胞体外实验中，PF 不影响

naive CD4+T 细胞向 Th17 细胞分化；4、体内给予 PF 后，脾脏 DC 共刺激分子表达和细胞因子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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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的分泌降低，脾脏 DC 诱导 Th17 细胞分化比例降低；5、体外诱导骨髓源性树突状细胞，PF 抑制

DC 共刺激分子表达和 IL-6 分泌，PF 预处理骨髓源 DC 诱导 Th17 细胞分化比例降低。6、PF 通过

抑制 NF-kB 和 MAPK 信号通路抑制 DC 共刺激分子的表达和 IL-6 分泌。 

结果   1、 体内给予 PF 可明显缓解 EAE 小鼠发病，减轻脊髓炎性细胞浸润和脊髓脱髓鞘；2、体

内给予 PF 明显降低 CNS 和脾脏中的 Th17 细胞数量和比例； 3、T 细胞体外实验中，PF 不影响

naive CD4+T 细胞向 Th17 细胞分化；4、体内给予 PF 后，脾脏 DC 共刺激分子表达和细胞因子 IL-

6 的分泌降低，脾脏 DC 诱导 Th17 细胞分化比例降低；5、体外诱导骨髓源性树突状细胞，PF 抑制

DC 共刺激分子表达和 IL-6 分泌，PF 预处理骨髓源 DC 诱导 Th17 细胞分化比例降低。6、PF 通过

抑制 NF-kB 和 MAPK 信号通路抑制 DC 共刺激分子的表达和 IL-6 分泌。 

结论  体内给予 PF 可延迟 EAE 小鼠发病时间，明显缓解 EAE 小鼠的临床症状，降低 EAE 小鼠

CNS 和脾脏中的 Th17 细胞数量。但 PF 对 Th17 的抑制作用，不是直接抑制 MOG 特异性 Th17 细

胞的增殖和分化，而是通过抑制树突状细胞 NF-kB 和 MAPK 信号通路从而抑制 IL-6 的分泌和表面

分子表达水平从而导致 Th17 分化受阻。 

 

 

PU-2479 

Prospective 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patients with HBV related liver cirrhosis 

 

Wennan wu,Can Liu,Hongyan Shang,Jinlan Huang,Jinpiao Lin,Tianbin Chen,Zhen Xun,Qishui Ou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Fuzhou， China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discover the present predictive factor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CC 

in Chinese Han patients with HBV related liver cirrhosis. 

Methods A total of 177 patients aged 40 to 60 years with HBV related liver cirrhosis in Child-Pugh 

class A or B were enrolled in our study.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different risk factors was evaluated 

using the Kaplan-Meier model and Cox regression method. 

Results At the end of follow-up, thirty-eight patients developed HCC. In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five variables showed an independent predictive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CC: age more than 

55 years, had a history of esophageal variceal bleeding, prothrombin activity less than 75%, platelet 

count less than 75x103/mm3 and AFP level more than 38 ng/ml. Serum AFP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poorly-differentiated patients comparing to moderately differentiated group and well 

differentiated group. 

Conclusions We found that five risk factors could be predictive values for patients with HBV related 

cirrhosis, a simple score made up of these risk factors help us to identify these patients with 

cirrhosis who are at high risk or low ris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CC, higher AFP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poorly-differentiated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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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80 

强化免疫检验质量管理对临床免疫检验准确性的影响研究 

 

程丽敏 1,王敬衍 2 

1.金乡县新妇幼保健院 

2.金乡县人民医院 

 

目的   探究在临床免疫检验中强化免疫检验质量管理对其准确性产生的影响 

方法   择取 2015 年 7 月～ 2017 年 7 月我院检验科收集的住院患者血清样本 188 份，随机将

所有血清样本分成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各 94 份，对照组行常规质量控制处理，研究组行强化免疫

检验质量管理，两组在采集标本以及应用检验仪器方面均采取相同的质量控制措施，对两组免疫检

验准确性进行分析和比较。 

结果  研究组胰岛素变异指数为（39.12±3.78）、胰岛素抗体变异指数为（37.34±4.21）、甲状腺功

能检测变异指数为（30.11±3.45）、甲胎蛋白变异指数为（28.12±4.01），对照组胰岛素变异指数为

（50.45±4.02）、胰岛素抗体变异指数为（46.89±5.12）、甲状腺功能检测变异指数为（49.51±5.67）、

甲胎蛋白变异指数为（56.67±5.12），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研究组 HbsAg 免疫

检验准确率为 100%、HbsAb 免疫检验准确率为 100%、HbeAg 免疫检验准确率为 98.94%、

HbcAb 免疫检验准确率为 98.94%，对照组 HbsAg 免疫检验准确率为 98.94%、HbsAb 免疫检验

准确率为 97.87%、HbeAg 免疫检验准确率为 96.81%、HbcAb 免疫检验准确率为 96.81%，研究

组免疫检验总准确率高于对照组（P ＜ 0.05）。 

结论  在临床免疫检验中强化免疫检验质量管理可以使变异指数降低，提高准确率，临床价值显著。 

  

 

PU-2481 

第二代和第三代抗环瓜氨酸肽抗体 

对类风湿关节炎诊断价值的比较 

 

王心怡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比较第二代和第三代抗环瓜氨酸肽抗体（CCP）对类风湿关节炎的诊断价值。 

方法  本实验共收集 89 名患者血清，包括 64 名类风湿关节炎，25 名对照疾病患者。电化学发光法

测定血清 CCP2，ELISA 方法测定血清 CCP3。统计 CCP2 和 CCP3 的灵敏度，特异度，总的符合

率，漏诊率，误诊率，Youden 指数，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并比较两种检测方法有无差异。计

算两种方法的 ROC 曲线下面积，评估两者对类风湿关节炎的诊断价值。 

结果  通过对 89 名患者数据的统计，CCP2 的灵敏度为 78.13%，特异度为 84%，总的符合率为

79.78%，误诊率为 16%，漏诊率为 21.87%，Youden 指数为 62.13%，阳性预测值为 92.59%，阴

性预测值为 60%。CCP3 的灵敏度为 81.25%，特异度为 72%，总的符合率为 78.65%，误诊率为

28%，漏诊率为 18.75%，Youden 指数为 53.25%，阳性预测值为 88.13%，阴性预测值为 60%。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424 

 

两者的诊断性能无统计学差异，P=0.625。ROC 曲线分析 CCP2 的 AUC 为 0.815，CCP3 的 AUC

为 0.796。 

结论  电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清 CCP2 和 ELISA 方法测定的 CCP3 对于类风湿关节炎的诊断都具有

良好的诊断价值，两者之间未见明显差异。 

 

 

PU-2482 

GATA-4 修饰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抗凋亡和向心肌分化的实验研究 

 

邓宁波 

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519000 

 

目的  探讨经 GATA-4 基因修饰的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SC）对缺血缺氧环境损伤的耐受能

力及体外分化为心肌样细胞 

方法  体外分离、培养、纯化大鼠 BMSC；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表面分子及成脂、成骨诱导剂诱导

BMSC 定向分化鉴定纯化的细胞；GATA-4 重组腺病毒转染 BMSC；Western blot 法确定 GATA-4

蛋白表达的最佳时间；以缺氧无血清条件模拟体内缺血缺氧微环境培养基因修饰的大鼠 BMSC；采

用 CCK-8 试剂盒和台盼蓝染色法分别检测缺血缺氧培养 12h、24h、48h、72h 细胞存活率；流式细

胞术检测缺血缺氧培养 24h 细胞凋亡；GATA-4 重组腺病毒转染 BMSC，3 周后 Western blot 法及

细胞免疫荧光检测心肌特异肌钙蛋白 I 

结果  流式细胞术细胞表面分子鉴定及定向诱导结果表明分离纯化的主要是 BMSC；Western blot

结果表明 GATA-4 蛋白表达量最大在转染后第 5 天；台盼蓝染色法检测 BMSC 缺血缺氧培养 12h、

24h、48h、72h 的 GATA-4 组生存率均高于对照组（P＜0.05）；CCK-8 法检测细胞缺血缺氧培养

12h、24h、48h、72h 的 GATA-4 组生存率均高于对照组（P＜0.05）；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

缺血缺氧培养 24h 的 GATA-4 组生存率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Western blot 及

细胞免疫荧光检测到心肌特异肌钙蛋白 I 

结论  GATA-4 可增强缺血缺氧 BMSC 的存活，促进 BMSC 向心肌细胞分化。 

 

 

PU-2483 

DEC2 在胃癌中的作用及分子机制研究 

 

黎娉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为明确 DEC2 在胃癌恶性进程中的作用，我们检测分析了 DEC2 对胃癌细胞增殖、凋亡和侵

袭转移等恶性生物学行为的影响；并进行下游基因和分子通路的筛选验证，进一步揭示 DEC2 发挥

肿瘤调控作用的分子机制，为探索 DEC2 可否作为胃癌治疗的新靶点提供初步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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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分析临床肿瘤及相应癌旁正常组织中 DEC2 的表达差异，并进行预后分

析；2.qPCR 和 Western blot 法检测 DEC2 在胃癌细胞株(HGC27、MGC803、BGC823、MKN-45)

及永生化胃上皮细胞株(GES-1)中的表达水平，同时筛选出高表达和低表达 DEC2 的胃癌细胞株； 

3.CCK8 和 EdU 实验检测 DEC2 对胃癌细胞增殖能力的影响；Annexin V-FITC/PI 流式细胞术检测

DEC2 对胃癌细胞凋亡能力的影响；划痕和 Transwell 侵袭和迁移实验检测 DEC2 对胃癌细胞侵袭

迁移能力的影响；4.Western blot 法检测 DEC2 对 ERK/NF-κB 通路相关靶蛋白表达水平的影响；通

过加入 ERK 信号通路阻断剂，观察 DEC2 调节胃癌细胞上皮间质转化和细胞侵袭迁移能力的变化。 

5.裸鼠成瘤 

结果  1．DEC2 在胃癌组织中低表达且与胃癌患者不良预后相关。 

2．DEC2 抑制胃癌细胞体外增殖及侵袭迁移。 

3．DEC2 抑制胃癌细胞体内成瘤及转移。 

4．DEC2 抑制胃癌细胞上皮间质转化（EMT）。 

5．DEC2 通过阻断 ERK/NF-κB 通路抑制胃癌细胞发生 EMT 相关的侵袭转移。 

结论  1．首次发现 DEC2 在胃癌组织中低表达且与胃癌患者不良预后相关。2．体内体外实验证实

DEC2 可抑制胃癌细胞增殖、侵袭迁移、上皮间质转化（EMT）等多种恶性生物学行为。3．DEC2

通过阻断胃癌细胞中 ERK/NF-κB 信号通路上调 E-cadherin 表达，进而调控胃癌细胞上皮间质转化

（EMT），最终抑制胃癌转移。 

  

 

PU-2484 

超敏肌钙蛋白 T 检测在非 ST 段 

抬高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诊断中的价值 

 

徐东兵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探讨高敏感性肌钙蛋白 hs-cTnT 检测在非 ST 段抬高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non-ST-segment 

elevation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NSTE-ACS)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选择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诊患者及健康体检者共 200 例，分为四组。非 ST 段抬高

型心肌梗死组：50 例；不稳定型心绞痛组：50 例；稳定型心绞痛组，50 例；健康对照组：50 例。

化学发光法检测超敏肌钙蛋白 T，肌钙蛋白 I，将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比较四组间高敏感性肌钙蛋白

T、肌钙蛋白 I 结果的相关性及差异。 

结果  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组、不稳定型心绞痛组、稳定型心绞痛组和对照组的肌钙蛋白 I、超

敏肌钙蛋白 T 水平逐渐降低。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组的肌钙蛋白 I、超敏肌钙蛋白 T 水平均高于

不稳定型心绞痛组、稳定型心绞痛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稳定型心绞痛组与稳

定型心绞痛组间，肌钙蛋白 I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稳定型心绞痛组的超敏肌钙蛋白 T 水

平高于稳定型心绞痛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超敏肌钙蛋白 T 检测灵敏度高于肌钙蛋白 I，对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不稳定型心绞

痛患者具有更高的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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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85 

抗核抗抗体谱在常见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临床意义 

 

范梦鸽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检测抗核抗体谱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应用价值, 抗核抗体阳性的荧光类型分成 4 种核

型。核膜型；均质型；颗粒型；核仁型。核型的确诊对于临床的鉴别诊断有重要意义。 

方法  随机选择在 2017 年 3 月-2017 年 5 月所在实习医院住院的 300 例血液标本，男性 100 例，

女性 200 例，年龄 12-80 岁。并对 200 例自身免疫性患者和 100 例健康者作为对照采用免疫印迹法

检测抗核抗体谱，并对其进行分析用荧光显微镜在形成黑色背景下寻找发特异荧光对患者和对照组

血清进行中的自身抗体进行定量检测。比较单个抗核抗体在不同免疫性疾病和健康者中的阳性率。 

  

结果  200 例身免疫性疾病患者中根据疾病的不同有 1 项或多项抗体呈现阳。抗 ds-DNA 与抗 Sm

抗体这两种抗体对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特异程度比较高。抗 SCL-70 抗体在进行性系统性硬化症的检

测中比较高,抗 SSA 抗体最常见于干燥综合征，高滴度的抗 U1-nRNP 抗体为夏普综合征的特异性标

志。正常对照组检测抗核抗体阳性率极低,与自身免疫性患者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抗核抗体的检测在临床诊断自身免疫性疾病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用间接免疫荧光的方

法和免疫印迹法两种方法检测提高阳性率，降低漏诊率。根据以上统计，针对于不同的免疫性疾病，

抗核抗体的组合也不一样，某些抗体能够作为某种疾病的特异性诊断标准，为临床的诊断治疗提供

进一步的依据。 

  

 

PU-2486 

球形纳米二氧化硅激活单核细胞释放 TGF-α 

对肺支气管上皮细胞恶性转化的影响及机制 

 

刘昌亚 1,刘子杰 2 

1.昭通卫生职业学院 

2.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球形纳米二氧化硅刺激单核细胞（THP-1）释放的 TGF-α 对肺支气管上皮细胞（BEAS-

2B）恶性转化的影响及机制，为探讨球形纳米二氧化硅在云南宣威肺癌中的作用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  1.以软琼脂克隆形成实验研究 TGF-α 对 BEAS-2B 细胞增殖的影响，并检测上皮间质转化

(EMT)相关蛋白。2.采用抗体中和 TGF-α，检测 BEAS-2B 细胞增殖，并将 BEAS-2B 细胞移植于裸

鼠皮下，观察皮下瘤生长速度，检测细胞增殖、凋亡和 EMT 水平。 

3.采用 Western blot 和免疫组化检测 BEAS-2B 细胞和移植瘤组织中 STAT3 信号通路相关蛋白，探

索 TGF-α/STAT3 是否对 BEAS-2B 细胞 EMT 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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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TGF-α 能使 BEAS-2B 单细胞克隆能力明显增强，Cytokeratin，E-Cadherin 表达明显下调，

而 Fibronectin 和 Vimentin 表达增强。2.经 TGF-α 处理后的 BEAS-2B 细胞移植于裸鼠皮下发现皮

下瘤生长速度加快，PCNA 表达明显增高，细胞凋亡水平下降；TGF-α 中和抗体处理后，球形纳米

二氧化硅组皮下瘤生长速度减慢，Ki67 和 PCNA 表达下调，凋亡增强，Cytokeratin，E-Cadherin 表

达明显上调，而 Fibronectin 和 Vimentin 表达下调。3. 在 TGF-α 和球形纳米二氧化硅处理下，BEAS-

2B 细胞和移植瘤体组织中 p-STAT3 表达明显增高，而加入 TGF-α 抗体中和处理后，p-STAT3 表达

水平明显降低。 

结论  球形纳米二氧化硅刺激人单核细胞释放的TGF-α通过激活STAT3信号通路能增强BEAS-2B

细胞的增殖和 EMT，并促进肿瘤生长。 

  

 

PU-2487 

学龄前儿童乙肝疫苗免疫状态分析 

 

黄小丽,冯丹琴,陈筱铮,罗琳华,李德法,叶辉铭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361000 

 

目的  了解学龄前儿童乙肝疫苗免疫应答状况，为探索儿童乙肝疫苗无/低应答的再免策略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2812 名在门诊检测乙肝两对半的 7 岁以下儿童为本次研究对象。依据抗-HBs 的定量检

测结果对乙肝疫苗免疫应答情况将儿童分为无应答组、低应答组、高应答组 3 组。 

结果  7 岁以下儿童无应答率 24.2%，低应答率 36.3%；随年龄增加, 无应答率逐渐上升、低应答率

和高应答率逐渐下降, 除了 1-2 岁组及 6-7 岁组无应答率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x2=0.1,p>0.05; 

x2=0.074,p>0.05），其余相邻年龄组之间无应答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男童无应答率为 23.3%，

低应答率为 36.1%(580/1607)；女童无应答率为 25.4%（306/1205），低应答率为 36.5%（440/1205）

女童无/低应答率均高于男童，但男童与女童无/低应答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儿童疫苗免疫 2 年后，抗体效价随着免疫接种后年龄的增加而下降，无应答率也逐年上升，

导致感染风险增加，建议以 2 年为周期对儿童进行抗体检测，及时做好强化免疫。 

  

 

PU-2488 

厦门地区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抗体检测分析 

 

李秀娟,李德法,连清荣,林闽川,罗琳华,叶辉铭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361000 

 

目的  调查分析厦门地区儿童呼吸道感染肺炎支原体抗体的检测结果，为临床诊断和治疗肺炎支原

体感染提供依据。 

方法  选用富士明胶颗粒被动凝集法对厦门地区 2015-2016 年间共 6646 位儿童进行肺炎支原体抗

体检测，分别对不同季度、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不同疾病肺炎支原体抗体的检出率进行统计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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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经调查厦门地区 6646 位儿童，肺炎支原体抗体的阳性检出率为 30.89%，其中男性患儿为

27.21%，低于女性患儿为 36.31%。其中 7-14 岁间抗体阳性检出率最高为 60.53%，28 天-1 岁间的

阳性率最低为 8.33%。在四个不同季度中，第四季度的抗体检出率最高 34.16%，第一季度最低

27.55%。肺炎支原体抗体阳性检出率较高的疾病有过敏性鼻炎，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和过敏性紫

癜。在各种呼吸道疾病中，过敏性鼻炎的抗体阳性检出率最高达 50%。肺炎支原体抗体的阳性检出

率在不同性别、年龄组、各季度和不同疾病患儿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5) 。 

结论  厦门地区儿童肺炎支原体抗体检出率女性较男性高发，在第四季度检出率高，学龄期儿童检

出率最高，呼吸道疾病中，过敏性鼻炎患儿检出率最高。应加强针对性的预防监测。 

  

 

PU-2489 

厦门市儿童 EB 病毒感染情况及病毒载量分析 

 

王烨,连清荣,许群山,李秀娟,叶辉铭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361000 

 

目的  了解厦门市儿童 EB 病毒（Epstein-barr virus，EBV）感染情况及常见疾病，探讨 EBV-DNA 

阳性患儿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中 EBV-DNA 载量与临床特征和实验室检查指标的关系。 

方法  选取我院 2015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收治的 234 例疑似 EBV 感染患儿，采用酶联免

疫吸附实验（ELISA）检测 EB 病毒衣壳抗原 IgM（EBVCA-IgM），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检

测 PBMC 中 EBV-DNA 载量并分析结果。对 168 例 EBV-DNA 阳性患儿，按 EBV-DNA 载量分为

低病毒量组和高病毒量组。 

结果  234 例患儿中 EBVCA-IgM 阳性率为 43.2%（101/ 234），EBV-DNA 阳性率为 71.8%（168/ 

234）；不同年龄组的 EBVCA-IgM 和 EBV-DNA 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1），其中

1 ~3 岁组 EBVCA-IgM 阳性率最高，3 ~7 岁组 EBV-DNA 阳性率最高，0 ~1 岁组的阳性率均最

低；不同季节的 EBVCA-IgM 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夏季最高、冬季最低。EBV-

DNA 阳性患儿出院主要诊断以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IM）、急性扁桃体炎和肺炎为主。EBV-DNA 

阳性患儿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为发热、扁桃体肿大和淋巴结肿大。与低病毒量组相比，高病毒量组异

常淋巴细胞比率、外周血白细胞计数（WBC）、淋巴细胞计数（LN）、谷丙转氨酶（ALT）、谷草

转氨酶（AST）、乳酸脱氢酶（LDH）水平升高，血小板（PLT）减低（均 P < 0.01）。 

结论  厦门市儿童 EBV 感染率处于较高水平，不同年龄 EBVCA-IgM 和 EBV-DNA 阳性率不同，

不同季节 EBVCA-IgM 阳性率不同。不同病毒载量的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指标存在差异，可用于

患儿病情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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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90 

四项血清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和 ROMA 指数 

在卵巢癌中的应用价值 

 

李慧 1,王兴宁 1,李春艳 2,赵冬 1 

1.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 

2.延安大学医学院 2014 级检验班 

 

目的   探讨四项血清肿瘤标志物 HE4、 CEA、CA125、CA72-4 的联合检测和 ROMA 指数在卵巢

癌中的应用。 

方法  选择 55 例卵巢癌患者作为恶性组，61 例卵巢良性肿瘤患者作为良性组，60 例体检合格的健

康人群作为对照组，检测三组的 HE4、CEA、CA125 和 CA72-4 水平，并利用 HE4 和 CA125 的值

计算 ROMA 指数，比较三组上述参数的水平、阳性率、灵敏度及特异度。以良性组和对照组为参照，

绘制 ROC 曲线以评价上述四项血清肿瘤标志物以及 ROMA 指数的诊断价值。 

结果  恶性组中的 HE4、CEA、CA125、CA72-4 的单项及联合检测和 ROMA 指数水平及阳性率均

高于良性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HE4、CEA、CA125 和 CA72-4 四项肿瘤标

志物联合检测后，灵敏度由单项 CA125 最高 54.5%提高到 88.7%，再联合 ROMA 指数，灵敏度进

一步提高，为 98.8%。对 ROC 曲线分析，HE4、CEA、CA125、CA72-4 和 ROMA 指数的曲线下

面积分别为 0.848、0.717、0.804、0.745、0.883，可知 ROMA 指数对卵巢癌诊断的准确性最好。 

结论  四项血清肿瘤标志物的联合检测以及 ROMA 指数对卵巢癌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PU-2491 

稳定表达 GRIK3 的乳腺癌 MDA-MB-231 细胞株的筛选及鉴定 

 

吴伊雪,肖斌,孙朝晖,陈丽丹,黄晓燕,李林海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510000 

 

目的  构建稳定表达 GRIK3 的乳腺癌细胞株 MDA-MB-231，为研究 GRIK3 在乳腺癌中的生物学功

能奠定基础。 

方法  用之前构建好的非病毒质粒 3×Flag-GRIK3 为模板，进行 PCR 扩增，得到 GRIK3 基因片段，

连接到慢病毒载体表达质粒中；重组质粒与包装质粒 psPAX 以及包膜质粒 pMD2.G 共转染 293T

包装细胞 48h，获得携带 GRIK3 基因的重组慢病毒。将重组慢病毒感染乳腺癌 MDA-MB-231 细胞, 

筛选稳定转染细胞株，一周后，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绿色荧光蛋白 GFP 的表达情况。采用实时荧光

定量 PCR(q-PCR)和 Western blot 分别检测稳定表达细胞株及对照细胞中 GRIK3 的表达。 

结果  重组慢病毒载体经 DNA 测序鉴定插入基因序列正确。重组 MDA-MB-231 细胞株在显微镜下

能够观察到明亮的绿色荧光，表明病毒感染成功。q-PCR 和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稳定表达 GRIK3 

细胞中 GRIK3 的 mRNA 和蛋白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细胞，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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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成功构建了重组 GRIK3 慢病毒载体，并筛选出稳定表达 GRIK3 蛋白的 MDA-MB-231 细胞

株，为进一步探索 GRIK3 在乳腺癌发生发展中的机制奠定了基础。 

 

 

PU-2492 

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 

治疗前后血清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水平对比分析 

 

史大隆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261000 

 

目的  探讨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经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 术前、术后血清心型脂肪酸

结合蛋白( H-FABP) 水平，评估其在急性 ST 段抬高心肌梗塞治疗和预后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以 80 例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塞并行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成功

进行治疗并分析患者发病与手术治疗的时间间隔与血清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 H-FABP) 水平的关系

（分别在入院时和入院后 4 h、8 h、12 h、20 h、24 h 检测）。采用艾德康（addcare）酶免分析

仪检测 H-FABP 水平，试剂盒购自上海荣盛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对所有患者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相关的计数资料经统计学软件（SPSS18.0 版本）处理。 

结果  80 名患者经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后，临床症状明显缓解，心脏功能好转。Pearson 相关分析显

示: 术前血清 H-FABP 浓度与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发病时间呈正相关( r = 0.432，P＜0. 

05)。所有患者术后血清 H-FABP 浓度为（39.87±28.93）ng/ml 较术前（98.36±69.50）ng /ml 显著

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术前、术后血清 H-FABP 浓度均显著高于正常值上限 5 ng /ml。 

结论  血清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水平与发病时间有关，治疗后血清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明显降低，

有助于辅助判断经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pPCI)患者治疗及预后情况。 

 

 

PU-2493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in the TNFSF4 and 

TNFAIP3 gene are associated with systemic sclerosis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Jing Li,Yongzhe Li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Objective TNFSF4 and TNFAIP3 polymorphisms have been related to susceptibility for different 

autoimmune diseases including SSc in Caucasian population. Whether the polymorphisms in the 

TNFSF4 and TNFAIP3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Sc in Asians has not been ident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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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we sought to explore genetic variants associated with TNFSF4 and TNFAIP3 in SSc and 

subphenotype. 

Methods The TNFSF4 SNPs (rs1234314, rs2205960, rs12039904 and rs844648) and TNFAIP3 

SNPs (rs5029939 and rs6932056) were genotyped in a cohort of 1030 SSc patients and 1215 

healthy controls, using the Sequenom MassArray system method. 

Results The rs844648 in TNFSF4 region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Sc in the allelic and 

genotypic frequencies (p =1.7×10-3and p=5.0×10-3). The allelic frequencies of the rs6932056 in the 

TNFAIP3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SSc patients and the controls (p=5.0×10-3). Other 

three TNFSF4 SNPs (rs1234314, rs2205960 and rs12039904) and the TNFAIP3 SNP (rs5029939) 

demonstrated weak association with SSc for the allelic frequency (p<0.05). In addition, all of the 

six SNPs were associated with ILD (p<0.05). The rs1234314-rs2205960 haplotypes CG and GT 

were related to SSc (p=0.024 and p=0.022). The rs12039904-rs844648 haplotypes CG and TA 

were related to SSc (p=0.005 and p=0.026). 

Conclusions  This was the first study to identify TNFSF4 and TNFAIP3 polymorphisms were 

associated with SSc/ILD patients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indicating that TNFSF4 and 

TNFAIP3 might be susceptibility genes for SSc/ILD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PU-2494 

Polymorphisms in the CCR6, but not CAV1, are associated 

with Systemic sclerosis in a Han Chinese population 

 

Jing Li,Yongzhe Li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Objective  CCR6, CAV1 and CTGF gene have been thought to be involved in fibrosis. Their 

polymorphisms have been related to susceptibility for different autoimmune diseases in Caucasian 

population. Whether the polymorphisms in the CCR6, CAV1 and CTGF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Sc in Asians has not been identified. Therefore we sought to explore genetic 

variants associated with CCR6, CAV1 and CTGF in SSc and subphenotype. 

Methods The CCR6 SNPs (rs3093023, rs10946216, and rs3093005), CAV1 SNPs (rs2052105 

and rs959173) and CTGF SNP (rs9399005) were genotyped in a cohort of 977 SSc patients and 

1208 healthy controls, using the Sequenom MassArray system method. 

Results  The rs3093023 in CCR6 region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Sc in the allelic and 

genotypic frequencies (p =3.2×10-3and p=7.6×10-3). In addition, the rs3093023 of CCR6 was also 

especially associated with SSc patients without ILD, PAH and the anti-Scl-70 antibody. The CTGF 

SNPs (rs9399005) demonstrated weak association with SSc for the genotype frequency (p=0.03). 

The rs3093023-rs10946216 haplotype GC were related to SSc(p=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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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is was the first study to identify CCR6 polymorphisms were associated with SSc 

patients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indicating that CCR6 might be susceptibility genes for SSc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PU-2495 

Association of BANK1 rs3733197 polymorphism with 

polymyositis/dermatomyositis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Si Chen,Yongzhe Li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Objective  The aim of our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of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in the BANK1 gene with polymyositis/ dermatomyositis (PM/DM)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Methods  363 PM patients, 654 DM patients and 1280 healthy contols were recruited, and 

genotyped by the Sequenom MassArray system. 

Results  A significant allele association was observed in PM/DM patients for rs3733197 (OR: 0.81, 

95%CI: 0.70–0.94, Pc = 1.83×10-2). Notably, the rs3733197 was associated with DM and PM/DM 

patients with ILD involvement (Pc = 0.026; Pc = 6.0×10-3, respectively). However,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llele or genotype frequencies of three SNPs (rs4522865, 

rs17266594, rs10516487) between DM, PM and PM/DM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all 

Pc >0.05). 

Conclusions This was the first study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BANK1 gene SNP (rs3733197) might confer 

genetic predisposition to PM/DM patients or such patients with ILD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PU-2496 

肿瘤自身抗体在原发性肺癌中检测的研究进展 

 

刘继涛 

淄博市第一医院 

 

目的  本文就肿瘤自身抗体在原发性肺癌中检测的研究进展以及肿瘤自身抗体的检测方法文献作一

综述 

方法  肿瘤自身抗体的检测   

3.1 ELISA 方法    

3.2  其他检测方法 

3.2.1 重组 cDNA 表达文库血清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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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噬菌体展示技术    

3.2.3 蛋白芯片(proteins chip)    

3.2.4 血清蛋白质组学分析技术  

结果  肿瘤特异性抗原是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细胞坏死后释放、脱落或者外分泌的特异蛋白产物。

这些肿瘤抗原能够通过多种途径获得免疫原性。自身抗体在肺癌的早期诊断、病情监测、评价预后

与免疫治疗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研究认为p53、GAGE7、PGP9.5、CAGE、MAGE  A1、SOX2、

GBU4-5 等多种自身抗体对原发性肺癌具有重要的诊断和鉴别诊断价值。 

结论  探索发现新的自身抗体标志物，尤其是肺癌特异性的以及能够对肺癌进行分期、分型、预后

判断的标志物，寻找最佳标志物组合以达到灵敏度和特异度都最优效果，提高自身抗体标志物的诊

疗价值，以期实现肺癌的早期诊断，提高对肺癌患者有效治疗的水平。 

  

 

PU-2497 

Intronic SNPs rs13385731 and rs13425999 of RASGRP3 

Confer a Protective Effect against Systematic Lupus 

Erythematosus 

 

Ping Li,Yongzhe Li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Objective RASGRP3 was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in 

Chinese, while, a replication study found only a slight association between RASGRP3 and SLE in 

Caucasian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variants related to SLE etiology in Chinese 

populations. 

Methods We performed replication and fine-mapping assays using blood samples obtained from 

1,516 SLE patients and 1,448 control subjects of Chinese Han ancestry to locate SNPs of 

RASGRP3 that may contribute to development of SLE. 

Result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tronic SNPs rs13385731 was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SLE 

(P combined = 9.720E-6). Another intronic SNP rs13425999, proximal to rs13385731 was also 

associated with SLE found in the fine-mapping stage (p = 2.102E-3) for 768 SLE patients and 768 

healthy controls. Additional studies showed that the C allele of rs13385731 and T allele of 

rs13425999 were both associated with lower expression of RASGRP3 in vivo and in vitro. Results 

of an EMSA assay performed with nuclear lysates from PBMCs displayed that the T allele of 

rs13385731 had strong binding ability. 

Conclusions Rs13425999 was negative for the protein binding analysi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rs13385731 could alter RASGRP3 expression by binding with transcription factors in individuals of 

Chinese Han ethn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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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98 

COPD 合并细菌感染患者的外周血免疫细胞变化 

 

赵晓丽,唐树荣,王司辰,钱净,任宝军,曾文,胡大春*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探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合并感染患者细胞免疫功能状态变化，为 COPD 患者免疫

调节治疗提供客观依据。 

方法  选取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收治的 COPD 合并细菌感染患者 80 例

作为观察组，另选取同期 61 例单纯 COPD 患者作为单纯 COPD 组对照组，60 例健康人作为健康

对照组。用流式细胞技术分析三组研究对象外周血免疫细胞水平变化。 

结果  (1) COPD 合并感染组人群外周血 NK 细胞百分比平均水平为 19.86±10.67，低于 COPD 组

人群水平 26.47±10.05，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高于健康对照组水平 16.89±5.07，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2) COPD 合并细菌感染组、COPD 组和健康对照组人群的外周血 CD3+细胞

（总 T 淋巴细胞）百分比水平分别为 66.64±11.03、64.6±11.45 和 67.06±5.55，三组间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3）COPD 合并感染组人群的外周血 CD4 细胞和 CD4/CD8 比值分别为

40.47±10.44 和 1.82(1.78,2.57)，高于健康对照组人群的 35.01±7.16 和 1.19(0.96,1.66)，CD8 细胞

水平为 23.6±9.82，低于健康对照组的 27.50±5.8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但与 COPD 组

的水平 39.89±9.92、 2.02(1.44,2.83)和 21.12±7.64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COPD 患者辅助性免疫细胞水平升高，但特异杀伤性免疫细胞水平降低，在此基础上，非特

异性杀伤性免疫细胞水平升高有助于抵御感染，COPD 患者的免疫调节治疗应注重提升杀伤性免疫

细胞水平。 

  

 

PU-2499 

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在肺癌诊断中的应用 

 

王兴宁 1,刘小女 2,李慧 1 

1.延安大学附属医院,716000 

2.延安大学医学院 2014 级检验班 

 

目的  了解并探讨血清中癌胚抗原（CEA）、糖链抗原 125（CA125）、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

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CYFRA21-1）、胃泌素释放肽前体（pro-GRP）这五项肿瘤标志物（tumor 

markers,TM）检测及其联合检测在肺癌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为肺癌早期诊断、辅助分型及鉴别诊断

提供更有力的临床依据。 

方法  随机抽取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1 月延安大学附属医院肺癌患者 120 例为肺癌组（腺癌组

40 例、肺鳞癌组 40 例和小细胞癌组 40 例)，肺部良性病变患者 60 例为良性组，同期健康体检者 50

例为健康组，比较并分析这五种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在不同病理类型及其联合检测在肺癌临床诊断

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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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与健康组和良性组相比，除腺癌组的 CEA 和鳞癌组的 pro-GRP 与良性组水平无差异外，其

它均显著高于健康组和良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五项肿瘤标志物在不同病理分型的阳

性率不尽相同，CEA、CA125 分别腺癌患者阳性表达率最高（P＜0.05）；CYFRA21-1 在鳞癌患者

阳性率最高（P＜0.05）；NSE、pro-GRP 分别在小细胞癌患者阳性表达率最高（P＜0.05）。五项

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可提高肺癌的灵敏度和阳性率，特异性却有所下降。 

结论  检测肺癌患者血清这五种肿瘤标志物的水平，对于肺癌早期临床诊断、辅助分型及鉴别诊断

有重要意义；CEA、CA125 可作为腺癌的 TM；CYFRA21-1 可初步作为鳞癌的 TM；NSE、proGRP

可特异性作为小细胞癌的 TM。血清 CEA、NSE、CYFRA21-1、CAl25 和 pro-GRP 联合检测可提

高肺癌检测的阳性检出率和灵敏度，为临床肺癌诊断提供依据。 

 

 

PU-2500 

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在肺癌诊断中的应用 

 

李慧 1,赵冬 1,王玉 1,王启 2,王兴宁 1 

1.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 

2.延安大学附属医院胸外科 

 

目的  探讨四种血清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CEA）、糖类抗原 125（CA125）、神经元特异性烯醇

化酶（NSE)及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CYFRA21-1）检测在肺癌患者诊断中的临床应用。 

方法  选取 30 例经病理确诊为肺癌患者（肺癌组）和 40 例同期健康体检者（对照组）为研究对象，

采用电化学发光法分别检测血清中 CEA、CA125、NSE、CYFRA21-1 的水平，比较分析四种血清

学肿瘤标志物在肺癌临床诊断中的应用。 

结果  肺癌组患者血清 CEA、CA125、NSE 和 CYFRA21-1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4 项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敏感性高于单项检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血清 CEA、CAl25、CYFRA21-1 和 NSE 联合用于肺癌诊断在单项检测高特异性的基础上提

高了准确性和敏感性，对肺癌的早期鉴别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PU-2501 

血清抗可提取性核抗原抗体检测质控品的制备及评价 

 

李琦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100000 

 

目的  自制可提取性核抗原(ENA)抗体弱阳性及阴性质控品，确保常规检测工作结果的质量。 

方法  将抗核抗体（ANA）谱阳性结果的患者血清置于 56℃30min 灭活，离心去除沉淀后血清（结

果为 RNP++，SM++，SSA++，SSB++，DS-DNA++）与 ANA 及 ANA 谱全部阴性献血员血清按照

1：N 比例混匀，配置成 ENA 弱阳性质控品（结果为 RNP±，SM±，SSA±，SSB±，DS-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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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免疫印迹法和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 ENA 弱阳性质控品，然后进行均一性验证，稳定性验证，破

坏性实验验证。 

结果  均一性验证，稳定性验证，破坏性实验验证均通过，ENA 阴性质控品所有阴性的靶抗原都能

够检测出阴性，所有阳性的靶抗原都能够检测出阳性。 

结论  经过验证，ENA 自制质控品符合本科要求，因此可以应用于常规检测工作。 

  

 

PU-2502 

GeneXpert MTB/RIF 在检测脊柱结核患者中的诊断价值 

 

侯婷婷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评估 GeneXpert MTB/RIF 系统在脊柱组织标本中快速准确诊断脊柱结核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期间脊柱标本，使用 GeneXpert MTB/RIF 对已确诊的 192

例脊柱结核患者和 50 例对照组病人的脊柱组织标本进行检测，评价 GeneXpert MTB/RIF 系统在诊

断脊柱结核中的检测性能。 

结果  GeneXpert MTB/RIF在诊断脊柱结核的敏感性为80.72%(155/192)，特异性为92.00%(46/50)。

GeneXpert MTB/RIF 进行利福平耐药性检测的敏感性为 85.55 (77/90)，特异性为 77.50 %(31/40)。 

结论   GeneXpert MTB/RIF 系统在诊断脊柱结核时有较高的准确性，在辅助诊断脊柱结核中具有

很高的价值，可显著提高脊柱结核病的检出率，可以为临床进一步提供诊断服务。 

  

 

PU-2503 

卵巢癌患者外周血 CD4+CD25+调节性 T 细胞检测及其临床意义 

 

陈彤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通过检测卵巢癌患者外周血 CD4+CD25+调节性 T 细胞、T 细胞亚群表达和血浆 INF-γ、IL-10

细胞因子水平,探讨卵巢癌患者的免疫功能异常及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45 例卵巢癌患者、32 例卵巢良性疾病患者和健康体检者 30 例为研究对象，应用流式细

胞术检测外周血中外周血 CD4+CD25+调节性 T 细胞占 CD4+T 淋巴细胞的比率及 T 细胞亚群分布；

应用 ELISA 方法检测血浆 INF-γ、IL-10 细胞因子水平。 

结果  (1)卵巢癌患者外周血 CD4+CD25+调节性 T 细胞占 CD4+T 淋巴细胞的比率明显高于卵巢良性

疾病患者和健康对照者(P 均<0.01)，手术前的卵巢癌患者明显高于手术后一月的患者(P<0.01)。(2)

与卵巢良性疾病患者和健康对照者比较，卵巢癌患者外周血 CD4+、CD8+T 细胞、CD16+CD56+NK

细胞水平及 CD4+/CD8+比值降低，血浆 INF-γ 水平降低、IL-10 水平升高 (P 均<0.01)。(3)通过相关

分析，卵巢癌患者外周血 CD4+CD25+调节性 T 细胞与细胞因子 INF-γ 存在负相关，相关系数 r=-

0.687，P<0.05。与细胞因子 IL-10 存在正相关，相关系数 r=0.701，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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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卵巢癌患者免疫耐受机制可能与 CD4+CD25+调节性 T 细胞占 CD4+T 淋巴细胞的比率及细胞

因子 INF-γ、IL-10 水平相关。CD4+CD25+调节性 T 细胞在卵巢癌发生、发展过程中可能起到一定作

用。 

 

 

PU-2504 

CDH1 germline mutationsand hereditary diffuse gastric 

cancer in Chinese 

 

zhiwen pan,Mingli Wang,Yejiang Bao,Wenhu Chen,Xiaohong Xu 

Zhejiang Cancer Hospital 

 

Objective Gastric cancer is among the commonest high-morbidity, high-mortality cancers 

worldwide. Germline mutation in CDH1 is associated with hereditary diffuse gastric cancer and 

have been identified across multiple ethnicities.The CDH1 germline mutations isseldom 

documented in Chinese HDGC, andthe frequency of CDH1 germline mutations remains 

unclear. To examine the frequency of CDH1 germline mutations in Chinese HDGC patients. 

Methods 167 cases meeting 2015 testing criteria of HDGC for CDH1 germline mutations were 

recruited. Germline DNA from was screened for the presence of CDH1 mutations using Sanger 

sequencing. 

Results Eight missense and one nonsense CDH1 germline mutation were identified in 28 of 167 

index cases(16.8%). Three of nine CDH1 germline mutations were novelmutations. The 2607 G>A 

missense mutation was detected in 20 index cases (12.0%). The detection rate of CDH1 gene 

mutation in cases with early onset DGC or had a family history of GC is 17.3% and 16.3%, 

respectively. In early onset DGC cases, the CDH1 mutation rate in female is 21.3%, higher thanthat 

in male (10.7%). 

Conclusions This is the first reported series of CDH1 mutation carriers to date in Chinese patients. 

These data revealed that the type and frequency of CDH1 germline mutation in Chinese HDGC 

andindicated that CDH1 mutation screening should be recommended for HDGC patients especially 

for early onset DGC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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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05 

类风湿患者中 T 细胞 γ 干扰素释放试验检测 

潜伏性结核感染诊断价值的荟萃分析 

 

李远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通过 Meta 分析系统评价在类风湿（Rheumatic disease，RA）患者中 γ 干扰素释放试验(γ 

interferon-gamma release assay， IGRAs)用于快速检测潜伏性结核感染（Latent tuberculosis 

infection，LTBI）的诊断价值。 

方法  按照系统评价的要求检索 Medline 、PubMed、EMBASE、万方医学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

库(CNKI)，获得关于 IGRAs 试验诊断 RA 患者中潜伏性结核感染的临床文献，对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纳入文献共 19 篇（患者共 4789 例），BCG 接种率范围（2.8%-83%），T-SPOT 与 TST 优

势比 OR 为 1.96（95%CI：1.65-2.33，P＜0.01），QFT 与 TST 优势比 OR 为 1.38（95%CI：1.20-

1.60，P＜0.01），QFT 与 T-SPOT 优势比 OR 为 1.39（95%CI：0.98-1.97，P＞0.01）。 

结论   TST 试验因受卡介苗接种的影响，诊断效果较低，IGRAs 方法可避免卡介苗接种的影响，因

此，在类风湿关节炎疾病人群中，可以使用 IGRAs 方法更确切的诊断潜伏结核患者，本试验的资料

有限还需更多的临床资料的验证。 

 

 

PU-2506 

感染指标 CD64 与慢性细菌性前列腺炎其它相关检测指标的关系 

 

刘小林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肿瘤医院,222000 

 

目的  探讨慢性细菌性前列腺炎前列腺液(EPS)中炎症相关指标 CD64 与其它指标：白细胞和外周

血中 C 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与慢性前列腺炎症状评分表（CPSI）的关系。 

方法  采用免疫比浊法检测50例慢性细菌性前列腺炎（CBP）患者和30例健康体检者外周血CRP、

PCT，流式细胞仪定量检测前列腺液中 CD64 表达，前列腺液白细胞镜检，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下填

写 CPSI 表。 

结果  健康对照组和感染组 CD64 与 EPS、CPSI-1、CPSI 总分在三组中有显著差异 r=0.231，0.258, 

0.254，（P<0．05），与 CRP、PCT 无相关性（P＞0．05）。 

结论  CD64 优于 CPSI 等方法，可在前列腺慢性炎临床检验中作为一项炎症检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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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07 

PEAK1 contributes to EMT and tumor metastasis in lung 

cancer through regulating ERK1/2 and JAK2 signaling 

 

Chenggui Zhao,Cehnbo Ding,Wendong Tang,Guoqiu Wu 

Zhongda Hospital，Southeast University 

 

Objective In the present research, we mainly explore the role and molecular mechanism 

of Pseudopodium-enriched atypical kinase 1 (PEAK1) in the pathological progress of 

lung cancer.  

Methods PEAK1 cDNA plasmid and lenti-CAS9-sgRNA system for PEAK1 were 

constructed and introduced into lung cancer cells. CCK-8, scratch wound healing and 

transwell assay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PEAK1 on the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bilities, respectively. The expression of E-cadherin, N-

cadherin,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2 (MMP2) and MMP9 were detected both in cell 

culture and in mice model. The effects of these pathways on PEAK1 induced-EMT 

were also analyzed through using effective inhibitors targeted these signaling 

molecules. 

Results  Ectopic expression of PEAK1 promoted lung cancer cells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bility. 

Overexpression of PEAK1 could induce EMT and the expression of MMP2 and MMP9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Upregulation of PEAK1 obviously stimulated the phosphorylation of extracellular signal-

regulated kinase-1/2 (ERK1/2) and janus kinase-2 (JAK2) in lung cancer cells.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highlight a critical role of PEAK1 in the regulation of EMT and 

tumor metastasis in lung cancer via the ERK1/2 and JAK2 signaling pathways. 

 

 

PU-2508 

慢性前列腺炎患者 EPS 中 CD64 表达值 

与 NIH-CPSI 评分关系的研究 

 

刘小林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肿瘤医院,222000 

 

目的  比较慢性细菌性前列腺炎患者前列腺按摩液（EPS）中性粒细胞（CD64）表达与慢性前列腺

炎症状指标（NIH-CPSI）之间的相关性，探讨其在监测慢性前列腺炎治疗过程中的意义。 

方法  应用流式细胞仪结合相关抗体检测 50 例确诊为慢性前列腺患者和 22 名健康体检者 EPS 的

中性粒细胞 CD64 表达，并检测患者在临床对症治疗一周后，治疗四周后的中性粒细胞 CD64 表达，

同期进行 NIH-CPSI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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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50 例患者的 CD64 值高于正常人，分别为 1929.055±162.850 和 966.214±106.263；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治疗一周、四周后 CD64 值与 CPSI 评分具有相同的下降趋势 

结论  慢性前列腺炎患者 EPS 中的中性粒细胞 CD64 表达值不仅可作为早期诊断慢性前列腺患者

依据，而且可作为评价慢性前列腺炎治疗疗效的定量指标。 

  

 

PU-2509 

Antinuclear Antibodies Detec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Automated Recognition and Conventional Visual 

Interpretation 

 

Zhiyan Li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Objective The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assay (IIFA) for the detection of antinuclear antibodies 

(ANA) was firstly described in 1958 and is still considered the reference method for ANA screening. 

Currently, an automated processing and recognition system for standardized and efficient ANA 

interpretation by HEp-2 cell-based IIF (EUROPattern Suite, Euroimmun) is available in China. 

Methods  In this study, the performance of this novel system for positive/negative classification,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titers evaluation was evaluated by comparing to visual interpretation. 

Results Referring to the total of 3681 collected samples, there was an agreement of 98.7% 

(κ=0.973) between the visual and automated examination regarding positive/negative 

discrimination. In sera with single pattern, correct pattern recognition was observed in 94.6% of the 

samples. The efficiency of automated recognition for single pattern varied for the different patterns. 

The automatically determined patterns were correct and complete in 1071 out of 1620 cases and 

correct and meaningful but not complete (“main pattern”) in another 405 cases, enabling main 

pattern recognition in 91.1% of all cases. Referring to the titers evaluation, the results within the 

next titer were considered to be consistent. In 1603 positive sera both by visual and automated 

evaluation, titers of 1514 sample were consistent, accounting for 94.4%. 

Conclusions  Due to the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EUROPattern system is suitable for clinical 

use as its high degree of automation and result reliability, and may help clinical laboratories to 

standardize of IIF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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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10 

苏州地区恶性甲状腺结节相关危险因素的分析 

 

朱晨露,杨辰 

苏州市立医院本部,215000 

 

目的  本研究通过评估苏州本地甲状腺结节患者的临床资料和甲状腺功能指标，探讨恶性甲状腺结

节的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本研究收集了苏州本地甲状腺结节患者 405 例，查阅患者临床资料及手术前的血清甲状腺功

能检测结果。依据手术后甲状腺结节的病理结果，进行良恶性分类。采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处理，分析恶性甲状腺结节相关危险因素（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患者年龄˂40 岁（OR 2.14, 95% CI 1.02 ~ 4.47, P= 0.044），

术前 TSH≥1.79 mIU/L（OR 1.76, 95% CI 1.05 ~ 2.95, P= 0.033），TgAb 阳性（OR 2.59 95% CI 

1.25 ~ 5.37, P = 0.01）以及甲状腺结节≤1cm （OR 5.51, 95% CI 2.61 ~ 11.66, P < 0.001）是恶性

甲状腺结节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近年来，甲状腺结节已是临床常见病，发病率逐年升高。单纯良性的甲状腺结节并不可怕，

检出甲状腺结节的意义在于排除恶性的可能，因为有 2～5%的甲状腺结节为恶性。甲状腺结节的病

因复杂，可能由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因此，甲状腺结节根据地区，人群的不同，也应该有不同的

特征。本研究纳入的患者均为苏州本地出生，无长期外地居住史，并现居苏州的患者。回顾性研究

显示，年轻的甲状腺结节患者不能忽视小结节，特别是伴随高 TSH 水平以及 TgAb 阳性的患者。希

望本研究能为临床诊断提供参考。 

 

 

PU-2511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taurine on experimental 

autoimmune myocarditis 

 

Shouxin Zhang,Yanfen Lu,Chengming Sun 

Yantai Yuhuangding Hospital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taurine on experimental autoimmune myocarditis 

and its mechanisms. BALB/c mice were immunized with porcine cardiac myosin to induce 

experimental autoimmune myocarditis (EAM). 

Methods We administered taurine (5 mg/kg, 10 mg/kg or 20 mg/kg) or vehicle to EAM mice daily. 

On day 21, the severity of myocarditis was evaluated by determination of heart weight/body weight 

ratio (Hw/Bw), histopathological and echocardiographic examination of heart tissue. The levels of 

Th1 and Th2 cytokines in serum were measured by ELISA. Moreover, ELISA was also used to 

determine the levels of MDA, SOD and GSH-Px in heart homogen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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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mice treated with taurine ha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Hw/Bw (p < 0.05). Treatment 

with 10 or 20 mg/ kg taurine prevented the LV dysfunct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LVEDs, 

LVEDd and LVPW. Furthermore, Th1 cytokines (TNF-α, IFN-γ and IL-2) were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accompanied by Th2 cytokines (IL-4 and IL-10) markedly upregulated after 

treatment with taurine. Meanwhile, the activities of SOD and GSH-Px in heart tissue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hile the content of MDA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treatment with taurine.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aurine has a protective effect against EAM by modulating 

Th1/Th2 cytokine balance and suppressing of oxidative stress. 

 

 

PU-2512 

ERCC1_202 is a predictive biomarker for monitoring 

platinum resistance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Chen Zhang,XIyong Wang,Xiaobo Fan,Chenbo Ding ,Guoqiu Wu 

zdyyjyk@163.com 

 

Objective To develop a qPCR method to examine the 202 isoform of excision repair cross-

complementation group 1 (ERCC1_202) and to evaluate its clinical utility as a predictive biomarker 

for platinum-based chemotherapy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Methods The relative complementary DNA (cDNA) quantification for ERCC1_202 was conducted 

using a fluorescence-based, real-time detection method and β-actin was used as a reference gene.  

Results A strong correl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ERCC1_202 mRNA and ERCC1 mRNA levels 

in NSCLC cells (P < 0.001). 28 patients completed this research. Our results implied that as 

ERCC1_202 levels increased, the risk of progression (HR = 4.296, P = 0.011) and death (HR 

=6.503, P = 0.001) increased. At multivariate analysis, high expression of ERCC1_202 was shown 

to be an independent predictive factor for time to progression (P = 0.047), and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 = 0.014). However, the high expression of ERCC1_202 was not an independent 

predictive factor for response (P = 0.324). 

Conclusion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efficacy of platinum-based chemotherapy can be 

improved when customized according to the expression of ERCC1_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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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13 

The PEAK1-PPP1R12B axis inhibits tumor growth and 

metastasis through regulating Grb2/PI3K/Akt signaling in 

colorectal cancer 

 

Guoqiu Wu,Chenbo Ding,Wendong Tang 

Zhongda Hospital ， Southeast University 

 

Objective PEAK1 (pseudopodium enriched atypical kinase 1, Sgk269), a novel non-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has recently been implicated in cancer pathogenesis. However, the functional role 

of PEAK1 in colorectal carcinogenesis is little known. In the study, we mainly investigate the 

function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PEAK1 in the growth and metasta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CRC). 

Methods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PEAK1 in CRC clinical tissues and cell lines were tes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qRT-PCR and western blot analyses, respectively. The effect of PEAK1 on 

CRC cell growth and metastasis was examined via CCK-8 and clonogenic assays, transwell 

migration, invasion and wound healing assays in vitro, tumorigenicity and liver metastasis assays 

in nude mice. The potentially regulated targets and signaling pathways of PEAK1 were explored 

using the microarray analysis, KEGG pathway analysis, western blot and site mutation analyses.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EAK1 and potentially regulated targets was analyzed by Spearman’s 

correlation analysis in CRC specimens and cell lines. Then, we evaluated the impact of regulated 

targets on PEAK1-invoked cell growth, metastasis and signaling transduction via gene vectors re-

introduced in PEAK1 knockout cells, and gene silencing in PEAK1 overexpression cell. Finally, we 

evaluated the impacts of PEAK1-mediated pathways on PEAK1 induced- tumor growth and 

invasion through using small targeted inhibitors. 

Results Herein, we show that PEAK1 is frequently decreased in human CRC specimens and highly 

invasive cancer cell lines. Reduced PEAK1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umor size 

and differentiation status, lymph node metastasis, distant metastasis as well as clinical stage. 

Overexpression of PEAK1 suppressed CRC cell growth,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abilities in vitro 

and in vivo, whereas knockout of PEAK1 had the opposite effects. Further evaluation revealed that 

PEAK1 express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rotein phosphatase 1 regulatory subunit 12B 

(PPP1R12B) in CRC cell lines and clinical tissues, and depressed the activation of Grb2/PI3K/Akt 

pathway. Moreover, we demonstrated that knockdown of PPP1R12B could markedly abrogate 

PEAK1-mediated suppression roles, while upregulation of PPP1R12B could recapitulate the effects 

of PEAK1 knockout on cells behaviors and signaling activation. Mechanically, PI3K and Akt 

inhibitors reversed impaired PEAK1 function on cells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bilities.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provide compelling evidence that PEAK1-PPP1R12B loop 

inhibits intestine tumorigenesis and metastasis by the dephosphoryl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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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b2/PI3K/Akt pathway, which may provide a novel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future CRC 

treatment. 

 

 

PU-2514 

hsa_circ_0013958: a circular RNA and potential novel 

biomarker for lung adenocarcinoma 

 

Wei Gao,Xiyong Wang,Xiaobo Fan,Guoqiu Wu 

Zhongda Hospital， Southeast University 

 

Objective Circular RNAs (circRNAs) are associated with cancer progression and metastasis, 

although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ir role in lung adenocarcinoma (LAC). In the present study, 

microarrays were first used to screen for tumour-specific circRNA candidates in LAC tissue. 

Methods Thirty-nine circRNAs were found to be up-regulated and 20 were down-regulated (fold 

change > 2.0). Among them, hsa_circ_0013958 was further confirmed to be up-regulated in all of 

the LAC tissues, cells and plasma. In addition, hsa_ circ_0013958 levels were associated with TNM 

stage (P = 0.009) and lymphatic metastasis (P = 0.006). The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was 0.815 (95% confidence interval = 0.727–0.903; P < 0.001). In addition, to 

further illustrate the bioactivities of hsa_ circ_0013958 in LAC, siRNA-mediated inhibition of 

hsa_circ_0013958 was performed in vitro.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hsa_circ_0013958 promoted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and 

inhibited cell apoptosis in LAC. Moreover, hsa_circ_0013958 was identified as a sponge of miR-

134, and thus it upregulated oncogenic cyclin D1, which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hsa_circ_0013958 could be used as a potential non-

invasive biomarker for the early detection and screening of LAC.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445 

 

PU-2515 

Membrane penetration protein decorates lipid vesicles 

 for targeting delivery 

 

Xiaobo Fan1,2,Hongbo Xu1,2,Yongcan Jin1,Junlong Song1,Micheal Wink1,Guoqiu Wu1 

1.Zhongda Hospital， Southeast University 

2.Southeast University 

 

Objective Antimicrobial peptides (AMPs) could intercalate into biomembrane and demonstrate 

capacity of transporting materials across biomembrane. In this study, we demonstrated how to 

utilize AMPs to decorate lipid vesicles with proteins of interesting for targeting delivery. 

Methods We designed a triple fusion protein consisted of a AMP in the N- or C-terminal, a 

fluorescent GFP probe in the middle, and a tumor targeting peptide of P1c in the other terminal. 

Two typical AMPs, the alpha-helix thanatin and the beta-sheet Ib-AMP4, had been tested in this 

design by hemolysis and antimicrobial assays, and it was proven that at either C- or N- terminal, 

both the two AMPs remained membrane active in their fusion forms. After expression and 

purification from E. coli cells, the Ib-AMP4-GFP-P1c (IGP) fusion protein was next studied to 

elucidate its interaction with the lipid membrane. 

Results ITC and QCM-D experimen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IGP proteins could spontaneously 

bind with DOPC:DOPG lipid bilayer with a maximal molar ratio of 1:52 (protein:lipid). TEM also 

confirmed that the IGP protein was present in the DOPC:DOPG liposome surface after decoration. 

After decorated with IGP proteins, DOPC:DOPG liposomes were applied to cancer cells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corated liposomes could selectively bind integrin αvβ3 positive 

expression A549 cells by microscopy and flow cytometry. The IGP protein was next applied to 

decorate Red Blood Cells (RBCs) for targeting delivery in vitro and in vivo. SEM confirmed that the 

IGP decorated RBC liposomes could bind A549 cells. By encapsulating near-infrared dye Cy5, it 

was showed that the IGP decorated RBC liposomes could concentrate in tumor tissue and mainly 

metabolize through liver and kidney. 

Conclusions This is the first reports of utilizing proteins to decorate lipid-based vesicles for 

targeting delivery, and this method could be extend to other cell-penetrating-proteins and tumor-

targeting prote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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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16 

Cerebral dopamine neurotrophic factor protect 

 H9c2 cardiomyocytes from apoptosis 

 

Lei Gong,Jie Liu,Shouxin Zhang,Jun Sun,Lijun Duan,Yilin Wang 

Yantai Yuhuangding Hospital 

 

Objective Cerebral dopamine neurotrophic factor (CDNF) and mesencephalic astrocyte-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MANF) form an evolutionarily conserved family which can protect and repaire 

dopamine neurons in animal models of Parkinson's disease. However, in addition to their 

neurotrophic activity, they also localize in the endoplasmic reticulum (ER) and MANF, possible 

CDNF, can act as ER stress response (ERSR) protein to maintain ER homeostasis. ER stress has 

been proven to play fundamental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nd MANF has been suggested to function as an ER stress-inducible protein that is able 

to affect cardiovascular function. However, the role of CDNF in cardiomyocytes during ER stress 

has not been explored. 

Methods The rat CDNF full-length cDNA were amplified and subcloned into pcDNA3.1Neo 

expression vector.Quantitative PCR, western blot and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were 

perform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CDNF in H9c2 cells.Cell Counting Kit-8 method was used to 

assay cell viability and TUNEL staining was performed to assay cells apoptosis.  

Result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found that CDNF protein could be induced by activator of ER 

stress in cultured cardiomyocytes. Moreover, overexpression of CDNF could improve cell viability 

and protect cardiomyocytes from apoptosis induced by ER stress.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could be a hint to identify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of CDNF 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PU-2517 

IL-10+ NK and TGF-β+ NK cells play negative regulatory  

roles in HIV infection 

 

Xi Chen 

The First Affliated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Natural killer (NK) cells play cytotoxic roles by targeting tumor cells or virus infected cells, 

they also play regulatory roles by secreting cytokines and chemokines.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TGF)-β and interleukin (IL)-10 are important immunosuppressive cytokines potentially related to the 

immune dysregulation that occurs in the infection of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NK cell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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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portant source of TGF-β and a main early producer of IL-10 in response to viral infection. Here, 

we evaluated the percentages of IL-10+ and TGF-β+ NK cells in HIV-infected patients relative to healthy 

controls (HCs).  

Methods Study participants (n = 63) included 31 antiretroviral treatment (ART)-naïve HIV-infected 

patients, 17 ART-treated HIV-infected patients, and 15 HIV-negative HCs. Expression of IL-10 or TGF-

β in NK cells was examined by flow cytometry, and the influences of recombinant IL-10 (rIL-10) or 

recombinant TGF-β (rTGF-β) on NK cell function were investigated in vitro  

Results Compared with HCs, ART-naïve HIV-infected patients had increased percentages of IL-10+ 

(2.0% vs. 0.4%, p = 0.015) and TGF-β+ (4.5% vs. 2.1%, p = 0.022) NK cells, and ART-treated patients 

also had a higher percentage of IL-10+ NK cells (2.5% vs. 0.4%, p = 0.002). The percentages of IL-10+ 

and TGF-β+ NK cell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r = 0.388; p = 0.010). The results of in vitro experiments 

demonstrated that rIL-10 and rTGF-β inhibited NK cell CD107a expression (p =0.037 and p = 0.024, 

respectively), IFN-γ secretion (p = 0.006, p = 0.016, respectively), and granzyme B release after 

stimulation (p = 0.014, p = 0.040,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Our data suggest that the percentages of IL-10+ or TGF-β+ NK cells are increased in 

HIV-infected patients, and that rIL-10 and/or rTGF-β can inhibit NK cell functions in vitro, providing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strategies aimed at combating HIV infection. 

  

 

PU-2518 

两种梅毒血清学检测方法的临床应用及分析 

 

徐优耀,张桂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鞍山医院 

 

目的  本文探讨了 2种梅毒血清学的检测方法,比较分析了两种方法的临床梅毒的阳性检出率和临床

意义 

方法  采用梅毒快速血浆反应素诊断（RPR）和明胶颗粒凝集试验(TPPA),对医院 6 个月共计 11191

例的血清学的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所有血清样本中梅毒血清学检测阳性的概率为 3.46%，其中既往感染的患者占所有阳性检测

样本的 28.34%，在未感染梅毒的患者血清中出现 TPPA(+）和 RPR（+）阳性的样本有 17 例 

结论  RPR 方法适合用于临床疗效的观察复发和再感染筛查，TPPA 方法更适合作为梅毒血清学样

本的复查和确诊实验。此外某些临床疾病（如老年人内分泌疾病）会造成检验结果的假阳性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448 

 

PU-2519 

2016 年 1 月-2016 年 6 月某院传染四项检测的临床意义 

 

李瑛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某院对传染四项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HCV)、人类免疫

缺陷病毒抗体（抗-HIV)和梅毒螺旋抗体（抗-TP）检测的临床意义。 

方法  以某院 2016 年 1 月-2016 年 6 月期间 825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所有患者血清样本的传

染四项进行检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8250 例患者血清标本中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阳性 518 例（6.28%），丙型肝炎病毒抗体阳性

191 例（2.32%），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阳性 10 例（0.12%），梅毒螺旋抗体阳性 85 例（1.03%），

传染四项阳性合计为 804 例（9.75%）。  

结论  患者本身在检查前已有一定比例的感染率，且在不同年龄段的分布情况有一定的差异，所以

对患者进行传染四项的检测有一定的必要性，这样有利于患者的治疗及医院内交叉感染的预防。 

  

 

PU-2520 

The polymorphism in MYNN gene was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multiple myeloma (MM)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Funing Yang,Yongzhe Li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Objective Multiple myeloma (MM) is a hematologic malignancy originating from monoclonal 

plasma cells. Recent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GWAS) have identified  a few SNPs 

located in or near the ULK4, FCRLA, DNAH11, MTHFD1L-AKAP12, MYNN, ELL2, ZBTB20-

SEMA5A, PSORS1C1, FOXE1-XPA, TNFRSF13B and CBX7 genes confer susceptibility to MM.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olymorphisms in these 

genes and MM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Methods We conducted a large multi-center study of 827 MM patients and 709 ethnically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11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were selected and genotyped using 

Sequenom MassArray system. 

Results The frequency of the rs10936599 variant C allele in the MYNN gen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MM patients than in controls after Bonferroni correction (Odds ratio (OR) = 1.42,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23-1.64, Pc = 1.76×10-5). The same results were found in genotype 

distribution analysi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based on three genetic models. In addition, 

we observed that rs73486634 and rs877529 were associated with MM in dominant mode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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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ssive model, respectively. But no association was found between SNPs and subphenotypes 

of MM patients. 

Conclusions The variant rs10936599 in MYNN gene can be identified as a genetic risk factor for 

MM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These findings provide further insights into the pathogenesis of 

MM. 

 

 

PU-2521 

T-SPOT.TB 和 CLEIA 法检测结核感染的临床价值 

 

宋丽娜,令狐志宏,王晶莹,谢风 

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中日联谊医院）,130000 

 

目的  探讨 T-SPOT.TB 和 CLEIA 法检测结核分枝杆菌在结核病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期间就诊于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的患者共计 350 例，分

别采用 T-SPOT.TB 和 CLEIA 法检测是否有结核分枝杆菌感染 

结果  T-SPOT.TB 法和 CLEIA 法检测的灵敏度分别为 86.6%、85.0%；特异性分别为 91.5%、

90.6%；两种检测方法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T-SPOT.TB 和 CLEIA 法检测结核分枝杆菌的灵敏度、特异性较高，在结核病诊断中都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 

 

PU-2522 

基于人源 α-螺旋肽修饰的红细胞载药纳米靶向治疗乳腺癌的研究 

 

徐鸿波 2,1,范小波 2,吴国球 1,2 

1.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210000 

2.东南大学医学院 

 

目的  本研究设计合成了一种能插入标记磷脂双分子层的 P45 多肽，多肽 C 端为软骨基质蛋白的两

亲性 α-螺旋，N 端融合能靶向整合素 αvβ3 的 RGD 肽。以影红细胞为载体材料，并研究 P45 多肽

标记的红细胞脂质体的体内外靶向性。 

方法  通过等温滴定量热测定（ITC）和耗散型石英晶体微天平（QCMD）检测 P45 肽与影细胞纳

米（lip）相互作用的特性；以透射电镜（TEM）、动态光散射（DLS）检测纳米颗粒的表征；采用透

析法对 P45-GC@Dox 纳米进行药物 pH 敏感释放评估。选取高表达、低表达和阴性表达整合素 αvβ3

的 MD-231 细胞系、MCF-7 细胞系和 HEK293 细胞系为细胞模型，通过流式细胞术（FCM）、激光

共聚焦扫描显微镜（CLSM）、透射电镜（TEM）和扫描电镜（SEM）观察 3 种细胞与 P45-GC@Dox

纳米的结合；最后在裸鼠皮下瘤模型中评价 P45-GC 脂质体的靶向性和治疗效果。 

结果  ITC 和 QCMD 结果表明 P45 多肽可以自发插入磷脂双分子层；TEM 观察，空载 lip 表面光

滑、边缘清晰，而P45-GC纳米表面粗糙、边缘发毛；DLS测得P45-GC@Dox纳米的粒径为197.4nm， 

Zeta 电位为 0.510，P45-GC@Dox 纳米的包封率 57.3%，载药率为 19.1%；在 pH5.5、6.5 的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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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溶液中，P45-GC@Dox 纳米释放速度快、药物释放显著，在 pH7.4 的缓冲溶液中释放缓慢。

FCM 和 CLSM 结果显示，P45-GC@Dox 纳米够与 MD-231 细胞和 MCF-7 细胞靶向结合，且 MD-

231 细胞系结合的荧光强度更大；TEM 和 SEM 结果显示 P45-GC@Dox 纳米能够与 MD-231 细胞

和 MCF-7 细胞靶向结合；动物实验显示 P45-GC@Dox 纳米能够在体内靶向杀伤乳腺癌细胞且不损

伤其他组织。 

结论  本研究成功设计合成具有两亲性的多肽P45,可不通过化学方法而直接作用并修饰在生物载体

脂质膜上，从而实现脂质体的靶向标记；P45-GC@Dox 纳米能够靶向递送抗肿瘤药物，实现 pH 敏

感释放并且有效的杀伤乳腺癌细胞，是一种靶向、高效、安全的纳米载药系统。 

 

 

PU-2523 

西门子 BNII 仪器尿微量蛋白定量 

与尿常规定性之间的相关性研究 

 

冯永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尿微量白蛋白（UALB）是不仅用于慢性肾病的诊断，在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诊断、预后及

危险分层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临床上常见的有尿白蛋白检测指标有干化学和免疫比浊方法。

本文就二者检测的一致性进行分析。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2 月-2018 年 2 月于本院就诊患者的随机尿，筛选同时检测尿常规和 UALB 并

且 UALB>30mg/L 的患者，共计 708 例，将结果进行相关统计分析，比较尿常规与尿微量白蛋白的

一致性，确定 BN II 仪器最佳起始稀释倍数。  

结果  尿常规为+的标本有 157 例，其中 BNII 仪器检测稀释一次（1:5，检测范围为 10.6-341mg/L）

出结果的有 101 例，BNII 仪器检测稀释两次（1:20，检测范围为 42.6-1365mg/L）出结果的有 55

例，BNII 仪器检测稀释三次（1:100，检测范围为 213.3-6828mg/L）出结果的有 1 例；尿常规为++

的标本有 185 例， BNII 仪器检测稀释一次、两次和三次出结果的患者分别有 7 例、128 例和 50 例，

其中一次检测出结果的 7 例均在 1:20 检测范围之内，未出现小于下限情况；尿常规为+++的标本有

108 例， BNII 仪器检测稀释两次、三次和四次（1:400，检测范围为 853.5-27312.5mg/L）出结果

的有 7 例、84 例和 17 例，其中稀释两次出结果的 7 例标本均在 1:100 检测范围之内，未出现小于

下限情况；尿常规为++++的标本有 18 例，其中 BNII 仪器检测稀释三次、四次和五次出结果的患者

分别有 8 例、8 例和 2 例，其中稀释三次出结果的 8 例标本均在 1:400 检测范围之内，未出现小于

下限情况。  

结论  尿常规结果为+、++、+++和++++的尿液标本，在应用 BNII 仪器进行检测时对应的最佳起始

稀释梯度分别为 1:5、1:20、1:100 和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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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24 

TSH、FT4、A-TPO 在产前筛查中的意义 

 

黄刚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促甲状腺激素（TSH）,游离甲状腺激素（FT4）及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A-TPO）在

产前筛查中的意义。 

方法  选取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83例进行妊娠期甲功三项检测的孕妇，将其按照孕期1-12周，

13-27 周，28-40 周进行分组，根据其数据变化趋势与一般人群平均水平进行对比，来分析其对怀孕

各期孕妇的临床意义。 

结果  TSH 在孕期内会逐渐升高，且略高于正常值；FT4 在孕期内会逐渐降低，且略低于正常值；

A-TPO 均值在孕期内逐渐降低。 

结论  TSH,FT4,A-TPO 可作为产前筛查中的诊断指标，需结合各地具体情况进行预防处理，其对孕

妇甲状腺疾病的筛查具有临床意义。 

 

 

PU-2525 

标本前处理因素对淋巴细胞亚群检测的影响 

 

冯飞雪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保存时间、温度及标本染色固定处理并冷藏后复温与否的前处理因素对流式细胞术检测

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结果的影响。 

方法  随机选取健康人全血 3 份，按照不同前处理方式分 4 组：1、血标本室温放置，分别在 2h、

6h、24h、48h、72h 时检测 TBNK 比例；2、4℃放置，分别在 24h、48h、72h 时检测 YBNK 细胞

比例。其余 2 组先进行标本的染色固定处理，然后分别做如下处理：3、4℃保存，分别在 4h、16h、

24h 时在室温中复温 1h 后检测 TBNK 细胞比例；4、4℃保存，分别在 4h、16h、24h 时不复温，直

接检测 TBNK 细胞比例。 

结果  全血于 4℃下放置 48h 时检测 CD3+细胞比例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全

血于室温放置 72h 和 4℃放置 48h 检测 TBNK 细胞比例，无明显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标本染色固定后 4℃保存，4h 时在未复温条件下检测 TBNK 细胞各亚群较复温条件下呈明显下降趋

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标本在 16h、24h 检测淋巴细胞亚群比例,未复温条件下各亚群

比例较复温条件下无显著差异。 

结论  流式细胞术检测淋巴细胞亚群，在标本不能及时处理情况下宜室温（15-25℃）或 4℃保存并

于 72h 内检测。如标本染色固定后 4℃保存，应放置在室温中复温后再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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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26 

人绒毛膜来源间充质干细胞体外分化内皮细胞能力的探究 

 

钱锦,彭海林 

泰州市人民医院,225300 

 

目的  探索体外分离培养人绒毛膜来源间充质干细胞的方法以及诱导间充质干细胞分化为内皮细胞

的可行性。  

方法  从人胎盘绒毛膜组织中分离间充质干细胞，培养并通过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表面抗原表达；

培养第 2 代细胞进行内皮分化诱导，两周后通过免疫荧光染色鉴定 CD31 和 vWF 的表达。  

结果  （1）从人胎盘绒毛膜组织中分离培养的细胞表达 CD73、CD90 和 CD105，不表达 CD34 和

HLA-DR，具有典型间充质干细胞特征。（2）人绒毛膜间充质干细胞向血管内皮定向诱导 2 周后，

形态由长梭状逐步变为圆形、铺路石状，免疫荧光染色结果显示 CD31 和 vWF 阳性表达。  

结论  胎盘绒毛膜可以分离培养间充质干细胞并且培养的细胞具有定向诱导分化为血管内皮细胞的

潜能，提示胎盘绒毛膜可以作为间充质干细胞以及内皮细胞的有效来源。 

  

 

PU-2527 

10 例合并 HIV 感染的鼻咽癌病例报道及文献分析 

 

蒋玉娥 

云南省肿瘤医院,650000 

 

目的   对合并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的鼻咽癌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NPC）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探讨其流行病学特点、免疫

状态、影像学检查、临床特点、治疗方案以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云南省肿瘤医院 2008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收治的 10 例合并 HIV 感染的 NPC

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复习，探讨合并 HIV 感染 NPC 患者的治疗和预后。  

结果  合并 HIV 感染的 NPC 患者 80%为男性；农村人口高于城市；合并其他传染病的概率增高。

同时，患者多以鼻塞、颈部肿块为首发症状。T 淋巴细胞亚群分析显示，T 细胞比率增高，Th 细胞

比率下降，Ts 细胞比率增高，Th/Ts 比值降低，免疫系统受损严重。患者常伴有低热及颈部、锁骨

上、腋窝、腹股沟淋巴结肿大。若患者免疫系统受损较轻，先行放化疗治疗 NPC，而对于免疫系统

受损较重者，先行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待机体免疫力恢复后再行抗肿瘤治疗。  

结论  对伴有发热、全身广泛淋巴结肿大合并 NPC 症状体征的患者，应检查是否合并 HIV 感染，

此类患者需根据其免疫系统受损情况决定其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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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28 

丙型肝炎病毒基因分型分析研究 

 

肇玉博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 469 例丙型肝炎患者丙型肝炎病毒（HCV）基因型的分布特点，为丙肝的防治、诊断和

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对陕中附院 2014-2016 年共 469 例确诊丙型肝炎患者的血清标本应用实时荧光 PCR 法做基

因分型。采用 SPSS17.0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469 例确诊丙型肝炎患者中，I 型 142 例，占 30%（142/469），非 I 型 327 例，占 70%

（327/469）；丙肝基因分型中 I 型、非 I 型与患者性别做相关性分析，χ2=3.595，P=0.070；丙肝

基因分型中 I 型、非 I 型与患者年龄做相关性分析，χ2=3.713，P=0.715；丙肝基因分型中 I 型、非

I 型与年份增长做相关性分析，χ2=1.826，P=0.401。 

结论  HCV 基因分型中非 I 型（占 70.00%）多于 I 型（占 30.00%），HCV 基因分型与患者年龄和

性别没有相关性，2014-2016 年 HCV 分型中Ｉ型与非 I 性均有增长趋势，因此，分析丙肝分型的分

布特点对患者疾病的防治、诊断和治疗有重要意义。 

 

 

PU-2529 

PEP-3/KLH 偶联抗原负载树突状细胞疫苗诱导 

抗前列腺癌免疫应答 

 

徐以民 

山东省烟台市毓璜顶医院 

 

目的  探讨 PEP3-KLH 负载树突状细胞疫苗诱导的特异性抗前列腺癌免疫效应。 

方法  用 PEP3-KLH 或 KLH 作为抗原体外冲击小鼠骨髓来源的 DCs ，构建 DCs 瘤苗。将 PEP3-

KLH-DC 通过皮下注射免疫接种 C57BL/6J 小鼠 3 次,每次间隔 2 周。末次免疫后 1 周，采用 ELISA

法检测小鼠血清特异性抗体水平、IL-2、IL-4、及 IFN-γ 含量, 通过免疫血清保护试验以检测 PEP3-

KLH-DC 免疫血清是否能够充分诱导小鼠抗肿瘤免疫应答。MTT 法测定脾淋巴细胞增殖率,LDH 法

检测小鼠脾细胞特异性 CTL 活性。 

结果  用 PEP3-KLH-DC 免疫小鼠,可刺激机体产生特异性抗体,诱导分泌较高水平的 IFN-γ 和 IL-2,

促进小鼠脾淋巴细胞的增殖,CTL 杀伤肿瘤细胞活性增强。免疫血清保护试验证实，应用 PEP3-KLH-

DC 疫苗特异性免疫血清免疫小鼠未能有效保护其免受肿瘤细胞的攻击，同时刺激机体产生较低水

平的 IL-4。 

结论  PEP3-KLH-DC 疫苗能诱导较强的抗前列腺癌特异性细胞免疫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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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30 

肝纤四项对肝病患者肝纤维化程度的相关性分析 

 

庞辉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对肝病患者肝纤四项Ⅳ型胶原Ⅳ-C、层粘连蛋白 LN、Ⅲ型前胶原 PCⅢ、透明质酸 HA 检测

与肝纤维化程度的相关性分析。 

方法  试验组分为慢性肝炎、肝硬化代偿期、肝硬化失代偿期、肝癌组四组，均为 2015 年 3 月—

2017 年 3 月在我院住院的 120 例肝病患者，对照组为 80 例身体状况健康者。使用免疫化学发光分

析仪测定其血清 PCⅢ、Ⅳ-C、LN 和 HA 含量,并分析研究指标和肝纤维化程度的关系。 

结果  各实验组血清肝纤四项的水平均明显高于健康组(P<0.05),各实验组之间血清Ⅳ-C、LN 和 HA

含量均有统计学意义：慢性肝炎患者同其余各组比较，其上述三项结果较低；肝癌组较其余各组结

果较高,其结果波动与肝纤维化程度呈正相关、；PCⅢ检测结果在各实验组之间变化不明显(P˃0.05)。 

结论  肝纤四项检测结果能较好的反映肝脏的功能和肝纤维化程度,对临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PU-2531 

呼吸道病毒 IgM 抗体检测及应用 

 

许福亮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261000 

 

目的  为确诊是否病毒感染，确定感染病毒类型 

方法  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对住院的 120 例疑似被病毒侵袭的患者血清，检测了甲型流感病毒、

乙型流感病毒、肺炎支原体、副流感（1、2 和 3 型）、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 IgM 抗体 

结果  乙型流感病毒最为常见，阳性率可达 25.8 %，肺炎支原体 25.0%，副流感病毒为 16.6%，甲

型流感病毒 8.3%，呼吸道合胞病毒 6.6%，腺病毒 5.8% 

结论  检测呼吸道病毒 IgM 抗体，可明确感染病毒，为临床提供有效的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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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32 

血清 MIF 在胰腺癌辅助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王东,王锐智,张健清,江晓冰,谢淑华,张式鸿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研究 MIF 在胰腺导管腺癌（PDAC）患者血清中表达水平及临床意义。 

方法  1. 酶联免疫法（ELISA）检测 29 例胰腺导管癌患者和 20 例正常人血清中 MIF 的表达水平；

通过 ROC 曲线分析判断 MIF 作为新肿瘤标志诊断胰腺癌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2. 化学发光法（CLIA）检测 29 例胰腺导管癌患者和 20 例正常人血清中 CA19-9 的表达水平。 

结果   1.胰腺导管癌组血清 MIF 表达水平 (105.9±53.84)ng/mL，健康对照组的表达水平

(24.40±12.18)ng/mL，两者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0.001)；通过 ROC 曲线分析，MIF 诊断阈值为 41.5 

ng/mL，敏感性为 90%，特异性为 93%。 

2. 胰腺导管癌血清 CA19-9 表达中位值 799.2U/mL，正常人的表达中位值         24.1 U/mL，两者差

别有统计学意义(p< 0.001)。 

结论  1. 胰腺导管腺癌患者血清 MIF 表达水平较正常对照组显著升高。 

2. 血清 MIF 可作为胰腺癌辅助诊断的肿瘤指标。 

  

 

PU-2533 

卵巢癌患者外周血 CD4+CD25+调节性 T 细胞检测及其临床意义 

 

陈彤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通过检测卵巢癌患者外周血 CD4+CD25+调节性 T 细胞、T 细胞亚群表达和血浆 INF-γ、IL-10

细胞因子水平,探讨卵巢癌患者的免疫功能异常及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45 例卵巢癌患者、32 例卵巢良性疾病患者和健康体检者 30 例为研究对象，应用流式细

胞术检测外周血中外周血 CD4+CD25+调节性 T 细胞占 CD4+T 淋巴细胞的比率及 T 细胞亚群分布；

应用 ELISA 方法检测血浆 INF-γ、IL-10 细胞因子水平。 

结果  (1)卵巢癌患者外周血 CD4+CD25+调节性 T 细胞占 CD4+T 淋巴细胞的比率明显高于卵巢良性

疾病患者和健康对照者(P 均<0.01)，手术前的卵巢癌患者明显高于手术后一月的患者(P<0.01)。(2)

与卵巢良性疾病患者和健康对照者比较，卵巢癌患者外周血 CD4+、CD8+T 细胞、CD16+CD56+NK

细胞水平及 CD4+/CD8+比值降低，血浆 INF-γ 水平降低、IL-10 水平升高 (P 均<0.01)。(3)通过相关

分析，卵巢癌患者外周血 CD4+CD25+调节性 T 细胞与细胞因子 INF-γ 存在负相关，相关系数 r=-

0.687，P<0.05。与细胞因子 IL-10 存在正相关，相关系数 r=0.701，P<0.05。 

结论  卵巢癌患者免疫耐受机制可能与 CD4+CD25+调节性 T 细胞占 CD4+T 淋巴细胞的比率及细胞

因子 INF-γ、IL-10 水平相关。CD4+CD25+调节性 T 细胞在卵巢癌发生、发展过程中可能起到一定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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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34 

应用限量 dNTP 竞争性 PCR 结合 HRM 技术 

检测染色体 4q35.1 微缺失 

 

张星玉,张立辰,张晓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00120 

 

目的  高分辨熔解曲线分析技术（High-resolution Melting Curve Analysis, HRMA/HRM）作为一种

新型分子诊断技术，已逐渐应用于基因组拷贝数检测并显现出巨大优势。拷贝数变异与遗传性疾病

密切相关，染色体 4q35.1 微缺失是先天性心脏病的致病原因之一。本文旨在应用 HRM 建立一种靶

向检测该区域拷贝数变异的方法，从而完成染色体 4q35.1 微缺失的快速诊断。 

方法  通过限量三磷酸脱氧核苷酸（dNTP）使参考基因（GAPDH）与目标基因（SORBS2/TENM3）

之间形成竞争性二重 PCR，依据扩增子的高分辨熔解曲线分析目标基因的拷贝数目。对经基因芯片

验证的 8 例样本进行双盲实验，综合两个目标基因 PCR-HRM 的检测结果，完成 HRM 检测染色体

4q35.1 微缺失方法学的建立和准确性验证。应用该方法筛查 200 例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比较与基因

芯片验证结果的一致性。 

结果  通过竞争性二重 PCR 结合 HRM 明确区分目标基因 SORBS2 及 TENM3 的拷贝数目，完全

鉴别双盲实验中 4 例微缺失样本和 4 例正常样本，成功建立 HRM 检测染色体 4q35.1 微缺失的方

法，准确性为 100%。筛查 200 例 CHD 样本均为正常人。 

结论  本文应用限量 dNTP 竞争性 PCR 结合 HRM 建立了一种能够低成本、高特异性筛查染色体

4q35.1 微缺失的方法，真正实现了闭管操作，满足临床高通量的需求，从而快速高效地完成染色体

4q35.1 微缺失的基因诊断。 

  

 

PU-2535 

免疫组化技术在转移癌诊断中的应用 

 

冯飞雪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利用免疫组化技术联合应用免疫标志物 CA125、PSA,P53、CA724,NapsinA、TTF-1,CA199,

等在转移癌中关于确定癌的原发灶的应用。 

方法  选取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近两月来的 30 例病理切片标本进行免疫组化染色，

根据特定部位的免疫标志物其免疫组化染色的结果不同，镜检观察染色结果，从而确定癌的原发部

位。 

结果  进行免疫组化肿瘤标记的 30 例标本中，30 例均已确诊为转移性肿瘤。 

结论  癌的常用免疫组化标记物联合应用，可使绝大多数病例明确癌的原发灶，为临床后期治疗提

供了有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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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36 

抗环瓜氨酸肽抗体检测在类风湿性关节炎中的临床意义 

 

许婧怡,裘宇容,李欣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抗环瓜氨酸肽抗体（Anti-cyclic citrullonated peptide antibody, Anti-CCP antibody）检测

在鉴别诊断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以及治疗疗效方面的临床意义。 

方法  2016 年 1 月-2018 年 3 月，从本院住院病人中收集到 184 例病人，采用回顾性的分析方法，

整理患者病例资料，利用统计方法以及 DAS28 评估软件分析抗环瓜氨酸肽抗体的阳性率，关节痛患

者早期预测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特异度，对 Anti-CCP 的单独检测和与其它指标联合检测的诊断价值

的比较，以及 Anti-CCP 与病情活动度的关系。 

结果  Anti-CCP 在 RA 患者中的阳性率为 76.09%，对于关节痛患者初期预测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灵

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诊断准确度为 89.47%，93.55%，89.47%，93.55%，92%；

对 Anti-CCP 进行单独检测的特异度为 81.16%，诊断准确度为 80.5%，与类风湿因子的联合检测提

高了诊断的特异度为 94.20%，诊断准确度为 81.50%；Anti-CCP 与 DAS28 评分无线性关系（R² = 

0.0014，P=0.6672）在 Anti-CCP 阳性的患者中，抗核抗体的滴度与病情的活动度呈正相关（R² = 

0.9983）。 

结论  Anti-CCP 作为诊断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个新的血清学指标，其本身具有良好的灵敏度，特异

度；Anti-CCP 对于关节痛病人早期预测类风湿性关节炎具有良好的灵敏度和特异度；Anti-CCP 与

RF 联合检测比 Anti-CCP 单独检测显著的提高了特异度和诊断准确度；Anti-CCP 阳性的 RA 患者其

抗核抗体滴度可能与病情活动度相关；但单独 Anti-CCP 不能反映疾病活动度。血清 Anti-CCP 对临

床医生辅助诊断类风湿性关节炎，特别是早期诊断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PU-2537 

LncRNA FAL1 在乳腺癌患者血清外泌体中的表达和生物学作用 

 

尚彦彦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  检测长链非编码 RNA FAL1 在乳腺癌患者血清外泌体中表达水平，和其在乳腺癌发生发展中

的作用。 

方法  利用实时定量 PCR(qRT-PCR)技术检测血清外泌体中 LncRNA FAL1 的表达，细胞计数 kit-

8(CCK-8)试验检测乳腺癌细胞株(MCF-7)增殖。 

结果  LncRNA FAL1 在乳腺癌患者血清外泌体中高表达，并促进 MCF-7 细胞增殖。 

结论  LncRNA FAL1 可以促进肿瘤发展，并且可以作为克服乳腺癌的一个战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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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38 

慢性乙型肝炎诊断中乙肝五项定量及常规生化检测项目 

 

王凯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慢性乙型肝炎的诊断中乙肝五项定量及常规生化检验项目的临床价值分析 

方法  选取陕西中医药大学肝病一科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54 例，定义为肝病组，同时选取我院其他

科室健康人群定义为对照组（n=54），分析 2 组的常规生化检测项目、乙肝五项定量检测结果。 

结果  肝病组对象的 AST、TBIL、ALT 检测结果与对照组相比较明显较高（ 

P<0.05），ALB、A/G 检测结果与对照组相比较较低（P<0.05），肝病组对象的 HBsAg、HBeAg、

Anti-HBc 检测结果与对照组相比较明显较高（P<0.05），Anti-HBs 检测结果与对照组相比较明显较

低且差异明显（P<0.05）。 

结论  常规生化项目与乙肝五项定量联合检测可监测判定患者病情以及指导临床治疗，在临床诊疗

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并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应用。 

 

 

PU-2539 

尿 β2—MG 在 2 型糖尿病中肾功能损害的临床应用 

 

宗荣辉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免疫比浊法测定 2 型糖尿病患者的尿 β2—MG，以便能够尽早发现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肾功能

损害，使其得到尽早治疗。 

方法  从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016 年 01 月至 2017 年 01 月期间收治的 2 型糖尿病患者中选

取 129 例，其中 67 例伴作为研究组，62 例未有肾功能损害作为对照组，再选取同期于陕西中医药

大学附属医院健康体检者 50 例作为正常组，采用免疫比浊肾功能损害法检测三组患者的尿 β2—MG，

并对其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文中，研究组尿 β2—MG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和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对

照组尿 β2—MG 水平显著高于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于 2 型糖尿病患者，定期检测尿 β2—MG 对其早期发现肾功能损害有重要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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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40 

乳腺癌患者血浆 lncRNA ADAMTS9-AS2 的表达及其意义 

 

宋宏伟 

江苏省南通市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建立基于实时荧光定量 PCR（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qRT-PCR）

检测血浆长链非编码 RNA（long non-coding RNA，lncRNA）  ADAMTS9-AS2（ADAMTS9 antisense 

RNA 2，ADAMTS9-AS2）的方法，探讨其对乳腺癌的早期辅助诊断及疗效监测的临床价值。 

方法   收集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经病理科确诊乳腺癌初诊患者和乳腺良性病变患者的血浆标本。采用

qRT-PCR方法检测血浆ADAMTS9-AS2的相对表达量；对资料完整的乳腺癌标本进行统计学分析，

研究血浆 ADAMTS9-AS2 表达水平与患者年龄、病理类型、淋巴结转移、雌激素受体（ER）、孕激

素受体（PR）、C-erbB-2、Ki67 等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挑选 4 例乳腺癌术前术后标本检测血浆

ADAMTS9-AS2 表达水平差异；化学发光法检测乳腺癌相关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CEA）、糖类抗

原 153（CA153）的水平。                 

结果    基于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血浆 ADAMTS9-AS2 简单易行，方法可靠。血浆

ADAMTS9-AS2 的相对表达量在乳腺良性病变患者中，除两例降低外，其余均升高，在乳腺癌初诊

患者中均升高，且血浆 ADAMTS9-AS2 在乳腺癌中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乳腺良性病变，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此外，BC 初诊患者血浆高表达的 ADAMTS9-AS2 与 Ki67 有关（P=0.0338），

而与患者年龄、病理类型、淋巴结转移、ER、PR 及 C-erbB-2 无关。4 例乳腺癌术前术后标本血浆

ADAMTS9-AS2 的相对表达量 2 例升高，2 例降低。 

结论   血浆 lncRNA ADAMTS9-AS2 可用于乳腺癌的早期辅助诊断，有望成为乳腺癌早期诊断的一

个潜在的新型生物标志物。 

  

 

PU-2541 

化学发光法定量 TORCH 检测对孕早期优生的意义 

 

付洁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050000 

 

目的  采用化学发光法定量测定进行 ToRCH 检测，在灵敏度及特异性上均优于其他检测方法，对

孕妇尤其是孕早期进行 ToRCH 感染产前监测，采取相应措施可以知道自身的健康状况，一旦查出

某个病毒感染，有利于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早期筛查、早期诊断、及时治疗，可减少畸形儿等病儿

出生，避免流产、死胎等现象发生。 

方法  采用化学发光法定量测定进行 ToRCH 检测，在灵敏度及特异性上均优于其他检测方法，对

孕妇尤其是孕早期进行 ToRCH 感染产前监测，采取相应措施可以知道自身的健康状况，一旦查出

某个病毒感染，有利于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早期筛查、早期诊断、及时治疗，可减少畸形儿等病儿

出生，避免流产、死胎等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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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采用化学发光法定量测定进行 ToRCH 检测，在灵敏度及特异性上均优于其他检测方法，对

孕妇尤其是孕早期进行 ToRCH 感染产前监测，采取相应措施可以知道自身的健康状况，一旦查出

某个病毒感染，有利于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早期筛查、早期诊断、及时治疗，可减少畸形儿等病儿

出生，避免流产、死胎等现象发生。 

结论  采用化学发光法定量测定进行 ToRCH 检测，在灵敏度及特异性上均优于其他检测方法，对

孕妇尤其是孕早期进行 ToRCH 感染产前监测，采取相应措施可以知道自身的健康状况，一旦查出

某个病毒感染，有利于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早期筛查、早期诊断、及时治疗，可减少畸形儿等病儿

出生，避免流产、死胎等现象发生。 

 

 

PU-2542 

JAK/STAT 信号转导通路相关基因的表达 

与 SLE 发病的相关性研究 

 

崔晓丽 

滨州市人民医院,256600 

 

目的  通过检测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及健康对照者 JAK/STAT 信号通路上关键分子的表达，初步探

讨 JAK/STAT 信号通路与 SLE 发病机制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密度梯度离心法分离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ELISA 法检测三组间 IFN-α、IFN-β、IFN-γ

蛋白的水平。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三组间 STAT2、IRF1、IRF2 mRNA 的表达。Western Blot

法检测三组间 P-STAT2、IRF1、IRF2 蛋白的表达。 

结果  SLE 高活动组和低活动组患者 IFN-α 水平较健康对照组均显著增髙，SLE 高活动组与 SLE 低

活动组 IFN-α 无显著差异。SLE 高活动组和低活动组患者 IFN-β 水平较健康对照组均显著增髙，SLE

高活动组与 SLE 低活动组 IFN-β 无显著差异。三组间 IFN-γ 的水平均有显著差异。SLE 高活动组患

者 STAT2 mRNA 相对表达量较 SLE 低活动组和健康对照组的差异倍数分别为 2.51、2.46 倍，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SLE 低活动组较健康对照组 STAT2 mRNA 的表达量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

组间 IRF1、IRF2 mRNA 的相对表达量均无显著差异。SLE 患者组 P-STAT2 蛋白相对表达量较健

康对照组显著升高。两组间 IRF1、IRF2 蛋白相对表达量无显著差异。 

结论  SLE 患者血浆中 IFN-α、IFN-β、IFN-γ 水平较正常组增高。（2）SLE 患者 JAK/STAT 信号

转导通路上 STAT2 的表达上调。（3）SLE 患者 PBMC 中 IRF1、IRF2 的表达较正常组无显著差

异，推测 IRF1、IRF2 可能与 SLE 发病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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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43 

全血结核感染 T 淋巴细胞检测对肺结核的 临床诊断价值分析 

 

史悦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125000 

 

目的  肺结核病是一种常见的传染病，严重的危害人类的健康。随着医学事业的不断发展，治疗和

诊断结核病的方法也在不断进步。尽管人类历史上已有多次和结核杆菌做斗争的经验，但是目前临

床应用上还没有一种操作简单、反应迅速、敏感性和特异性都较高的方法用于诊断肺结核[1]。目前，

我们院常使用全血结核感染 T 细胞检测方法，为更好的评价其临床价值，选 3 到 4 月结核分枝杆菌

检测的患者在葫芦岛地区做调查评价，评估它的临床作用。  

方法  试剂盒采用体外释放酶联免疫法原理衡量特异性抗原介导的细胞免疫反应强度。根据结核分

枝杆菌特异性重组抗原刺激结核分枝杆菌感染者特异性 T 淋巴细胞并使其增殖，释放 IFN-γ，微孔

条上预包被的 IFN-γ 抗体可与样品中的 IFN-γ 结合，再加入酶标试剂进行二次温育。当样品中存在

IFN-γ 时，将形成“包被抗体—IFN-γ—酶标抗体”复合物，复合物上连接的 HRP 催化显色剂反应，生

成蓝色产物，终止反应后变为黄色。若样品中无 IFN-γ 时，不显色，通过酶标仪检测吸光度（A 值），

用校准品浓度值与 A 值拟合乘幂曲线。计算样品中 IFN-γ 的含量。从而判断是否感染结核分枝杆菌。 

结果  检测两个月患者的检测阳性率，阳性率为 33.1%。 

阴性结果：提示患者体内不存在针对结核分枝杆菌特异的效应 T 淋巴胞。   

阳性结果：提示患者体内存在针对结核分枝杆菌特异的效应 T 淋巴细胞患者存在结核感染。  

结论  在本次的统计中，只运用了阳性率一种指标做了一次筛查试验，发现其阳性率并不能达到临

床诊疗标准，虽然它在鉴别活动性结核和潜伏性结核感染、预测结核发病风险方面具有一定意义，

但在肺结核的筛查中，是否为活动性结核病，需结合临床症状及其它检测指标综合判断。它的结果

不能作为单独的或是决定性的诊断结核病的依据。不应单独使用全血结核感染 T 细胞检测法，还可

以结合结核菌素皮试、涂片、镜检、分枝杆菌培养、组织病理、结核抗体检测、结核 PCR 检测等，

同时更应累计大量样本，并且追踪患者病情，固定时间复查，从而才能得出更准确的数据模型。 

  

 

PU-2544 

LncRNA H19 Overexpression Induces Bortezomib 

Resistance in Multiple Myeloma by Targeting MCL-1 via 

miR-29b-3p 

 

hui co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underlying drug 

resistance in MM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 It was found that H19 acted as a miRNA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462 

 

sponge of miRNA-29b-3p to promote transcriptional translation of MCL-1. In addition, the H19/miR-

29b-3p axis partly contributed to BTZ resistance of MM cells by targeting MCL-1.  

Methods we speculate that MCL-1 may be involved in the occurrence of drug resistance through 

epigenetics. Our project is going to study the expression of lncRNA H19 in serum and cells firstly. 

And then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ownstream target genes, and analyze the effect of 

autophagy on the BTZ resistance of myeloma cells. Finally, the effects of lncRNA H19-miR-29b-

3p-MCL-1 regulation axis combined with autophagy on BTZ resistance will be analyzed by nude 

mice model.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BTZ 

acquired resistance and  new drug targets for clinical treatment. 

All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using Graph Prism 5.0 software (GraphPad Prism, San 

Diego, CA). The data are shown as mean ± standard deviation (SD). Student’s t test or one-way 

ANOVA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or more groups. The results were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when P was < 0.05.  

Results It was found in our previous study  that H19 was highly expressed in MM patients and MM 

cells, and even more highly in the serum of BTZ resistant patients. In response to these findings, 

the present study was designed to gain insights into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H19 underlying 

BTZ-resistance in MM.  

Conclusions we demonstrated that H19 inhibited apoptosis of MM cells and promoted BTZ 

resistance by regulating the translation of MCL-1 and targetedly silencing miR-29b-3p, suggesting 

that H19/miR-29b-3p/MCL-1may be a novel and promising therapeutic target for coping with drug 

resistance in MM treatment. 

  

 

PU-2545 

终末期肝病肝移植术后细胞免疫学检测 

 

王玉亮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通过联合检测 T 细胞亚群、细胞极化以及 CD4+T 细胞 ATP 含量系统评价肝移植受者术后细

胞免疫状态。 

方法  收集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终末期肝病肝移植受者术前，移植术后 3d、7d、14d、28d、60d 外

周血标本。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T 细胞亚群、Th 细胞/Tc 细胞极化，ImmuKnow 免疫细胞功能测定

法检测 CD4+T 细胞 ATP 含量。 

结果  肝移植术前 CD8+细胞百分率明显低于肝移植术后，Th1 细胞、Tc1 细胞百分率明显高于肝移

植术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肝移植术后各时间点 CD3+、CD4+、CD8+、CD19+、

CD16+CD56+、Th1/Th2/Th3、Tc1/Tc2 细胞百分率、CD4+T 细胞 ATP 含量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肝移植术后 AR 患者 T 细胞亚群与稳定期患者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CD4/CD8 比值与稳

定期患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抗排斥治疗后 CD4/CD8 比值显著降低；肝移植 AR 组及

抗排斥治疗后 Th1、Tc1 细胞明显高于稳定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肝移植 AR 组 CD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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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 ATP 含量明显高于稳定组（P<0.01），抗排斥治疗后明显降低，与 AR 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 

结论  细胞免疫学检测对于肝移植术后受者免疫状态的评价、合理使用免疫抑制剂和建立有效的免

疫诱导策略具有指导作用。 

 

 

PU-2546 

乙肝患者乙肝五项与 HBV-DNA 定量结果的相关性研究 

 

冯飞雪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比较分析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方法检测乙肝五项与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定量测定 HBV-

DNA 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血清标本 351 例，采用 RT-qPCR 检测 HBV-DNA 含量，同时采用 ELISA 检测乙肝五项

（血清标志物分别为 HBsAg、HBsAb、HBeAg、HBeAb、HBcAb）。 

结果  351 例样本中，HBV-DNA 定量结果阳性（HBV-DNA >500IU/ml）占 90.0%，其中 HBsAg(-)、

HBsAb(-)、HBeAg(-)、HBeAb(-)、HBeAb(-)、HBcAb(-)占 1%，HBsAb(+)HBeAb(+)HBcAb(+)占 3%，

HBsAg（+)HBcAb（+）占 24%，HBsAg（+）HBeAb（+）HBcAb（+）占 26%，HBsAg（+）HBeAg

（+）HBcAb（+）者占 45%；慢性病毒性肝炎 、肝硬化代偿期、肝硬化失代偿期以及肝癌等肝脏

疾病的 HBV-DNA 核酸拷贝量分别为 3.22E+004、5.53E+005、1.54E+005、4.32E+004;乙肝五项

相关模式与 HBV-DNA 核酸拷贝量之间具有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r=0.53。 

结论  RT-qPCR 检测 HBV-DNA 拷贝量的方法与 ELISA 检测乙肝五项的方法具有显著性差异，临

床上可联合两者进行疾病的诊断、用药及预后情况的。 

 

 

PU-2547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Architecti2000） 

检测长期冻存梅毒血清标本的符合率 

 

刘丹,杨威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50000 

 

目的  探讨梅毒确证实验（TPPA）检测阳性的血清经过长期冷冻保后，与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仪（Architecti2000）检测方法的一致性，为临床复查梅毒阳性标本提供可靠依据。  

方法  收集 2016 年 2 月至 2016 年 9 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经梅毒确证实验（TPPA）检

测阳性的血清标本，-30 摄氏度冷冻保存 90 天后，室温解冻，用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Architecti2000）检测，其检测结果与未冷冻时 TPPA 结果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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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572 份梅毒确证实验（TPPA）检测阳性的血清中,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Architecti2000）

检测 S/CO<1 的标本为 24 例。 

结论  梅毒确证实验（TPPA）检测阳性的血清经过长期冷冻保后用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Architecti2000）检测有 4.20%的不符合率，因此使用全自动化学发光分析仪进行分析，虽有助于

提高实验室诊断早期梅毒、提高检测速度，但在血清长期（120 天）冻存后的复核检查仍存在误差，

因此，当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Architecti2000）复查检测长时间冻存的标本时，如果 S/CO<1，

需要综合考虑患者的临床表现以及上次结果，再用 TPPA 复检，这样以减少假阴性的发生。 

  

 

PU-2548 

身抗体测定在自身免疫性肝病中应用分析 

 

李亚宁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本次研究了解自身免疫性肝病的发病与年龄性别的相关联系，以及研究自身抗体谱测定

为此疾病在临床诊疗过程中所能提供的参考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 年 8 月～2017 年 4 月期间在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已确诊为自身免疫性肝病的

住院患者 34 例作为观察组，同样选取在本院住院的病毒性肝炎病人 34 例作为对照组，通过测定两

组患者的自身抗体，整理最终测定所得出的数据，比较各组抗体阳性检出率的大小。 

结果  观察组线粒体 M2 型抗体（AMA-M2）、抗 Sp-100 抗体（Sp-100）、抗肝肾微粒体 1 型抗体

（LKM-1）、抗 gp210 抗体（gp210）、抗可溶性肝抗原（SLA）、抗肝细胞溶质 1 型抗体（LC-1）

阳性检出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结论  自身抗体测定能有效应用于临床实践中，可以为自身免疫性肝病的初期诊断及鉴别诊断提供

非比寻常的参考意义。 

 

 

PU-2549 

化学发光法定量 TORCH 检测对孕早期优生的意义 

 

付洁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050000 

 

目的  采用化学发光法定量测定进行 ToRCH 检测，在灵敏度及特异性上均优于其他检测方法，对

孕妇尤其是孕早期进行 ToRCH 感染产前监测，采取相应措施可以知道自身的健康状况，一旦查出

某个病毒感染，有利于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早期筛查、早期诊断、及时治疗，可减少畸形儿等病儿

出生，避免流产、死胎等现象发生。 

方法  采用化学发光法定量测定进行 ToRCH 检测，在灵敏度及特异性上均优于其他检测方法，对

孕妇尤其是孕早期进行 ToRCH 感染产前监测，采取相应措施可以知道自身的健康状况，一旦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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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病毒感染，有利于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早期筛查、早期诊断、及时治疗，可减少畸形儿等病儿

出生，避免流产、死胎等现象发生。 

结果  采用化学发光法定量测定进行 ToRCH 检测，在灵敏度及特异性上均优于其他检测方法，对

孕妇尤其是孕早期进行 ToRCH 感染产前监测，采取相应措施可以知道自身的健康状况，一旦查出

某个病毒感染，有利于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早期筛查、早期诊断、及时治疗，可减少畸形儿等病儿

出生，避免流产、死胎等现象发生。 

结论  采用化学发光法定量测定进行 ToRCH 检测，在灵敏度及特异性上均优于其他检测方法，对

孕妇尤其是孕早期进行 ToRCH 感染产前监测，采取相应措施可以知道自身的健康状况，一旦查出

某个病毒感染，有利于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早期筛查、早期诊断、及时治疗，可减少畸形儿等病儿

出生，避免流产、死胎等现象发生。 

 

 

PU-2550 

热休克蛋白 70 检测在心血管疾病诊断及治疗中的意义 

 

娜日罕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热休克蛋白 70( Heat Shock Proteins HSP70)是热休克蛋白家族其中之一,是在从细菌到哺乳

动物中广泛存在的一类热应激蛋白质。HSP70 循环存在于正常健康个体及患有多种严重疾病的患者

中。当有机体在高温中暴露时，由热激发合成。HSP 的细胞保护功能可以用抗凋亡特性来解释[1]。

研究表明，HSP70 是具有减轻心肌细胞损伤、促进心肌细胞加速恢复、抗炎且抑制凋亡功能的一种

内源性物质，在预防和延缓心血管疾病中起到重要作用[2]。其在发病率中的关系有待进一步评估。 

结果  3 HSP70 检测的意义 

有动物实验证明，对 NT-proBNP 和 HSP70 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进行分析和比较，血浆 HSP70 与左

心房内径、左心房内压、心力衰竭严重程度、NT-proBNP 呈正相关，与左心室射血分数无关。Li 等
[15]使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 222 例受试者血浆 HSP70，结果表明，HSP70 水平与心力衰竭严重进

展呈正相关, 血浆 HSP70 水平随心力衰竭进展而升高。虽然 NT-proBNP 被长期作为心力衰竭诊断

和预后的生物标志物，但作为筛查工具进行前瞻性评估时，结果并不理想。Li 等[15]就心力衰竭诊断

能力的 ROC 曲线分析显示，HSP70 较 NT-proBNP 更敏感。因此，HSP70 可能成为早期诊断心力

衰竭的潜在筛查标志物。 

结论  综上所述，HSP70 在心血管疾病中的保护作用在许多实验中都已得到了验证，不同情况下诱

导 HSP 70 升高，都可以减轻心肌损伤程度。且相关实验证明，HSP70 与心肌损伤标志物有一定联

系，由此可见 HSP70 有望成为心血管疾病发生、发展乃至预后的监测指标。目前，可经基因工程合

成 HSP70 单克隆抗体，且标记技术成熟，用于酶联免疫、化学发光技术测定 HSP70 水平简便易行，

敏感性、特异性高。但 HSP70 检测时间、检测峰值，如何早期预测发生；以及如何通过升高 HSP70

的合成来达到保护作用，还需要更深入研究和大量实验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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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51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increased stromal cell-derived 

factor-1 for 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 

 

Yan Liang1,Zaixing Yang2,Hong Shi1,Lin Zhou1,Renqian Zhong1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Diagnostics， Changzheng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Huangyan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Tai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Taizhou， Zhejiang， China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serum stromal cell-derived factor-1 (SDF-1) level 

and to explore its diagnostic value for 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 (PBC) as well as the association 

of SDF-1 with inflammatory and fibrotic progression of PBC.  

Methods A total of 60 PBC patients, 32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CHB) and 30 healthy 

controls (HC) were recruited. The sera were measured for SDF-1, interleukin-4 (IL-4), interferon 

gamma (IFN-γ) and IL-17 using multiplex immunoassay. PBC was divided into four histologic 

stages according to Scheuer’s classification.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significantly higher median level of serum SDF-1 (median, interquartile 

(IQR), 1186.96, 1002.05-1471.33 pg/ml) in PBC patients than those with CHB 

(median,IQR,740.69,600.30-1239.27pg/ml) and HC (median, IQR, 738.44, 687.65-879.33 pg/ml) 

(P<0.00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CHB patients and HC (P=0.526). The ROC 

curves showed good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serum SDF-1 for PBC, AMA-positive and -negative 

PBC. In particular for AMA-negative PBC, the area under ROC was 0.817, with optimal cutoff value 

of 802.64 pg/ml and the sensitivity of 100%. Serum SDF-1 level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other 

immune, inflammatory and fibrotic indicatiors(P>0.05). Also,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serum SDF-1 among histological stages (P=0.091). However, Serum SDF-1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serum IL-17 (r=0.373, P=0.004), but not with IL-4 (r=110, P=0.407) and IFN-γ 

(r=0.215, P=0.098) in those with PBC.  

Conclusions Serum SDF-1 is increased in and may be a potential useful marker for PBC. 

Moreover, it may be associated with Th17 recruitment and differentiation in PBC. However, serum 

SDF-1 may not be associated with the progression of P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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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52 

白藜芦醇体内抗肿瘤作用的新进展 

 

刘菲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050000 

 

目的  白藜芦醇（Res)具有广泛生物学活性，其抗癌作用受到极大关注。动物实验及临床试验的开

展为其研究和应用提供了一定参考价值。Res 对于肿瘤的预防作用，一方面可能与降低与肿瘤形成

和转移相关的 IGF1 和 IGFBP3 蛋白水平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增加致癌物代谢酶如谷胱甘肽-S-转

移酶（GST）、葡萄糖醛酸基转移酶（UDT）等蛋白的表达量、以及增强活性相关。在抗肿瘤方面，

Res 可以延缓肺部肿瘤的发生，遏制其他原发肿瘤细胞向肝脏的转移，抑制前列腺肿瘤的发生、发

展、局部浸润和远处转移等。虽然 Res 具有降低癌症风险的益处，但仍具有临床试验数量少、样本

量小、动物试验结果不一致等缺点，因此对于 Res 抗癌有效性、适用性研究仍是未来研究热点。 

方法  白藜芦醇（Res)具有广泛生物学活性，其抗癌作用受到极大关注。动物实验及临床试验的开

展为其研究和应用提供了一定参考价值。Res 对于肿瘤的预防作用，一方面可能与降低与肿瘤形成

和转移相关的 IGF1 和 IGFBP3 蛋白水平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增加致癌物代谢酶如谷胱甘肽-S-转

移酶（GST）、葡萄糖醛酸基转移酶（UDT）等蛋白的表达量、以及增强活性相关。在抗肿瘤方面，

Res 可以延缓肺部肿瘤的发生，遏制其他原发肿瘤细胞向肝脏的转移，抑制前列腺肿瘤的发生、发

展、局部浸润和远处转移等。 

结果  在抗肿瘤方面，Res 可以延缓肺部肿瘤的发生，遏制其他原发肿瘤细胞向肝脏的转移，抑制

前列腺肿瘤的发生、发展、局部浸润和远处转移等。虽然 Res 具有降低癌症风险的益处，但仍具有

临床试验数量少、样本量小、动物试验结果不一致等缺点，因此对于 Res 抗癌有效性、适用性研究

仍是未来研究热点。 

结论  因此对于 Res 抗癌有效性、适用性研究仍是未来研究热点。 

 

 

PU-2553 

免疫球蛋白检测对乙型肝炎患者的临床应用 

 

芮志莲,康厚纯 

溧阳市人民医院,213000 

 

目的  探讨免疫球蛋白（Ig）检测对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临床诊疗的意义。  

方法  以 2014 年-2016 年三年间我院门诊及住院收治 86 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为实验组，另选取同

期体检中心健康者 86 例为对照组，两组患者均于清晨空腹抽取 3ml 肘静脉血进行实验室检查，血

液样本常规离心，分离血浆，低温保存，采用免疫比浊法测定 IgG、IgA、IgM 水平并进行比较。依

据临床病症将实验组患者分为轻度慢乙肝组、中度慢乙肝组和重度慢乙肝组，对比观察三组 IgG、

IgA、IgM 水平差异。经针对性治疗后，根据预后将实验组患者分为好转组、稳定组和进展组，对比

观察三组 IgG、IgA、IgM 水平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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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实验组 IgG（13.8±1.6）g/L，IgA（3.6±0.7）g/L, IgM（2.8±0.5）g/L，各项指标均高于对照

组（P＜0.05）。实验组慢性乙肝病情越严重，IgG、IgA、IgM 指标值越高。治疗后，IgG、IgA、IgM

水平随患者病症改善情况而变化，好转者明显下降，进展者进一步上升。 

结论  慢性乙肝患者病症严重程度不同、预后不同，IG 水平也存在明显差异。免疫球蛋白是能够反

映慢性乙型肝炎病症严重程度及预后的敏感指标，对临床诊治慢性乙型肝炎具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

值。 

  

 

PU-2554 

抗环瓜氨酸肽抗体与类风湿因子对类风湿关节炎的诊断价值 

 

蒋全 

淮南新华医疗集团新华医院,232000 

 

目的  探讨抗环瓜氨酸肽抗体与类风湿因子联合检测对类风湿关节炎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择住院类风湿关节炎患者 24 例，非类风湿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及其他感染患者 40 例，分别

检测抗环瓜氨酸肽抗体与类风湿因子。 

结果  抗环瓜氨酸肽抗体对类风湿关节炎诊断特异度 97.5%，灵敏度 58.3%；类风湿因子的特异度

77.5%，灵敏度 75%；两者联合检测的特异度 83.3%，灵敏度 72.2%。 

结论  对于类风湿关节炎的诊断，抗环瓜氨酸肽抗体敏感性低于类风湿因子，特异性高于类风湿因

子，两者的联合检测有助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早期诊断。 合检测的特异度 83.3%，灵敏度 72.2%。 

 

 

PU-2555 

白藜芦醇抗小鼠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刘菲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050000 

 

目的  观察白藜芦醇（Res）对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T-ALL）小鼠作用及 Notch1、Hes-1 信号

分子的表达水平，并探讨其作用机制。 

方法  将 50 只 C57BL/6 雌性小鼠随机分为 5 组：正常组；模型组；Res 低浓度组（25mg/kg/d）；

Res 中浓度组（50 mg/kg/d）；Res 高浓度组（100 mg/kg/d）。尾静脉注射 1×106个白血病细胞，

制备 T-ALL 白血病小鼠模型。应用瑞氏-吉姆萨染色观察各组外周血白血病细胞浸润情况。流式细胞

术检测各组外周血、脾细胞悬液中白血病细胞的百分比。HE 染色观察各组肝、脾、肾、骨髓组织中

白血病细胞的浸润情况。应用 RT-PCR 法检测各组脾脏中 Notch1、Hes-1 信号分子 mRNA 的表达

量。应用 Westren Blot 检测各组脾脏中 Notch1、Hes-1 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模型组、Res 低、中、高浓度组外周血均可观察到原始淋巴细胞，与模型组相比，低、中、

高 Res 浓度组白血病细胞比例均明显减少（P <0.05）；流式细胞术结果显示：与模型组相比，Res

中、高浓度组外周血白血病细胞百分比明显减少（P<0.05）；脾细胞悬液为 Res 高浓度组白血病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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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百分比明显减少（P<0.05）；HE 染色结果显示，不同浓度的 Res 均明显抑制肝、肾、骨髓组织

白血病细胞的浸润；脾脏中，高浓度 Res 有明显抑制作用。PCR 与 Western 结果显示，与模型组

相比，Res 高浓度组显著下调 Notch1 基因及蛋白的表达量（P<0.05）；Hes-1 基因及蛋白的表达在

Res 中、高浓度组明显降低（P<0.05）。 

结论  Res 具有抗小鼠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作用，可能通过抑制 Notch1 信号转导通路发挥作用。 

  

 

PU-2556 

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 MOLT-4 细胞株侧群细胞的分离 

及其对白藜芦醇的抗药性研究 

 

秦永亮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050000 

 

目的  检测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 MOLT-4 细胞株侧群细胞（SP 细胞）的比例及其对中药白藜芦

醇的抗药性。 

方法  将生长状态良好的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 MOLT-4 细胞株分别予以荧光染料 Hoechst33342 

染色，以加入维拉帕米的拮抗组为对照，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SP 细胞比例；应用流式细胞仪对

MOLT-4 细胞株进行分选，分选出 SP 细胞与主群细胞（MP 细胞）；应用白藜芦醇分别作用于 SP

细胞与 MP 细胞，通过 CCK-8 法检测两者增殖抑制率的区别，应用瑞-吉染色法观察白藜芦醇干预

后两者在形态上的差异，应用流式细胞仪检测二者在白藜芦醇干预后凋亡细胞的比例。 

结果  MOLT-4 细胞株中，SP 细胞比例为（1.3± 0.2）%；50μmol/L 白藜芦醇干预 24h 后，SP 细

胞的增殖抑制率为（23.9±3.2）%，MP 细胞的增殖抑制率为（32.6±4.3）%，（P<0.05）; 50μmol/L

白藜芦醇干预 24h 后，SP 细胞形态改变不明显，MP 细胞发生明显改变，可观察到典型的凋亡小体；

50μmol/L 白藜芦醇干预 24h 后，SP 细胞的凋亡率为（5.7±1.2）%，MP 细胞的凋亡率为（11.2±3.5）%

（P<0.05）。 

结论  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 MOLT-4 细胞株中存在侧群细胞，侧群细胞对白藜芦醇的抗增殖与促

凋亡作用存在一定的抗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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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57 

中性粒细胞膜碱性磷酸酶表达在川崎病患儿中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张欢欢,杨晋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222000 

 

目的  川崎病(KD)是主要发生于 5 岁以下婴幼儿的急性发热性疾病，以全身血管炎为主要特征，可
累及冠状动脉。KD 治疗的重点是抑制炎性反应，预防和减轻冠状动脉病变，因此炎症生物标志物在
KD 的预后和疗效判断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本文旨在探讨外周血中性粒细胞膜碱性磷酸酶（mNAP）、
血清 C-反应蛋白（CRP）、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在川崎病患儿中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入选 2016 年 9 月到 2017 年 12 月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 58 例川崎病患儿进行研究，
根据超声心动图结果将患儿分为冠状动脉损伤（CAL）组和无冠状动脉损伤（NCAL）组，另选 30
名健康体检幼儿为正常对照组。流式细胞术检测 mNAP，，速率散射比浊法检测 CRP。观察各指标
表达水平在川崎病患者治疗前后的动态变化，以及在 CAL 组和 NCAL 组之间有无差异性。 
结果  58 例川崎病患儿急性期的 mNAP 、CRP、NLR 中位数分别为 17409 AB/c 、76.4mg/L、
3.27，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2909 AB/c 、2.4mg/L、0.8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患儿在恢
复期的 mNAP 、CRP、NLR 中位数分别为 3469 AB/c 、5.49mg/L、0.84，明显低于急性期，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按是否伴有冠脉病变分为CAL组 14 例和NCAL组 44 例，CAL组CRP、
NLR 水平（89.5mg/L、3.72）均高于 NCAL 组（70.4mg/L、2.84），P<0.05。CAL 组 mNAP 水平
轻微升高，与 NCAL 组比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外周血 mNAP、血清 CRP、NLR 水平的变化与川崎病患儿的急性炎症程度及病情发展有关； 
mNAP 水平不能提示是否存在冠脉损伤，而血清 CRP、NLR 水平可作为预测患儿是否伴有冠状动
脉病变的重要参考指标。 

 

  

PU-2558 

胰腺癌组织 B7-H4 与血清肿瘤标志物的相关性及临床意义 

 

钱韵 1,赵澜 2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310000 

2.温州医科大学 

 

目的  B7-H4 可通过抑制 T 细胞的增殖、细胞因子的产生和细胞周期负性调控 T 细胞介导的免疫应

答，参与肿瘤免疫逃逸，促进肿瘤细胞增殖与转移。本研究旨在分析胰腺癌患者化疗前组织 B7-H4

表达水平与血清中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糖类抗原 199(carbohydrate antigen 

199, CA199)及 CA242 等肿瘤标志物表达水平的相关性，同时探讨其在胰腺癌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抗人 B7-H4 单克隆抗体免疫组化染色方法测定 188 例胰腺癌患者化疗前组织中 B7-H4

表达水平。同时利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中 CEA、CA199 及 CA242 浓度。 

结果  Ⅲ+Ⅳ期胰腺癌患者血清 CEA 水平显著高于 I+Ⅱ期(P<0.05)，有远端转移的胰腺癌患者血清

CEA 水平显著高于没有远端转移的患者水平(P<0.05)。血清 CEA 水平与胰腺癌患者的年龄、性别

及淋巴结转移无关(P>0.05)。>=65 岁的胰腺癌患者血清 CA199 及 CA242 水平显著高于<65 岁患者

(P<0.05)，有远端转移的胰腺癌患者血清 CA199 及 CA242 水平显著高于没有远端转移的患者水平

(P<0.05)。血清 CA199 及 CA242 水平与胰腺癌患者的性别、TNM 分期及淋巴结转移无关(P>0.05)。

胰腺癌组织中 B7-H4 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P < 0.01)。同时，胰腺癌组织中 B7-H4 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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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水平与 TNM 分级、远端转移、分化及生存期显著相关(P<0.05)。胰腺癌患者肿瘤组织 B7-H4 表

达水平与血清 CEA 表达存在显著正相关(P<0.05)，其他肿瘤标志物之间无显著相关性(P>0.05)。 

结论  综合检测胰腺癌患者化疗前肿瘤组织 B7-H4 表达水平及血清肿瘤标志物可能有利于协助诊

断、预测转移、评价化疗疗效及判断预后。 

 

  

PU-2559 

少、弱精子症患者生殖激素水平与染色体核型改变的相关性分析 

 

聂茹 

朝阳市中心医院,122000 

 

目的  探讨少、弱精子症患者生殖激素水平和染色体核型改变的关系 

方法  利用回顾性分析研究收集少、弱精子症病例 483 例，抽外周血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采用化

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检测少、弱精子症患者血清卵泡刺激素（FSH）、黄体生成素（LH）、泌乳素（PRL）、

雌二醇（E2）和睾酮（T）。 

结果  483 例少、弱精子症患者染色体核型分析中，检出 69 例异常染色体核型。其中平衡易位 9 例，

罗伯逊易位 6 例，克氏综合征 2 例，随体缺失 9 例，随体增加 11 例，9 号臂间（或臂内）倒位 12

例，大 Y15 例，其他染色体异常 5 例。在生殖激素水平的检测中，与 418 例染色体正常健康对照组

相比，69 例染色体异常组的 FSH 和 LH 值均明显升高（P<0.01），而 T 值明显降低（P<0.01），

PRL 和 E2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染色体异常是导致少、弱精子症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生殖激素测定对睾丸生精功能的判断

有重要意义，染色体异常可能会通过内分泌作用而影响生殖激素的水平。 

  

 

PU-2560 

鼠源性抗创伤弧菌溶细胞素噬菌体单链抗体库的构建 

 

潘振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原:九○医院）,250000 

 

目的  创伤弧菌（Vibrio vulnificus，V.vulnificus）是一种嗜盐、嗜温性革兰氏阴性弧菌，人类因为
食用未经煮熟的海鲜和伤口直接暴露在含有创伤弧菌的海水而受到感染。可引起急性胃肠炎、伤口
感染、蜂窝织炎或败血症，尤其是患有慢性肝病等免疫力低下人群更易受到感染，如不能及时诊断
治疗，很快引起感染性休克，死于原发性败血症和多脏器衰竭。溶细胞素（VvhA）在感染中发挥重
要作用，其主要生物学作用是溶细胞毒性和细胞毒性，是创伤弧菌感染后分泌的重要毒力因子，且
序列稳定，在不同亚型中具有高度保守的特点。由于 V.vulnificus 嗜盐、嗜温、乏氧、寡营养等特点，
往往不能在早期分离培养出病原菌，贻误治疗时机。故建立鼠源性噬菌体单链抗体库，获得针对溶
细胞素的单链抗体（scFv），应用于感染诊断的研究。 
方法  构建溶细胞素重组质粒，原核表达出溶细胞素重组蛋白，用于免疫 BALB/c 小鼠，待免疫效
价开启后，杀鼠取脾脏提取总 RNA，并逆转录获得 cDNA，以 cDNA 为模板扩增出抗体的轻链和重
链可变区基因片段，通过OE-PCR 技术拼接成完整 scFv基因，构建重组噬菌粒 pComb3XSS-scFv，
并电转化到大肠杆菌 XL1-Blue 中构建噬菌体单链抗体库，并对其库容的大小和多样性进行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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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溶细胞素原核表达载体经诱导纯化，获得了高纯度的 VvhA 蛋白，作为抗原免疫 BALB/c 小
鼠，免疫效价较高为 8100倍。提取脾脏细胞总RNA，琼脂糖凝胶显示 3条带，测定浓度达到 220ug/ml，
将 RNA 反转录得到 cDNA 后，以其为模板扩增出抗体的轻链可变区和重链可变区核酸片段，大小
均为 350bp，并通过 OE-PCR 技术拼接好多样性的 scFv 核酸片段，大小约为 750bp。构建鼠源性
的单链抗体噬菌体文库，经测定重组率为 83%，库容量为 3×108的抗体文库。 
结论  本实验构建的噬菌体抗体库，经测定重组率为 83%，库容量为 3×108，成功构建大库容、多
样性好的鼠源性噬菌体单链抗体库。为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PU-2561 

肺炎支原体肺炎发生率与季节的相关性分析 

 

王育慧 

潍坊市人民医院,261000 

 

目的  肺炎支原体肺炎是肺炎支原体（MP）感染引起的呼吸道感染伴肺炎，其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

易与支气管肺炎、病毒性肺炎混淆而延误有效治疗，故实验室诊断尤其重要。对可疑患者尽早进行

肺炎支原体抗体（MP-IgM）检测，对临床诊断肺炎支原体感染具有重要的诊断价值，同时为 MP 感

染流行病学监测提供有效信息。 

方法  标本来源  我院 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4 月门诊或住院呼吸道感染患者 16349 例。年龄最

大 73 岁，最小 6 个月，男 8712 例，女 7637 例。方法  采用肺炎支原体（Mac 株）细胞膜成分致

敏人工明胶颗粒行间接凝集实验，具体操作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结果判断：操作完毕置室

温 15
。
～30

。
C3h 观察结果，以滴度≥1:40 为阳性。试剂盒采用日本富士肺炎支原体抗体检测试剂。

统计学分析  采用组间 x2检验。 

结果  一般情况  16349 例血清样本中，阳性 6170 例，阳性率 37.7%。14967 例儿童中 MP 阳性

5868 例，阳性率 39.2%，其中男性阳性率 38.9%，女性阳性率 39.6%；1382 例成人中 MP 阳性 302

例，阳性率 21.8%，不同人群阳性率经 x2检验，x2=6.69，P<0.01,差异有显著性；而性别间差异无

显著性（P>0.05）。不同季节 MP 抗体检测结果  10 月～第二年 4 月 7 个月份的感染率均在 40%

以上，5～9 月 5 个月份的感染率均       在 40%以下，数据说明，秋冬季节的 MP 肺炎感染率高于

春夏季节，经 x2检验，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MP 是能在无细胞的培养基上生长的最小微生物之一，由口、鼻分泌物经空气传播，引起散发

和小流行的呼吸道感染。随着 MP 检测技术的开展，发现 MP 肺炎的发病率约占非细菌性肺炎的 1/3

以上，由表 1 可以看出，MP 感染四季都可发病，以秋冬季为主。因此，对临床上有呼吸道感染表

现，且同时又有其它器官受累体征，应考虑 MP 感染多器官损害的可能，应及时进一步检查确诊，

尽快进行 MP 病原学检测以明确诊断，以免延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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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62 

白藜芦醇对小鼠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细胞凋亡的作用 

及机制研究 

 

杨佳慧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050000 

 

目的  研究白藜芦醇对小鼠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细胞凋亡及 bcl-2/bax、P53 的影响，阐

明白藜芦醇抗 T-ALL 作用的细胞凋亡机制。 

方法  雌性 C57BL/6 小鼠 30 只，随机分为 4 组: T-ALL 模型组（Model 组）；低浓度（2.5g/L）白

藜芦醇治疗组（Res-L 组）；中浓度（5g/L）白藜芦醇治疗组（Res-M 组）和高浓度（10g/L）白藜

芦醇治疗组（Res-H 组）。 

小鼠尾静脉注射过表达 ICN1-GFP 的白血病细胞，构建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小鼠模型。应用流式

细胞术检测外周血细胞的凋亡率； RT-PCR 法检测脾脏组织 bax、bcl-2 以及 P 53 基因表达水平；

Western blot 法检测脾组织中 bax、bcl-2 以及 P 53 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1）不同浓度 Res 处理组细胞的凋亡率均明显高于 Mod 组(p<0.05)，并且随着白藜芦醇浓

度的增高而增加；（2）RT-PCR 法检测结果显示，与 Model 组相比，Res-M 组和 Res-H 组 bax、

P 53 mRNA 表达明显升高，而 bcl- 2 mRNA 明显降低；（3）Western 结果显示，与 Model 组比较，

Res-M 组和 Res-H 组 bax、P53 蛋白的表达明显增加，bcl-2 明显降低（P<0.05）。 

结论  白藜芦醇通过抑制抗凋亡蛋白 bcl-2 和增加促凋亡蛋白 bax 和 P 53 的表达，促进小鼠白血病

细胞凋亡，从而发挥抗小鼠 T-ALL 作用。 

  

 

PU-2563 

幽门螺杆菌感染在代谢综合征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宋淑然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050000 

 

目的  幽门螺杆菌作为重要的病原体，能够产生慢性炎症反应，而炎症反应是代谢综合症的主要影

响因素。国内外的多数研究资料显示，幽门螺杆菌感染与代谢综合症之间存在一定的流行病学关系，

幽门螺杆菌感染者代谢综合征的患病率增高，幽门螺杆菌感染与代谢综合征不同组分之间存在明显

的相关性，根除幽门螺杆菌治疗可以改善这些代谢紊乱。幽门螺杆菌感染参与代谢综合症的发病机

制可能与慢性炎症反应、免疫调节紊乱、氧化应激和血脂代谢失衡等因素有关。但是，在研究中还

存在着不同观点，两者因果关系也难以确认，因此需要进行大样本、多中心的随机对照研究。 

方法  幽门螺杆菌作为重要的病原体，能够产生慢性炎症反应，而炎症反应是代谢综合症的主要影

响因素。国内外的多数研究资料显示，幽门螺杆菌感染与代谢综合症之间存在一定的流行病学关系，

幽门螺杆菌感染者代谢综合征的患病率增高，幽门螺杆菌感染与代谢综合征不同组分之间存在明显

的相关性，根除幽门螺杆菌治疗可以改善这些代谢紊乱。幽门螺杆菌感染参与代谢综合症的发病机

制可能与慢性炎症反应、免疫调节紊乱、氧化应激和血脂代谢失衡等因素有关。但是，在研究中还

存在着不同观点，两者因果关系也难以确认，因此需要进行大样本、多中心的随机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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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幽门螺杆菌作为重要的病原体，能够产生慢性炎症反应，而炎症反应是代谢综合症的主要影

响因素。国内外的多数研究资料显示，幽门螺杆菌感染与代谢综合症之间存在一定的流行病学关系，

幽门螺杆菌感染者代谢综合征的患病率增高，幽门螺杆菌感染与代谢综合征不同组分之间存在明显

的相关性，根除幽门螺杆菌治疗可以改善这些代谢紊乱。幽门螺杆菌感染参与代谢综合症的发病机

制可能与慢性炎症反应、免疫调节紊乱、氧化应激和血脂代谢失衡等因素有关。但是，在研究中还

存在着不同观点，两者因果关系也难以确认，因此需要进行大样本、多中心的随机对照研究。 

结论  在研究中还存在着不同观在研究中还存在着不同观点，两者因果关系也难以确认，因此需要

进行大样本、多中心的随机对照研究。 

 

 

PU-2564 

孕早期 TORCH 检测与自然流产的相关性研究 

 

刘艳洁 

朝阳市中心医院,122000 

 

目的   探讨孕早期 TORCH 检测及与自然流产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98 例自然流产妇女为观察组，94 例正常妊娠妇女为对照组，对两组 TORCH 病原体检

测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观察组总感染率（29.59%）明显高于对照组总感染率（3.49%）；观察组 TORCH 检测特异

性抗体 IgM、IgG 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孕早期 TORCH 检测与自然流产有密切关系，加强孕妇孕期 TORCH 各项 IgG、IgM 抗体检

测，达到优生优育的要求。 

 

 

PU-2565 

胰腺癌组织 B7-H4 与血液炎症因子的相关性及临床意义 

 

肖于飞 1,余扬 2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310000 

2.温州医科大学 

 

目的  分析胰腺癌患者化疗前组织中免疫共刺激分子B7-H4表达水平与血浆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及纤维蛋白原(plasma fibrinogen, FIB)表达水平的相关性，同时探讨其在胰腺癌诊疗

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抗人 B7-H4 单克隆抗体免疫组化染色方法测定 188 例胰腺癌患者化疗前组织中 B7-H4

表达水平。同时利用比浊法检测血浆中 CRP 及 FIB 的浓度。 

结果  胰腺癌组织中 B7-H4 的表达水平与 TNM 分级、远端转移、分化及生存期显著相关(P<0.05)。

血浆 FIB 水平与胰腺癌患者的性别有关，男性高于女性(P<0.05)，与胰腺癌患者的年龄、TNM 分期

及转移无关(P>0.05)。血浆 CRP 水平与胰腺癌患者的 TNM 分期及远端转移有关，Ⅲ+Ⅳ期胰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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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血浆 CRP 水平显著高于 I+Ⅱ期(P<0.05)，有远端转移的胰腺癌患者血浆 CRP 水平显著高于没

有远端转移的患者水平(P<0.05)。血浆 CRP 水平与胰腺癌患者的年龄、性别及淋巴结转移无关

(P>0.05)。胰腺癌患者肿瘤组织 B7-H4 表达水平与血浆 FIB 及 CRP 表达存在相关性(P<0.05)。 

结论  综合检测胰腺癌患者化疗前肿瘤组织 B7-H4 表达水平及血浆炎症因子可能有利于协助诊断、

预测转移、评价化疗疗效及判断预后。 

 

 

PU-2566 

实验室对 vircell 九项呼吸道感染病原体 IgM 抗体 

检测试剂盒的性能验证 

 

杜佳奇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261000 

 

目的  本实验室因九项呼吸道感染病原体检测项目检测试剂更换，采用 vircell 公司的间接免疫荧光
法检测试剂盒，所以依照验证方案对新试剂盒进行性能检测。 

方法  确定质量目标，制定验证方案，对检测试剂的精密度和准确度进行验证。１．按照实验室操
作规程， 取阳性对照、阴性对照品，每份质控品重复测定 3 次，记录结果，验证试剂盒准确度。２ 

利用阳性血清和阴性血清检测批内差异和批间差异 ，来验证试剂盒准确度。批内差异，2 份特征性
血清对同一批号的产品进行检测，每份血清检测 10 次，比较阳性血清检测的结果，要求特异性荧光
强度基本一致，阴性血清检测的结果为阴性。批间差异，用 2 份特征性血清对不同批号的产品进行
检测，比较阳性血清检测的结果，要求特异性荧光强度基本一致，阴性血清检测的结果为阴性。记
录结果。 

结果  记录结果符合质量目标要求，验证通过。 

结论  vircell 呼吸道九联检测试剂盒符合要求，验证通过。 

 

 

PU-2567 

杭州地区体检人群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分布特征及治疗情况分析 

 

钟毓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310000 

 

目的  探讨杭州地区体检人群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感染的分布特征及治疗情况,为预

防 HP 交叉感染及相关胃部疾病的发生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 13C 尿素呼气试验方法对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2 月共 18572 例体检者进行 HP 感染

检测；对体检后首次进行 HP 标准四联疗法治疗的 528 例体检者进行随访调查。 

结果  18572 例体检者中 5278 例感染 HP，感染率为 28.42%。51-60 周岁年龄段 HP 感染率最高

(36.26%)。男、女性 HP 感染率分别为 31.66%和 26.03%。经标准四联疗法治疗一个疗程后，有 448

例 HP 阳性体检者治愈，治愈率达 85%。 

结论  杭州地区体检人群 HP 感染率低于国内平均水平。HP 感染与性别和年龄均相关。由于 HP 治

愈率较高,我们建议 HP 阳性的体检者应进行积极治疗,这对预防胃肠道疾病,尤其是胃癌的发生具有

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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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68 

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浆醛固酮和肾素浓度的临床应用探讨 

 
张松照,牛宗霞,王琳 ,叶挽澜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310000 

 

目的  对化学发光法（CLIA）测定血浆醛固酮和肾素项目进行性能验证和临床评估，提高临床应用

价值。 

方法  根据医学实验室相关要求的标准化操作程序，对醛固酮和肾素定量的精密度、准确性、线性

范围及参考值范围进行性能验证；探讨采集类型和立位时间的差异在临床上的可接受性；回顾性分

析高血压住院患者立位血浆醛固酮和肾素浓度，以临床诊断为金标准，用醛固酮浓度/肾素浓度的

比值（ADRR）评估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原醛）诊断的特异性和敏感性。 

结果  CLIA 检测醛固酮和肾素浓度的批内和批间精密度均小于 10%，回收率均在 95%~106%之

间。醛固酮在 30-1000ng/l 范围内、肾素在 1.6-500.0μIU/ml 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20 例健康受试

者除 1 例肾素浓度超过参考值范围，其余均在厂商提供的正常人参考范围内。20 份血浆与血清的

醛固酮浓度并无统计学差异（p>0.05），但肾素结果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20 份立位 1 小

时、2 小时的血浆醛固酮水平及其 ADRR 值分析无显著性差异（p>0.05）。以 ADRR>37 的筛查标

准，其诊断原醛的敏感性为 80.2%，特异性则为 95.0%。 

结论  CLIA 的检测条件和结果符合临床实际应用要求，同时测定应采用 EDTA 抗凝血浆样本；以立

位 ADRR>37.0 为界值时，虽其诊断原醛的特异度很高，但灵敏度较显不足，应建立基于化学发光

法的适用于中国人群原醛筛查的 ADRR 界值。 

 
 

PU-2569 

乳腺癌 MSCs 诱导中性粒细胞极化 

促进乳腺癌细胞的增殖与迁移 

 
周颖,杨晋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222000 

 

目的   探讨乳腺癌间质干细胞(BC-MSCs)促进乳腺癌细胞的增殖与迁移，是否通过对中性粒细胞的

调节作用而实现，为揭示 MSCs 通过重塑乳腺癌微环境促进乳腺癌发生发展的作用。 

方法  采用组织贴壁法分离培养 BC-MSCs，流式细胞术检测其表面标记，成骨成脂诱导分化实验

检测其分化能力。收集 BC-MSCs 48h 培养上清液处理中性粒细胞，MTT 实验和流式细胞术检测中

性粒细胞存活和凋亡情况，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中性粒细胞 IL-8、CCL2 与 VEGF 的基因表达

情况。BC-MSCs 培养上清液处理的中性粒细胞作用于乳腺癌细胞 MCF-7, MTT 实验和平板克隆实

验检测 MCF-7 细胞的增殖能力，Transwell 迁移实验检测 MCF-7 细胞的迁移情况。 

结果  BC-MSCs 培养上清液促进中性粒细胞存活，减少其自发性凋亡；BC-MSCs 培养上清液显著

上调中性粒细胞 N2 型相关基因 IL-8、CCL2、VEGF 的表达，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未处理组相比，BC-MSCs 培养上清液处理的中性粒细胞，显著促进乳腺癌细胞的

增殖与迁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BC-MSCs 能够促进中性粒细胞的极化，从而促进乳腺癌细胞的增殖与迁移。本研究揭示中

性粒细胞在 MSCs 促进乳腺癌发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乳腺癌的治疗提供新的治疗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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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70 

血清内脂素水平与急性脑梗死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赵岩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研究血清内脂素与 AIS 患者 6 个月内发生新血管事件（new vascular event，NVE）和神经

功能恢复不良的关系。 

方法  收集 172 名 AIS 患者和 69 名健康对照人群的血清标本和临床资料，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

测血清内脂素，通过电话随访收集 AIS 患者 6 个月的预后资料，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数据统

计。 

结果  （1）AIS 患者血清内脂素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Z=10.93, P＜0.001)，发生 NVE 的 AIS 患者

的内脂素水平要高于未发生 NVE 的患者(Z=4.38, P＜0.001)，且各不同类型的 NVE 患者的内脂素

水平也不同，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Z=8.71, P=0.033)，神经恢复较差的患者内脂素水平高于恢复

良好患者(Z=2.89, P=0.004)。（2）血清内脂素水平与 NIHSS 评分存在线性关系(y=72.13+1.40x，

t=5.14,P＜0.001)，两者联合对 AIS 患者发生 NVE 和不良预后有较高的诊断效能。血清内脂素是

患者发生 NVE 的独立危险因素，且高浓度的内脂素患者更容易发生 NVE. 

结论  内脂素是 AIS 患者短期发生 NVE 的独立危险因素，可作为 AIS 患者发生 NVE 和神经恢复不

良的预测指标。 

 
 

PU-2571 

蟛蜞菊酯对免疫性肝损伤小鼠的保护作用 

 
罗清琼,陈福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200000 

 

目的  探讨蟛蜞菊酯对免疫介导的肝损伤的保护作用。 

方法  利用刀豆蛋白 A（concanavalin A, ConA）诱导小鼠免疫性肝损伤模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检测小鼠血清丙氨酸转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和天冬氨酸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转氨酶水平；采用 HE 染色和 TUNEL 染色法检测小鼠肝损伤情况；采用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小鼠血清肿瘤坏死因子-a（tumor necrosis factor-a, TNF-a）和

干扰素-g （interferon-g, IFN-g）水平。 

利用刀豆蛋白 A（concanavalin A, ConA）诱导小鼠免疫性肝损伤模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小

鼠血清丙氨酸转移酶（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和天冬氨酸转氨酶（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转氨酶水平；采用 HE 染色和 TUNEL 染色法检测小鼠肝损伤情况；采用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小鼠血清肿瘤坏死因子-a（tumor necrosis factor-a, TNF-a）和

干扰素-g （interferon-g, IFN-g）水平。 

结果  蟛蜞菊酯显著降低 ConA 诱导的肝炎小鼠血清中 ALT 和 AST 水平（P<0.001）；且蟛蜞菊酯

明显减少小鼠肝脏炎性细胞的浸润和肝细胞的凋亡。蟛蜞菊酯处理组小鼠血清中炎性细胞因子

TNF-a（P<0.05）和 IFN-g（P<0.01）也显著低于对照组小鼠。 

结论  蟛蜞菊酯能够降低 ConA 诱导的炎性介质的分泌，从而抑制小鼠体内的免疫性肝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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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72 

血清外泌体内 MRPS33 mRNA 作为肝细胞肝癌诊断标志物研究 

 
项国谦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310000 

 

目的  探讨血清外泌体内线粒体核糖体蛋白 S33 (MRPS33) mRNA 能否作为肝细胞肝癌 (HCC) 诊

断和预后标志物。 

方法  运用 RNA 深度测序筛选出 HCC 相关血清外泌体 mRNAs，以高差异表达的 MRPS33 mRNA

为候选基因；采用 qRT-PCR 检测 2 株人肝癌细胞株和 1 株正常肝细胞株培养上清液外泌体内

MRPS33 mRNA 的相对表达量，同时检测 30 例 HCC 患者、CHB 患者和健康体检者血清外泌体内

MRPS33 mRNA 的相对表达量，作为候选基因 MRPS33 mRNA 的测试分析；以 80 例 HCC、82

例肝硬化 65 例 CHB 患者以及 60 例健康体检者为确认实验组；通过构建 ROC 曲线以及分析 AUC

来分别评价 MRPS33 mRNA 单独及联合血清 AFP 对 HCC 的诊断效能；结合 HCC 患者临床资料

分析 MRPS33 mRNA 相对表达量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总体生存率的关联。 

结果  RNA-seq 总计筛选出 220 条血清外泌体内 mRNAs 与 HCC 相关，其中 MRPS33 mRNA 在

HCC 患者中显著上调 (6.85 倍)；SK-HEP-1、BEL-7402 与 LO2 细胞株培养液外泌体内 MRPS33 

mRNA 相对表达量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 P < 0.05)；测试组 HCC 患者与 CHB 组及健康

对照组血清外泌体内 MRPS33 mRNA 表达量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 P<0.05)；确认组

HCC 患者血清外泌体内 MRPS33 mRNA 水平均明显高于 LC 组、CHB 组和健康体检者 (均 P < 

0.05)；当 MRPS33 mRNA 临界值为 0.249，从 CHB 中预测 HCC 的 AUC 值为 0.823，灵敏度为

83.8 %，特异性为 77.0 %；其联合 AFP 从 CHB 中鉴别 HCC 的 AUC 值为 0.907，灵敏度为 82.5 

%，特异性为 88.0 %。MRPS33 mRNA 表达量与 HCC 患者性别、年龄、HBsAg 状态、肿瘤大

小、TNM 分期及有无伴肝硬化均无显著性关联 (均 P > 0.05)，而与 Child-Pugh 分级、门静脉癌

栓、淋巴结转移及总体生存率相关 (均 P < 0.05)。 

结论  血清外泌体内 MRPS33 mRNA 有希望成为一种新的 HCC 诊断和预后标志物，联合血清 AFP

检测能进一步提高 HCC 诊断效能。 

 
 

PU-2573 

痛风患者血清补体 C3 与尿酸的相关性分析 

 
郭珍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310000 

 

目的  研究血清补体 C3 水平在痛风患者及同期健康体检人员间的关系，并研究痛风患者血清补体

C3 与尿酸的相关性分析。 

方法  检测 495 例痛风患者补体 C3、尿酸浓度以及同期 7909 例健康体检的补体 C3 浓度，并进行

组间比较和相关性分析。 

结果   与健康体检组比较，痛风患者组血清补体 C3 水平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01），在痛风患者中补体 C3 与尿酸无明显相关（P>0.05）。 

结论  血清补体 C3 水平与痛风密切相关，可用来辅助痛风的诊断，但是补体 C3 与尿酸并无相关

性，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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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74 

间质干细胞来源的外泌体对顺铂诱导人乳腺癌细胞凋亡的作用 

 
徐会涛,杨晋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222000 

 

目的   探讨乳腺癌间质干细胞来源的外泌体（exosome from breast cancer mesenchymalstem 

cells，BC-MSCs-ex），对顺铂 (DDP) 诱导的人乳腺癌 MCF-7 细胞凋亡的影响。 

方法  采用组织贴壁法分离培养人乳腺癌间质干细胞（BC-MSCs），收集 BC-MSCs 48h 培养上清

液, 通过蔗糖重水层密度梯度离心法提取上清液中的外泌体，蛋白质印迹法检测外泌体的表面特异

性分子 CD9、CD63 的表达。实验分为对照组、DDP 组与 DDP+ BC-MSCs-ex 组。MTT 实验检测

不同处理组 MCF-7 细胞增殖抑制率，Muse 全能细胞分析仪检测 MCF-7 细胞细胞凋亡和活力情

况。 

结果  BC-MSCs-ex 表达外泌体表面标记 CD9、CD63。分别用 2.5、5、10、20、40、80μmol/L 

DDP 作用 MCF-7 细胞 48 h 后，DDP 组的细胞抑制率分别为(15.28±3.02)%、(21.39±1.03)%、

(31.12±2.01)%、(44.43±2.07)%、(61.93±1.27)%和(72.98±2.10)%, DDP+BC-MSCs-ex 组的细胞

抑制率分别为(7.87±0.98)%、(12.15±1.29)%、(19.57±0.89)%、(30.99±2.05)%、(48.27±1.46)%

和(60.47±1.32)%，DDP+BC-MSCs-ex 组的细胞抑制率明显低于 DDP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DDP 组 与 DDP+BC-MSCs-ex 组 的 细 胞 凋 亡 率 分 别 为 (49.14±1.37)% 、

(28.98±1.7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DDP 组与 DDP+BC-MSCs-ex 组的细胞活力比率分

别为(51.97 ±2.06)%、(70.16± 1.4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成功分离提取 BC-MSCs-ex，BC-MSCs-ex 能够改善 DDP 对 MCF-7 细胞的作用，显著减少

DDP 诱导 MCF-7 细胞的凋亡，促进其增殖与活力。 

 
 

PU-2575 

肺炎支原体 IgM 抗体联合超敏 C 反应蛋白检测 

在小儿支原体肺炎早期诊断中的应用 

 
侯香萍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近年来，小儿支原体肺炎(Mycoplasmapneumoniae,  MP)的发病率呈逐年升高的趋势，但

其临床症状缺乏特异性，为了防止抗生素滥用，早期诊断至关重要，本实验探讨了 MP-IgM 抗体定

性检测联合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在小儿支原体肺炎早期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随机选取我院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9 月临床确诊为支原体肺炎和细菌性肺炎患儿各 60

例，收集其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获得的 MP-IgM 定性值和采用免疫荧光干式定量法获得的 hs-

CRP 浓度值，并根据年龄段分为三组，其中 0～2 岁为婴幼儿组，3～6 岁为学龄前儿童，7～14 岁

为学龄期儿童，采用 X2检验和 t 检验统计学方法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以期评价两者联合检测在小

儿支原体肺炎早期诊断中的应用。 

结果  婴幼儿支原体感染率为 12%，学龄前期和学龄期感染率较高，分别占 32%、40%；支原体肺

炎组 MP-IgM 阳性符合率（78%）高于细菌性肺炎组 MP-IgM 阳性符合率（15%），两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5）；支原体肺炎组 hs-CRP 阳性率（21%）低于细菌性肺炎组（86%），且

细菌性肺炎组 hs-CRP 值（ 27.43±9.18）明显高于支原体肺炎组（2.53±1.45），二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学龄前期和学龄儿童更易患肺炎支原体感染；MP-IgM 阳性检出可作为小儿支原体肺炎早期

诊断的检测指标，但其阴性也不能排除 MP 感染的可能；支原体肺炎患儿的 hs-CRP 值不升高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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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升高，细菌性肺炎患儿 hs-CRP 值明显升高；MP-IgM 和 hs-CRP 联合检测在临床诊疗活动中

有更好的临床价值。 

 
 

PU-2576 

免疫固定电泳在多发性骨髓瘤中临床应用 

 
刘佳丽,何谦,刘三媛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710000 

 

目的  比较和分析血清免疫固定电泳、本周氏免疫固定电泳、血清蛋白电泳、尿蛋白电泳的结果对

多发性骨髓瘤分型诊断及预后观察的价值。 

方法  选用临床诊断符合多发性骨髓瘤（MM）标准的 114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血清免疫固

定电泳、本周氏免疫固定电泳、血清蛋白电泳、尿蛋白电泳检测，并对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114 例患者中有 106 例在血清免疫固定电泳中检测出 M 蛋白（92.98%），IgG 型 72 例，占

67.92%， IgA 型 16 例，占 15.09%，IgM 型 11 例，占 10.38%，轻链型 7 例，占 6.60%。在血清

蛋白电泳中有 67 例检测出 M 蛋白（58.77%），扫描后 M 蛋白呈底部狭窄，高尖的蛋白蜂。有 51

例在尿液固定电泳中检测出 M 蛋白（44.74%），IgG 型 25 例，占 49.02%，IgA 型 14 例，占

27.45%，IgM 型 4 例，占 7.84%，轻链型 8 例，占 15.69%。 尿蛋白电泳中检测出游离轻链 37 例

（32.46%），β2 微球蛋白 29 例（25.44%）。结果表明血清免疫固定电泳对 MM 的检出率最高，

血清蛋白电泳次之，本周氏免疫固定电泳以及尿蛋白电泳检出率均低于血清蛋白电泳，但 7 例轻链

型 MM 中，本周氏免疫固定电泳结果均呈阳性（κ 型 4 例，λ 型 3 例），因此对于轻链型 MM，本

周氏免疫固定电泳检出率为 100%。 

结论  血清免疫固定电泳是诊断 MM 必要的实验室检查，结合血清蛋白电泳、本周氏免疫固定电泳

以及尿蛋白电泳能够快速、便捷而又准确的对 MM 做出诊断及分型，对病情判断以及预后观察具有

重要价值。 

 
 

PU-2577 

乳腺癌患者血清 HER2-ECD 的水平及其在新辅助化疗中的应用 

 
孙佳俊,郭林,卢仁泉,陆立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00000 

 

目的  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 是一种原癌基因，HER2 阳性往往预示着肿瘤进展快、容易发生淋巴

结或血道转移，对内分泌治疗不敏感，预后不佳。本研究通过对乳腺癌患者血清 HER2-ECD 水平

与患者临床新辅助化疗的反应性来进行比较。 

方法  收集 507 例经细针穿刺证实的乳腺癌患者的治疗前病变组织和血清样本，比较组织 HER2 与

血清 HER2-ECD 的一致程度。随后对其中 111 例 HER2 表达阳性的局部进展期（II-III 期）行新辅

助化疗的乳腺癌患者予以随访，分析治疗前后血清 HER2-ECD 水平与临床疗效之间的关系。 

结果  当我们对不同临床分期的患者分开比较时，结果发现血清 HER2-ECD 在 III 期乳腺癌中的表

现最佳，特异性、敏感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86.81%、75.86%、84.62%、79.00%

（AUC=0.885，P<0.01）。而对 111 例在新辅助化疗中进行随访的患者分析，结果发现在经过了

4-8 个周期的新辅助化疗后，乳腺癌患者的血清 HER2-ECD 水平显著下降（28.88±9.44ng/ml vs 

11.90±4.29ng/nl, t=6.116，P<0.01）。若以 11.2ng/ml 作为新辅助化疗后 HER2 的 cut-off 值，进

一步对随访患者的分期、肿瘤大小、初始血清 HER2-ECD，新辅助化疗后血清 HER2-ECD 等进行

losgistic 回归，结果发现患者的治疗前临床分期（P=0.012）与新辅助化疗后的血清 HER2-ECD 水

平（P=0.005）是乳腺浸润性导管癌患者能否获得最大疗效 pCR 的独立风险因素。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481 

 

结论  血清 HER2-ECD 与免疫组织化学与原位杂交的金标准相比，具有较高的一致程度，且在 III

期乳腺癌中表现最佳，可以与之互为补充。另外，血清 HER2-ECD 在乳腺癌患者的新辅助化疗后

的水平是患者能否达到 pCR 的独立风险因素之一，因此具有较高的治疗监测价值。 

 
 

PU-2578 

AMH 与骨质疏松的相关性分析 

 
闫玉珠 

西安市红会医院,710000 

 

目的  本实验通过分析研究女性骨质疏松患者 AMH 与骨代谢指标 TPINP，β-CTX，25(OH)D 的相

关性，为进行骨质疏松症的群体预防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方法  1.选取在西安市红会医院骨质疏松门诊首次就诊的女性患者 160 例纳入本研究，用双 X 线骨

密度仪检测患者 L1-L4 腰椎后前位骨密度。根据 BMD 值将患者分为骨质疏松组，骨量减少组，骨

量正常组。2. 测定血清中 AMH，TPINP，β-CTX，25(OH)D 水平。3. 组间两两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通过 ROC 曲线分析 AMH 对骨量减少的诊断价值。 

结果  1.骨质疏松组血清 AMH 水平明显低于骨量减少组和骨量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骨质疏松组血清 TPINP，β-CTX 水平显著高于骨量减少组和骨量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但三组 25(OH)D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根据年龄将各组患者分为 6 组。骨质疏松组、骨量减少组和骨量正常组血清 AMH 水平随年龄增

高均呈现先增高后降低的趋势，且均在 25-29 岁达高峰。 

3.Pearson 相关性分析显示，AMH 和 BMD 有相关性（P＜0.05)。同时，AMH 和 TPINP，β-

CTX，呈负相关（P＜0.05)，与 25(OH)D 无相关性（P>0.05)。 

4. AMH 对骨量减少的预测价值进行研究对象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显示：ROC 曲线下面积

（AUC）随 BMD 的降低而增大，均大于 0.5。其中骨质疏松组、骨量减少组和骨量正常组相比，

AUC 为 0.731，AMH 敏感度为 78.70％，特异度为 63.30％ 

结论  1. 骨质疏松患者 TPINP，β-CTX 显著高于骨量正常者，AMH 显著低于骨量正常者，但

25(OH)D 无显著性差异。2. AMH 随年龄增长而降低，且均在 25-29 岁达高峰。3. AMH 和 BMD 呈

正相关性，和 TPINP，β-CTX 呈负相关，与 25(OH)D 无相关性。4. AMH 是预测骨量减少的良好

指标，但是否能作为独立指标对骨量减少作出预测还需要大样本临床研究进一步证实。 

 
 

PU-2579 

A light-initiated chemiluminescent assay for the 
quantitation of sIgG4 against egg white allergens in human 

serum. 
 

Junpu Li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Measurement of specific IgG4 (sIgG4) antibodies have been used in clinical studies of 
different allergic diseases such as asthma, rhinitis, urticaria, eczema and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s. In monitoring immunotherapy, increased levels of allergen specific IgG4 antibodies are 
generally seen. However, the main disadvantages of the currently available sIgG4 assays include 
heterogenous technology, being time-consuming, and having low through-put with low sensitivity.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use of a sensitive, rapid and homogeneous reaction measurement 
method for quantitation of sIgG4 against egg proteins in human serum by light-initiated 
chemiluminescent assay (LICA)Measurement of specific IgG4 (sIgG4) antibodies have been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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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linical studies of different allergic diseases such as asthma, rhinitis, urticaria, eczema and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s. In monitoring immunotherapy, increased levels of allergen specific 
IgG4 antibodies are generally seen. However, the main disadvantages of the currently available 
sIgG4 assays include heterogenous technology, being time-consuming, and having low through-
put with low sensitivity.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use of a sensitive, rapid and homogeneous 
reaction measurement method for quantitation of sIgG4 against egg proteins in human serum by 
light-initiated chemiluminescent assay (LICA) 
Methods The LICA-sIgG4 assay was performed by incubating serum sample with anti-human 
IgG4 antibody coated with acceptor beads, streptavidin-coated donor beads, and biotinylated 
antigens, which consist of four components in egg white. Serum samples from egg allergic 

patients (n = 42)，atopic patients (n = 16), and healthy volunteers (n = 16) were collected. 

Working conditions of this homogeneous immunoassay were optimized, analytical performance 
was studied. 
Results The lower limit of quantitation (LLOQ) of the method was 0.226 ng/ml. The intra- and 
interassay coefficients of variation were 2.64–3.86% and 4.23-9.62%, respectively. There was no 
interference from moderate hemolysis (with hemoglobin up to at least 20μmol/L), bilirubin (up to 
at least 100μmol/L), triglyceride (up to at least 14 mmol/L), biotin (up to at least 10nmol/L), or 
ascorbic acid (up to 1mmol/L). Our data showed effective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LICA to 
detect sIgG4 in human serum based on egg allergenic components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assay demonstrated key advantages: requires no washing, simplicity 
and rapidity, reproducibility, high-throughput, good performance for quantitation of sIgG4 can be 
useful for monitor the acquisition of allergy tolerance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immunotherapy 
 
 

PU-2580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protein induced by vitamin K 
absence II for chronic hepatitis B-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ith negative or mildly elevated  
α-fetoprotein  Running title: Diagnostic value  

of PIVKA-II for HBV-associated HCC 

 
Chumei Huang,Laisheng Li,Jiachun Su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80， China 

 
Objective Background/Aims: Hepatitis B virus (HBV) infection is a leading causative factor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in China. α-fetoprotein (AFP) is currently non-invasive biomarker 
for screening and diagnosing of HCC in at-risk Chinese population. However, its diagnostic 
performance is far from satisfactory mainly owing to high false-negative rat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assess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prothrombin induced by vitamin K absence-II (PIVKA-
II) for HBV-related HCC in a Chinese population. 
Methods  In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serum levels PIVKA-II were examined in HBV-related HCC, 
chronic hepatitis B (CHB), and healthy individuals. Receive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ROC) curve 
was plotted, and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was calculated to assess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serum PIVKA-II levels for HBV-related HCC with negative or mildly elevated AFP 
relative to CHB patients or healthy controls.  
Results Serum levels of PIVKA-II were significantly greater in the HBV-related HCC patients 
compared to the CHB patients (P<0.05). A Mann-Whitney U test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trend 
toward higher levels of serum PIVKA-II with increasing stages of the CHB-related HCC subjects, 
and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PIVKA-II levels and HCC 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tumor size, portal vein thrombosis, and tumor metastasis (P<0.05). Of the study 
subjects with AFP < 20 ng/mL, the AUC value was 0.790 for PIVKA-II in distinguishing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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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V-related HCC and CHB, with a sensitivity of 65.3% and a specificity of 94.9%. Moreover, 
among the study subjects with AFP of 20-200 ng/mL, the value of AUC for PIVKA-II in 
discriminating HBV-related HCC from CHB was 0.775, with a sensitivity of 60.0% and a specificity 
of 98.3%. 
Conclusions  PIVKA-II shows high discriminatory ability and improvement of the detection rate 
for HBV-related HCC in a Chinese population with normal or mildly elevated AFP. Thus, serum 
PIVKA-II examination is highly recommended as an alternative non-invasive marker for HBV-
related HCC in China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where HBV infection is highly prevalent. 
 
 

PU-2581 

Different anti-HEV serological assays have different roles  
in HEV infection 

 
Jing Wang,Gang Wei 

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analysis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commercial anti-
HEV IgM and IgG assays in human clinical samples. 
Methods Five different ELISAs were selected to detect anti-HEV IgM and IgG antibodies in 
human serum samples. Analysis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each assay. Serum 
neutralization test with HEV particles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false positive if necessary by 
calculating the inhibition ratio. 
Results Anti-HEV IgM ELISAs had a good specificity and there was no cross reaction of IgM 
against CMV or EBV by all the five assays. The sensitivities of anti-HEV IgM ELISAs ranged from 
83.5% to 85.7% and had a good agreement. Anti-HEV IgG assays had a good sensitivity 
ranging from 87.9% to 92.3%, especially by Wantai essay, but they had poor specificities. 
Conclusions Anti-HEV IgM assays had higer specificities and lower sensitivities than anti-HEV 
IgG assays, indicating that capture method was better than indirect method in anti-HEV 
serological assays. Besides, recombinant proteins had an advantage over synthetic peptides in 
anti-HEV IgG assays with a better sensitivity. It is necessary to note that different assays have 
different roles in the diagnosis or epidemiological study of HEV infection. 
 
 

PU-2582 

IgE 在系统性红斑狼疮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马洁 

潍坊市人民医院,261000 

 

目的  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是一种累及多系统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特征为广泛的血管炎和结缔

组织炎症。SLE 患者临床表现十分复杂，临床除发热，皮疹等共同表现外，因受脏器不同而表现不

同，常先后或同时累及泌尿、神经、心血管、血液等多个系统，常表现为中至重度多脏器损害。本

病预后较差，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是难以治愈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在长期的临床实验中发现

SLE 患者 IgE 比正常人高，尤其是活动期 SLE 患者，其 IgE 水平明显增高，本实验目的是探究 IgE

水平在 SLE 活动期的作用及其意义。 

方法  取活动期 SLE 患者血清 23 例，非活动期 8 例，正常人血清 10 例，检测其 IgE 水平；检测血

清中 SLE 相关指标，如 ds-DNA、sm、ANA、C3、C4 等指标，分析 IgE 与其相关性。 

结果  活动期 SLE 患者 IgE 明显高于非活动期患者和正常人，并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IgE

的水平和 ds-DNA、sm、ANA 成正相关，与 C3 和 C4 成负相关，并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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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活动期 SLE 患者其 IgE 水平增高，预示着 SLE 一些自身免疫反应很可能是 IgE 来实现的；

IgE 也可作为 SLE 活动期一个指标，为临床诊断提供实验依据。 

 
 

PU-2583 

Comparison of Serum HE4 with CA125 as a Tumor Marker 
in Premenopausal Patient with Benign Pelvic Masses 

 
Xiaoli Huang,Yanlong Wang,Xiaoqin He,Fenhong Kang,Linhua Luo,Zhiying Su,Huiming Ye 

Xiamen’s Maternity and Child Care Hospital， Teaching Hospital of Xiame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role of HE4, CA125 and the Risk of Ovarian Malignancy Algorithm 
(ROMA) in diagnostic and discriminating benign pelvic occupying diseases in premenopausal 
women. 
Methods Serum was collected prior to surgery from 391 premenopausal patients with benign 
disorders. Serum of 45 healthy individuals was also collected as benchmark. The ROMA, HE4 
levels and CA125 levels were determined and evaluated separately. 
Results We set 35 U/mL and 70 pmol/L as the upper limits of normality for CA 125 and HE4,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391 women with benign pelvic masses, serum HE4 
level showed less frequent elevation in benign disease when compared with CA125 level. 2.3% 
(9/391) of benign cases had HE4 level elevated while 37.1% (143/391) had CA125 level elevated 
(P <0001). It was confirmed by successive diagnose that endometriosis gave false positive result 
for CA125 in more than half of the cases, but gave no significant change for HE4 level. Analysis 
of gravid women with mass showed that the elevated HE4 and CA125 level were 30.8%(4/13) 
and 38.5%(5/13),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When 
subcategorized by diameter of masses, the serum concentration and patient percentage of CA 
Conclusions Serum HE4 testing is a more well-directed approach in diagnosis for benign pelvic 
mass in premenopausal patient than CA125 testing, for CA125 elevation is normally scattershot 
in benign pelvic disease while HE4 elevation shows higher specificity to benign pelvic mass. . 
 
 

PU-2584 

Effect of maternal and neonatal factors on neonatal thyroid 
screening results 

 
Ye Wang,Ying He,Xiujuan Li,Tianhua Chen,Lijin Chen,Zhiying Su,Huiming Ye 

Xiamen Maternity and Child Care Hospital， Teaching Hospital of Xiame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yroid-stimulating hormone (TSH) levels are an important parameter in screening for 
congenital hypothyroidism (CH). This study aimed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birth weight, 
gestational age, and delivery mode on the incidence of neonatal CH.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of neonates born in 2015 at a maternity hospital in Xiamen, 
China and their mothers was conducted. Differences in TSH levels, CH positivity at baseline, and 
the incidence of CH according to gestational age, birth weight, and delivery mode were assessed 
using matched neonatal and maternal data.  
Results  Of the 15,615 enrolled neonates, 150 had positive CH screening results at baseline and 
nine had confirmed CH. Premature and low-birth-weight neonates 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incidence of CH and lower TSH levels when compared to full-term neonates and normal-to-high 
birth weight neonates, respectively. Neonates delivered vaginally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TSH 
levels and a reduced incidence of baseline CH positivity; cesarean section delivery (odds ratio 
[OR] = 2.06, P = 0.006) and a maternal TSH level >2.5 mIU/L (OR = 2.37, P = 0.002) were risk 
factors for CH positivity at bas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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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In this study, the incidence of CH in neonates was associated with gestational age 
and birth weight. Neonatal baseline CH positivity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cesarean delivery 
and an early-pregnancy maternal TSH level >2.5 mIU/L.  
 
 

PU-2585 

流式荧光法检测抗 ds-DNA 抗体在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临床价值 

 
温怀凯,周训竹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流式荧光法检测抗 ds-DNA 抗体在系统性红斑狼疮（SLE）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比较绿蝇短膜虫间接免疫荧光法（CL-IIF 法）、放射免疫法（Farr 法）及多重微珠流式免疫

荧光发光法，分别对 45 例系统性红斑狼疮、62 例结缔组织病(CTD)病人血清，测定抗 ds-DNA 抗

体水平，并留取 40 例健康者血清做为对照，检测结果以间接免疫荧光法为参考方法进行比较分

析。 

结果  （1）通过对三种检测方法测定不同实验组抗 ds-DNA 抗体的阳性率分析，在 SLE 组中，用

CL-IIF 法、Farr 法、流式荧光法测定抗 ds-DNA 抗体阳性率分别为 28.80%、44.4%、35.5% ，流

式荧光法与其他方法之间比较没显著性差异（P>0.05），对比三种方法检测抗 ds-DNA 抗体的灵敏

度和特异性，三种方法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而结缔组织病组中，流式荧光法测定抗 ds-

DNA 抗体阳性率最高，但三种检测方法对相应疾病两两之间比较没有显著差异（P>0.05）。（2）

对 SLE 组与 CTD 组抗 ds-DNA 抗体检测结果的灵敏度和特异度进行比较，发现三种方法对 SLE

组的抗 ds-DNA 抗体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均高于结缔组织病组，两组之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0.05）；在 SLE 组中，检测的灵敏度最高的为 Farr 法，特异性最高的为 CL-IIF 法，但三种方

法之间比较均没有显著差异（P>0.05）。（3）三种方法检测抗 ds-DNA 抗体的阳性率与抗核抗体

滴度相关，在一定滴度范围内，其阳性率与滴度成正比，但三种方法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P>0.05）。 

结论  多重微珠流式免疫荧光发光法检测抗 ds-DNA 抗体具有高通量、试剂效期长、操作简便，自

动化程度高等优点。对 SLE 和 CTD 病人检测抗 ds-DNA 抗体，其灵敏度、特异性与 Farr 法和 CL-

IIF 法无显著差异（P>0.05）。 

 
 

PU-2586 

cPSA/tPSA 诊断前列腺癌的 Meta 分析 

 
唐欣萍,孙朝晖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510000 

 

目的  通过 Meta 分析，探讨 cPSA/tPSA 对前列腺癌的诊断价值。 

方法   计算机检索部分：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

（CNKI）、中文电子期刊数据库、维普网等；手工检索部分相关杂志：如中华检验医学杂志，检

索出 cPSA/tPSA 诊断前列腺癌的相关文献。由 2 位研究者按照纳入与排除标准独立选择文献、提

取资料和评价质量后，采用 Meta-disc1.4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检索相关文献 39 篇，最后纳入 6 篇。以病理诊断为金标准，cPSA/tPSA 检测前列腺癌病人

总数为 484 例，合并敏感度、特异度及在 95%可信区间分别是 82%(76% to 87%)、67%（61% 

to73%）。Sroc 曲线下面积为 91.68%。 

结论  cPSA/tPSA 诊断前列腺癌有较高的敏感度和有较高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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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87 

老年 AECOPD 患者呼吸道病原体研究分析 

 
王瑶 

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新疆地区老年 AECOPD 的呼吸道病原体流行特点，为临床诊疗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2014 年至 2017 年入住我院的老年 AECOPD 患者 535 例，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 8

种呼吸道病原体 IGM 抗体，并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535 例老年呼吸道疾病患者中，检测出 IgM 抗体阳性的患者为 224 例，阳性率为 41.86％，

同时检测出 2 种及 2 种以上病原体混合感染的患者有 201 倒，混合感染率为 37.57％，占总感染例

数的 68．4％，其中嗜肺军团茵(LP)与肺炎支原体(MP)的混合感染在混合感染中所占比例最高为

18．3％。所有患者中 MP 阳性率最高(28.2％)，其次为 LP(15．2％)、乙型流感病毒(IBV，9．4

％)、副流感病毒(PlVs，3．4％)、甲型流感病毒(IAV，6．2％)。 

结论  新疆地区老年 AECOPD 患者非典型病原体感染主要痛原体是 MP、LP，混合感染是其显著

特点，且不同呼吸道痰痛患者间非典型病原体感染具有明显差异。 

 
 

PU-2588 

HPLC-MS/MS 法测定硫唑嘌呤代谢物血药浓度及临床应用 

 
苗强,邹远高,唐江涛,白杨娟,苏真珍,王兰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建立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HPLC-MS/MS）法同时测定红细胞（RBC）中硫唑嘌呤代

谢物 6-甲巯基次黄嘌呤核苷酸（6-MMPR）和 6-硫鸟嘌呤核苷酸（6-TGN）浓度，为临床制定硫

唑嘌呤个体化用药方案提供基础。 

方法  RBC 裂解液在加入二硫苏糖醇条件下经三氟乙酸沉淀，6-MMPR 和 6-TGN 在酸性条件下加

热水解生成 6-甲巯基嘌呤（6-MMP）和 6-硫鸟嘌呤（6-TG），使用 Waters 公司超高效液相色谱

－三重四级杆质谱联用仪，以 BEH C18 (2.1×100mm, 1.7μm）为色谱柱，以重氢标记的 6-硫鸟嘌

呤为内标进行测定。以 PH3.0 的 0.02mol/L 醋酸铵缓冲液（含 0.3%甲酸）和乙腈进行梯度洗脱，

流速 0.4 ml/min，进样量 4 μl，柱温 40℃，总运行时间 2min。检测离子对 6-MMP m/z 

167.07→152.15，6-TG m/z 168.06→134.13，内标 m/z 171.07→137.14。 

结果  6-MMPR 和 6-TGN 浓度在 0.625~5000ng/ml 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r>0.99），最低检测浓

度为 0.15 ng/ml；日内及日间精密度 RSD<8%，不同浓度梯度的方法回收率 6-MMPR 在

91.06%~105.94% 之间， 6-TGN 在 96.29%~%103.06 之间，平均提取回收率均在 80%

（RSD<10%）以上；47 例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平均稳态血药浓度 6-TGN 为 168.67（107.36，

366.36）pmol/8×108RBC，6-MMPR 为 87.09（47.7，189.93）pmol/8×108RBC，18 例炎症性肠

病患者平均稳态血药浓度 6-TGN 为 221.47（137.72，406.91）pmol/8×108RBC，6-MMPR 为

203.1（82.67，361.48）pmol/8×108RBC。 

结论  该方法操作简便、快速、灵敏、专属性强，适用于接受硫唑嘌呤治疗的患者体内代谢物浓度

监测，可为临床个体化用药提供实验室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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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89 

华法林敏感性相关微小 RNA 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叶辉铭 1,施少鑫 2,谢华斌 3,王烨 1,王挹青 3 

1.厦门市妇幼保健院,361000 

2.厦门市海沧医院 

3.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目的  预测与华法林敏感性相关微小 RNA，寻找华法林个体化用药潜在标志物。 

方法  遗传药理学和药物基因组学数据库（PharmGKB）筛选出与华法林敏感性相关的基因，再使

用目前常用的微小 RNA 预测软件（miRanda、miRDB、miRWalk、RNA22 和 TargetScan）对所

筛选出的华法林敏感性相关基因进行微小 RNA 的预测与分析。 

结果  在 PharmGKB 中筛选出 ABCB1、APOE、ASPH 等 29 个与华法林敏感性相关的重要基因，

通过华法林敏感性相关基因从五种微小 RNA 预测软件预测出 hsa-miR-548c-3p、hsa-miR-944 等

165 个相关微小 RNA。微小 RNA 的调控区域包括 3’UTR、5’UTR 和 CDS 等，miRWalk 预测软件

预测出调控区域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相关微小 RNA 有 hsa-miR-573、hsa-miR-484 等 132 个。与

华法林基因代谢相关的药物效应动力学和药物代谢动力学 miRNA 有 hsa-miR-548o、hsa-miR-

513b 等 37 个。 

结论  利用生物信息学预测软件筛选出华法林反应性相关的微小 RNA，有较高的可信度作为华法林

个体化用药的新的生物学标志物。 

 
 

PU-2590 

降钙素原与 C 反应蛋白成人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中的应用 

 
蔡志龙 

四川省科学城医院,621000 

 

目的  探讨降钙素原（PCT）与 C 反应蛋白（CRP）在成人呼吸道疾病诊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71 例呼吸道感染患者作为观察组（肺炎组 118 例，扁桃体炎组 66 例，支气管炎组 87

例）及健康体检者 50 例，进行 PCT、CRP 的测定。 

结果  观察组 PCT 与 CRP 结果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肺炎组 PCT、CRP

水平最高，扁桃体炎组次之，支气管炎组。 

结论  降钙素原与 C 反应蛋白在成人呼吸道疾病特别是在细菌感染中效果理想，能够为临床的诊断

及鉴别诊断提供指导。 

 
 

PU-2591 

婴幼儿重症肺炎维生素 D 水平动态变化及相关性分析 

 
邓永超,唐喜春,袁远宏,黄彩芝,莫丽亚 

湖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重症肺炎患儿血清 25（OH）D（25-hydroxy vitamin D,25-羟基维生素 D）水平动态变

化与患儿病情危重度变化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运用前瞻性研究方法选取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在湖南省儿童医院住院的不同危重度等

级的重症肺炎患儿 132 例，分别在入院时和治疗一周后评估患儿的危重度，同时检测患儿血清 25

（OH）D、PCT（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及 NT-proBNP(N 末端钠尿肽原，N-terminal pro-B-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Youdao/DictBeta/Application/7.5.2.0/resultui/dict/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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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natriuretic peptide）的水平且进行相应比较并分析 25（OH）D 与 PCT、NT-proBNP 及危重

度变化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重症肺炎各亚组患儿 25（OH）D 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F=61.67，P＜0.01)，极危重患

儿入院时 25（OH）D 水平（56.38±10.79nmol/L）明显低于危重患儿（66.79±13.31nmol/L）和非

危重患儿（81.41±14.44n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一周后 25（OH）D 水平升

高组（61.73%）病情好转率明显高于 25（OH）D 降低组（15.69%）患儿(Z=-5.517，P＜0.01)，

好转及治愈出院率（92.69%）也明显高于后者(66.67%)(Z=-3.190，P=0.001)；重症肺炎患儿治疗

前后 25（OH）D 变化差值与 PCT 和 NT-proBNP 的变化差值呈显著负相关（r 值分别为-0.597 和-

0.404，P＜0.01）。 

结论  维生素 D 水平变化与婴幼儿重症肺炎病情危重度变化相关，可以作为病情监测的指标，补充

VD 可能有助于疾病的康复。 

 
 

PU-2592 

血清与血浆 EB 病毒 DNA 在 EBV 感染相关性疾病中表达的研究 

 
王慜杰,韩晓红,崔巍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外周血血浆与血清中 EB 病毒 DNA(EBV DNA)在 EB 病毒感染相关疾病中表达的差异。 

方法  收集 70 例疑似 EB 病毒感染相关疾病患者的血浆和血清样本；其中鼻咽癌 48 例，淋巴瘤 22

例，采用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同一个患者血浆和血清中 EBV DNA 的含量。同时对 4°C 冷藏 4

天前后的血浆样本 EBV DNA 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患者血浆与血清中 EBV DNA 的含量无明显差异（U=1342, P=0.476>0.05）[（979 (245, 

6302)）copies/ml  VS. （1850 (375, 12550)）copies/ml]；患者血浆样本在 4°C 冷藏后 4 天后，无

显著降低（U=1338, P=0.459>0.05）[（979 (245, 6302)） copies/ml  VS. （1030 (142, 6773)） 

copies/ml ]。 

结论  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鼻咽癌和淋巴瘤患者外周血 EBV DNA 时，血浆与血清 EBV DNA 无

明显差异；在 4°C 冷藏可稳定 4 天无明显降低。 

 
 

PU-2593 

过敏原检测在儿童咳嗽变异性哮喘疾病中的临床应用 

 
巫翠云 

海口市人民医院 

 

目的  对咳嗽变异性哮喘（CVA）和健康（对照组）儿童总 IgE 和过敏原特异性 IgE 进行检测，探

讨过敏原在儿童 CVA 疾病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用美国 Biocheck 公司的免疫球蛋白 E 检测试剂盒检测总 IgE 的含量（酶联免疫法），使用

德国 Mediwiss 公司的过敏原特异性 IgE 抗体检测试剂盒检测过敏原特异性 IgE（免疫印迹法）[1]。 

结果  CVA 组总 IgE 阳性率 96%，过敏原特异性 IgE 阳性率 97.3%；对照组总 IgE 阳性率 8%，过

敏原特异性 IgE 阳性率 8%。CVA 组特异性 IgE 阳性中，吸入性过敏原阳性率以户尘螨、屋尘最

高，分别为 65.3%、46.7%；食入性过敏原以蟹、虾阳性率最高，分别为 20%、13.3%[2]。 

结论  CVA 患儿的发病与过敏因素关系密切，检测血清总 IgE 及过敏原特异性 IgE 对儿童 CVA 疾

病可起到辅助诊断作用，还可对其疾病的治疗和预防起到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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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94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对心梗患者发生心衰的预测价值 

 
丁红梅,臧晓陵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215000 

 

目的  分析心梗患者血清中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serum neuron specific enolase，NSE)的波动，

评价 NSE 对心梗患者发生心衰的预测价值。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0 月到 2018 年 2 月本院心血管内科住院病人共 521 例，分别检测高敏肌钙蛋

白 T（hs-cTnT），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水平，依据 Killip 分级将患者分为四期。采用

SPSS22.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分别计算各期患者的 hs-cTnT 和 NSE 的中位数、最小值和最大

值，分析两者的相关关系，并对不同时期的 NSE 水平进行比较。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4 期 hs-cTnT 水平分别为为 96.28（14.68-266.9）ng/L、99.5(29.2-230.4) ng/L、

1886.92(28.6-3956.5) ng/L、2896.46(195.6-6657) ng/L；NSE 水平分别为 15.53（9.1-17.47）

U/mL、26.82(11.36-31.67) U/mL、29.66(13.55-35.92) U/mL、31.5(16.23-55.6) U/mL。 NSE 与

hs-cTnT 呈正相关（r=0.655，P＜0.05）。各期 NSE 随心衰严重程度升高而逐渐升高。各期 NSE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 NSE 与 hs-cTnT 的关系，发现这个指标对于心梗患者发生心衰具有预测价

值，是其预后的独立危险因子。 

 
 

PU-2595 

血清环状 RNA 在糖尿病肾病患者中差异表达的研究 

 
朱炳铭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632 

 

目的  运用 circRNA 芯片技术分析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清环状 RNA 的差异表达,为进一步探讨血清环

状 RNA 作为糖尿病肾病的分子诊断标志物及其调控机制研究奠定基础。 

方法  从 30 例糖尿病肾病患者组（A 组）、30 例正常对照组（N 组）的血清标本中进行血清总

RNA 提取,利用 circRNA 芯片技术筛查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清中差异性表达的环状 RNA,运用生物信

息学方法获得与环状 RNA 相关的 miRNA, 选取部分环状 RNA 采用实时定量 PCR 进行验证。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比,具有显著差异性表达的环状 RNA 有 345 种,其中 153 种表达上调,192 种表达

下 调 。 对 4 种 表 达 上 调 环 状 RNA:hsacirc0006328 、 hsacirc0037203 、 hsacirc0046515 、

hsacirc0054078 和 3 种表达下调 circRNA:hsacirc0062063、hsacirc0006700、hsacirc0002316 采用

实时定量 PCR 验证，获得的结果和芯片筛选一致。生物信息学显示环状 RNA 可与 miRNA 相互发

生作用从而对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发展起调控作用。 

结论  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清中具有显著差异表达的环状 RNA 或可作为其潜在的分子诊断标志物，而

差异表达的环状 RNA 生物信息学或有助于对糖尿病肾病发病机制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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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96 

A novel method to establishment for determination of 
concentrations of exosomal pepsin in induced sputum by 

ELISA 

 
Yiwen Yao,Xianghuai Xu,Li Yu,Dong Li 

Shanghai tongji hospital affiliated tongji university 

 
Objective Pepsin in induced sputum as a diagnosis marker of gastroesophageal reflux-related 
(GOR-related) chronic cough has been debated due to its low specificity and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Exosomes are small membrane vesicles containing proteins and RNAs in various body 
fluids. Exosomal proteins have great potential as biomarkers and prognostic indicators in the 
surveillance/monitoring of a variety of diseas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peps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ovel method to measure the exosomal proteins might help 
resolve this controversy. The measurement of induced sputum exosomal pepsin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s (ELISAs) is rare in research laboratories and totally absent in 
clinical biology. 
Methods 104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chronic cough were enrolled for this study between 2017 
and 2018 at Tongji University Tongji Hospital. Induced sputum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patients. Exosomes were isolated using the ExoQuick reagent, and characterized by electron-
microscopic and western blot. Different methods of exosomes member lysis were used before 
pepsin detection by ELISA.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exosomes in assay buffer were also 
evalu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xosomal pepsin and GOR-related chronic cough was 
estimated b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nalysis. 
Results Freeze-thawing, ultrasonication and homogenization for lysis of exosomes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chemical lysis (P<0.05). A 5-fold increase in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exosomes in the assay buffer (using initial induced sputum volume as a reference) resulted in 
more accurate measurements, whereas the 2-fold concentration was the lower limit of detection 
of the induced sputum exosomal pepsin. A validation study that included 104 patients with 
chronic cough demonstrated that induced sputum exosomal pepsin from samples exhibited a 
better AUC valu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than induced sputum pepsin.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we optimized an easy and rapid detection method for 
assessment of induced sputum exosomal pepsin, which could be a useful diagnostic tool for 
detecting GOR-related chronic cough.  
 
 

PU-2597 

肿瘤患者中 HIV 感染者临床特征分析 

 
王慜杰,韩晓红,崔巍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目的  分析肿瘤患者中 HIV 感染者的临床特征，协助临床医生早期识别 HIV 感染者。 

方法  收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998 年至 2017 年 20 年间接诊的 HIV 感染者信息，对临床诊

断、性别、年龄等临床特征进行分析。 

结果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998 年至 2017 年共接诊 HIV 感染者 119 例，平均年龄 45 岁；其

中，男性占 82%（98 例）；与 2010 年前相比，2011 年至今的男性感染者比例有明显增加（71% 

VS. 87%）。所有 HIV 感染者中，最常见的肿瘤依次为头颈部肿瘤、肺癌、肝癌和结直肠癌/肛管

癌。在 119 例 HIV 感染者中，梅毒螺旋体抗体的阳性率为 29.41%；HBV/HCV/TP 的共感染率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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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以肿瘤就诊的 HIV 感染者以男性为主，常见头颈部肿瘤、肺癌、肝癌和结直肠癌等，有较高

的梅毒共感染率。 

PU-2598 

表达霍乱毒素 B 与幽门螺杆菌中性粒细胞激活蛋白的枯草芽孢 

抑制小鼠花生过敏的研究 

 
麦嘉良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510000 

 

目的  花生过敏是一种常见的食物过敏，通常在儿童时期发生，且不随年龄增长而消失。花生过敏

症状严重，易危及生命。目前尚无安全有效的花生脱敏疫苗，预防花生过敏的重点为避免接触含有

花生成分的产品。因此，研制安全、有效的新型花生脱敏疫苗具有重要意义。幽门螺杆菌中性粒细

胞激活蛋白（NAP）具有免疫调节作用，能诱导 TH1 型免疫应答。霍乱毒素 B 亚单位（CTB）是

一种免疫佐剂，能增强机体对抗原的黏膜免疫和系统免疫。本实验以枯草芽孢作为载体表达 CTB-

NAP 偶联蛋白，利用 NAP 能诱导 TH1 型免疫应答的特性，研究其能否改变花生过敏导致的 TH2 型

免疫紊乱，从而研制一种新型的花生过敏口服疫苗。 

方法  我们把融合基因 CTB-NAP 插入到质粒 pUS186-CotC 中，得到重组质粒 pUS186-CotC-

CTB-NAP，然后将重组质粒转化到枯草芽孢杆菌 WB600 中，生产重组枯草芽孢，观察口服重组枯

草芽孢治疗后花生致敏小鼠的过敏症状，ELISA 检测血浆组胺水平，花生特异性 IgE、IgA、

IgG1、IgG2a 水平和脾细胞内细胞因子 IL-4、IL-10、IFN-γ 水平，评估疫苗的治疗效果。 

结果  与模型组相比，口服表达 CTB-NAP 重组芽孢的小鼠体温改变减少，过敏症状评分降低，血

浆中组胺水平明显降低，血清中花生特异性 IgE 水平降低，粪便中花生特异性 IgA 升高。口服表达

CTB-NAP 重组芽孢能诱导 IgG2a 及 IL-10、IFN-γ 的分泌，抑制 IL-4 的分泌，使 IgG1/IgG2a 及

IL-4/IFN-γ 的比值小于模型组中的比值。 

结论   CTB-NAP 重组芽孢具有免疫调节作用，口服表达 CTB-NAP 重组芽孢能在花生致敏小鼠体

内诱导 TH1 优势免疫，逆转花生过敏原导致的 TH2 型免疫紊乱，从而抑制花生过敏。 

 
 

PU-2599 

狼疮患者血及尿自身抗体对肾脏损伤的评价研究 

 
周朝琼,武永康,袁宇珊,何瑶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研究血及尿自身抗体在系统性红斑狼疮（SLE）肾损伤患者中的浓度，以评价其在肾脏损伤

中的价值。 

方法  随机收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确诊为 SLE 的患者 57 例，包含血清及尿标本，对其进行 ANA、

抗 dsDNA、尿微量蛋白（MA、TRF、A1-MG、IgG）、肾功（血 UREA、血 CREA、血 CYS-C、

血 UA、血 eGFR）、尿常规检测。 

结果  尿 ANA 滴度、尿抗 dsDNA 与肾损指标有相关性（P<0.05)；血 ANA 滴度、血抗 dsDNA 与

肾损指标均无相关性（P>0.05)；尿 MA、尿 TRF、尿 IgG、尿常规蛋白、血 UREA、血 CYS-C 阳

性率在尿 ANA 阴性、可疑及阳性三组间依次增高（P<0.05),血 CREA 在尿 ANA 阴性、可疑、阳性

三组间阳性率为阳性组〉阴性组〉可疑组；尿 MA、尿常规蛋白在尿 ANA 可疑组及阳性组的阳性

率均为 100%；所有血自身抗体与尿自身抗体的滴度和型别均不具一致性（P>0.05)。 

结论  尿 ANA 滴度、尿抗 dsDNA 较血 ANA 滴度、血抗 dsDNA 更能反映肾损伤；尿 ANA 荧光强

度越强，肾损伤越严重，故可将尿 ANA、尿抗 dsDNA 纳入狼疮患者的实验室检测。本研究结果对

临床肾脏损伤评价具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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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00 

TB-IGRA 在诊断结核感染中的应用分析 

 
林光华,张晓琍,陈思妍,周建林,曹颖平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检验科 

 

目的  研究 γ-干扰素释放试验（TB-IGRA）与传统检测方法在临床诊断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应用价

值。 

方法  对我院 1127 例受检者的 TB-IGRA 试验与痰涂片找抗酸杆菌，血清检测结核抗体，结核菌

DNA 检测结果进行回顾性比较分析。并分析 1127 例受检者的人群年龄分布情况。 

结果  1127 例受检者分为结核组和非结核组，TB-IGRA 灵敏度 74.7%，特异度 79.9%，ROC 曲线

下面积 0.821。497 例 TB-IGRA 与痰涂片找抗酸杆菌比较，灵敏度分别为 77.4%与 9.3%，特异度

分别为 92.3%和 99%。721 例 TB-IGRA 与血清检测结核抗体比较，灵敏度分别为 75.4%和 32%，

特异度分别为 95.1%和 78.3%。191 例 TB-IGRA 和痰结核菌 DNA 比较，灵敏度分别为 77.1%和

27.1%，特异度分别为 92.1%和 97.4%。老年人人群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率高于年轻人群。 

结论  TB-IGRA 作为临床诊断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辅助诊断方法之一，相比痰涂片找抗酸杆菌，血

清检测结核抗体，结核菌 DNA 检测等方法，有更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老年人结核分枝杆菌感染

率较高，TB-IGRA 作为筛查手段可助于结核病的诊断及预防。TB-IGRA 对于鉴别现症病人还是既

往感染人群的能力较差。 

 
 
 

PU-2601 

血清甘胆酸（CG）在妊娠期妇女中的检测价值 

 
郑雯菁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261000 

 

目的   通过检测大批量妊娠中晚期妇女的血清甘胆酸（CG）结果分析肝内胆汁淤积症（ICP）在孕

妇群中的发病率。 

方法  1.CG 化学发光试剂由深圳市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按照说明书操作。2.仪

器为深圳市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全自动化学发光测试仪 MAGLUMI4000； 样

本统计自 2016 年 12 月至 2018 年 5 月在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产科就诊的 200 例妊娠中晚期妇女的

血清甘胆酸结果。 

结果  我们把结果<2.7µg/ml 定为 CG 阴性值，≥2.7µg/ml 定为 CG 阳性值，发现 7 名阳性产妇，即

ICP 高度怀疑孕妇，继而对这几名孕妇跟踪调查，发现有不同程度的早产、胎儿宫内发育迟缓、胎

儿宫内缺氧甚至有死胎情况。因此在随后的产前检查过程中，密切监测这些患者的血清 CG 浓度，

并对确诊为 ICP 的妊娠产妇进行干预治疗使患者的 CG 浓度维持在正常水平以内直到胎儿足月顺

产，妊娠终止后所有症状消失，体征及实验室异常结果均恢复正常。 

结论   1. 在妊娠中晚期,肝内胆汁淤积症的发生率占全部孕妇的 3.5%,甘胆酸的动态观察尤为重要.2.

早期检测孕妇血清甘胆酸可早期发现孕妇肝脏的微小病变,注意动态观察，从而早期干预治疗，减

少对围产儿的危害，对提高母儿预后有极大的临床意义。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493 

 

PU-2602 

外源性胍丁胺通过调控 NF-κB、MAPK 通路及 ROS 产生 

抑制脂多糖诱导的人脐静脉内皮细胞活化及损伤 

 
罗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探讨胍丁胺（AGM）通过抑制 NF-κB、MAPK 通路的激活并减少 ROS 产生，从而逆转脂多

糖（LPS）诱导的人脐静脉内皮细胞活化和损伤。 

方法  体外培养 HUVECs。MTT 法检测 AGM 作用 24 h 对 HUVECs 活力的影响。HUVECs 随机分

为：对照组；LPS 组（10μg/mL）；AGM 干预组：LPS+AGM（0.125、0.5、1 mmol/L）。ELISA

法检测 24 h 细胞上清中可溶性 ICAM-1、可溶性 VCAM-1、可溶性 E-selectin 及 MCP-1 水平，确

定 AGM 最适干预浓度为 1mmol/L。后续细胞分为对照、LPS、AGM 及 LPS+AGM 组，作用 1、

6、24 h；抑制剂组即在 LPS 刺激前 1h，用 10μmol/L NF-κB（PDTC）、ERK1/2 （PD98059）

及 p38（SB203580）抑制剂预处理。qRT-PCR 法检测 ICAM-1、VCAM-1、E-selectin、MCP-1、

HO-1、NQO1 mRNA 表达水平；DCFH-DA 探针检测细胞内 ROS 水平；Western blot 法检测细胞

VCAM-1、ICAM-1 表达及信号通路蛋白表达和磷酸化水平。 

结果   138 株 CR-ECL 对碳青酶烯、头孢类、喹诺酮、氨基糖苷等抗生素多表现耐药，对替加环

素、多粘菌素等多表现敏感；约 19.5%（27 株）为产碳青酶烯酶菌株，其中 21 株为 NDM-1 表

达，我们首次发现共产 NDM-1 和 IMP-8 的碳青酶烯耐药阴沟肠杆菌；通过基因环境分析可知，

NDM-1 中存在高度保守序列（blaNDM-1-bleMBL-trpF-tat）可能与其转移性有关，而可移动元件 IS26, 

intI1 和 tniC 也介导了 IMP-8 的传播；分子流行病学显示我们首次报道了产 NDM-1 阴沟肠杆菌

ST88 的院内爆发；转院病人、机械通气、先前使用碳青酶烯是碳青酶烯耐药阴沟肠杆菌的独立危

险因素。 

结论  胍丁胺可能通过抑制 NF-κB、MAPK 通路的激活下调粘附分子及趋化因子水平，并增强 HO-

1 表达以减少活性氧产生对抗脂多糖诱导的人脐静脉内皮细胞活化及损伤。 

 
 

PU-2603 

九项呼吸道感染病原体 IgM 抗体检测 

在急性呼吸道感染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陈文强 

淄博市中心医院,255000 

 

目的  通过对 2015 年至 2017 年淄博市中心医院病人九项呼吸道感染病原体 IgM 抗体(间接免疫荧

光法)检测结果进行分析，了解九项呼吸道感染病原体 IgM 抗体试剂对呼吸道感染的诊断价值，为

临床提供一种快速诊断呼吸道感染病原体的方法。 

方法  通过对 2015 年至 2017 年淄博市中心医院病人九项呼吸道感染病原体 IgM 抗体(间接免疫荧

光法)检测结果进行分析，了解九项呼吸道感染病原体 IgM 抗体试剂对呼吸道感染的诊断价值，为

临床提供一种快速诊断呼吸道感染病原体的方法。 

结果  研究表明非典型病原体感染率为 28.8％(1759／6091)，其中以乙型流感病毒最为多见，其次

为肺炎支原体，次之为副流感病毒 1、2、3 型；混合感染率达 17.3％(1052/6091)；感染人群以儿

童多。九项主要病原体的 IgM 抗体的感染率分别为:嗜肺军团菌(12)5.68%（346/6091)、肺炎支原

体 (MP)15.51% （ 945/6091) 、 Q 热立克体 (cox)0.56% （ 34/6091) 、肺炎衣原体 (ce)0.66%

（40/6091)、腺病毒(ADV)3.66%（223/6091)、呼吸道合胞病毒(RSv)1.31%（80/6091)、甲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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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病毒(IFA)0.11%（7/6091)、乙型流感病毒(IFB)23.2%（1413/6091)和副流感病毒 1、2 和 3 型

(PIVS)6.99%（426/6091)。 

结论  九项呼吸道联检试剂对于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病原学诊断, 有着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PU-2604 

云南省 74 例孕妇干血斑样本 HIV-1 基因型及耐药情况分析 

 
刘家法 

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 

 

目的  分析云南省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孕妇原发性耐

药情况及毒株亚型流行情况 

方法  收集 2014-2015 年来自云南省红河、临沧、文山、大理、保山、普洱和昭通六个地州从未经

过抗病毒治疗的 HIV 阳性孕妇干血斑( Dried blood spots, DBS) 样本，筛选出病毒载量检测载量大

于 4000copies/ml 样本，进行 HIV-1 耐药基因型检测和原发性耐药情况分析 

结果  通过基因型耐药检测共获得符合条件 pol 区序列 74 条,主要亚型分布是以 CRF08_BC 亚型为

主，占 56.8%（42/74），其他包括 CRF01_AE（17.6%，13/74）、CRF07_BC（10.8%，

8/74）、URFs（5.4%，4/74）、C 亚型（5.4%，4/74）和 B（4.1%，3/74）亚型。 获得的序列

中，有 9 例样本发生耐药性突变，原发性耐药的比例为 12.2%（9/74），其中 1 例样本发生高水平

耐药，1 例样本中水平耐药，其余 7 例为低水平耐药。 

结论  本次调查的孕妇中主要以 CRF08_BC 亚型为主，原发性耐药水平较云南省之前的研究升高。

对于特殊人群的孕妇在加强孕期 HIV 抗体检测的同时，对 HIV 抗体阳性的孕妇应加强基因型耐药

情况检测，对医生在母婴阻断时合理选择治疗方案提供依据，提高母婴阻断的成功率，降低 HIV 对

儿童的影响，提高儿童的健康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PU-2605 

云南省 41 对 HIV-1 双阳夫妻的蛋白印迹带型分析 

 
刘家法 

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 

 

目的  分析云南省艾滋病病毒（HIV）双阳性夫妻蛋白印迹试验（Western  blot,WB)带型分布情况 

方法  收集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 2014-2016 年 HIV-1 抗体检测阳性的标本，同时收集这部分人的

临床资料及配偶信息登记表，对双阳性夫妻的 WB 带型分布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  41 对 HIV 抗体阳性的夫妻，其中汉族占 71.9%， 其他少数民族占 28.1%；年龄以 50 岁以上

年龄段为主，占 39%；其职业主要为农民和无业人员为主；传播途径以异性传播为主；夫妻双方

同一天被检测出占 76.2%，间隔为 1-3 月内、3-6 月内分别为 19%和 4.8%。各种条带在不同年龄

及不同性别的条带检出无统计学差异（P＞0.05）；不同基因亚型中带型分布也无统计学差异，但

从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 gp41、p51、p55 和 p39 在 CRF01_AE 亚型中阳性率最低，p55 和 p39 在

CRF07_BC 亚型中阳性率最高，均为 100%。 

结论  此次结果表明预防夫妻间 HIV 传播仍需加强检测的及时性和扩大检测人群范围，特别是对于

老年人群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一些特殊人群。同时加大宣传教育，出台感染者配偶告知的相关政策

等，从而减少艾滋病在夫妻间的相互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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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06 

HIV/AIDS 合并巨细胞病毒感染病人的病毒学及免疫学特征分析 

 
刘家法 

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 

 

目的  调查艾滋病病毒（HIV）/艾滋病（AIDS）病人合并巨细胞病毒（HCMV）感染的发病率及不

同样本检出率，分析外周血不同 T 淋巴细胞亚群与 HCMV 感染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 PCR-荧光法和流式细胞技术分别检测 HIV/AIDs 病人各类样本（血、痰、粪、尿及脑脊

液等）的 HCMV-DNA 及血液中不同 T 淋巴细胞计数 

结果  665 例 HIV/AIDS 病人检出 HCMV-DNA 结果＞1000 拷贝/mL 的 HCMV 感染者共 97 例，检

出率为 14.59%。结果显示，低 CD4+ T 淋巴细胞（简称 CD4 细胞）是 HIV/AIDs 合并 HCMV 感染

的危险因素（OR=1.007>1，95%CI=1.003～1.011,P<0.001）。CD4 细胞<150 个/μl 占混合感染

的 86.6%（84/97），此时 HCMV 感染率为 12.63%(84/665)，与 CD4 细胞>150 个/μL 时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2=9.455,P=<0.05)。合并 HCMV 感染后，HIV/AIDs 病人 CD3+、CD4+ 和 CD8+ T

淋巴细胞与 HCMV-DNA 病毒载量呈负相关，其中 CD8+ T 淋巴细胞下降趋势最明显。此外，不同

样本 HCMV 阳性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9.434,P<0.001） 

结论  HIV/AIDS 病人易合并 HCMV 感染，应密切关注艾滋病病人 CD4+、CD8+ T 淋巴细胞计数及

CD4+/CD8+ 比值变化，尽早确诊治疗可获得显著效果。 

 
 

PU-2607 

血清肿瘤标记物联合动态检测对乳腺癌诊疗的临床应用价值 

 
徐风亮 

山东省日照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肿瘤标记物肿瘤抗原 CA15-3、CA125 和骨桥蛋白（OPN）不同组合多动态联合检

测对乳腺癌诊断和监控治疗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98 例乳腺癌患者、50 例乳腺良性病变患者和 50 例健康体检者为研究对象，采用电化学

发光法检测三组人群血清 CA15-3、CAl25，酶联免疫法检测 OPN 水平，回顾性统计分析血清肿瘤

标记物 CA15-3、CAl25、OPN 水平与乳腺良恶性疾病的相关性，探讨 CA15-3、CAl25、OPN 不

同组合多动态联合检测在乳腺癌早期诊断和监控治疗的临床应用价值。 

结果  （1）乳腺癌组患者血清 CA15-3、CA125、OPN 水平明显高于良性对照组和健康对照组

(p<0.01)；（2）乳腺癌患者血清 CA15-3、CA125、OPN 水平与患者性别、年龄、肿瘤发生部位

无明显相关性（P>0.05），与肿瘤大小、临床分期、转移、复发及治疗后明显相关，乳腺癌高分

期（Ⅲ、Ⅳ期）组血清 CA15-3、CA125、OPN 水平明显高于低分期（Ⅰ、Ⅱ期）组(p＜0.01)；

淋巴结转移组与无转移组、复发组与无复发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治疗后血清

CA15-3、CA125、OPN 水平与治疗前比较明显降低（P<0.01）；（3）血清 CA15-3、CA125、

OPN 三项联合检测诊断乳腺癌的敏感性、准确性与各单项及部分组合检测比较明显提高，分别为

96.94%、91.22%。 

结论  血清 CA15-3、CA125、OPN 三项联合检测对乳腺癌诊断检出率明显提高，从而减少误漏

诊，有利于临床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同时联合动态检测能够监控肿瘤转移、复发，判断预后，指

导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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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08 

基于化学发光法梅毒反向筛查的影响因素研究 

 
黄宇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基于化学发光法（CMIA）梅毒反向筛查策略的影响因素，尤其 CMIA(+)/ TRUST(-)不一

致结果的临床特征及其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16 年 11 月-2017 年 4 月住院和门诊患者的梅毒检测结

果，收集 CMIA(+)/ TRUST(-)样本，进一步以 TPPA 为金标准进行梅毒抗体的实验室确证；分析

CMIA 检测结果 S/CO 值与 TPPA 确证结果的关系，以及检测结果与性别、年龄、患者疾病之间的

关系；通过卡方检验比较分析 CMIA(+)/TRUST(-)/ TPPA(-)组和 CMIA(+)/ TRUST(-)/ TPPA(+)组之

间各种特征的差异 

结果  288 例研究对象中有 67 例为 TPPA(-)， CMIA 与 TPPA 的不符合率高达 23.3%。TPPA(-) 组 

S/CO 值中位数为 1.6，小于 TPPA(+)组中位数值 6.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9.4，P＜

0.01）；两组患者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2=0.067，P=0.885）；对两组患者疾病特征比较提示

假阳性易于出现于肿瘤和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患者 

结论  梅毒反向筛查 CMIA(+)/ TRUST(-)不一致结果者 CMIA 有较高假阳性率，当 S/CO 值小于 5

时应进一步采用 TPPA 确证，肿瘤和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可能导致假阳性，本研究结果为改进

实验室检测流程提供依据 

 
 

PU-2609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中 IL-27 和疾病活动度的相关性分析 

 
赖晓霏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细胞因子是重要的免疫调节分子且能调节 T 淋巴细胞介导的免疫和炎症反应。该研究分析类

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的血清白细胞介素-27（interleukin-27,IL-27）水平是否异常，并进一步探讨其临

床意义。 

方法  研究中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检测 67 例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和 36 例年龄和性别匹配的健康对照者的血清 IL-27 水平，RA 组与对照组组血清

IL-27 水平分析采用曼-惠特尼 U 检验（Mann-Whitney U test）。 

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 IL-27 在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中较健康对照组显著升高，且 IL-27 水平与 RA 疾病

活动度呈显著正相关，IL-27 水平与 DA28 显著相关。 

结论  RA 活动患者接受来氟米特（leflunomide，LEF）治疗后，IL-27 水平显著性下降。因此 IL-27

可能成为 RA 疾病活动度的新型生物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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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10 

云南省 2014-2016 年抗病毒失败 HIV/AIDS 患者 

基因型耐药情况研究 

 
李健健 

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 

 

目的  调查云南省 16 个州市 2014-2016 年接受抗病毒失败患者 HIV/AIDS 患者基因型耐药检测、耐

药变异及临床应用情况。 

方法  采用 In house 方法，通过反转录巢式聚合酶链反应（RT-nested-PCR）检测病毒学抑制失败

患者（血浆病毒载量大于 1000copies/ml）的耐药基因型。 

结果  2014-2016 年全省共检测抗病毒治疗失败患者血样 2558 人次，剔除信息不全及重复检测，

得到扩增阳性可用分析序列 2328 条，其中未检出耐药突变 960 例（41.2%），发生耐药突变 1368

例（58.8%）。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治疗人数为基数，粗略估计 HIV-1 总体耐药率为 1.6%

（1368/84146）。16 个地市均有耐药毒株出现，总体耐药率以昭通市最高为 4.5%，治疗失败人群

耐药率最高为德宏达到 72.9%（100/145），其中传播途径中以性接触传播耐药率最高到达 64.8%

（886/1368）。核苷类抑制剂（NRTIs）、非核苷类抑制剂（NNRTIs）以及蛋白酶抑制剂（PIs）

的耐药率分别为 51.1%(699/1368)、91.2%（1248/1368）、9.6%（132/1368）；NRTIs 突变位点

出现频率最高的前三位依次为 M184V（71.1%）、T69N（20.7%）、D67N（18.5%），NNRTIs

突变位点前 3 位依次为 K103N（43.7%）、E138A（17.7%）、V179D（16.7%），PI 突变位点的

前 3 位是 K20I（24.2%）、L33F（10.6%）和 L10I（9.8%）。 

结论  目前云南省的 HIV-1 耐药呈现低流行水平，耐药率在各地市的分布存在一定差异，三类药物

中以 NNRTIs 和 NRTIs 耐药为主，PIs 其次，全省总体耐药情况与 2008-2012 年的耐药结果比较

变化明显。在长期抗病毒治疗过程中，耐药基因的检测有助于治疗方案的选择，降低耐药发生率的

同时可提高抗病毒治疗效果，不仅有效的节约药物资源，还可控制耐药毒株传播的发生。 

 
 

PU-2611 

云南省 HIV-1 CRF01-AE、CRF07-BC 

及 CRF08-BC 亚型耐药突变分析 

 
杨翠先 

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 

 

目的  调查云南省抗病毒治疗失败 HIV/AIDS 患者中 CRF01-AE、CRF07-BC 及 CRF08-BC 亚型间

耐药突变差异 

方法   以 2012 年-2016 年云南省接受抗病毒治疗 6 个月以上且发生病毒学失败的 HIV/AIDS 患者为

对象，对 HIV-1pol 基因进行检测，收集 CRF01-AE、CRF07-BC 及 CRF08-BC 亚型序列，提交至

Stanford HIV Drug Resistance Database 进行耐药突变位点的分析。 

结果  2012 年至 2016 年共收集的 CRF01-AE、CRF07-BC 及 CRF08-BC 亚型序列分别为 730

条、663 条、2877 条。其中 CRF01-AE、CRF07-BC 及 CRF08-BC 亚型的耐药突变率分别为

79.2%（578/730）、64.9%（430/663）、65.1%（1874/2877）。CRF01-AE、CRF07-BC 及

CRF08-BC 亚型在 NRTIs、NNRTIs 和 PIs 耐药突变率有显著性差异（P＜0.05）。在逆转录酶

区，F77、L100、K103、F116、V179、Y188、P225、P236 和 K238 在三种亚型间突变无显著性

差异（P＞0.05），其他位点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在蛋白酶区，仅 M46 在三种亚型间突

变有显著性差异（P＜0.05）。V106（16.5%）、Y115（3.26%）和 F227（5.58%）位点突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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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F07-BC 亚型最高，A62（7.79%）、T69（22.6%）、V90（10.5%）、E138（19.6%）和

H221（4.86%）位点突变以 CRF08-BC 亚型最高，其他均以 CRF01-AE 亚型最高（P＜0.05）。 

结论  云南省三种亚型在抗病毒治疗后的耐药突变存在一定差异，在接受 NRTIs 和 NNRTIs 治疗

下，CRF01-AE 较 CRF07-BC、CRF08-BC 亚型更易产生耐药突变，应加强 CRF01-AE 耐药毒株

的动态监测和研究。 

 
 

PU-2612 

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血清 IL-15、IL-16、IL-18、 

IFN-γ 的水平及临床意义 
 

梁新宇,李彩东 

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肝病研究所 

 

目的  探讨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血清白细胞介素-15（IL-15）、白细胞介素-16（IL-16）、白细胞介

素-18（IL-18）、干扰素（IFN-γ）的水平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测定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45 例）、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45

例）和健康对照者（40 例）血清中 IL-15、IL-16、IL-18、IFN-γ 的水平，比较分析各组间的差异。 

结果  乙型肝炎肝硬化组 IL-15、IL-16、IL-18、IFN-γ 血清水平（IL-15：143.19±42.89 ng/mL；IL-

16：76.47±17.43 ng/mL；IL-18：542.84±155.3  ng/mL；IFN-γ：231.12±63.13  ng/mL）高于乙

型肝炎病毒携带组（ IL-15 ： 80.65±31.63ng/mL ； IL-16 ： 50.68±16.68 ng/mL ； IL-18 ：

378.28±217.80ng/mL； IFN-γ： 198.75±100.80 ng/mL) （P<0.05）和健康对照组（ IL-15：

38.31±18.37 ng/mL； IL-16：23.91ng/mL； IL-18：51.61±24.99 ng/mL； IFN-γ：22.34±11.94 

ng/mL）（P<0.05）。尤其乙型肝炎肝硬化组血清 IL-15、IL-16、IL-18、IFN-γ 的水平显著升高，

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血清 IL-15、IL-16、IL-18、IFN-γ 的均明显升高，四种细胞因子均参与

了乙型肝炎肝硬化的病理损伤过程，检测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血清 IL-15、IL-16、IL-18、IFN-γ 的

水平对监测病情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PU-2613 

我国西南地区 HIV-1 耐药突变位点现况研究 

 
张米 

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 

 

目的  HIV-1 耐药株的出现是 AIDs 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研究 HIV-1 耐药突变位点对于控制、

预防 AIDs 的传播与流行及临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对 HIV 基因复制机制，HIV-1 耐药株

的产生、进化，我国西南地区 HIV-1 在逆转录酶和蛋白酶基因已发现的突变位点及主要突变位点等

作一综述。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499 

 

PU-2614 

C 反应蛋白和血清淀粉样蛋白 A 检测 

在儿童疱疹性咽颊炎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杨丽 1,徐燕 2,张卉 3,田玉峰 3 

1.五莲县康复医院 

2.日照市中心医院 

3.日照市人民医院,276800 

 

目的  探讨 C 反应蛋白(CRP)和血清淀粉样蛋白 A(SAA)在疱疹性咽颊炎诊疗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随机抽取日照市中心医院确诊为疱疹性咽颊炎患儿 100 例及健康儿童 100 例作为对照组，均

采集外周静脉全血或末梢全血标本，采用散射比浊法检测 CRP、胶体金法检测 SAA。 

结果  疱疹性咽颊炎患儿 CRP 结果为 13.6±9.8 mg/L 高于健康对照组 1.9±1.2 mg/L(P＜0.05),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SAA 结果为 67.2±53.5 mg/L 均高于对照组 4.3±2.2 mg/L(P＜0.05)，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结论  CRP、SAA 可作为儿童疱疹性咽颊炎感染的重要指标，为疱疹性咽峡炎的早期诊断提供实验

室依据。 

 
 

PU-2615 

梅毒免疫印迹法的临床应用突破了 梅毒检测的瓶颈 

 
申爽 

1.葫芦岛市中心医院,125000 

2.检验科 

 

目的  对于常规方法学检测梅毒假阳性的人群（老年、孕妇、免疫疾病患者）的确证实验。 

方法  梅毒免疫印迹法 

结果  常规方法学检测梅毒假阳性的人群（老年、孕妇、免疫疾病患者等高危人群）用梅毒免疫印

迹法检测阴性。 

结论  梅毒常规方法学检测对于一些老年、孕妇、免疫疾病患者等高危人群检测结果确实存在假阳

性情况 

 
 

PU-2616 

标本放置温度和时间对五种肺癌肿瘤标志物检测结果的影响 

 
陈特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分析血清样本保存时间和温度对五种肺癌标志物（CEA、SCC、NSE、CY21-1 和

ProGRP）检测结果的影响。 

方法  利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2014 年到 2017 年五种肺癌标志物分析前 TAT 与测定结果之间相

关性；同时，分别收集五种肺癌标志物高低两个水平的血清样本各一个。将各血清样本同质化分装

为 48 份，分别置于室温、4℃冰箱与-20℃冰箱中保存，每份样本连续 4 天内不同时刻分别测定两

次取均值。分析该段时间内的标志物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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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CY21-1 和 NSE 分别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四天内稳定

性最好的是 CEA；CY21-1 的样本受温度和时间影响最大，其次为 NSE，再次为 ProGRP，且平

均偏差均≥12.5，超过了 1/2TEa。 

结论  样本的保存温度和时间对五种肺癌标志物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我们应重视样本的保存对于

肺癌肿瘤标志物结果的影响以及临床解释工作。 

 
 

PU-2617 

间接免疫荧光法与免疫印迹法联合检测 

2967 份血清自身抗体结果分析 
 

段玲,邓德耀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回顾性分析本实验室从 2015 年 7 月 1 日-2017 年 1 月 31 日共计 2967 份血清标本，同时采

用间接免疫荧光法（IIF）检测抗核抗体 ANA 和免疫印记法（LIA）检测抗核抗体谱 ANAs，探讨分

析两种方法检测结果间的相关性及两种方法联合检测自身抗体在临床诊断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临床

意义。 

方法  对 2967 例疑似或确诊为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血清标本，同时用 IIF 和 LIA 检测，收集检测结果

进行对比分析，研究两种检测方法结果间的相关性。 

结果   本研究表明 IIF 检测的阳性率为 16.35%，LIA 检测的阳性率为 11.53%；LIA 阳性检出主要

以抗 SSA 抗体最多占 36.48%。其中 cenp-B 与着丝点型、抗 SSA 与核颗粒型、抗 AMA-M2 与胞

浆颗粒型三种抗体类型与荧光模型相关性较高；当荧光滴度在 1:320 时，LIA 检出率相对较高。 

结论  IIF 检测 ANA 时检出率高于 LIA，LIA 检测 ANA 时特异性高于 IIF；单独使用 IIF 筛检易导致

以抗 SSA、抗 AMA–M2 抗体为主要抗体的患者 ANA 假阴性。LIA 检出率与荧光滴度无明显的正负

相关性，两种方法联合检测可提高自身免疫性疾病诊断的准确性，降低漏检率及误诊率。 

 
 

PU-2618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患者血清游离 

TAM 受体家族水平及临床意义 

 
梁艳 1,秦保东 1,史虹 1,张振成 2,周琳 1,杨再兴 2,仲人前 1 

1.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200000 

2.温州医科大学附属黄岩医院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游离 TAM 受体家族分子在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患者中的水平变化及临床

意义。 

方法  收集 PBC 患者 64 例和健康对照 57 例，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 Gas6、

蛋白 S、sTyro-3、sAxl 和 sMer 的水平，在 PBC 患者和健康对照组间进行比较，并分析这些分子

与 PBC 患者肝生化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PBC 患者血清蛋白 S 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对照，而 sMer 和 sTyro-3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

Gas6 和 sAxl 水平在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OC 曲线分析显示蛋白 S、sMer 和 sTyro-3 对

PBC 具有较好的诊断价值。在 PBC 患者中，血清 sMer 和 sTyro-3 与 ALP、GGT、TBA 之间呈显

著正相关，而 Gas6、蛋白 S 和 sAxl 与肝生化指标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 

结论  血清蛋白 S、sMer 和 sTyro-3 水平在 PBC 患者中明显改变，且 sMer 和 sTyro-3 可能反映

PBC 疾病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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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19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外周血 CD4+CD25+high 

调节性 T 细胞的变化及意义 

 
王参军,姬文灿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210000 

 

目的  探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外周血 CD4+CD25+high 调节性 T 细胞和血清 IFN-γ,IL-2,IL-

10,TGF-β1 的变化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2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在我院确诊的原发性 MDS 患者，共 56 例，男 27 例，女 29

例，年龄为 18-74 岁（中位年龄为 51 岁）。根据 WHO（2008）的 MDS 诊断分型标准：难治性

血细胞减少伴单系发育异常（RCUD）8 例，难治性贫血伴有环状铁粒幼红细胞（RARS）10 例，

难治性血细胞减少伴有多系发育异常（RCMD）10 例，难治性贫血伴有原始细胞过多-I（RAEB-

I）12 例，难治性贫血伴有原始细胞过多-II（RAEB-II）14 例，MDS 不能分类（MDS-U）2 例，其

中 RCUD, RARS, RCMD 和 MDS-U 为低危组；RAEB-I 和 RAEB-II 为高危组。健康对照组为同期

我院体检中心健康体检者 24 例，男 13 例，女 11 例，年龄 22~75 岁（中位年龄为 46 岁）。采用

流式细胞术（FCM）分别检测 MDS 高危组（n=26）、低危组（n=30）及健康对照组（n=24）外

周血中 CD4+CD25+high Treg 细胞比例。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各组外周血中 IFN-

γ、IL-2、IL-10、TGF-β1 的表达水平。 

结果  MDS 患者高危组外周血 CD4+CD25+highTreg 细胞比例显著高于 MDS 低危组(P<0.05)和对

照组(P<0.05)；MDS 高危组 IFN-γ，IL-2 水平显著低于 MDS 低危组(P<0.05)和对照组(P<0.05)；

MDS 高危组 IL-10，TGF-β1 水平显著高于 MDS 低危组(P<0.05)和对照组(P<0.05)。 

结论  MDS 高危组 CD4+CD25+high Treg 细胞比例及 IL-10、TGF-β1 水平随预后危险级别升高而升

高，提示免疫异常可能与 MDS 的发病及病情进展有关。 

 
 

PU-2620 

IL-8、anti-IL-8 对子宫内膜基质细胞增殖和抑制作用 

 
胡万发 1,王健 2 

1.淮南东方医院集团肿瘤医院(原:淮南第一矿工医院),232000 

2.安徽理工大学 

 

目的  探讨 IL-8 在内异症中的表达及其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将内异症患者按 R-AFS 分期，分别用 ELISA 检测腹腔中 IL-8 表达水平，MTT 法测定经 IL-

8、anti-IL-8 刺激后子宫内膜基质细胞的增殖和抑制情况。 

结果  内异症患者腹腔液 IL-8 水平为 23.37±8.23(pg/ml)，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P<0.05)。

体外培养中，IL-8 对内膜基质细胞增殖有明显剂量和时间依赖性，浓度为 10ng/ml 时最显著，IL-8

对基质细胞的增殖作用可被 anti-IL-8 抑制。 

结论  IL-8 作为一种重要的趋化因子，可直接促进子宫内膜基质细胞生长，在内异症的发生和发展

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502 

 

PU-2621 

拉米夫定耐药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HBV P 区基因突变模式一临床征 

 
张进银 1,胡万发 2,王健 3 

1.淮南朝阳医院,232000 

2.淮南东方医院集团肿瘤医院 

3.安徽理工大学 

 

目的  分析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在拉米夫定（LAM）治疗过程中出现耐药后，HBVP 区基因突变模式

及临床特征。 

方法  对 2012 年 4 月～2015 年 12 月在淮南朝阳医院就诊的 116 例临床诊断为 LAM 耐药慢性乙型

肝炎患者进行 HBV P 区基因序列测定。 

结果  16 例临床诊断为 LAM 耐药患者血清 HBV  DNA 水平为( 5.34± 1.21) logl0 拷贝／mL, ALT 为

(135±89)U/L, 60.7%(70/116)的患者出现 ALT 升高。116 例患者均出现基因耐药突变，共有 7 种突

变模式，94.8%(110/116)发生 YMDD 基序突变，其中单纯 YMDD 突变占 22.4%(26/116)，YMDD

联合 rtL180M 突变占 72.4%(84/116)，5.2%( 6/116)发生单纯儿 180M 突变。rtM204V 联合

rtL180M 突变的发生率为 87.5%(56/64)，rtM2041 联合 rtL180M 突变的发生率为 69.4%(50/72)，

差 异 有 显 著 统 计 学 意 义 （ P=0.04 ） 。 “LAM 耐 药 时 ， 4 种 突 变 类 型 即 rtM2041 、

rtL180M+rtM204V、rtL180M+rtM2041 和 rtL180M+rtM204V/I 患者血清 HBeAg、HBV DNA、ALT

水平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值分别为 0.63, 0.72, 0.82。 

结论  YMDD 基序突变是 LAM 耐药后 HBV   P 区基因突变的主要模式，rtM204V 多以联合

rtL180M 突变的形式存在，LAM 耐药后患者肝组织损伤程度以及病毒复制水平可能与 HBV P 区突

变类型无关。 

 
 

PU-2622 

干细胞治疗的临床应用进展 

 
孙海雯 

淮南新康医院,232000 

 

目的  了解干细胞临床应用进展 

方法  查阅最新文献，了解干细胞临床应用相关领域，综述其应用进展。 

结果  干细胞治疗的疾病非常多，包括糖尿病、肝病、心肌疾病、脑梗死、阿尔茨海默病、神经性

疾病、皮肤修复、子宫内膜病变等。本文就间充质干细胞在这些疾病治疗中的应用做一简要综述。 

结论  干细胞是一类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多向分化潜能细胞。干细胞的分类有很多种，根据发育阶

段的不同可以分为胚胎干细胞和成体干细胞；根据发育潜能的不同可以分为全能干细胞、多能干细

胞和单能干细胞；根据来源的不同可以分为胚胎来源干细胞、骨髓来源干细胞、脐血来源干细胞

等。现在的研究对于干细胞的种类、质量、来源的鉴定等方面存在很多的问题。临床上应用广泛的

是骨髓来源的干细胞及脐血来源的干细胞，其中以脐血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最受研究者的关注，它

的最大的优点是不受伦理学的限制。干细胞经过不同的培养方式其培养结果也不相同。干细胞可以

治疗的疾病有许多，其存在的问题也有很多：①政策问题，国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支持干细胞

的研究，尤其针对人的胚胎干细胞，而恰恰胚胎干细胞是干细胞疗法中最理想的细胞来源。②技术

问题，任何一种新的治疗方法进入临床以前都需要经过大量的临床试验证实新疗法的安全性、稳定

性和治疗效果。目前的动物试验已经得到充分的证实，但是临床试验的疗效评价尚无法实现大样本

量、严格随机和双盲对照等要求。安全性还涉及癌变的可能，目前还没有哪种方法经过了长期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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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明其安全性。③伦理学问题，伦理问题一直是各国政府考虑的重点，伦理的底线如何划分仍在

讨论中。现有的研究都尽量远离这一红线。 

 

 
PU-2623 

条件性表达 caKras 的 CD4Cre 小鼠早期发生死亡研究 

 
陈鹏程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检验科 

 

目的  观察 T 细胞特异性基因改造时 CD4Cre 转基因小鼠模型体内免疫细胞情况。 

方法  应用 CD4Cre 转基因小鼠模型进行 T 细胞特异性基因改造。 

结果  意外发现高效 Cre 介导的重组发生于 CD4Cre 小鼠的肺泡巨噬细胞（AMFs）、支气管上皮

细胞（BECs）和肺泡上皮细胞（AECs）。不同于 CD4 阳性 T 细胞，AMFs、AECs 和 BECs 并不

表达 Cre 蛋白，表明 Cre 介导的重组发生于这些细胞的前体细胞。同时携带表达条件性持续活化

KRas（caKRas）基因和 CD4Cre 小鼠，不但其 T 细胞处于高度活化状态，而且由于 caKRas 的表

达使其肺内大量 AMFs 聚集，AEC 和 BEC 增生同时伴有肿瘤发生，最终导致小鼠早期发生死亡。

除此之外，Cre 介导的重组也有不同的水平发生于其他免疫细胞。 

结论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在用 CD4Cre 转基因小鼠进行 T 细胞特异性研究时，特别是呼吸道相关

性疾病的研究，要数据正确性。 

 
 

PU-2624 

Characterization of protein, long noncoding RNA and 
microRNA signatures in exosomes derived from resting 

and degranulated mast 

 
Yuting Liang,Li Li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MC derived exosomes as a novel anti-IgE agent have broad prospects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especially in allergic disease. However, the precise components of MC derived 
exosomes that are critical for therapeutic delivery have not been pinpointed yet. Here, we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signatures of protein, 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 and microRNA (miRNA) 
analyses of exosomes derived by differential ultracentrifugation from resting and degranulated 
MC. 

Methods ①Murine bone marrow-derived mast cells were identified by Optical microscope, 

toluidine blue staining and flow cytometry.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nanoparticle tracking analysis 
technique were used to identify exosomes from resting and degranulated mast cells by differential 

centrifugation；②TMT labelling quantitative proteomic analysis were applied to analyze protein 

content of exosomes from resting and degranulated mast cells, and the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proteins (DEPs) were screened by bioinformatics methods. Biochemical pathways were analyzed 
by GO annotation and KEGG pathway on the online tool DAVID. The proteins identified from 

these bioinformatics analyses were verified by Western blot; ③The expression profiles of lncRNA 

and miRNA in resting and degranulated mast cells derived exosomes were detected by RNA-seq 
and small RNA-seq, and filtered the DEGs. qRT-PCR was preformed to validate DEGs. 

Results ①Murine bone marrow-derived mast cells were successfully induced in vitro. The 

vesicles in the cell supernatant before and after degranulation of mast cells extracted by 
differential centrifugation are really exosomes, and the amount of exosomes released from 

degranulation is more than that at rest;②A total of 1988 proteins were identified in mast cell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504 

 

exosomes by TMT labelling quantitative proteomic analysis, of which 415 DEPs (286 up-
regulated and 129 down-regulated). Enrichment pathway mainly involved in lysosomes, the 
process of neurological disease, and endoplasmic reticulum protein processing. The results of 

Western blot were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mass spectrometry; ③A total of 397 lncRNAs were 

identified by RNA-seq, including 99 antisense lncRNAs, 181 lincRNAs, 97 processed transcript 
lncRNAs, 19 sense intronic lncRNAs, 1 sense overlapping lncRNAs, and 61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lncRNAs. A total of 272 miRNAs were detected by small RNA-seq. In the expression 
analysis, 47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iRNAs (11 up-regulated and 36 down-regulated) were 
identified. The results of qRT-PCR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Conclusions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d the expression profiles of proteome and 
transcriptome and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profiles of exosomes released from resting and 
degranulated mast cells. This information will be helpful in elucidating the functions of MC derived 
exosomes, and providing a platform of database and some guidance on the challenges in 
bringing exosome-based therapies to clinic. 
 
 

PU-2625 

抗 CCP 抗体与类风湿因子在类风湿关节炎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李小侠 

陕西省人民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血清中的抗环瓜氨酸多肽（cyclic citrullinated eptides，CCP)抗体和类风湿因子

（rheumatoidarhritis，RF)在类风湿关节炎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4 月的住院 RA 患者 52 例及健康体检者 65 例，采用化学发光法

和免疫比浊法分别对血清抗 CCP 抗体和 RF 进行检测，分析其诊断价值。 

结果  单项指标检测时，在 RA 患者中抗 CCP 抗体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76.92%，98.46 %；RF

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80.77% ，95.38%。联合抗 CCP 抗体和 RF 检测时，其敏感度提高，特

异度与抗 CCP 抗体相当。 

结论  抗 CCP 抗体的特异性优于 RF，而 RF 的敏感度更好，两项结合可以取长补短，尽早帮助临

床诊断类风湿关节炎，有利于患者的及时治疗。 

 
 

PU-2626 

优化初筛实验用试纸条使用条件的研发 

 
贡雪,马长剑,苏圣,杨厚禄 

沈阳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目的  临床实验室中经常对人体血液内物质浓度进行检测，如对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检测等。而高

浓度的待检测物质经常会超出线性范围而无法直接得到测定值，须稀释标本重新测定，这样就会造

成检测时间的延误及试剂的浪费。在实践中，先用检测试纸进行初筛实验，现有初筛实验仅仅达到

结果阴性阳性的区分，对于快速简洁地通过比对试纸条条带显色深浅来实现初步判断浓度高低的要

求并没有体现。 

方法  设计了一种带比对功能的试纸条放置装置，该装置包括固定卡槽和载物板；其中：所述固定

卡槽包括工字形条状体、滑轨和滑块；所述工字形条状体的上表面上设有滑轨，滑块能够在滑轨内

自由滑动；所述工字形条状体与所述载物板可拆卸连接；所述载物板上设有试纸条放置区和标记

区，所述试纸条放置区内用于放置待比对试纸条，比对试纸条的一端固定在滑块上；所述标记区用

于实验信息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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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实验操作时检测人员通过滑动滑块使比对试纸条移到到特定位置，根据比对结果得出需稀释

的倍数标记在标记区。比对完成后可将载物板抽出换上空的载物板进而方便进行下一步实验及审核

人员核实记录数据。 

结论  本研究为快速便捷判断待测物质浓度高低设计的试纸条放置装置，通过比对试纸条条带显色

深浅来实现初步判断浓度高低的要求，给按需稀释标本提供实验依据。使用时将待比对试纸条放置

在载物板的试纸条分隔区内，将比对试纸条插入移动滑块中，移动到待比对试纸条旁通过两个试纸

条条带的深浅来初步判断并据此来选择检测标本需提前稀释的倍数。 

 
 

PU-2627 

心力衰竭患者血清 sCD23 的测定及其临床意义 

 
曹华军,葛泓池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6000 

 

目的  通过测定心力衰竭患者血清中 sCD23 水平，探讨其在心力衰竭中的应用价值和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18 年 3-4 月确诊为心力衰竭的住院患者 43 例为病例组，

同时选取健康体检部健康体检者 45 例为对照组。所有被研究者均检测并记录血常规、血糖、血

脂、肾功能等指标，病例组测定血浆脑钠肽（BNP），并用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测定左室射血分数

（LVEF），采用纽约心脏病学会（NYHA）标准对心功能分级。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

测两组血清 sCD23 水平，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病例组血清 sCD23 浓度为 3360.3(2677.6-4025.5) pg/ml 与对照组 sCD23 浓度 

2371.6(1758.0-2959.4) pg/ml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心功能Ⅱ级血清 sCD23 浓度为

3242.1(1948.6-3687.2) pg/ml，Ⅲ级为 3357.1(2935.0-3942.9) pg/ml，Ⅳ级为 4202.7(3326.3-

6064.9) pg/ml，Ⅳ级与Ⅱ级、Ⅲ级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Ⅱ级和Ⅲ级比较差异没有

统计学意义（P>0.05）；Spearman 相关分析显示病例组患者血清 sCD23 水平与 BNP 水平的相关

系数为 0.53，呈正相关（P<0.01），而与 LVEF 无相关性（r=0.079，P>0.05）。 

结论  (1)心力衰竭患者血清 sCD23 水平明显升高，且随心衰程度的加重而逐渐升高；(2)心力衰竭

患者血清 sCD23 水平与 BNP 水平呈正相关；(3)血清 sCD23 水平可能反映心衰患者病情的严重程

度及预后，存在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 

 
 

PU-2628 

探讨成分鉴别诊断在过敏实验室诊断中的发展潜力 

 
王旭东 

朝阳市中心医院,122000 

 

目的  探讨成分鉴别诊断在过敏实验室诊断中的发展潜力 

方法  确定纯化的天然和重组变应原分子的 sIgE 浓度。多重测定是同时测定多种 sIgE 对抗多种过

敏原。 

结果  成分鉴别诊断的目标是区分真正的过敏原和交叉反应的过敏原分子。 

结论  成分鉴别诊断将显着改善未来 IgE 介导的过敏症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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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29 

降钙素原与 C 反应蛋白联合检测 

对儿童呼吸道细菌感染的诊断价值 

 
薄晋魏 

内蒙古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原：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014000 

 

目的  评价联合检测血浆降钙素原(PCT)和 C 反应蛋白(CRP)水平的变化在儿童呼吸道感染患者疗

效及预后判断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7 月于本院就诊的呼吸道感染儿童（年龄 3 岁-12 岁）共 216

例，另将 45 名健康的儿童作为对照组。用化学发光法和乳胶凝集法分别检测其血浆降钙素原(PCT)

和 C 反应蛋白(CRP)水平。 

结果  以 PCT>0.5 ng/ml 及 CRP>10 mg/L 作为阳性判断标准,呼吸道细菌感染组患者血浆降钙素原

(PCT)和 C 反应蛋白(CRP)的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二者联合检测

的敏感度与血浆降钙素原(PCT)、C 反应蛋白(CRP)单独检测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χ~2=24.356、

22.566,P 均=0.000),联合检测的特异度与血浆降钙素原(PCT)、C 反应蛋白(CRP)单独检测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2.455、12.116,P 均=0.000)。 

结论  血浆降钙素原(PCT)和 C 反应蛋白(CRP)水平的联合检测能够有效地提高临床对于儿童呼吸

道细菌感染的诊断率,可作为儿童呼吸道细菌感染诊断及鉴别诊断的参考指标,同时有利于对细菌性

感染的准确判定,亦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了一定的依据,而动态监测血浆降钙素原(PCT)、C 反应蛋白

(CRP)的变化更有助于评估疾病的进展和预后。血浆降钙素原(PCT)和 C 反应蛋白(CRP)在治疗 72

小时内下降超过前一天 30%，表明抗生素治疗有效，应继续使用原方案；治疗三日后仍不见血浆

降钙素原(PCT)和 C 反应蛋白(CRP)下降，表明该方案疗效可疑，应结合临床情况，考虑更换药物

或延长疗程。 

 
 

PU-2630 

生长因子与上皮间质转化的关系研究 

 
付玉华 

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是上皮细胞转变为具有间质细胞

形态和特性细胞的过程，对肿瘤细胞恶性生物特性的表达具有重要作用。肿瘤微环境中的生长因子

与 EMT 的发生关系密切，本文就多种生长因子是如何对 EMT 的发生产生影响做一综述。 

 
 

PU-2631 

血清 p185 因子对乳腺癌早期诊断特异性及敏感性作用分析 

 
许蓓妮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200000 

 

目的  探讨血清 p185 因子早期诊断乳腺癌的特异性及敏感性。 

方法  选取我院 2009 年 6 月～2011 年 6 月收治的 47 例乳腺癌患者及 47 例乳腺良性病变患者的病

例资料展开回顾性分析。比较乳腺良性病变患者与乳腺癌患者的血清 p185 因子水平并作血清 p185

因子水平预测乳腺癌的 ROC 模型获得敏感性、特异性及最佳截断值。探析血清 p185 因子与乳腺

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并分析血清 p185 因子与预后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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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乳腺癌患者血清 p185 因子水平为 (7.09±1.34)ng/ml ，高于乳腺良性病变患者的

(6.21±1.11)ng/ml(P＜0.05)。当血清 p185 因子水平＞6.83ng/ml 时，预测乳腺癌的敏感性为 0.9、

特异性为 0.95。乳腺癌患者中肿瘤直径＞2.0cm、临床分期为(Ⅲ+Ⅳ)期乳腺癌患者中血清 p185 阳

性所占百分率明显高于阴性。3 年及 5 年生存情况与血清 p185 阴阳性之间均存在明显相关性

(r=0.442，P=0.002；r=0.518，P=0.000)。 

结论  血清 p185 因子早期诊断乳腺癌的敏感性与特异性均较高，且血清 p185 因子水平与患者肿瘤

大小、临床分期有一定相关性，还可用于预后预测，具有较大临床价值。 

 
 

PU-2632 

Fbxw8 对肿瘤细胞功能调控的研究进展 

 
孙辉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内蒙古民族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检验科 

 

目的   泛素介导的蛋白酶体降解途径在生命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蛋白质泛素化相关的酶类中，

最重要的是泛素 E3 连接酶。Fbxw8 是泛素 E3 连接酶 SCF(Skp1-Cullin-F-box-Rbx1)中负责识别待

降解底物的 F-box 蛋白。许多研究表明,沉默 Fbxw8 表达，可抑制 cyclin D1 的降解，或上调细胞

周期相关蛋白 CDK1、CDK2、cyclin A、cyclin B1 的表达，下调 p27 的表达，来诱导细胞阻滞，

使肿瘤细胞的增殖、侵袭和迁移能力受到影响。该文主要就 Fbxw8 对肿瘤细胞功能调控的研究情

况作一简单综述。 

方法   泛素介导的蛋白酶体降解途径在生命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蛋白质泛素化相关的酶类中，

最重要的是泛素 E3 连接酶。Fbxw8 是泛素 E3 连接酶 SCF(Skp1-Cullin-F-box-Rbx1)中负责识别待

降解底物的 F-box 蛋白。 

结果  许多研究表明,沉默 Fbxw8 表达，可抑制 cyclin D1 的降解，或上调细胞周期相关蛋白

CDK1、CDK2、cyclin A、cyclin B1 的表达，下调 p27 的表达，来诱导细胞阻滞，使肿瘤细胞的增

殖、侵袭和迁移能力受到影响。 

结论  该文主要就 Fbxw8 对肿瘤细胞功能调控的研究情况作一简单综述。 

 
 

PU-2633 

同型半胱氨酸及其代谢酶基因多态性 与糖尿病肾病的相关性 

 
赵金艳,王均芬,殷亚男,许雯,蔺丽慧,李莉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200000 

 

目的  探讨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及其代谢酶基因多态性与糖尿病肾病的相关性，

探寻糖尿病肾病的易感基因，为糖尿病肾病早期预防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本研究收集了 295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血液标本和临床资料，其中糖尿病肾病 112 例和糖尿病

无肾病 183 例，同期收集 118 例健康对照组，分析血 HCY 水平与糖尿病肾病和 HCY 代谢通路关

键酶基因位点突变与糖尿病肾病遗传易感性的关系。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糖尿病无肾病组及糖尿病肾病组 HCY 浓度均升高 ( P=0.0001) , 其两组间的 

HCY 水平具有统计学差异 ( P=0.008)；血 HCY 水平与血肌酐水平正相关， r2 = 0.304，

P=0.0001；MTHFR C677T 基因突变 TT 纯合子的 HCY 水平中位数 14.00(11.00～19.60)µ mol/L

显著高于 CC 无突变纯合子及 CT 杂合子的 HCY 水平( P<0.01)；而 HCY 水平在 MTHFR 

A1298C ，MS A2756G 基因型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高 HCY 血症患糖尿病相对危险度为 1.387 (95% CI：1.215～1.583 ，P =0.0001)，MTHFR 

C677T 基因型患糖尿病相对危险度为 1.555(95% CI：1.085 ～2.230 ，P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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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浆 HCY 水平与糖尿病肾病的有一定的相关性，MTHFRC677T 纯合子突变致血浆 HCY 水

平增高，可能是引起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糖尿病肾病的重要因素。 

 
 

PU-2634 

ProGRP、NSE、CYFRA21-1 和 SCC 

在肺癌单个或联合检测中的应用 

 
段宝生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原伊克昭盟医院）,017000 

 

目的  探讨四种肿瘤标志物 ProGRP、NSE、CYFRA21-1 和 SCC 在肺癌单个或联合检测中的临床

价值。 

方法  采集肺癌患者 152 例，其中小细胞肺癌 43 例，非小细胞肺癌 68 例，其中腺癌 35 例、鳞癌

33 例，肺部良性 40 例，采用罗氏电化学发光检测所有患者血清中的 ProGRP、NSE、CYFRA21-

1 和 SCC 水平。 

结果  SCLC 组的 ProGRP 和 NSE 水平均明显高于 NSCLC-腺癌组、NSCLC-鳞癌组及肺部良性

组，而 NSCLC-腺癌组和 NSCLC-鳞癌组的 CYFRA21-1 和 SCC 水平均明显高于 SCLC 组及肺部

良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单指标中，ProGRP 在 SCLC 中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最高，分别达 77.2%及 91.1%；CYFRA21-1 在 NSCLC-腺癌和 NSCLC-鳞癌中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最高，分别达 65%及 90%以上；在联合检测中，ProGRP+ NSE 在 SCLC 中的敏感性和敏感性

分别为 92.5%和 83.6%；CYFRA21-1+SCC 对 NSCLC-腺癌和 NSCLC-鳞癌的敏感性达 83%以

上，特异性达 85%以上。  

结论  ProGRP 与 NSE 联合检测对诊断小细胞肺癌优于单个肿瘤标志物的检测；CYFRA21-1 与

SCC 联合检测对非小细胞肺癌的腺癌和鳞癌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这些肿瘤标志物在诊断和

筛查肺癌的潜力值得进一步研究。 

 
 

PU-2635 

高效价罕见抗-K 的输血相容性检测与研究 

 
张晓娟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通过对输血产生罕见抗-K 患者的输血相容性检测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为此类患者临床输血

安全提供实验室依据。 

方法  查询患者病历和输血史；对抗筛阳性结果进行抗体鉴定，并不定期监测其抗体效价。 

结果  患者因输血产生 IgG 性质抗-K，自 2010 年抗体被检出至今效价一直保持在 256。 

结论   抗-K 抗体产生后会长期在机体内保持高效价状态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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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36 

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血清骨代谢标志物的应用 

 
曹贤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检验科 

 

目的   探讨骨代谢标志物与 RA 的关系。 

方法  根据制定的标准，纳入 56 例 RA 患者及 40 名健康对照，采集空腹血行血清骨代谢标志物检

测。采用单因素 ANOVA 分析比较不同关节功能分级组血清学指标的差异，采用 ROC 曲线分析骨

代谢标志物与骨密度的检测效能。 

结果  单因素 ANOVA 分析组间比较,P1NP、β-CrossLaps、N-MID、25-OHVD、股骨颈、ward

区、腰椎(Ll-L4)正位骨密度 F 值和 P 值分别为（F=40.681，P=0.000；F=10.325，P=0.000；

F=7.891，P=0.000；F=41.881，P=0.000；F=2.846，P=0.028；F=3.036，P=0.021；F=3.005，

P=0.022），骨代谢标志物各组间均有统计学差异（P<0.01）。P1NP、β-CrossLaps、N-MID、

25-OHVD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72、0.764、0.766、0.868，较股骨颈、ward 区、腰椎(Ll-L4)正位

骨密度曲线下面积 0.647、0.644、0.646 大。 

结论  骨代谢标志物的检测在 RA 的临床关节分级及评价 RA 的骨代谢水平中有较大价值。 

 
 

PU-2637 

输血免疫产生不规则抗体的临床分析 

 
王金慧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检测和分析受血者经输血免疫而产生不规则抗体情况，及其对临床输血的影响。 

方法  采用盐水法、凝聚胺法和微柱凝胶法对 8931 例首次输血前不规则抗体筛查为阴性的患者再

次进行不规则抗体筛查，分析产生不规则抗体的阳性率以及所产生抗体类型和输血次数、输血量、

疾病类型的关系，观察对临床输血效果的影响。 

结果  8931 例首次输血前不规则抗体筛查为阴性的患者中有 55 例（0.62％）再次进行不规则抗体

筛查时为阳性。其中骨科手术患者有 16 例，血液病及恶性肿瘤患者有 18 例，产生的抗体类型 Rh

系统居多占 32.7％。 

不规则抗体的产生与输血次数呈正相关，并且随着输血次数的增多抗体类型也越复杂。同时不规则

抗体阳性患者直抗阳性率明显升高，输血效果降低。 

结论  反复输血的患者不规则抗体的产生率会升高，增加自体储血的比例，尽量减少异体输血的输

血次数和输血量，科学管理临床用血是降低不规则抗体产生的有效方法。 

 
 

PU-2638 

中国人群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基因标签单核苷酸多态性 

与 2 型糖尿病的患病风险和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的关系 

 
肖淑辉,李琳 

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研究 MTHFR 基因多态性是否与 2 型糖尿病（T2DM）的患病风险和空腹

血清总同型半胱氨酸（tHcy）的水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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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使用 DNA 提取试剂盒（Qiagen, Hilden, Germany）从外周血白细胞中提取基因组 DNA，使

用 TaqMan assay 经过 ABI PRISM 7900HT 序列检测系统（Applied Biosystems, Foster City, CA, 

USA）进行基因分型。基因分型 call rate 值＞95%，完成率> 99%。通过对 10%的 DNA 复制样本

的再次分型来评估基因分型的质量和潜在的错误分型，这些样本从整个人群中随机选择，并且使用

研究所用的同一套反应板。质量控制样本的一致率为 100%。 

结果  我们研究了对照组中 MTHFR SNPs 与血清 tHcy 水平的关系。与 rs1801133CC 基因型[ 11.3

（9.3-13.7）μmol/L ]携带者相比，等位突变基因携带者的血清 tHcy 水平更高[C / T：12.8（10.9–

14.4）umol/L；T / T：11.9（9.5–16.6）umol/L]，结果有统计学意义。与 Rs9651118 TT 基因型

[ 12.5（9.8–14.6）umol/L ]相比，T / C 和 C / C 基因型[ 12.1（10.1-14.1）umol/L；11.3（9.3–

13.4）umol/L ]能够降低对照组中血清 tHcy 的水平，结果有统计学意义。这些关系在多元

ANCOVA 分析中也有统计学意义。但经 Bonferroni 校正后只有 rs1801133 与血清 tHcy 水平的相

关性有统计学意义。其他 SNPs 与血清的 tHcy 水平无关 

mes New Roman" >Bonferroni 校正后只有 rs9651118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R = 0.69，95% 

CI：0.55–0.87，P = 0.002）。其他 SNPs 均与 T2DM 的风险无关。 

结论  研究显示，MTHFR 基因上的一个突变基因（rs9651118）与 T2DM 的风险相关，健康人群

rs1801133 基因与血清的 tHcy 水平相关。我们还发现，与 CC 基因型携带者相比，TT 基因型携带

者 tHcy 的水平较高，但两者之间无统计学差异，这与以往的研究一致。 

 
 

PU-2639 

HE4、CA125 及 ROMA 在附件肿块良恶性鉴别的临床应用价值 

 
王雅菲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 

 

目的  评估 HE4、CA125 和 ROMA 在卵巢癌的术前鉴别诊断价值。 

方法  电化学发光法检测卵巢癌组（n = 54）和良性附件肿块组（n = 103）女性血清 HE4 和

CA125 浓度，根据患者绝经与否计算 ROMA 值。应用统计分析，对比绝经前后 HE4、CA125 和

ROMA 三项血清学指标的诊断性能。   

结果  卵巢癌组较良性附件肿块组患者血清 HE4、CA125 和 ROMA 值显著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05）。所有患者 HE4、CA125 和 ROMA 的 AUC 分别是：0.962，0.899 和 0.963。绝

经后较绝经前妇女血清标志物具有更高的灵敏度（分别为：HE4 91.4 vs 84.2%， CA125 97.1 vs 

84.0%和 ROMA 91.4vs84.6 %），血清 HE4、CA125 及 ROMA 绝经前后特异性分别为：92.9 vs 

93.6%，87.5 vs 83.0%，94.6 vs 95.7%。 

结论  HE4、ROMA 在区分卵巢癌和良性附件包块表现出较好的诊断性能。HE4 和 ROMA 在鉴别

女性卵巢癌和良性附件包块特异性较高，CA125 在绝经后卵巢癌患者有高灵敏度。 

 
 

PU-2640 

人布鲁杆菌感染实验室检测方法的对比分析 

 
何晶晶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总医院 

 

目的  探讨实验室诊断人布鲁杆菌病快速、准确及简便的检测技术。 

方法  采用试管凝集试验（SAT）、间接酶联免疫吸附试验（IELISA）、荧光偏振试验（FPA）和

血培养方法对 95 例确诊(确诊病例组)及 42 疑似布病患者(疑似病例组)和同期 56 例健康体检者(健

康对照组)进行布鲁杆菌实验室检测；分析上述方法在布鲁杆菌病诊断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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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SAT、IELISA、FPA 及血培养方法检测人血清布鲁杆菌在确诊病例组中的阳性率(100%，

98.9%，96.8%和 17.9%)均显著高于疑似病例组(0%，7.1%，4.8%和 0%，均 P<0.01)和健康组

（未做血培养）(1.8%，0%，3.6%，均 P<0.01)。急、亚急性及慢性病例三组比较，IELISA、FPA

检测布鲁杆菌抗体及血培养阳性率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335，0.660 和 5.332，均 P 

>0.05）。IELISA 试验的敏感性(98.9%)、特异性(100%)和 Yonden 指数(0.989)最高。FPA 敏感性

和特异性分别为 96.8%和 96.4%。 

结论  推广 FPA 对布鲁杆菌抗体进行初筛，IELISA 进行确诊相结合的方法，从而更简便、迅速的

对布病进行诊断，做好布病的防治工作。 

 
 

PU-2641 

调节 PKA/PKG -依赖性神经炎症和细胞凋亡途径，抑制 PDE2

可逆转 β-淀粉样蛋白引起的记忆障碍 

 
王丽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徐州医学院附属市立医院、徐州市红十字会医院）,221000 

 

目的  β 淀粉样肽（Aβ）是已知的与阿尔茨海默病（AD）中的认知障碍，神经炎症和凋亡过程相关

的危险因素。磷酸二酯酶 2（PDE2）抑制剂增加细胞内 cAMP 和/或 cGMP 活性，这可以改善与

AD 有关的认知缺陷。然而，尚不清楚 PDE2 介导的神经凋亡和神经炎症事件以及 AD 中的认知表

现与 cAMP / cGMP 依赖性途径有关。本研究调查了两种经典啮齿动物模型中选择性 PDE2 抑制剂

BAY60-7550（BAY）如何影响 Aβ 诱导的学习和记忆障碍。 

方法  免疫印迹法检测 IL-22，IL-17，Bax，Bcl-2，PKA / PKG 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

水平。 

结果  结果显示，BAY 可逆转 Aβ 诱导的认知障碍，如水迷宫试验和降压试验所示。此外，BAY 治

疗逆转了 Aβ 诱导的 IL-22 和 IL-17 的变化以及 Bax / Bcl-2 的比率。 BAY 也阻止了 cAMP / cGMP

水平，PKA / PKG 和 BDNF 表达的改变。 

结论  这些结果表明，BAY 对 Aβ 诱导的记忆缺陷的保护作用可能涉及神经炎症和神经元凋亡事件

的调节。 

 
 

PU-2642 

临床流式检验技术测定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中的影响因素 

 
萨仁娜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 

 

目的  探讨临床流式检验技术测定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中的影响因素 

方法  综述 

结果  临床流式检验技术（简称为流式检验或流式）是以流式细胞仪为主要分析设备的一种临床医

学检验技术，是检验医学发展至今诞生的又一个新技术平台。应用临床流式检验技术分析测定外周

血淋巴细胞亚群，可检测了解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 

结论  临床流式检验技术（简称为流式检验或流式）是以流式细胞仪为主要分析设备的一种临床医

学检验技术，是检验医学发展至今诞生的又一个新技术平台。应用临床流式检验技术分析测定外周

血淋巴细胞亚群，可检测了解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但这项技术较新而且复杂，在实验过程中诸多

因素均可影响其测定结果。为了确保检验结果的准确性，为临床诊断治疗及预防提供真实可靠的实

验依据，了解并减少这些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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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43 

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 CD4+CD25+CD45RA－ 

 T 细胞中 Bach2 的表达及其影响 

 
陆一闻 1,郑英霞 1,聂红 1,2,沈立松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233000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目的  研究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患者 CD4+CD25+CD45RA
－ T

细胞中转录因子 BTB 与 CNC 同源基因 2(BTB and CNC homology 2,Bach2)的表达及其对细胞功

能的影响。 

方法   采用流式细胞仪分选获得 SLE 患者（SLE 组）和健康对照者（对照组）外周血

CD4+CD25+CD45RA
－ T 细胞，荧光定量 PCR 和 Western blotting 检测该类细胞中 Bach2 的表

达；分析 SLE 患者该类细胞中 Bach2 的平均荧光强度（Median Fluorescence Intensity，MFI）与

SLE 疾病活动指数（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disease activity index，SLEDAI）的相关性。

采用流式细胞术比较 SLE 患者 IL-17+CD4+CD25+CD45RA
－ T 细胞和 IL-17

－
CD4+CD25+CD45RA

－ 

T 细胞中 Bach2 的 MFI。在 Bach2 过表达体系中，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CD4+CD25+CD45RA
－ T

细胞表达 IL-17 的细胞比例，采用 ELISA 方法检测细胞培养上清液中 IL-17 的含量。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SLE 组 CD4+CD25+CD45RA
－ T 细胞 Bach2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均显

著降低（均 P＜0.01）；SLE 组 Bach2 的 MFI 与 SLEDAI 呈显著负相关（R2=0.433，

P=0.004）。SLE 患者 IL-17+CD4+CD25+CD45RA
－  T 细胞 Bach2 的 MFI 显著低于 IL-17

－

CD4+CD25+CD45RA
－ T 细胞（P=0.004）。当 Bach2 过表达时，SLE 患者 CD4+CD25+CD45RA

－ 

T 细胞表达炎症因子 IL-17 的细胞比例明显下降（P=0.032），细胞培养上清液中 IL-17 含量显著降

低（P=0.008）。 

结论  SLE 患者 CD4+CD25+CD45RA
－
 T 细胞 Bach2 表达下降，在该类细胞中过表达 Bach2 可使

IL-17 表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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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44 

孕妇 TORCH 血清抗的体筛查分析 

 
马学华,赵宇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50000 

 

目的  探讨孕妇 TORCH 感染的血清学证据，为减少出生缺陷的发生风险及其三级预防工作的顺利

开展提供参考数据。 

方法  应用化学发光法检测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9 月我院 2592 例孕妇血清中的 TORCH 特异

性 IgM 和 IgG，并分析 IgM 特异性抗体在不同季节及不同年龄孕妇中的阳性率，并对筛查结果进行

回顾性分析。 

结果  在 IgM 特异性抗体检测项目中，42 人巨细胞病毒(CMV)抗体阳性，阳性率为为 1.63%，明显

高于弓形虫(TOX)、风疹病毒(RV)、单纯疱疹病毒(HSV)组，（P＜0.05）; 在 IgG 特异性抗体检测

项目中, 风疹病毒( RV) 和巨细胞病毒抗体阳性人数分别为 1859 和 2196 阳性率分别为 71.72%和

84.72%，明显高于弓形虫( TOX) 和单纯疱疹病毒(HSV)组; CMV IgG 在≥35 岁年龄组阳性率显著

高于＜35 岁年龄组( P＜0.05) ; 不同季节 TORCH 感染 IgM 阳性率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既往有

不良妊娠史孕妇 TORCH IgM 阳性率明显高于正常孕妇（P＜0.05）; 孕妇 TORCH 多重感染检出

2038 例，占 78.62%，主要为 RV 和 CMV 的混合感染。 

结论  孕前及孕期应同时进行 TORCH 的 IgM 和 IgG 检测以确定感染状态，并实施早期干预，以防

止胎儿感染造成不良后果。有利于预防新生儿先天性 TORCH 感染, 改善新生儿结局。 

 
 

PU-2645 

尿 TGF-β1 检测在诊断慢性肾炎中的临床应用 

 
王小丽 

泰山医学院附属莱芜医院莱芜市人民医院,271100 

 

目的  研究慢性肾炎患者尿 TGF-β1 水平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以 22 例健康者作为正常对照组(Norm)，与 40 例慢性肾脏疾病患者尿 TGF-β1 水平作比较，

利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的方法检测尿 TGF-β1 水平。 

结 果  与 正 常 对 照 组 相 比 较 ， 16 例 系 膜 增 生 性 肾 炎 (MPG) 患 者 (76.44±24.29 vs 

31.53±11.59 ng/mmol, P ＜ 0.01) ； 14 例局灶性肾小球硬化症 (FGS) 患者 (65.07±20.59 vs 

31.53±11.59 ng/mmol, P＜0.01)和 10 例 IgA 肾炎 (IgA N)患者的尿 TGF-β1 水平明显增高

(67.01±21.95 vs 31.53±11.59 ng/mmol, P＜0.01)，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尿 TGF-β1 水平变化可作为反映慢性肾炎的病情、判断病理类型及疾病诊断和疗效观察的重

要指标。 

 
 

PU-2646 

两种方法检测乙肝表面抗原的比较 

 
赖秀梅 

辽宁省阜新市中心医院 

 

目的   对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CLIA)与酶联免疫吸附法 (ELISA)两种方法检测乙肝表面抗原

（HBsAg）的结果进行分析比较，为临床方法选择提供参考。酶联免疫吸附 (ELISA)法和化学发光

法（CLIA）是检测临床检测 HbsAg 应用最常用的方法。ELISA 法是检测人血清血浆中 HBsAg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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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方法，在临床检验中应用最为广泛，该法操作较为繁琐、耗时较长，只能定性测定，满足临床

对单纯阳性、阴性结果的判断,但对于 HBsAg 低浓度的标本，检测时常因方法学的原因造成灵敏度

较低，导致临床出现假阴性，给病人带来损失[6]。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检测（CLIA）对血清或血

浆中的 HBsAg 进行定量检测,是一种灵敏度非常高的方法，可避免 HBV 低水平感染的漏检和加强

对 HBV 潜伏期的检测，以及抗乙肝病毒治疗的疗效观察,这对肝炎病人动态疗效观察很有价值[7]。

本课题通过运用此两种方法对相同样本的检测，对该两种方法的阳性检出率及灵敏度进行比较，从

而为临床检验方法的选择提供参考。 

方法  抽取已用 CLIA 进行 HBsAg 定量检测的患者血清 546 例，再用 ELISA 进行定性检测，比较

两种检验方法检测结果的阳性率及一致性，同时采用此两种方法对不同浓度 HBsAg 标准品进行测

定，比较分析两种方法的灵敏度。 

结果   两种检验方法检测结果阳性率无差异，且一致性极强；CLIA 法测定灵敏度在 0．05 IU／ml

以上，ELISA 法测定灵敏度约为 0．25 IU／ml。 

结论  ELISA 方法可满足一般的临床检测要求，但由于其灵敏度和检测方法的局限性，容易出现假

阴性和假阳性，适合用于普通人群的健康筛查。而在对结果极为敏感的血站、手术和肝炎患者治疗

结果的动态观察时建议使用 CLIA 方法。 

 
 

PU-2647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对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诊断价值的研究 

 
孙昭辉 1,张秀芳 2,侯庆宝 3 

1.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2.山东省千佛山医院,250000 

3.山东省胸科医院,250000 

 

目的   研究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脑脊液 (CSF)中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Neuron Specific 

Enolase,NSE)的水平变化。 

方法   采用电化学发光免疫检测技术测定脑脊液中 NSE 的含量。 

结果   对照组 NSE 水平为（ 5.89±3.21 ） ng/ml ；化脓性脑膜炎组 CSF-NSE 含量为

（30.15±19.84）ng/ml；结核性脑膜炎组 CSF-NSE 水平为（7.90±17.84）ng/ml；病毒性脑膜炎

组 CSF-NSE 含量为（10.10±5.02）ng/ml；化脓性脑膜炎组、结核性脑膜炎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

显著（p<0.05），化脓性脑膜炎组与结核性脑膜炎组 NSE 含量较病毒性脑膜炎组差异显著

（p<0.05），病毒性脑膜炎组与对照组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化脓性脑膜炎组与结核性脑膜

炎组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脑脊液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CSF-NSE）水平测定可作为鉴别细菌性脑膜炎和病毒性脑

膜炎的一项重要参考指标；化脓性脑膜炎患者 NSE 水平与脑脊液白细胞数有相关关系，与蛋白定

量无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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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48 

血清 TSA 和 CEA 联合检测 

对 2 型糖尿病合并结直肠癌的诊断价值 

 
刘瑞东 

泰山医学院附属莱芜医院莱芜市人民医院,271100 

 

目的  探讨血清总唾液酸和癌胚抗原联合检测对 2 糖尿病合并结直肠癌患者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2013 年-2014 年经病理确诊的结直肠癌合并 2 型糖尿病患者 60 例(A 组)，单纯结直肠

癌患者 55 例 (B 组)，同时期的健康者 60 例(C 组)，化学发光法检测各组血清 TSA 和 CEA 水平；

同时，比较各组年龄、体重指数( body mass index, BMI)肿瘤系列生化检查等因素；对手术切除治

疗的患者进行随访半年，检测血清 TSA 和 CEA 水平 

结果  与 B 组(34.55%)和 C 组(1.67%)相比较，A 组 TSA 和 CEA 联合检测敏感率最高(78.33%)；

且 A 组患者血清 TSA(791.26±135.90 mg/L)及 CEA (48.45±2.67ng/ mL)水平要显著增高

(P<0.01)；A 组和 B 组血清 TSA 和 CEA 水平均较手术前显著降低(P<0.05)。 

结论  联合检测血清 TSA 和 CEA 水平，能较早发现结直肠癌，为 2 型糖尿病合并结直肠癌的诊

断、预后、复发提供更早、更灵敏的检测指标。 

 
 

PU-2649 

梅毒血清学新筛查模式的分析 

 
刘芳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筛查苍白密螺旋体抗原血清试验的新模式及对梅毒进行筛查的可行性。 

方法   

收集 1360 份标本分别使用化学发光法（CLIA）和苍白密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TPPA）,检测

梅毒特异性抗体，其中任一方法阳性标本再使用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TRUST）进行滴度检

测。 

结果  CLIA 阳性 48 份标本，阳性率为 3.6%，TPPA 阳性为 47 份标本，阳性率为 3.5%，两种方法

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符合率达 99.9%（Kappa=0.995）, 48 份阳性标本中，TRUST 检出阳

性为 29 份，阳性检出率为 60.4%，低于 CLIA 的 100.0%及 TPPA 的 97.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  目前，临床上梅毒筛查的标本量越来越大，而早诊断、早治疗是控制梅毒蔓延的重要一环，

所以选择一种敏感性和特异性均较好的试验非常重要。TPPA 属于苍白密螺旋体抗原血清试验，用

苍白密螺旋体作为抗原检测血清中的抗螺旋体 IgM 和（或）IgG 抗体，其特异性和敏感性很高，但

需全手工操作，其稀释过程及 U 型板陈旧不洁等不确定因素[2]，易给试验结果带来干扰，不适用于

大批量的筛查，原始数据也无法保留，限制了其广泛使用。本研究采用的 CLIA 是在酶联免疫分析

的基础上应用酶催化的发光底物，通过检测发光底物产生的光信号代替酶联免疫分析中的显色底

物，因而具有与酶联免疫分析同等的特异性，而敏感度大大提高。在本次检验中，其检出率与

TPPA 进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一致性很好，总体符合率达到 99.9%，且有 1 例患者，

TRUST 与 TPPA 均为阴性，但 CLIA 为阳性，后与临床联系，跟踪病史，该例患者确为一期梅毒

患者，可能 TPPA 对一期梅毒的敏感性稍低有关。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516 

 

PU-2650 

血清肿瘤分子标记物联合动态检测对肺癌诊疗的临床应用研究 

 
徐风亮 

山东省日照市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血清肿瘤分子标记物癌胚抗原 CEA、鳞状上皮癌抗原 Scc-Ag、胃泌素释放肽前体 31-98

（Pro-GRP31-98）联合动态监测在肺癌早期诊断和监控治疗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156 例肺癌患者（肺癌组）、50 例肺部良性病变患者（良性对照组）及 50 例健康体检

者（正常对照组）为研究对象，采用电化学发光法及酶联免疫法检测三组人群血清 CEA、Scc-

Ag、Pro-GRP31-98 水平，研究血清肿瘤分子标记物 CEA、Scc-Ag、Pro-GRP31-98 在肺癌早期

诊断、临床分期、病理组织学分型、监控复发转移及判断预后的临床应用价值。 

结果  （1）肺癌组患者血清 CEA、Scc-Ag、Pro-GRP31-98 水平明显高于良性病变组及正常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肺癌患者血清 CEA、Scc-Ag、Pro-GRP31-98 水平与性

别、年龄、肿瘤发生部位无明显相关性（均 P>0.05）；与肿瘤大小、临床分期、组织学类型、复

发转移及治疗后明显相关，（3）CEA、Scc-Ag、Pro-GRP31-98 分别在肺腺癌、鳞癌、小细胞癌

血清阳性检出率较高，与其它两种病理组织学类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4）

CEA、Scc-Ag、Pro-GRP31-98 三项肿瘤分子标记物联合检测虽特异性有所降低（86.00%），但

敏感性、准确性明显提高，分别为 96.46%、93.17%，与各单项及部分组合检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均 P<0.01）。 

结论  肿瘤分子标记物 CEA、Scc-Ag、Pro-GRP31-98 与肺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联合检测可以

做到相互补充、相互印证，有利于早期诊断、临床早期干预；动态检测可以监控肿瘤复发、转移，

指导治疗及评估预后。 

 
 

PU-2651 

血清肿瘤标记物联合动态检测对胃癌诊疗的临床应用研究 

 
徐风亮 

山东省日照市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血清肿瘤标记物癌胚抗原(CEA)、糖类抗原 CA724、热休克蛋白 60（HSP60）及恶性肿

瘤特异性生长因子（TSGF）联合动态检测在胃癌诊断和监控治疗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127 例胃癌患者（恶性肿瘤组）、50 例胃良性病变患者（良性对照组）和 50 例健康体

检者（健康对照组）为研究对象，采用电化学发光法及酶联免疫法检测其血清 CEA、CA724、

HSP60、TSGF 水平，统计分析其在三组人群血清中的表达，探讨 CEA、CA724、HSP60、

TSGF 联合动态检测在胃癌诊断和监控治疗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结果  （1）CEA、CA724、HSP60、TSGF 在胃癌患者血清中有高表达水平，与良性对照组和健

康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2）胃癌患者血清 CEA、CA724、HSP60、

TSGF 水平与患者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肿瘤发生部位无明显相关性（均 P>0.05）；与肿瘤

大小、肿瘤侵润胃壁深度、分化程度、临床分期、伴腹腔积液、区域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复发

及治疗后明显相关（均 P<0.05）；（3）CEA+CA724+HSP60+TSGF 四项肿瘤标记物联合检测诊

断胃癌的特异性虽有所降低（80.00%），但敏感性、准确性明显提高，分别为 95.28%、

90.96%，与各单项及部分组合检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  血清肿瘤标记物 CEA、CA724、HSP60、TSGF 联合检测可以明显提高胃癌诊断的敏感性和

准确性，从而减少误漏诊，动态检测对判断肿瘤病变范围、程度、复发转移及疗效评价等具有指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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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52 

NF-κB 参与细菌感染诱导 DcR3 表达升高 

 
陈洪卫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201600 

 

目的  利用体外细胞实验研究细菌感染诱导 DcR3 表达升高的信号转导机制。 

方法  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表面 Toll 样受体 2（TLR2）和 Toll 样受体 4（TLR4）的表达，脂多糖

（LPS）、脂磷壁酸（LTA）以及酵母聚糖（zymosan）刺激细胞以及采用特异性抑制剂阻断 NF-

κB 和 MAPK 信号通路后，ELISA 法检测细胞培养上清中 DcR3 的表达，Real-time PCR 法检测细

胞内 DcR3 mRNA 表达水平，Western-blot 法检测细胞内 DcR3 蛋白的表达。 

结果  HUVEC 细胞表面既表面 TLR2，也表达 TLR4 受体；中，高浓度的 LPS、LTA 以及

zymosan 刺激细胞 24 后，细胞培养上清中 DcR3 的表达较未刺激组明显升高（P<0.05）。细胞内

DcR3 mRNA 和蛋白的表达随刺激时间的延长和浓度的升高也明显升高（P<0.05）。通过阻断 NF-

κB 通路，细胞以及上清液中 DcR3 表达较刺激组均明显下降（P<0.05），而阻断 P38 MAPK 通路

对细胞及上清液中 DcR3 表达无明显影响。 

结论  LPS、LTA 以及 zymosan 通过激活 NF-κB 信号通路诱导 HUVEC 表达 DcR3。 

 
 

PU-2653 

T 淋巴细胞表面活化分子在乳腺肿瘤患者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林帝金 1,林向华 1,黄洁珊 2,刘纯岳 1,方俊粤 1,段朝晖 1 

1.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2.广州医科大学 

 

目的  探讨 T 淋巴细胞表面活化分子在乳腺肿瘤患者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6-2017 年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进行诊治的 245 例乳腺肿瘤患者（包括恶性乳

腺肿瘤 139 例和良性乳腺肿瘤 106 例）为研究对象，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T 淋巴细胞表面活化分

子 CD25、CD69、HLA-DR 表达以及 Tregs。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乳腺肿瘤患者的 CD3+CD25+ T 淋巴细胞、CD3+HLA-DR+ T 淋巴细胞和

CD8+HLA-DR+ T 淋巴细胞均明显上升，且恶性肿瘤患者较良性肿瘤患者升高更显著。此外，Tregs

在恶性肿瘤患者的百分比较良性肿瘤患者以及健康对照组更高，恶性肿瘤患者的 CD4+T 淋巴细胞

百分比较良性肿瘤患者升高显著，以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T 淋巴细胞表面活化分子

的表达在肿瘤分期及淋巴结是否转移中并无差别（P>0.05）。 

结论  乳腺肿瘤患者外周血 T 淋巴细胞表面活化分子 CD25、HLA-DR 表达明显升高，密切监测可

以辅助临床诊断乳腺肿瘤，判断病情和疗效监测。 

 
 

PU-2654 

肺鳞癌患者血清 CK19-2G2 水平变化及意义 

 
安翠 

山东省莱芜市中医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 CK19-2G2 对肺鳞癌（SCC）的诊断、病情监测和疗效判断的应用价值，并与另两

种角蛋白抗原血清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CYFRA21-1）和组织多肽抗原（TPS）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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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 46 例 SCC 患者、40 例肺腺癌患者、34 例小细胞肺癌患者、40 例良性肺病患者，采用

CLIA 和 ELISA 方法检测各组血清 CK19-2G2、CYFRA21-1、TPS 水平，分析血清 CK19-2G2 水

平与 SCC 的关系 

结果   ①SCC 组血清 CK19-2G2 水平明显高于良性肺病组、肺腺癌组和小细胞肺癌组（P 均

<0.01）。②血清 CK19-2G2 浓度随 TNM 分期呈上升趋势，其中Ⅲ、Ⅳ期与Ⅰ、Ⅱ期比较有统计

学差异（P<0.01），但敏感度无统计学差异。③治疗后疗效为 CR 者 CK19-2G2 水平明显低于治

疗前（P<0.05），PR 者与治疗前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PD 者明显高于治疗前

（P<0.05）。④SCC 患者血清 CK19-2G2、CYFRA21-1 和 TPS 的特异性无差异，敏感度和准确

率高于 CYFRA21-1，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 TPS 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CK19-2G2 检测对 SCC 患者的诊断、病情监测和疗效判断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且性能

优于 CYFRA21-1 和 TPS。 

 
 

PU-2655 

IGF-1 在骨肉瘤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的研究 

 
陈玲玲 

山东省临沂市沂水中心医院 

 

目的  研究 IGF-1 在骨肉瘤中的表达及与临床预后的关系。  

方法  对切除的骨肉瘤组织进行 IGF-1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分析 IGF-1 的阳性表达与临床病理指标

的关系，并收集 65 例骨肉瘤患者的预后信息，将 IGF-1 的表达及患者的预后进行 Log-rank 检验，

分析 IGF-1 与患者预后的关系。 

结果  IGF-1 表达于肿瘤细胞的胞浆内，65 例骨肉瘤患者中 21 例患者呈 IGF-1 阴性染色，44 例患

者呈 IGF-1 阳性表达。IGF-1 的阳性表达与肿瘤的转移和 Enneking 分期有关（P<0.05）；患者随

访时间为 6-96 月，IGF-1 表达阳性患者相比较 IGF-1 阴性表达的患者生存时间短（P=0.007）。 

结论  IGF-1 的表达与否影响骨肉瘤患者的进程，IGF-1 可能是一个指示骨肉瘤患者预后的指标。 

 
 

PU-2656 

电化学发光仪法检测 NSE 参考区间的调查 

 
卢美红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调查和建立本地 NSE 指标的正常参考区间 

方法   以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体检中心 3874 名健康体检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 2767 名,女性

1107 名,采用罗氏 cobase 411 全自动电化学发光仪检测 NSE 水平。根据性别、年龄分组(分为男

女各 7 个年龄组:<30 岁、30~39 岁、40~49 岁、50~59 岁、60~69 岁、70~79 岁、80~100 岁)，

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建立相应的参考区间。分析性别、年龄分组后的组间有无统计上的显著性

差异。将获得的参考区间与试剂盒提供的生物参考区间进行比较，并进行参考区间的验证 

结果   男性和女性 NSE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组组间进行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 意 义 (P>0.05) 。 NSE 参 考 区 间 为 ： 8.47~21.07(ng/ml) ， 男 性 NSE 参 考 区 间 为 ：

8.72~21.36(ng/ml)；女性 NSE 参考区间为：8.06~20.10(ng/ml)，与厂家提供的参考区间存在差

异，参考区间的验证符合标准。 

结论  本地区健康人群的 NSE 的参考区间与性别有关系，因此可以根据不同性别建立各自的参考区

间，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准确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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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57 

诱骗受体 3 对内毒素诱导血管内皮细胞凋亡的影响 

 
陈洪卫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201600 

 

目的  观察过表达或干扰诱骗受体 3 (DcR3)表达对内毒素诱导的血管内皮细胞凋亡的影响。 

方法  培养人静脉血管内皮细胞 (HUVEC), 将细胞平均分成六组：正常对照组、单纯脂多糖( LPS)

刺激组、LPS+小干扰 RNA(siRNA) DcR3 组、LPS+siRNA control 组、LPS+pEGFP-DcR3 组，

LPS+ pEGFP-control 组。利用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各组细胞内 DcR3 的表达水平，通过流式细

胞术以及 western blot 方法比较各组之间凋亡率的差异。 

结果  DcR3 过表达组 DcR3 表达水平较正常细胞组明显升高（p<0.05），而 siRNA DcR3 组

DcR3 表达水平明显下降（p<0.05）；LPS 刺激可以诱导 HUVEC 细胞凋亡，使细胞凋亡率明显高

于正常对照组（p<0.05），干扰 DcR3 的表达可以促进 LPS 的诱导凋亡作用（p<0.05），而过表

达 DcR3 可以显著抑制 LPS 诱导的细胞凋亡（p<0.05）。 

结论  DcR3 可以抑制 LPS 诱导的血管内皮细胞凋亡，促进其表达可能减轻由于内皮细胞凋亡带来

的毛细血管渗漏。 

 
 

PU-2658 

A survey of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characteristics of  
dengue fever epidemic from 2014 to 2016 in Guangzhou, 

China 

 
张雅洁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In 2014, a serious dengue outbreak in Guangzhou occurred. 

方法   In this study, the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characteristics of dengue fever （DF）group and 

other febrile illnesses(OFI) group in Guangzhou were described.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data 
collected by studying 1183 patients from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during 
2014 and 2016. 

结果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DV RNA was 61.54%,100%,compared to to the DF 

Nonstructural protein 1(NS1). Dengue virus (DENV) Immunoglobulin M (IgM) IgM in both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with DENV IgM in DF group were stronger（Z = -7.863, P = 

0.000 ） ,and DENV Immunoglobulin G (IgG)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Z=-1.212 ，

P=0.226）. 

结论  IgM can be easily recognized for early diagnoses, DENV RNA had poor sensitivity and high 

specificity, and DF NS1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has a high sensitive and 
specitive, which offer a cheap and convenient option that only requires basic technica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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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59 

肺癌诊断中血液肿瘤标志物应用价值临床研究 

 
崔蕾蕾,王伟,吴健,郭乃洲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通医学院第四附属医院）,224000 

 

目的  探讨血清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在肺癌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分别检测肺癌组（122 例）、慢阻肺组（123 例）、正常对照组（100 例）血清 CEA、

CA72-4、CA153、CA242、CYFRA21-1 水平，分析五项血清肿瘤标志物在肺癌组与慢阻肺组的阳

性率，利用 ROC 曲线分析单独及联合检测诊断肺癌的灵敏度、特异度，并综合评价五项肿瘤标志

物对于肺癌诊断的临床价值。 

结果  肺癌组五项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较正常对照组及慢阻肺组显著升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肺癌组血清 CEA、CA72-4、CA153、CA242、CYFRA21-1 阳性率明显高于慢阻肺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CEA、CA153、CYFRA21-1 三项联合检测灵敏度、特异度

分别为 73.77%、64.22%，AUCROC 为 0.690，较单项检测有较高的灵敏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CEA、CA72-4、CA153、CA242、CYFRA21-1 对肺癌的早期诊断及疗效观察具有重要的临

床意义；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可有效提高对肺癌患者诊断的灵敏度及特异度，减少临床漏诊、误诊

的发生。 

 
 

PU-2660 

Monitoring the Tacrolimus Concentration in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Application to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s 

 
yi li,Yan Lin,Tang Jiangtao,Wang Lanlan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intracellular tacrolimus (Tac) concentration may better correlate with its biological 
effect than the whole blood concentration. Therefore, the monitoring of intracellular 
concentrations of Tac offers a novel and promising approach to individualize treatment after 
organ transplantation. In this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c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 (PBMC) concentrations and Tac whole blood concentrations was investigated. In additi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genetic polymorphisms in the metabolizing enzyme CYP3A5 and the 
ABCB1 transporter protein and Tac PBMC drug concentrations was studied. Finally, Tac whole 
blood and PBMC concentrations were compared with respect to their correlation with transplant 
outcomes, including rejection and adverse events. 
Methods A total of 196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were included. Tac whole blood and PBMC 
concentrations were determined at month 3 and 6 after transplantation.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were genotyped for the ABCB1 3435C>T and the CYP3A5 6986G>A (*1/*3) SNP. Data 
on rejection and Tac-related adverse effects (including post-transplantation diabetes mellitus 
[PTDM], neurologic events and acute Tac-induced nephrotoxicity) were collected. 
Results Presence of ABCB1 3435C>T, a SNP known to reduce the activity of P-glycoprotein, 
wa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Tac PBMC concentrations. Patients with the ABCB1 TT genotype 
had the highest [Tac]cells to [Tac]blood ratio. There was no association between ABCB1 SNPs and 
whole blood Tac concentrations. The 6986G>A polymorphism in the CYP3A5 gene was 
associated with both the PBMC concentrations and whole blood Tac concentration. A significantly 
higher Tac dose-adjusted PBMC and whole blood concentration were observed in CYP3A5 non-
expressors compared to the CYP3A5 expressors. Increased Tac PBMC concentrations were 
associated with Tac-induced nephrotoxicity and tremor. No association was ob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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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the Tac PBMC concentrations measured at the month 3 and month 6 post-transplant 
and the occurrence of acute rejection with the first 3 months 
Conclusions The Tac PBMC concentration may be a better matrix to monitor Tac therapy as it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occurrence of Tac-related adverse event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ac whole blood and PBMC concentration was poor. ABCB1 genotype was correlated with the 
Tac PBMC concentration. Genotyping transplant recipients for ABCB1 3435C>T may be useful to 
individualize Tac therapy in renal transplantation. 
 
 

PU-2661 

ACA 阳性的原发干燥综合征临床及实验室特点分析 

 
史洪博,吕俊楠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6000 

 

目的  探讨抗着丝点抗体（ACA）阳性的原发干燥综合征(pSS)患者的临床表现与实验室检查特点。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2018 年 2 月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收治的 88 例原发干燥

综合征(pSS)患者资料，其中 ACA 阳性的 pSS 患者 43 例和 ACA 阴性的 pSS 患者 45 例，回顾性

分析其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指标差异。 

结果  ACA(+)pSS 组平均年龄（63±11）岁高于 ACA(-)pSS 组平均年龄（57±12）岁 (P<0.05)。

ACA(+)pSS 组雷诺现象更常见(P<0.05)。ACA(+)pSS 组合并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BC）显著高

于 ACA(-)pSS 组(P<0.05)。ACA(+)pSS 组的 ALP(104.14±81.34) U/L 、GGT(89.44±136.10) U/L

水平高于 ACA(-)pSS 组 (69.96±20.79) U/L、 (24±14.96) U/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ACA(+)pSS 组患者血清抗 SSA、SSB 抗体和 RF 阳性率低（P<0.05），抗线粒体抗体（AMA）阳

性率高(P<0.05)。而在低钾血症、间质性肺炎、肺间质纤维化、肾功能异常、血液系统受累和合并

肿瘤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ACA 阳性的原发干燥综合症与 ACA 阴性 pSS 相比，在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测方面存在一定

差异。具有年龄偏大，雷诺现象多见，容易出现肝脏损伤，容易合并 PBC 等特点。 

 
 

PU-2662 

血清 miR-30c 作为潜在肿瘤标志物在胃癌 早期诊断中的作用 

 
牟永平 

内蒙古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原:呼和浩特铁路中心医院）,010000 

 

目的  胃癌是在世界范围内致死亡的高发疾病，胃癌早期诊断显得尤为重要，肠上皮化生被认为是

胃癌的癌前期病变，微小核酸 miR-30c 前期研究报道具有在临床中预测胃癌进展的价值。本实验

研究 miR-30c 在胃癌早期诊断中的作用。 

方法  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检测 80 例胃癌患者，35 例肠化生胃癌患者，35 例健康对照组血清中

miR-30c 的表达量，应用 ROC 曲线及曲线下面积 AUC 来分析 miR-30c 在胃癌，癌前期病变，与

健康对照的检测效力。  

结果  结果显示 miR-30c 相比较健康对照组在胃癌与癌前病变组表达均有下调，血清 miR-30c 可以

有效区分胃癌，癌前病变与健康组。 

结论  miR-30c 将会成为胃癌早期血清诊断的潜在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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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63 

化学发光法和 TPPA 试验检测梅毒抗体的比较 

 
殷丽丽,于小鸥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评价化学发光法(CMIA)和 TPPA 试验在梅毒抗体检测中的表现及阳性符合率。 

方法  对 809 例受检者的血清样本同时进行 CMIA 法和 TPPA 检测，以 TPPA 试验为金标准，计算

CMIA 法的灵敏度、特异度等指标。分别按照 CMIA 法 S/CO 值和受检者年龄分组，计算各组中

CMIA 法与 TPPA 试验的阳性符合率。对 CMIA 法 S/CO 值绘制 ROC 曲线,确定 CMIA 法对梅毒诊

断效能最大时的 S/CO 截断值。 

结果  CMIA 法检测梅毒抗体阳性率为 40.42%，TPPA 试验检测阳性率为 36.34%，二者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以 TPPA 试验为金标准，CMIA 法的灵敏度为 97.96%，特异度为 92.43%。CMIA 法与

TPPA 试验的总体阳性符合率为 88.07%，CMIA 法的 S/CO 值越小，其与 TPPA 试验的阳性符合率

越低。ROC 曲线分析 CMIA 法 S/CO 的最佳诊断截断值为 4.98，此时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83.71%和 94.93%。此外受检者年龄越大，两种方法的阳性符合率越低，60 岁以上者两种方法的

阳性符合率显著低于 60 岁以下者。 

结论  CMIA 法的诊断效能与 TPPA 试验接近，是较好的梅毒筛查方法。应用 CMIA 法对低值标本

和老年人标本进行梅毒特异性抗体检测时须警惕假阳性结果，必要时进行 TPPA 检测以确保结果准

确。当 CMIA 法 S/CO 截断值设定为 4.98 时，可获得最大诊断效能。 

 
 

PU-2664 

检测小儿支气管肺炎血清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 

和降钙素原及 C 反应蛋白变化及临床意义 

 
庞丹 

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目的  研究小儿支气管肺炎患儿血清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和 C-反应蛋白及降钙素原

(PCT)的变化。 

方法  选取支气管肺炎患儿 73 例， 根据肺炎严重程度分为 2 组， 重症肺炎组 38 例和轻症支气管

肺炎组 35 例； 另选取 30 例健康幼儿作为对照组。检测并比较三组血清 NT-proBNP、PCT

及 CRP 水平的变化。 

结果  重症肺炎组、 轻症组支气管肺炎患儿血清 NT-proBNP、 PCT 和 CRP 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

对照组(P<0.05)，且重症组患儿 NT-proBNP、 PCT、CRP 表达水平显著高于轻症组( P<0.05)。轻

症支气管肺炎组患儿 CRP 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P>0.05）。重症组患儿的血清  NT-proBNP

与 CRP 及 PCT 水平无相性，但是 CRP 与 PCT 有中度正相关性(r=0.518，P=0.001)。 

结论  检测血清 NT-proBNP、PCT 及 CRP 含量的变化可作为小儿支气管肺炎严重程度预警指标，

且对预后判断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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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65 

精神类治疗药物监测的研究进展 

 
陈子齐,朱宇清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治疗药物监测（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TDM）是临床药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实际

的临床应用中，TDM 是通过在与前次用药或下次用药相关的特定的时间点采集血样进行分析。并

将分析所得的药物和/或代谢产物的浓度与目标浓度范围或预期的药物代谢动力学进行比较。对于

一些可客观测量主要效果的药物，将血药浓度与之关联，治疗药物监测将会是一个管理病人用药的

有效工具。 

方法  作者查阅了近四十年来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对近二十年来国内外所开展的精神类治疗药

物浓度监测的各种方法进行了系统归纳。发现近十年的相关研究，主要采用了以 C8 和 C18 色谱柱

为固定相的 HPLC 作为分离手段，对样本进行前处理的方法主要有 3 种：液相萃取、固相萃取和沉

淀法。在与 HPLC 联用的仪器的选择上则出现了多种选择：紫外（UV）、质谱（MS）、发光二极

管（DAD）以及串联质谱（MS/MS）。 

结果  涉及的药物主要有：治疗重度抑郁症的度洛西汀；抗精神病药物有氯氮平、去甲氯氮平、奥

氮平、喹硫平、喹硫平、利培酮、氟哌啶醇、齐哌西酮等；抗惊厥药物有苯巴比妥、卡马西平；抗

痴呆药物：多奈哌齐；治疗药物依赖相关障碍的药物是 R-美沙酮、美沙酮。 

结论  精神类药物中主要的分支抗精神病药物的 TDM 在国内并未广泛开展。对于现在国际上流行

的 LC-MS/MS 法在国内仅见于实验室研究并未像国外已经有成熟的检测方法并部分应用于临床实

践。可见，国内在精神类药物 TDM 这一方面与国外还有不小差距。 

 
 

PU-2666 

丙肝游离核心抗原在丙肝初筛检测中的意义  

 
李英智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021000 

 

目的  了解丙肝游离核心抗原在丙肝初筛检测中的意义。 

方法  1、 使用酶联免疫吸附法对来自门诊腔镜检查或术前筛查的 233 例 45 岁以上临床患者血清检

测丙肝游离核心抗原（HCV-cAg）和丙型肝炎病毒抗体（Anti-HCV），结果阳性者用 PCR 方法检

测；2、 使用酶联免疫吸附法对 25 例丙型肝炎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结果的样本血清检测丙肝游离核

心抗原（HCV-cAg）和丙型肝炎病毒抗体（Anti-HCV）。 

结果  1、 233 例样本中 HCV-cAg 阳性 5 例，Anti-HCV 阳性 10 例，HCV-RNA 阳性 7 例；228例

HCV-cAg 阴性样本中 Anti-HCV 和 HCV-RNA 均阳性 4 例；223 例 Anti-HCV 阴性样本中 HCV-cAg

和 HCV-RNA 均阳性 1 例；2、 8 例 HCV-cAg 阳性样本中 Anti-HCV 阴性 1 例； 

结论   HCV 游离核心抗原阳性检出时间早于抗体，丙肝游离核心抗原检测可作为丙型肝炎病毒抗体

检测的辅助方法，对腔镜检查或术前筛查的患者单独检测 Anti-HCV 或 HCV-cAg 存在漏诊的风

险， 因此 HCV-cAg 和 Anti-HCV 联合检测对丙肝初筛更有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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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67 

血清异常凝血酶原、甲胎蛋白检测 

对肝细胞肝癌诊断价值的比较研究 

 
张华 

湖南省益阳市中心医院 

 

目的  比较分析肿瘤标志物血清异常凝血酶原(PIVKA-Ⅱ)和甲胎蛋白(AFP)检测对肝细胞肝癌(HCC)

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4 月期间到我院收治的 34 例肝细胞肝癌患者(HCC)作为肝癌

组，选取同期我院收治的 40 例良性肝病患者作为肝脏良性疾病组，30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

组。用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 AFP 和 PIVKA-Ⅱ水平。比较分析二者单项和联合检测诊断 HCC 的敏

感性、特异性、ROC 曲线下面积。 

结果  肝癌组的 PIVKA-Ⅱ和 AFP 水平均高于肝脏良性疾病组和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01)；ROC 曲线分析显示，两项指标联合检测诊断 HCC 的曲线下面积(AUC)最大，为

0.957，明显高于 AFP(0.74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22,P=0.001)；略高于 PIVKA-Ⅱ(0.949)，但

无统计学意义(Z=0.27,P=0.788)。PIVKA-Ⅱ和 AFP 单项检测的灵敏度分别为 88.2%和 58.0%，特

异度分别为 85.7%和 94.3%；二者联合检测采用并联方式诊断 HCC 的灵敏度是 91.2%(vs PIVKA-

Ⅱ,P＝0.480;vs AFP,P＝0.0026)，采用串联方式诊断 HCC 的特异度为 98.6%(vs PIVKA-Ⅱ,P＝

0.004)。 

结论  AFP 和 PIVKA-Ⅱ单项检测时，相比 AFP，PIVKA-Ⅱ具有较好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两者联合

检测能提高对 HCC 的诊断效能，弥补单项检测的不足。 

 
 

PU-2668 

71 例血液透析患者传染性标志物化学发光法、ELISA 法 

及金标法检测结果对比 

 
张艳玲 

满洲里市人民医院 

 

目的  进一步评估我院透析患者传染性标志物八项检测情况。 

方法  分别采用化学发光法、ELISA 法及金标法对 71 例血液透析患者的传染性标志物八项进行检

测。 

结果   三种方法比较，其中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乙型肝炎病毒 E 抗原、抗 HIV 抗体、抗梅毒螺

旋体抗体均为 71 例无反应性 0 例有反应性；抗丙型肝炎病毒抗体均为 70 例无反应性 1 例有反应

性，检测结果符合率为 100%。但乙型肝炎病毒核心 C 抗体和乙型肝炎病毒 E 抗体的三种方法检测

结果差异较大。 

结论  实验室应避免同时使用多种方法检测传染性标志物，以免造成前后结果的差异，引起医患纠

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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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69 

创伤弧菌溶血素 A 蛋白疫苗 

在创伤弧菌感染小鼠中的免疫保护作用机制的研究 

 
黄菲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原:九○医院）,250000 

 

目的  VvhA 蛋白抗原性强，序列保守适合体外表达。此外，VvhA 蛋白免疫小鼠能够产生中和毒素

的 VvhA 抗体。因此，VvhA 蛋白适合作为创伤弧菌候选疫苗。VvhA 蛋白作为候选疫苗，其免疫保

护效果尚需进一步验证，而免疫保护作用机制更需要深入探讨。 

方法  本研究首先表达、纯化 VvhA 蛋白，制备 VvhA 蛋白疫苗，建立了 VvhA 蛋白疫苗免疫

BALB/c 小鼠模型。然后采用创伤弧菌毒力株感染小鼠模型，通过小鼠生存率、组织病理学、血清

学和质谱成像检测，评价 VvhA 蛋白疫苗诱导免疫保护效果。最后采用流式细胞术、免疫调控、转

录组基因测序等技术方法，探讨 VvhA 蛋白疫苗诱导免疫保护作用机制。 

结果  VvhA 蛋白疫苗免疫小鼠存活率达到 83.3%；对照组小鼠全部死亡。组织病理学检测结果显

示，VvhA 蛋白疫苗免疫小鼠肝脏和肺组织几乎没有损伤；对照组小鼠肝脏和肺组织出现不同程度

的损伤；质谱成像结果显示，VvhA 蛋白疫苗免疫组小鼠和对照组小鼠肝脏组织中出现差异蛋白

峰，且该蛋白在肝脏组织中的分布与 H&E 染色结果相对应。VvhA 蛋白免疫组小鼠 Th1/Tfh/GC B

细胞亚群应答明显增强。IL-21 因子增强组能显著提高 VvhA 蛋白疫苗免疫小鼠的生存率，小鼠存

活率达到 100%。IL-21 因子增强组的小鼠 Tfh/GC B 细胞应答显著增加。IL-21 可诱导 CXCR5 等

基因表达上调，而且这些表达上调的基因参与了趋化因子信号通路及细胞因子与细胞因子受体相互

作用等信号通路。 

结论  VvhA 蛋白作为创伤弧菌候选疫苗具有很好的免疫保护效果。vvhA 蛋白疫苗的免疫保护作用

与 Th1/GC B/Tfh 细胞的表达上调有关。增强 IL-21 小鼠生存率提高，可能是通过上调 CXCR5 等

基因表达来实现的。 

 

 
PU-2670 

2 型糖尿病患者外周血 TLR4、TNF-α 和 IL-6 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陈雄毅 1,王洋洋 1,梁洁玲 1,李海珠 1,陈立强 2 

1.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526000 

2.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患者外周血 TLR4、TNF-α 和 IL-6 表达及其与疾病发生、发展的关系。 

方法  分别采用 RT-PCR、Western blot 和 ELISA 方法检测 87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和 73 例健康对照

者外周血 TLR4、TNF-α 和 IL-6 表达。 

结果  2 型糖尿病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TLR4 的 mRNA 和蛋白水平表达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者，

结 果 分 别 为 mRNA （ 0.324±0.073 ） 和 （ 0.256±0.061 ） ， 蛋 白 为 （ 0.217±0.139 ） 和

（0.165±0.09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血清 TNF-α 和 IL-6 表达也明显高于健康对

照者，结果分别为 TNF-α （ 2.29±0.37 ）和（ 1.25±0.12 ） /pg/ml ， IL-6 （ 14.28±3.9 ）和

（9.37±2.6）/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外周血 TLR4、TNF-α 和 IL-6 表达与 2 型糖尿病的发生存在一定相关性，在 2 型糖尿病的病

程中起重要作用，为探讨 2 型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和临床检测提供了新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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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71 

一种乙肝定量评价方法研究 

 
李婧 

湖北省中医院光谷院区(原:湖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430000 

 

目的  建立一个科学且简单易行的评价指标，帮助临床医师快捷准确判断乙肝病毒干扰状态，辅助

分析乙肝的转归，使乙肝标志物检验更好地服务于临床。 

方法  选取湖北省中医院测定的乙肝患者组成研究样本，对比分析三种乙肝病毒检测方法的特点，

采用 ROC 分析、散点图等统计学方法，确立样本中指标的临界值。 

结果  HBsAb 测量数据小于等于 9.2IU/mL 时，抗体指数赋值为 1，否则为 0，HBcAb 测量数据小

于等于 0.42IU/mL 时，抗体指数赋值为 0，否则为 1，HBeAb 测量数据小于等于 2.2COI 时，抗体

指数赋值为 0，否则为 1。 

结论  抗体指数所定量指示的乙肝免疫反应，能够较为准确地说明乙肝感染与机体免疫反应的关

系，并可以辅助对预后作出判断 

 
 

PU-2672 

基于抗体终点法观察亲和力在抗感染免疫中的作用 

及其与 HLA-DQB1 多态性的关联 

 
尚聪聪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6000 

 

目的  基于 ELISA 技术，创建出一个具有适于临床标本抗体亲和力检测的新方法，并应用该方法探

讨抗体亲和力在抗感染免疫中的作用；并在分子水平上探讨 HLA-DQB1 基因的多态性与抗体亲和

力的关联。 

方法  1.选取正常体检者的血清，基于 ELISA 检测方法，探讨与抗体亲和力相关的影响因素对

ELISA 检测结果的影响。 

2.基于传统的尿素洗脱法，选取两个对亲和力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开展抗体亲和力检测方法的创

建。3.分别采集抗-HBs 抗体阳性和 HCV 抗体阳性的体检者血清，运用新创建的检测抗体亲和力的

方法（抗体终点法）来检测抗-HBs 抗体和 HCV 抗体的亲和力。4.分别用具有高低亲和力不同的抗-

HBs 抗体血清中和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5.收集正常体检者的血清和全血标本，应用抗体终点法筛选出高低亲和力抗体，并对全血中 HLA-

DQB1 等位基因的频率分布情况进行检测。 

结果  1.我们所探讨的与抗体亲和力有关的对 ELISA 技术具有显著影响效果的因素的影响程度由大

到小依次为电解质强度>作用时间>孵育温度。 

2.新创建的抗体亲和力的检测方法能够良好的检测出高亲和力抗血清标本和低亲和力抗血清标本，

并具有良好的准确度和稳定性。 

3.抗-HBe 抗体阳性组的血清标本的抗-HBs 抗体的亲和力明显高于阴性组；HCV-RNA 阴性血清组

的 HCV 抗体的亲和力较阳性血清组高。 

4.在抗体总活性相同的条件下，抗体亲和力与抗体的蛋白量都与病毒抗原的中和指数成正相关关

系。 

5.在抗体亲和力与 HLA-DQB1 基因多态性的相关性分析中，发现在高亲和力组和低亲和力组中，

HLA-DQB1*02 和 HLA-DQB1*06 两个位点的阳性率存在显著性差异。 

结论  1. 新创建的抗体终点法具有良好的准确度和稳定性，将其应用于临床标本的检测，发现高亲

和力抗体较低亲和力抗体可能具有更强的抗感染作用。 

2. HLA-DQB1*02 和 HLA-DQB1*06 基因的表达可能与 HBV 抗体亲和力的高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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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73 

抗 Ro52 抗体和抗 SSA 抗体 

在非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阳德才,徐磊 

武汉协和医院,430000 

 

目的  探究抗 Ro52 抗体和抗 SSA 抗体在非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临床诊断价值 

方法  对武汉市协和医院 2015 年 1 月-2016 年 4 月 844 例患者进行相关回顾性分析，所有患者的

ENA 抗体结果为抗 Ro52 抗体阳性和/或抗 SSA 抗体阳性且其他 ENA 抗体谱抗体均为阴性，对患

者的 ANA 结果、抗 Ro52 抗体、抗 SSA 抗体结果及其相关临床信息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844 例患者中，抗 Ro52 抗体阳性率最高（48.69%， P=0.000<0.05）。抗 Ro52 抗体和抗

SSA 抗体在非自身免疫性疾病中阳性率相似(p=0.305>0.05)；ANA 阴性样本 NAID 的患病率显著

高于 ANA 阳性样本（82.7% vs 58.9%， p=0.000）。抗 Ro52 抗体的阳性率在 NAID 中显著高于

抗 SSA 抗体（66.5%VS59.6%， p=0.024）。在 ANA 阴性时，抗 Ro52 抗体在心血管疾病、脑梗

塞、感染性疾病、高血压病、肝脏疾病、肾脏疾病（排除肾炎）等六类 NAID 中的阳性率高于抗

SSA 抗体（p 均小于 0.05），然而抗 Ro52 抗体阳性率在疾病间无显著性差异（p 均大于 0.05）。

在 ANA 阳性时，ANA 结果为低滴度的患者多为 NAID，ANA 结果为高滴度的患者多为自身免疫性

疾病，但 ANA 强阳性样本中抗 Ro52 抗体在恶性疾病、甲状腺相关疾病、感染性疾病、高血压

病、肝脏疾病中的阳性率高于抗 SSA 抗体（p 均小于 0.05）。而感染性疾病在 ANA 阳性时的抗

Ro52 抗体阳性率显著高于 ANA 阴性（98.8% VS 75.8%，p=0.000<0.05）。 

结论  ANA 结果为阴性时，患者多为 NAID，抗 Ro52 抗体在 NAID 患者的阳性率高于抗 SSA 抗

体，且抗 Ro52 抗体在心血管疾病、脑梗塞、感染性疾病、高血压病、肝脏疾病及肾脏疾病等疾病

中的阳性率比抗 SSA 抗体高；ANA 高滴度时，抗 Ro52 抗体在恶性疾病、甲状腺相关疾病、高血

压病，肝脏疾病，尤其是感染性疾病中的阳性率也高于抗 SSA 抗体，然而该抗体的阳性率在疾病

间无差异，抗 Ro52 抗体在 NAID 中的分布范围较为广泛，无疾病特异性，对非自身免疫性疾病的

临床诊断价值有限。 

 
 

PU-2674 

生物芯片技术在呼吸道疾病中的相关研究 

 
任建民 

包头市第八医院 

 

目的  了解在我院就诊的呼吸道感染患者的病毒分布情况，以帮助临床明确诊断，指导临床医师合

理用药，并根据感染率以掌握本地区不同年龄段呼吸道感染者的病原学流行趋势，为临床有效防治

提供依据。 

方法  自 2013 年 5 月 20 日至 2014 年 5 月 20 日我院门诊和住院病房共送捡了 1090 例呼吸道感染

患者的静脉血，分离血清后进行 6 种病毒抗体的检测。由于 14 岁以上人体免疫系统发育成熟，免

疫力增强，所以以 14 岁为界分为两个年龄段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抗体阳性患者达 436 例（40%），0-14 岁年龄段的患者的感染阳性率依次为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17.1%,  腺病毒 ADV 8.1%， 副流感病毒 PIV      6.9%流感病毒 IV 4.5%，肺炎支原体 MP 

3.4%，肺炎衣原体 CPN 1.9%。15 岁以上组患者的感染阳性率依次为肺炎支原体 MP 16.4%，  腺

病毒 ADV 9.5%，流感病毒 IV 6.4%，肺炎衣原体 CPN 3.7%，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2.2%，副流

感病毒 PIV 0.2%。   

结论  6 种病原体对不同年龄段患者的感染率不一致，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是引起儿童呼吸道感染

的主要病毒，上呼吸道感染患儿 RSV 感染阳性率较高，而成年人则以肺炎支原体 MP 和腺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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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 的感染率居高。快速而准确的检测下呼吸道患者的病原体，是提示临床在治疗中谨慎使用抗

生素，有效控制下呼吸道感染疾病的关键，所以生物芯片技术在呼吸道感染患者的病原学快速诊断

方面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PU-2675 

肇庆地区女性不孕患者 AMH 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刘健,李海珠,谭振华,王玥莹,甘瑞伟 

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526000 

 

目的  探讨肇庆地区女性不孕患者 AMH 水平的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 2016 年 7 月~2017 年 7 月间于我院生殖中心及妇科门诊就诊的不孕症女性患者 416 例

为研究对象，入院时记录各患者的一般资料，并行妇科、阴道超声检查确诊患者不孕病因；采用

ELISA 方法测量所有患者血清抗缪勒氏管激素（AMH）水平，对比不同年龄、病因、BMI 患者血

清 AMH 水平的差异。 

结果  20~24 岁年龄段患者血清 AMH 水平最高，随着年龄增加其水平不断降低。输卵管不通是导

致肇庆地区女性不孕的主要原因，其次为多囊卵巢；仅多囊卵巢患者血清 AMH 水平显著高于正常

参考范围，其余病因所致不孕者血清 AMH 水平均低于正常参考范围。不同 BMI 分组患者血清

AMH 水平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0.05）。 

结论  年龄、病因是影响肇庆地区女性不孕患者 AMH 水平的主要因素。 

 
 

PU-2676 

原发性肝癌及转移患者血清学检测的临床意义 

 
王虎明 

包头市肿瘤医院,014000 

 

目的  研究血清学检测指标在鉴别原发性肝癌与转移的诊断价值。 

方法  分别测定 120 例原发性肝癌患者组，120 例原发性肝癌转移患者组及 120 例无肝转移的癌症

患者组血清中 ALT、AST、ALP、TBIL、DBIL、GGT、CHF、AFP、CA199、CEA、AFU、SF 的

水平，采用方差析和 Scheffe 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应用 ROC 曲线分析糖类抗原 199 

(Carbohydrate antigen 199，CA199)、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甲胎蛋白

(AFP)、α-L-岩藻糖苷酶(AFU)和铁蛋白(SF)联合检测对原发性肝癌及肝癌转移的诊断价值。 

结果  1）原发性肝癌组，肝癌转移组及组内之间血清 ALT、AST、ALP、GGT、CA199、CEA、

SF、AFP 及 AFU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根据原发性肝癌组和肝癌转移组 CA199、

CEA、AFP、AFU 和 SF 的 ROC 曲线下面积(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AUC)判断，CA199、

AFP 对原发性肝癌诊断有一定的准确性，CEA、AFU 和 SF 对鉴别原发性肝癌与肝癌转移有一定诊

断价值 

结论  检测血清 AFP、CA199、CEA、AFU、SF 水平可对原发性肝癌诊断及是否发生肝癌转移进

行初步诊断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SF 对鉴别原发性肝癌是否脑转移有一定价值，肝癌转移的不同

器官中，脑转移组血清 SF 水平较其他肝癌转移水平高。 

 
 

http://www.baidu.com/link?url=bnj7E-4G1VpaiLa6ycsEU8HuWJzjSkSkHohu7XGJqwlsE5HusqURiyB2EXHuJOFPrsg2I11kZZbqQJoTBf6nlPj_mMnzAaICDRtFrnNc7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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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77 

PSA、CYFRA21-1、CA153、CEA 的联合检测 

在乳腺癌中的临床价值 

 
李凤巧 

莱芜市中医医院,271100 

 

目的  探讨 PSA、CYFRA21-1、CA153、CEA 的联合检测在乳腺癌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采用化学发光法测定乳腺癌患者、乳腺良性疾病和正常对照组的 PSA、CYFRA21-1、

CA153、CEA 水平，评价其在乳腺癌早期诊断和病情监测、预后评估中的价值。 

结果  乳腺癌组的 PSA、CYFRA21-1、CA153、CEA 水平明显高于乳腺良性疾病组和正常对照组

的水平。在乳腺癌组中 CA153、CEA 、CYFRA21-1 的水平与临床分期呈正相关，而 PSA 水平与

临床分期呈明显的负相关，PSA、CYFRA21-1、CA153、CEA 的联合检测能有效提高敏感性及准

确性。 

结论  PSA、CYFRA21-1、CA153、CEA 的联合检测可有效提高乳腺癌早期诊断率，在乳腺癌诊

断病情监测和预后评估中为临床提供更为准确的辅助诊断依据。 

 
 

PU-2678 

超敏 C 反应蛋白、降钙素原和 IL-27 在手足口病诊断中的作用 

 
范伟光,石鹏辉,王浩,孟娟,苏苗苗,张文娟,刘洋,李世伟 

保定市传染病医院,071000 

 

目的   探讨利用超敏 C-反应蛋白（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hs-CRP）、降钙素原

（procalcitonin， PCT）联合白介素 27（interleukin27，IL-27）在手足口病中诊断及预后评估的

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利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PCR）技术对 100 例疑似手足口病患儿检测人肠道病毒 71 型（Enterovirus 71，

EV71）核酸和柯萨奇病毒 A16 型（coxsackievirus A16，CA16）核酸的感染情况；分别采用乳胶

增强免疫比浊法、免疫荧光层析法和 ELISA 定量方法检测 100 例疑似手足口病患儿的血清 hs-

CRP、PCT、和 IL-27。 

结果  手足口病普通患儿组 hs-CRP、PCT、和 IL-27 明显高于非手足口病患儿组，存在统计学差异

（P<0.05）；手足口病重症患儿组血清 hs-CRP、PCT、和 IL-27 明显高于手足口病普通患儿组，

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联合监测患儿血清中 hs-CRP、PCT、和 IL-27 水平，对于小儿手足口病的早期诊断和危重病

例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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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79 

联合检测 EB-IgM 及 EB-DNA 

对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的诊断意义 

 
郭庆波 

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261000 

 

目的  探讨联合检测 EB 病毒 IgM 及 EB-DNA 在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 470 例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的血清 EB-IgM，同时

用荧光探针 PCR 法检测患儿血浆的 EB-DNA; 另选该院同期 206 例无呼吸道感染查体儿童为对照

组。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 EB-IgM 和 EB-DNA 的阳性率均有统计学差异( P ＜ 0.05)，根据年龄分组，6-

10 岁组 EB-IgM 的阳性率最高，为 19.3%， 2-6 岁组 EB-DNA 的阳性率最高，为 20.7%，在以临

床特征分组的患儿中，EB-IgM 筛出率最高的特征是颈淋巴结肿大，为 16.6%，EB-DNA 筛出率最

高的临床特征为扁桃体炎，为 14.3%。患儿组中两项指标联合检测的 ROC 曲线下面积最大，诊断

价值最高。 

结论  联合 EB-IgM 及 EB-DNA 检测比单独检测对儿童呼吸道急性感染有更好的诊断价值。 

 
 

PU-2680 

一维光子晶体在肝癌肿瘤标志物可视化检测领域的应用研究 

 
范厚臻,邹倩倩 

临沂市中医医院,276000 

 

目的  本文基于层层组装技术制备掺杂聚苯胺缺陷层的二氧化钛/氧化石墨烯一维光子晶体薄膜，吸

附肝癌肿瘤抗体，从而构筑具有肝癌肿瘤标志物响应的一维光子晶体材料。 

方法  基于理论模拟计算研究聚合物之间的结合形式、空间构型和微观作用机制，从结合能、键

级、键长分析和电子密度等角度分析和阐明聚合物之间的作用机制，筛选出最佳构筑基元；基于层

层组装技术调控制备高性能的肝癌肿瘤标志物响应的一维光子晶体材料。 

结果  基于理论模拟与实验获得层层组装一维光子晶体的可控制备方法，大幅度提高层层组装凝胶

光子晶体的肝癌肿瘤标志物检测性能；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全面阐明组装条件对层层组装光子晶

体微观结构和肝癌肿瘤标志物监测性能的影响机理，为新型功能复合材料的设计制备和性能调控提

供技术支持和理论指导。 

结论  吸附了肝癌肿瘤抗体的缺陷层聚苯胺可以和肝癌肿瘤标志物特异性结合后，聚苯胺缺陷层相

应的折射率发生改变，使得掺杂聚苯胺缺陷层的二氧化钛/氧化石墨烯的反射峰发生改变，从而根

据光子晶体的颜色的改变就可以辨明肝癌肿瘤标志物。 

 
 

PU-2681 

心脏移植样本中梅毒抗体检测的影响 

 
熊俊琪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全国每年都会进行大量的心脏移植手术，而这每一例的移植供体心脏都是需要进行乙丙艾梅

的感染免疫的检测，以保证受体的安全问题。在心外科的取出供体心脏的手术中，首先是利用向心

脏中灌注心脏停跳液，使心脏停止跳动，再进行取心手术。而进行乙丙艾梅检测的样本，也是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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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停跳液灌注之后再进行采集的，这样就存在停跳液对检测的影响问题。为了保证感染免疫检测的

准确性，我们必须要探究停跳液对检测是否存在影响，存在怎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如何被解决等

一系列的问题。 

方法  在研究心脏停跳液的成分影响中，使用的稀释液包括心脏停跳液，阴性血清，生理盐水，去

离子水，Buffer 稀释液等稀释液。研究方法是使用雅培公司的 I2000 的化学发光测试方法。对稀释

作用的影响，也是使用雅培公司 I2000 的化学发光测试方法。还原“高值阴性”的方法，我们使用的

是欧盟公司的梅毒 IgG 抗体的印迹条带法。 

结果  我们实验结果是各类稀释液对样本的稀释作用是不一样的。对于稀释比例的问题，按照抗原

抗体反应的特点，不同的稀释比例和检测结果并不是按照线性反应存在的。 

结论  对于这种存在一定风险（高稀释比例，且发光测定值接近临界值）的移植样本检测，应当提

前告知受体病患相关风险，保证患者的知情权的同时，也是对检测样本的负责，对检测人员的负

责。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应当对此类高稀释比例的样本，进行改良的欧盟印迹-免疫印迹法对样

本进行还原判断，以保证检验的准确性。 

 
 

PU-2682 

沈阳地区体检人群血清 25-羟基维生素 D 水平的调查研究 

 
刘宇思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了解沈阳地区体检人群血清 25-羟基维生素 D 水平与其性别、年龄及季节的关系，为本地区

人群合理补充维生素 D 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选取冬季（2016 年 12 月-2017 年 3 月）及夏季（2017 年 6 月-2017 年 9 月）在中国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体检中心就诊体检人员血清各 200 例作为研究对象，留取符合本研究要求的体检者

的静脉血清，利用罗氏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系统检测其血清中 25-OH VitD，观察并对比两

组中 25-OH VitD 水平的差异；同时分析组内不同年龄和性别之间 25-OH VitD 水平的差异。 

结果  1. 首先将两个时间段的健康体检者血清中的 25-羟基维生素 D 水平进行分类分析，按文献报

道将维生素 D 缺乏定义为 25-羟基维生素 D 水平低于 20ng/ml  ，维生素 D 不足为≥20ng/ml 且

≤30ng/ml，正常范围为≥30ng/ml，结果发现冬季体检人群以维生素 D 缺乏为主（125 例，

62.5%），而夏季体检人群以维生素 D 不足为主（105 例，52.5%）。 2.两个时间段的健康体检者

血清 25-羟基维生素 D 浓度检测结果如下：200 例冬季体检者血清中 25-OH VitD 水平的中位数为

18.82，200 例夏季体检者血清中 25-OH VitD 水平的中位数为 26.35；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3. 分别对两个时间段的健康体检者血清中的 25-羟基维生素 D 水平按照性别和年龄

进行分组比较，结果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沈阳地区体检人群血清中 25-OH VitD 水平较低，以维生素 D 缺乏和不足为主，有季节性，

夏季水平高于冬季。 

 
 

PU-2683 

山东烟台地区丙型肝炎现状初步分析 

 
陈静,伊茂礼 

烟台毓璜顶医院,264000 

 

目的  了解烟台地区丙型肝炎现状。 

方法  对烟台地区 2015 年 44908 例血清样本进行 HCV-cAg、HCV-Ab 和 HCV-RNA 以及转氨酶

（ALT、AST）的实验室检测，并分析年龄、性别与丙肝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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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对 44908 例样本进行分析，烟台地区抗-HCV 阳性率为 0.29%（130/44908），HCV-cAg 阳

性率为 0.087%（39/44908）；其中 1 例为窗口期样本；HCV-cAg 与 HCV-RNA 阳性符合率为

79.59%，总符合率为 92.36%。不同年龄层次之间不同性别感染差异无显著意义（c2 =2.348，P＞

0.05)，同一年龄层次不同性别比例无明显规律性。转氨酶异常率与现症感染者病毒含量呈现明显

的规律性。 

结论  烟台地区属于丙肝感染低发区，感染者主要以中老年人为主，结合生化指标，通过 HCV-

cAg、HCV-Ab 和 HCV-RNA 联合检测将有助于提高本地区诊断率。 

 
 

PU-2684 

口臭与幽门螺杆菌感染关系的临床分析 

 
陈莉丽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730000 

 

目的  幽门螺杆菌是长期定植于消化道的主要细菌之一，为了了解口臭患者与幽门螺杆菌的阳性率

之间的相关性，本文对口臭患者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分析。 

方法  选择我院口腔科就诊的口臭患者和同期在我院门诊进行体检的健康人群各 40 例，口臭患者均

排除牙龈炎、牙周炎、鼻窦炎、便秘等疾病，排除吸烟、长期吃葱蒜等影响因素。对两组患者进行

14c 呼气试验检查，并对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100 dpm/mmol 者，认为 幽门螺杆菌阳性；

<100 dpm/mmol 者，为幽门螺杆菌阴性。 

结果  研究发现，口臭组患者的幽门螺杆菌阳性率明显高于健康组患者，40 例口臭患者 Hp 感染 34

例,Hp 的阳性率为 85%,无口臭志愿者 30 例 Hp 感染 5 例,占 16.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口臭患者大多数合并幽门螺杆菌感染，二者具有相关性，根除幽门螺杆菌后口臭症状疗效改

善有待进一步研究。 

 
 

PU-2685 

血清 25-羟维生素 D 水平低与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关系研究 

 
简子娟,汪维,刘文恩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探讨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血清中 25-羟维生素 D[25(OH)D]水平检测的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130 例 SLE 患者为 SLE 组，70 例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采用化学发光法分别测定其

25(OH)D 水平，并分析 SLE 患者维生素 D 水平与 C-反应蛋白（CRP）、补体 C3、补体 C4、免

疫球蛋白 IgA、IgG 和 IgM、血沉（ESR)、抗双链 DNA(dsDNA) 抗体以及核小体等检测指标和狼

疮疾病活动度(SLEDAI)评分的相关性，评估维生素 D 水平与反映肾脏损害程度的 24 小时尿蛋白含

量的关系。 

结果  ①SLE 组患者血清 25-羟维生素 D 水平（15.37±9.51）ng/ml 较健康对照组（20.64±8.32）

ng/ml 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②SLE 患者中无疾病活动的患者 25-羟维生

素 D 水平高于疾病活动组,轻度或中度活动者高于重度疾病活动者、肾损伤患者维生素 D 值低于无

肾损伤患者、IgA 正常组 25-羟维生素 D 水平低于 IgA 异常组、CRP 升高组 25-羟维生素 D 水平低

于正常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③25-羟维生素 D 水平分别与疾病活动度、IgG 和

CRP 水平时呈负相关（R=-0.469,P=0.000；R=-0.180,P=0.031；R=-0.259，P=0.005）；④线性

回归分析进一步提示血清 25-羟维生素 D 水平减低是疾病活动的危险因素(P=0.003)。 

结论  SLE 患者维生素 D 水平明显低于健康人群，且与疾病活动度、CRP、IGA 呈负相关；维生素

D 水平减低是 SLE 疾病活动危险因素，维生素 D 在 SLE 发生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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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86 

8900 例术前、输血前血液四种传染病的检测结果分析 

 
彭玉芳 

黄石市第五医院 

 

目的  对 8900 例术前、输血前血液传染病感染状况分析。方法   采用酶标法对患者ＨbsAg、HIV、

HCV、TP 检测，TP 阳性血加做 TPPA 法和 TRUST 法。结果   术前、输血前患者 HbsAg 阳性

1260 例（ 14.15%），HCV 阳性 112 例（ 1.02%），TP+TPPA 阳性 192（ 2.13%），

TP+TPPA+TRUST 阳性 79 例（0.88%）。结论   对术前和输血前血传染病标志物检测有必要。 

方法  HbsAg，上海科华公司产；TP，珠海丽珠公司产；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TPPA)，日本富

士公司产。HIV 1+2 抗体，英科新创科技有限公司生产。HbsAg、HCV，梅 Anti-TP，HIV 1+2 抗

体均采用 ELISA 法检测。其中 TP 阳性标本再用 TPPA 方法确证，加做 TRUST 法。HIV 1+2 抗

体，所有标本先做 ELISA 法，然后阳性标本再送疾控中心确认。 

结果  8900 例血液标本检测结果   

标志物 阳性(例) 总人数(例) 阳性率(%) 

HBsAg 1276 8900 14.15 

HCV 112 8900 1.02 

HIV 13 8900 0.14 

TP+TPPA 192 8900 2.13 

TRUST+抗 TP+TPPA 79 8900 0.88 

结论  本次结果 HbsAg 阳性率 14.15%高于文献报道全国 HbsAg 阳性携带者(10%)[1]。HCV1.0２%

与自然人群(1.0%)相符[2]。TP 阳性 2.13%高于文献报道[3]。HIV 0.14%。可以看出术前、输血前患

者本身血液中 HbsAg，HCV，TP 阳性率较高已感染过。我国是乙肝大国，医务人员随时可能接触

患者血液、体液、分泌物有可能感染。据报道，我国正常人群 HBsAg 阳性率为 6%-15%，我国医

院医务人员 HBsAg 阳性率是普通人群 3-6 倍，口腔科人员 HBsAg 阳性率是其它科室的 4 倍[4]因此

治疗前做以上的检测是有必要的。TP18 例阳性标本中，有 79 例 TRUST 法阳性，TP 阳性比例是

41.1%，HIV15 例阳性标本送疾控中心均为阳性。其中 4 例为做胃肠镜前抽血检测标本，占 HIV 阳

性比例为 30.7%。门诊病人建议用快速法采手指血检测，以防院内感染和医疗风险。 

 
 

PU-2687 

乙肝肝硬化患者血小板活化指标的相关研究 

 
张彦平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乙肝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的血小板值变化规律，分析乙肝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外周血血

小板水平变化的相关因素，从而进一步探索血小板在肝硬化失代偿期诊断以及治疗中的作用及意

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0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于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科诊断为乙型

肝炎肝硬化（失代偿期的患者） 256 例次，并选择 30 名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分别记录每位患

者的实验室检查数据（血小板值、血小板分布宽度、平均血小板体积、大血小板比率）。分析血小

板值变化的相关因素。SPSS22.0 统计软件用于统计分析：两个不同组计量资料之间的差异性比较

用 t 检验；采用 Pearson 相关进行相关性分析；P ＜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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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1. 肝 硬 化 患 者 的 血 小 板 水 平 （ （ 86.51.±41.28 ） ×109/L ） 低 于 健 康 体 检 者

（（229.82±69.86）×109/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小板分布宽度高于健康体检

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血小板值与血小板分布宽度呈负相关。 

结论  1.乙肝肝硬化可导致血小板水平下降；2..血小板可作为评估乙肝肝硬化患者并发症以预后的

重要指标。 

 
 

PU-2688 

血清 LAP、AFU、FER、AFP、CEA、CA125 单独 

和联合检测在原发性肝癌中的诊断价值 

 
黄利思 1,欧阳佩雯 2,胡广梅 1,曾华 1,钟日辉 1 

1.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2.广州医科大学 

 

目的  探讨血清 LAP、AFU、FER、AFP、CEA、CA125 单独和联合检测对原发性肝癌早期诊断的

临床价值。 

方法  选取 2017.6-2017.12 之间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肝胆病区肝脏疾病患者 231 例，健康体检

者 54 例。收集患者血清，记录其临床和病理特征，分别测定各组对象的血清 LAP、AFU、FER、

AFP、CEA、CA125 的水平，通过统计学方法分析组间差异、临床诊断价值。 

结果  原发性肝癌组 AFU、LAP、AFP、FER 的水平均显著高于其他肝脏疾病组和健康体检组

（P<0.01 或 P<0.05）；CA125 的表达水平除肝硬化组明显高于其他各组（P<0.05）；CEA 的表

达水平仅明显高于健康体检组（P<0.05）。将原发性肝癌进行分期，除 CEA 外其他各项在Ⅲ+Ⅳ

期水平均高于Ⅰ+Ⅱ期（P<0.01），其中 AFP、FER 在Ⅰ+Ⅱ期水平均高于参考范围。原发性肝癌

组的 AFU、LAP、AFP、FER、CA125 阳性率明显高于其他肝脏疾病（P<0.05）。各项指标阳性

率在 PHC 中晚期（Ⅲ+Ⅳ期）明显高于早期（Ⅰ+Ⅱ期）。在 6 种血清肿瘤标志物单独诊断 PHC

中 AFU 的灵敏度和 AUC 最高，为 92.8%和 0.9152，明显优于其他指标；LAP 和 CA125 特异性最

高，为 94.4%，但其灵敏度都较低；AFP 的灵敏度和特异性不高。将 6 项指标联合检测时，诊断

价值、灵敏度和特异性有所提高，灵敏度提高到 96.8%，特异性提高到 100%，AUC 达到

0.9869。多项联合检测和各项单独检测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项联合诊断

（AFU+AFP+CA125 ）和五项联合诊断（AFU+AFP+CA125+LAP+CEA ）、六项联合诊断

（AFU+AFP+CA125+LAP+CEA+FER）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除 CEA 外其他五项指标均可用于辅助诊断原发性肝癌，利用 AFP、FER 有利于肝癌的早期

发现。其中 AFU 的单独诊断效能要明显优于其他指标，当六项联合诊断时诊断效能达到最优。在

与其他肝脏疾病相鉴别时，AFP、AFU、LAP、FER 都可用于原发性肝癌与肝硬化的鉴别诊断，其

中 AFP 有最高诊断效能。 

 
 

PU-2689 

APOC3 通过激活 PI3K-IKK2-P65 信号通路 

调节内皮细胞紧密连接蛋白表达 

 
戴璐,俞娟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研究载脂蛋白 C3（APOC3）通过 TNF-α 对内皮细胞紧密连接的作用及其具体信号通路。 

方法  通过慢病毒载体构建 TNF-α 缺陷人脐静脉内皮细胞株（HUVECs）。采用 qRT-PCR、

western blotting、流式细胞术等方法检测 APOC3 对 HUVECs 紧密连接蛋白 JAM-1 的表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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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mRNA 和蛋白水平显示 APOC3 显著促进 TNF-α 诱导 HUVEC 中 JAM-1 表达。通过 8 种信

号抑制剂（Wortmannin、SP600125、PD98059、SB203580、SC514、Go6976、(LY-333531、

SN50）筛选结果显示 APOC3 通过激活 PI3K-IKK2-P65 信号通路调节 HUVEC 中紧密连接蛋白

JAM-1 的表达。APOC3 作用 TNF-α 缺陷 HUVECs 后紧密连接蛋白 JAM-1 的表达低于正常

HUVECs 表达。另外，实验结果显示，通过激活 PI3K-IKK2-P65 信号通路，APOC3 通过 TNF-α

促进 HUVECs 中 JAM-1 表达增加。 

结论  APOC3 通过 TNF-α 促进内皮细胞紧密连接蛋白 JAM-1 表达从而引起内皮细胞功能紊乱，抑

制 APOC3 作用可作为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疾病的潜在目标。 

 
 

PU-2690 

糖尿病伴牙周炎患者血清空腹 hs- CRP、FPG、HbAlc 

检测水平与牙周指标的关性研究 

 
陈莉丽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730000 

 

目的  糖尿病和牙周炎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理的相关研究已成为近年的一大热点，糖尿病与

牙周病具有高度相关性，糖尿病所致的牙周破坏严重程度明显高于非糖尿病患者。本文分析了伴牙

周炎的糖尿病患者牙周指标与超敏 C 反应蛋白（hs- CRP）、糖化血红蛋白( HbAlc)及空腹血糖

（FPG）检测水平的相关关系。 

方法  选择 45 例糖尿病伴重度牙周炎的患者，观察在牙周基础治疗前后患者血清空腹血糖、超敏 C

反应蛋白(hs- CRP)、糖化血红蛋白（HbAlc）水平测定与牙周探诊深度(Probing depth，PD)、牙

龈指数(GI)、菌斑指数( PLI)、探诊出血指数(BOP)及牙周附着丧失(Attachment Loss，AL)指标之

间的相关性。 

结果  超敏 C 反应蛋白、糖化血红蛋白与牙周指标尤其是附着丧失(AL)高度相关。HbAlc 与 AL 高

度相关，HbAlc 与 GI 、PLI、 

AL、BOP、PD 的相关系数(Ys)分别为 0.123、0.240 、0.8569 、0.554 、0.536。PD 与 FPG 的相

关系数为 0.555；PD 与 hsCRP 的相关系数为 0.698. 

结论  超敏 C 反应蛋白、糖化血红蛋白及空腹血糖联合检测水平是评估糖尿病患者牙周破坏与治疗

效果的重要指标，通过牙周基础治疗可能降低糖尿病伴发牙周炎患者糖化血红蛋白的水平，改善牙

周状况。 

 
 

PU-2691 

719 例儿童维生素三项分析 

 
梁燕霞 

广东省珠海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分析 719 例 0~13 岁儿童的 25-羟维生素 D，维生素 B12，叶酸，了解儿童的健康营养概况。 

方法  空腹抽取静脉血，以乙二胺二乙酸二钾（EDTA-K2）抗凝，分离血清。采用电化学发光免疫

法分析血清 25-羟维生素 D、维生素 B12、叶酸水平，仪器为 COBASE411 和 COBASE601，试剂

为原装配套试剂盒。 

结果  719 例儿童 25-羟维生素 D 低于参考范围有 115 例（16.0%）；维生素 B12低于参考范围有 1

例（0.1%）；叶酸低于参考范围有 6 例（0.8%）。25-羟维生素 D﹑维生素 B12、叶酸在不同年龄

段男女儿童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维生素 B12、叶酸在不同年龄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而 25-羟维生素 D 在不同年龄段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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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通过 719 名体检儿童的维生素的结果，分析了本地区儿童的营养情况，随着儿童年龄增

长，25-羟维生素 D、维生素 B12、叶酸均有下降的趋势。其中根据 25-羟维生素 D 的数据统计分

析，25-羟维生素 D 的数值跟年龄有相关性，随年龄的增长，25-羟维生素 D 有下降的趋势，是否

应根据不同年龄段设定相应的参考范围，以便医生更好指导家长合理喂养。而家长应定期给儿童体

检，根据儿童在不同年龄段按自身的身体情况调整辅食和进行药物补充。但是，过量摄人合成叶酸

也可能产生有害的影响[11]，所以要适量补充，注意剂量。要有适当的室外活动，多与阳光接触，少

涂抹防晒产品。同时注意避免因偏食而引起营养性的疾病。当贫血儿童同时存在维生素 B12，叶酸

不足，常规补铁治疗效果不佳时应考虑适当补充维生素。 

 
 

PU-2692 

SATB1 和 TLR4 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王学波,于秀梅 

烟台毓璜顶医院,264000 

 

目的  探讨乳腺癌中核基质结合区结合蛋白质 1（SATB1）和 Toll 样受体 4（TLR4）蛋白的表达及

其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了 120 例患者乳腺癌组织和 53 例乳腺癌旁非癌组织，年龄 28-65 岁，未接受化疗。采

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蛋白。使用 SPSS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SATB1 在 89 例乳腺癌（74.17%）和 7 例癌旁组织中表达（13.21%）。TLR4 在 70 例乳腺

癌组织（58.33%）和 48 例癌旁组织中表达（90.57%）。SATB 和 TLR4 在乳腺癌及癌旁组织中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SATB1 和 TLR4 的表达呈负相关（r= -0.624，P＜0.05）。SATB1 和 TLR4

的表达与年龄、绝经、PR 和 HER-2 蛋白表达无明显相关性，但与肿瘤大小、局部淋巴结转移、组

织病理学分级、肿瘤分期、ER 蛋白表达相关（P＜0.05）。 

结论  SATB1 和 TLR4 蛋白参与了乳腺癌的发生发展，对乳腺癌的治疗靶点和预后标志物的发现具

有重要意义。 

 
 

PU-2693 

研究血清中 HE4 在慢性心衰中的作用 

 
陈新亮 1,曾欣 2,陈梅 1,罗玲 1,段朝晖 1 

1.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2.广东医科大学 

 

目的  评价 HE4 在慢性心衰中的作用。 

方法  选取 105 例心衰标本，150 例非心衰标本和 100 例健康人群标本，通过电化学发光法测定各

组病例标本中的 HE4、NT-proBNP 和 CA125。用 SPSS 23 软件对数据分析，比较各组间的差异

以及各指标的诊断价值。 

结 果  心衰组 中 HE4 的水 平（ 89.43pmol/L[65.38pmol/L,132.60pmol/L] ）高于 健康对照

（ 61.34pmol/L[50.03pmol/L,83.27pmol/L] ） （ P<0.05 ） 和 非 心 衰 组

（ 65.85pmol/L[52.86pmol/L,87.34pmol/L] ） （ P<0.05 ） 。 心 功 Ⅱ 级 的 HE4 水 平

（ 76.58pmol/L[60.56pmol/L,117.0 pmol/L] ） 低 于 心 功 Ⅲ -IV 级 的 HE4 水 平

（111.00pmol/L[76.80pmol/L,173.90pmol/L]）（P<0.05）。HE4 的 AUC 为 0.695，用于区分心衰

的最佳 cutoff 值为 87 pmol/L。 

结论  HE4 对慢性心衰具有一定的提示作用，且能反映心衰的严重程度，有成为慢性心衰生物学标

志物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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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94 

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患者血浆 Hcy、 CysC、 hs-CRP 水平 

与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相关性分析 

 
金萍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730000 

 

目的  动脉硬化性脑梗死是脑部动脉血管发生粥样硬化和形成血栓后，导致脑部血管狭窄或闭塞，

引起局部脑组织缺血性坏死。其发生发展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高脂饮食，糖尿病，吸烟等患

者中发病率较高，然而很多患者并不存在上述危险因素，本文探讨了老年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性质与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患者血浆胱抑素 C(CysC)、同型半胱氨酸(Hcy)、超敏 C 反应蛋白

(hs-CRP)的浓度变化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 2015 年 8 月至 2017 年 8 月在我院脑系科住院的 45 例动老年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患

者，按超声特征将粥样硬化斑块分为有斑块组和无斑块组，并对两组患者的血浆 CysC 、Hcy、hs-

CRP 的含量进行了测定 

结果  老年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有颈动脉斑块组 CysC、hs-CRP、Hcy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和无斑块组，两组比较分析有统计学差异(P<0.05)，不稳定斑块组 CysC、hs-CRP、Hcy 水平明显

高于稳定斑块组，两组比较分析有统计学差异(P<0.05))。斑块组患者 hs-CRP 含量亦与 crouse 积

分之间也存在正相关关系(p=0.173，P=0.012)；斑块组患者中 CysC 浓度与 crouse 积分之间呈正

相关关系(p=0.181，P=0.013)，血浆 hs – CRP 与 Hcy 浓度之间也有相关性（P=0. 253，P<0. 

01）；而对斑块组患者血浆与 hs-CRP 与 CysC 含量的关系进行统计学相关性处理分析，提两者水

平之间也存在着相关性关系(p =0. 245．P=0.013)。 

结论  老年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患者血浆 CysC、Hcy 、hs-CRP 水平与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性质

有密切的关系，对该疾病的发生、发展、诊疗和预后有非常重要的临床价值。 

  
 

PU-2695 

血清 HE4、CEA、CA153、CYFRA211 联合检测 

在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中的诊断价值 

 
熊戌霞 1,林怡彤 2,陈梅 1,钟日辉 1,段朝晖 1 

1.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2.广东医科大学 

 

目的  探讨人附睾蛋白 4（HE4）及癌胚抗原（CEA）、糖类抗原 153（CA153）、细胞角蛋白 19

（CYFRA211）联合检测在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8 月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初次诊断为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的

住院女性患者 199 例，乳腺良性疾病患者 77 例，正常对照组 85 例，用电化学发光免疫检测法检

测其血清 HE4 及 CA153、CYFRA211、CEA 的含量，分析其表达水平与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临床病

理特征的关系。 

结果  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组 HE4、CA153、CYFRA211 和 CEA 阳性率分别为 52.8%、19.6%、

45.7%、 11.6%，三者联合检测阳性率为 68.8%，均高于乳腺良性疾病组和正常对照组

（p<0.05）。血清 HE4 诊断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的灵敏度为 56.28%，特异性为 75.29%，AUCROC

为 0.705；联合 CA153、CYFRA211、CEA 诊断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的灵敏度为 66.83%，特异性为

80.25%，AUCROC 为 0.799。HE4、CA153、CYFRA211 和 CEA 阳性与患者肿瘤大小、淋巴结

转移及临床分期有明显相关性（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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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清 HE4 和 CA153、CYFRA211、CEA 联合检测可作为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的辅助诊断指

标。 

 
 

PU-2696 

2798 例老年人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状况及其 ALT 水平调查分析 

 
马美红,蔡观良,陈镇炎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惠东医院 

 

目的  调查分析本地区 2798 例老年就诊患者的丙型肝炎（HCV）病毒感染状况及其 ALT 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地区 2016 年 9 月至 2018 年 5 月 2798 例我院体查的老年丙型肝炎（HCV）抗

体定量结果和 ALT 结果  。其中，男性 1492 例，年龄 65～93 岁，平均年龄 76 岁；女性 1306

例，年龄 65～95 岁，回顾性分析本地区 2016 年 9 月至 2018 年 5 月 2798 例我院体查的老年丙

型肝炎（HCV）抗体定量结果和 ALT 结果  。其中，男性 1492 例，年龄 65～93 岁，平均年龄 76

岁；女性 1306 例，年龄 65～95 岁，平均年龄 77 岁 

结果  （1）2798 例老年人，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总的阳性率为 1.86%（52/2798）；其中，男性阳

性率为 1.21%（18/1492），女性阳性率为 2.61%（34/1306），两者差异有显著性意义。（2）52

例丙型肝炎病毒抗体阳性的老年人，ALT 升高的例数 30 例，ALT 升高例数占比，女性（67.7%）

高于男性（38.9%） 

结论  本地区老年人 HCV 阳性率较高，女性高于男性；有必要强调对高危人群进行筛查及管理，及

时检查诊断老年 HCV 患者，对患者采取及时有效的治疗措施 

 
 

PU-2697 

γδT 细胞及 NKT 细胞检测在肾移植急性排斥及术后 

感染监测中的作用和意义 

 
王锐智 1,查妍 2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2.广东医科大学 

 

目的  应用流式细胞技术(Flow Cytometry，FCM)检测肾移植受者 γδT 细胞及 NKT 细胞在外周血中

的比例和含量，并探究其在急性排斥反应及术后感染监测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择预备实施首次同种异体肾移植术的受者共计 65 例，收集其术前及术后静脉血标本各一

支，应用 FCM 检测 γδT 及 NKT 细胞的含量和比例，分析两种细胞在移植前后的变化以及其与患

者术后急性排斥反应和感染的相关性。 

结果  1. 肾移植受者术后外周血的 γδT 细胞比例显著上升，NKT 细胞比例明显减低(P＜0.01)。2. 

移植后发生急性排斥反应的患者其术后 γδT 细胞在外周血的比例明显低于未发生排斥的患者(P＜

0.05)。3. 移植后发生感染的患者其术后 NKT 细胞在外周血的比例明显低于未发生感染的患者(P＜

0.01)。4.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结果显示，高 γδT 细胞比例与无排斥时间正相关(P＜0.05)，而高

NKT 细胞比例与无感染时间正相关(P＜0.01)。5. ROC 曲线结果表明，术后 γδT 细胞百分比预测急

性排斥(AUC=0.681)、以及 NKT 细胞预测感染均(AUC=0,760)有一定诊断准确性，诊断灵敏度分

别是 71.43%、63.64%，特异度为 60.78%、77.78%。 

结论  肾移植受者术后 γδT 细胞和 NKT 细胞检测可分别作为提示急性排斥反应和术后感染的新指

标。肾移植受者监测两者有利于临床对急性排斥反应、术后感染的预测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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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98 

RhoC 在妊娠滋养细胞疾病中的表达及其 

与葡萄胎恶变的相关性研究 

 
梁英风 

烟台毓璜顶医院,264000 

 

目的  分析研究 RhoC 在侵袭性葡萄胎、葡萄胎以及绒癌中的表达和葡萄胎恶病的相关性，为临床

诊治提供可靠的依据。 

方法  通过免疫组化方式检测 30 例存在恶变倾向的葡萄胎，30 例没有出现恶变的葡萄胎，10 例侵

袭性葡萄胎，20 例绒癌组织中的 RhoC 表达情况，通过化学发光发检测葡萄胎患者血人绒毛膜促

性腺激素，同时结合患者临床资料开展分析。 

结果  侵袭性葡萄胎中的 RhoC 表达显著高于葡萄胎，存在恶变倾向的葡萄胎 RhoC 表达显著高于

没有恶变的葡萄胎，葡萄胎恶变和 RhoC 表达、卵巢黄素化囊肿以及血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显示正

相关。 

结论  RhoC 和滋养细胞的侵袭过程和侵袭程度相关，RhoC 表达上调属于滋养细胞恶性转化的一类

早期事件，在对葡萄胎中 RhoC 蛋白表达进行检测，能够成为预测其产生恶变的指标之一，为临床

开展预防性化疗提供有力的依据。 

 
 

PU-2699 

人附睾蛋白 4 在慢性肾功能不全分期中的应用 

 
严海燕 1,苏仪西 2,陈新亮 1,段朝晖 1 

1.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2.中山大学,510000 

 

目的  人附睾蛋白 4（human epididymis protein 4，HE4）水平与 CKD 各个分期的关系，以及与传

统肾衰指标的相关性，比较它们的诊断价值。 

方法  分别检测 HE4、血肌酐（SCr）、胱抑素 C（CysC）、尿素（BUN）在 151 例慢性肾功能不

全（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患者（CKD 组）和 40 例同期健康体检人群（对照组）中的表

达，分析各指标与肾功能不全分期的关系，比较各指标对肾功能不全分期指示的差异。 

结果    CKD 组血清 HE4、SCr、CysC、BUN 浓度均大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1）。随着患者 CKD 分期的上升，其 GFR（肾小球滤过率） 逐渐下降，HE4、SCr、

CysC、 BUN 值逐渐上升，各分期间相互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5）。相关性分析显

示，CKD 组血清 HE4 浓度与 SCr（r=.972）、CysC（r=.872）、BUN（r=.825）均呈正相关，与 

GFR（r=-.972）呈负相关（P ＜ .01=.001）。ROC 曲线显示，HE4 诊断 CKD 的 AUC 为.921, 

95%CI 为.866~.977；SCr 诊断 CKD 的 AUC 为.876, 95%CI 为.797~.954；BUN 诊断 CKD 的

AUC 为.757, 95%CI 为.666~.849；CysC 诊断 CKD 的 AUC 为.800, 95%CI 为.714~.886。 

结论  CKD 患者血清 HE4 浓度明显升高，其水平反映了病情的严重程度，在 CKD 分期中有一定的

应用价值。血清 HE4 的 AUC 大于 SCr、BUN 和 CysC，对 CKD 的诊断价值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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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00 

NT－proBNP 在急性心力衰竭中的诊断价值 

 
柴琳,杨汝文,刘荣均,李云芬 

昆明市中医院,650000 

 

目的  为探讨血清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对心力衰竭(CHF) 所致急性呼吸困难的诊断价

值。 

方法  选择 334 例急性呼吸困难的患者，根据年龄不同，分为三组，A 组年龄<50 岁 50 例，B 组年

龄 50-75 岁 138 例，C 组年龄>75 岁 146 例，同时选择 20 例健康体检者为正常对照组，用 mini 

VIDAS 对 334 例患者进行血清 NT－proBNP 检测，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三组血清 NT－proBNP 测定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不同

NYHA 心功能分级患者 NT－proBNP 水平随 NYHA 心功能的级别的增加而升高且均高于正常对照

组( P＜0.01)，NT－proBNP 诊断 CHF 敏感性为 90.7%，特异性为 96.2%，阳性预测值为

96.3%，阴性预测值为 92.9%。 

结论  血清 NT－proBNP 水平是反映充血性心力衰竭的客观指标，可用于心衰患者危险分层,可用于

量化心衰的严重程度。 

  
 

PU-2701 

肝硬化患者上消化道出血与幽门杆菌感染的关系分析 

 
姚瑶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730000 

 

目的  肝硬化是由于一种或多种原因引起的弥漫性肝损害疾病,是一种临床常见的慢性进行性肝病, 

胃底静脉曲张和食道出血是肝硬化的常见并发症,如果不及时治疗很容易导致死亡。随着内镜技术

的发展在急诊诊疗中的应用,发现肝硬化并发上消化道出血患者中由非静脉曲张导致出血的比例逐

渐增加.本文探讨了肝硬化患者上消化道出血和幽门螺杆菌感染之间的关系。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8 月本院住院的肝硬化患者 80 例,用 C14 尿素呼气试验检测幽

门螺杆菌(HP)，同时胃镜检查消化性溃疡和食管静脉曲张的发生率及出血原因。 

结果  2.1 肝硬化患者幽门螺杆菌感染率:80 例肝硬化患者ＨＰ阳性率为 55.3%,chidl A 级 HP 阳性

率 56.8%,B 级 52.7%,C 级 50.0%,三者间差异无显著性(P>0.05)。 

2.2:幽门螺杆菌感染和上消化道出血的相关性分析:本组肝硬化 80 例,幽门螺杆菌阳性 55.3%,合并上

消化道出血占 58.5%;静脉曲张破裂 12.8%,溃疡病出血 39.2%,其他原因出血 6.3%;幽门螺杆菌染阴

性(占 44.7%,合并上消化道出血占 21.5%;静脉曲张破裂 9.52%,溃疡病出血 7.35%,其他原因出血

4.8%。HP 感染阳性和上消化道出血的发生率明显高于 HP 阴性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HP 阳性者消化性溃疡的出血率 39.8%,高于 HP 阴性消化性溃疡出血率 7.18%,两者比较有显著的

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静脉曲张破裂出血及其他原因出血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结果表明,肝硬化患者合并上消化道出血率 HP 感染的阳性组明显高于 Hp 阴性组,主要为非静

脉曲张破裂出血的发生率明显增高,这可能与 HP 感染诱发消化性溃疡的发生和消化性溃疡出血的发

生率较高相关。因而建议肝硬化患者应常规检测 HP,尽力做到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及早诊断,及早预防,

进一步减少 Hp 的传播和导致相关疾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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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02 

肿瘤特异生长因子检测在在消化道肿瘤放射介入治疗中的价值 

 
朱朝轩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730000 

 

目的  TSGF 是其中的一种，它仅对恶性肿瘤血管增生有促进作用，对正常组织血管增生无明显相

关，并随肿瘤组织的生长不断释放入血并达到一定浓度，本文研究肿瘤特异生长因子检测在消化道

肿瘤诊断及放射介入治疗效果观察中应用的意义。 

方法   用日立 7100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 60 例消化道恶性肿瘤患者，45 例正常人，35 例良性瘤

患者及 45 例恶性肿瘤患者采取放射介入治疗治疗后血清肿瘤特异生长因子（Tumor Specific 

Growth Facter, TSGF）进行检测分析。 

结果  消化道恶性肿瘤患者血清 TSGF 浓度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和良性肿瘤患者，并且消化道恶性

肿瘤患者治疗后血清 TSGF 浓度明显比治疗前低。血清 TSGF 测定对消化道恶性肿瘤诊断的敏感

性为 84.5%，特异性为 93.5%。 

结论  本文选用 45 例恶性肿瘤患者血清进行检测，结果与文献报道相近，但由于标本量有限，不能

全面的反映所有问题。我们对治疗后的患者进行了随访，发现治疗后 TSGF 浓度明显下降的病人大

部分症状明显缓解或消失，有部分患者 TSGF 浓度居高不下者症状未缓解甚至进一步恶化，这样可

以用 TSGF 浓度变化对病情进行监测，并用以判断其预后。 

TSGF 具有对恶性肿瘤的高特异性，高敏感性；速度快，操作简便，不需特殊设备；对恶性肿瘤进

行筛选、鉴别诊断、疗效观察及预后有重要意义。 

 
 

PU-2703 

结核性胸腔积液和恶性胸腔积液患者的临床特征 

及实验室指标的诊断效能研究 

 
黄燕春,巫丽娟,刘堂玉亨,陆小军,应斌武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分析结核性胸腔积液患者和恶性胸腔积液患者的临床体征，探讨胸水实验室指标在结核性胸

腔积液和恶性胸腔积液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28 例结核性胸腔积液患者和 164 例恶性胸腔积液患者的临床体征，收集两组患

者胸水实验室指标,筛选出具有统计学差异的实验室指标，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建立实验室指标联

合诊断模型，用 H-K 检验模型的拟合度，绘制联合诊断的 ROC 曲线，分析联合诊断效能。 

结果   结核性胸腔积液患者的平均年龄为（51.60±21.02）岁，恶性胸腔积液的平均年龄为

（63.52±11.87）岁，结核性胸腔积液患者易出现咳嗽、咳痰、发热、胸痛、气紧症状，两组间比

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核性胸腔积液患者胸水中的 ADA 水平为（23.06±21.29）IU/L，

比恶性胸腔积液患者高，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恶性胸腔积液患者胸水中的 ALB、

GLU、CA125、CA199、CEA 和 CYFRA21-1 水平高于结核性胸腔积液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利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CA125、CEA 和 GLU 作为主效应被纳入模型中，利用预测值绘

制 ROC 曲线，曲线下面积为 0.914，灵敏度为 0.864，特异度为 0.964，提高了诊断效能。  

结论  两组患者临床表现多样化且特异性不高，联合检测胸水中的 CA125、CEA 和 GLU,并利用新

建立的诊断模型，可较好地鉴别结核性胸腔积液和恶性胸腔积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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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04 

603 例 HIV/AIDS 患者 T 淋巴细胞亚群检测结果分析 

 
柴琳 

昆明市中医院,650000 

 

目的  对 603 例已确诊为 HIV 感染患者，测定外周血中 T 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了解其免疫状况及

疾病进展情况，为及时进行抗病毒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对采集的 603 份 HIV 感染患者全血样本以四色荧光抗体进行标记，用 BECKMAN FC500 流

式细胞仪进行 T 淋巴细胞亚群百分比和绝对数的检测，统计分析其测定值；同时选择 40 例健康体

检者为对照组。 

结果  603 例 HIV 感染者的 CD3+CD4+绝对数均数为 524.2±125.4 个/μL，HIV 感染组明显低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CD3+CD8+绝对数均数为 1371.0±217.2 个/μL，HIV 感染组明

显高于对照组, 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CD4/CD8 比值 0.38±0.12，HIV 感染组明显比

对照组低，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不同性别间 CD3+CD4+淋巴细胞均值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t=1.59,P0.05)；不同年龄组间 CD3+CD4+ 淋巴细胞均值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7.31,P0.05)，19～30 岁年龄组的数值最高。 

结论  对 HIV 感染者 T 淋巴细胞亚群的检测，对判断病情和评估疗效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可监测疾

病进展和及时给予抗病毒治疗。 

 
 

PU-2705 

血浆及脑脊液 D -二聚体联合检测在急性脑梗死中的临床意义 

 
朱朝轩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730000 

 

目的  D-二聚体是纤溶酶作用于交联纤维蛋白而产生的一种特异性产物, 它反映活体内纤维蛋白的溶

解活性，是唯一直接反映凝血酶和纤溶酶生成的理想指标，是无创伤性体内血栓形成的指标，可作

为高凝状态和继发纤溶亢进的分子标志物，是血栓被溶解的直接证据，本文探讨了联合检测血浆和

脑脊液 D -二聚体含量与急性脑梗死（ACI）的临床价值 。方法  用全自动凝血分析仪(Sysmex CA-

550)测定 25 例急性脑梗死患者、30 例健康人的空腹血浆及脑脊液 D - 二聚体浓度水平。 

方法  实验对象： 随机选择 2016 年 9 月～2018 年 8 月我院收治的、发病时间在 48 小时以内的急

性脑梗死患者 35 例为实验组,男 22 例 ,女 13 例 ,平均年龄 64 ±8 岁。选择 40 例同期到我院就诊的

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男 28 名 ,女 12 名 ,平均年龄 62 ±5 岁。 

方 法：所有研究对象均采集早晨空腹血浆，抽血后,平卧静息 10 分钟采集脑脊液,血液标本用专用

血凝管 + 1. 8 毫升血液均匀，35000  r/ min 离心 20 分钟 ,取分离血浆。血浆和脑脊液标本 1 h 内

在全自动凝血分析仪( Sysmex CA-550)上测定。 

结果  急性脑梗死患者脑脊液及血浆 D -二聚体水平明显增高 ,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 < 0. 

05) 。 

结论  本文结果表明 ,急性脑梗死患者 D -二聚体含量越高 ,体内呈高凝状态的程度越重 ,纤溶活性也

随 

之增高 。文献报道 D-二聚体是研究心脑血管疾病较好的指标，D-二聚体含量随脑梗死病情加重而

升高，D - 二聚体检测有助于血栓性疾病的诊断治疗和心脑血管病的预测及预后判断。有报道溶栓

药物可干预 D - 二聚体持续增高这一病理过程 ,缺血性脑卒中早期溶栓治疗时 ,资料效果好 ,则 D - 

二聚体水平迅速升高后很快下降 ,若 D - 二聚体水平升高后维持在一定的水平 ,则提示药物用量不

够 。所以 , 动态联合测定血浆及脑脊液 D - 二聚体浓度对各种血栓形成性疾病的诊断及对溶栓的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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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判断有较大的临床价值 ，联合检测二项指标对脑梗塞的预防、溶栓治疗疗效评估和预后均有重

要临床意义。 

 
 

PU-2706 

登革病毒诱导人单核细胞 miR-146a 表达的机制研究 

 
吴思宇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探究登革病毒感染引起 miR-146a 高表达所依赖的天然免疫信号通路。 

方法  通过 RNAi 技术沉默登革病毒感染后激活的信号通路的上游蛋白，或采用信号分子抑制剂阻

断登革病毒感染后激活的信号通路的下游因子，然后通过 Real-time PCR 检测 miR-146a 的表达变

化。 

结果  登革病毒感染诱导 miR-146a 的高表达依赖于上游的 RIG-I/MDA5-IPS-1 以及下游的 p38、

JNK 和 NF-kB，而不依赖于上游的 TLR3 和下游的 ERK。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登革病毒感染诱导 miR-146a 高表达的机制研究，为完善 miR-146a 与登革病毒

感染之间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miR-146a 可能成为预防和治疗登革病毒感染的一个新靶标，最

终为临床治疗和预防登革出血热提供一个新的视野。 

 
 

PU-2707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血清炎症因子 IL-6 

和 TNF-α 的水平测定及临床意义 

 
吴琼 1,严柯敬 2,易斌 1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2.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目的  检测类风湿性关节炎(RA)患者血清中 IL-6 和 TNF-α 的水平，探讨 RA 患者血清 IL-6 和 TNF-

α 的水平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化学发光法对 195 例 RA 患者和 47 例健康体检者血清中的 IL-6 和 TNF-α 水平进行检

测，分析其与抗环瓜氨酸肽(CCP)抗体、血沉(ESR)、类风湿因子(RF)及 C 反应蛋白(CRP)表达的

相关性，并对 RA 患者治疗前后血清 IL-6 和 TNF-α 水平进行比较。 

结果   RA 患者组血清 IL-6[(29.87±62.41)pg/ml]和 TNF-α[(21.34±29.35)pg/ml]的水平均显著高于正

常对照组 IL-6[(2.40±0.77)pg/ml]和 TNF-α[(5.87±1.23)pg/m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1)。

RA 患者血清 IL-6 与 ESR 及 CRP 水平均呈正相关(P 均＜0.01)，与抗 CCP 抗体及 RF 水平无相关

性(P 均＞0.05)；TNF-α 与 ESR、CRP 及 RF 水平均呈正相关(P 均＜0.01)，与抗 CCP 抗体无相关

性(P＞0.05)。RA 患者治疗后血清 IL-6 水平明显低于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治

疗后血清 TNF-α 水平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通过比较 ROC 曲线下面积大

小，血清 IL-6 对 RA 的诊断效能和 TNF-α 接近，敏感性分别为 77.4%、81. 5%，特异性分别为 

97.9%、93.6%。 

结论  RA 患者血清中的 IL-6 和 TNF-α 水平明显升高，检测 RA 患者血清 IL-6 和 TNF-α 水平，对类

风湿关节炎的诊断及病情活动性判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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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08 

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和非特异性抗体联合检测的临床应用探讨 

 
杨汝文 

昆明市中医院,650000 

 

目的  探讨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和非特异性抗体联合检测的临床应用。 

方法   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用明胶颗粒凝聚试验（TPPA），非特异性抗体用甲苯胺红不加热血

清试验（TRUST），同时对 4626 例就诊者进行检测。 

结果   TPPA 法检出阳性 43 例，阳性率 0.93%；TRUST 法检出阳性 22 例，阳性率 0.45%。 

结论   

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试验（TPPA）检测的是 IgM、IgG 的混合抗体，不能区分梅毒的现症感染

和既往感染，也不能做疗效监测，但梅毒的感染确认必须要用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试验

（TPPA）。梅毒螺旋体非特异性抗体（反应素 TRUST），抗原成分为心磷脂（牛心，人体内为组

织释放），许多病如寄生虫，支原体，变态反应病会阳性（假阳性），受“前带现象”的影响也可能

有假阴性。故将定性试验和确诊试验组和在一起可以最大限度地检出各期梅毒病例，敏感性和特异

性均高，是 WHO 推荐的方案。 

 
 

PU-2709 

初诊胃癌患者术前多种血清肿瘤标志物的临床分析 

 
王国洪 1,张岳 2,徐国兵 1 

1.北京肿瘤医院,100000 

2.重庆医科大学检验学院 

 

目的   探讨初诊胃癌患者术前多种血清肿瘤标志物（AFP、CEA、CA199、CA724、CA125、

NSE）与胃癌病理状态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5 月-2016 年 5 月，本院手术治疗胃癌初诊患者 179 名术前血清肿瘤标

志物浓度。分析六种血清肿瘤标志物在胃癌患者中的敏感性、不同病理类型的表达水平及与胃癌临

床病理参数的关系。采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各组间肿瘤标志物水平差异的比较采用

kruskal-wallis 秩和检验，肿瘤标志物及临床病理资料之间的关系采用 X2 检验。 

结果  单项的阳性率由高到低为：NSE>CA724>CEA>CA199>AFP>CA125，NSE 的阳性率最高为

29.61%，六项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的阳性率为 55.31%。TNM 分期越晚，肿瘤标志物检测的敏感

性越高。Lauren's 分型中，肠型和弥漫型患者的血清 CEA 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CEA 水平与患者年龄相关（P<0.05）。血清 CEA、CA199、CA724、CA125、NSE 水平与患者

肿瘤大小相关（P<0.05）。CEA、CA199、CA724、CA125、NSE 水平与患者肿瘤浸润深度相关

（P<0.05）。术前 CA199, CA724 水平淋巴转移和 TNM 分期相关（P<0.05）。术前 AFP, CEA, 

CA199, CA724 水平与患者是否出现脉管癌栓相关（P<0.05）。 

结论  术前血清肿瘤标志物的联合检测可以明显提高敏感性。CEA、CA199、CA724 与胃癌的病理

特征有着密切的联系，且阳性率较高，是评价患者病理状态的良好指标。AFP 与 CA125 的阳性率

较低，并且与胃癌的病理特征无相关性。NSE 的阳性率虽然最高，但是 NSE 与临床病理资料之间

不存在相关性，对患者病情评价中没有意义，不适用于胃癌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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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10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血清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组分测定 

及其在疾病中的意义研究 

 
汪维,彭婉婵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s, NETs）是由中性粒细胞受到病原微

生物或炎症信号刺激后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有别于凋亡的细胞 “死亡”形式，其形成过程称为

NETosis。研究表明，NETs 或 NETosis 在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本研究拟

在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患者血清中检测 NETs 的成分即中性粒细胞弹性蛋

白酶（Neutrophil elastase, NE）-DNA（NE-DNA）复合物的含量，并分析其与血清促炎细胞因子

IL-6 与 IL-8 水平以及其他 RA 相关疾病参数的关联性。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测定了 51 例 RA 患者

和 30 例健康对照者血清 NE-DNA 复合物、IL-6 与 IL-8 水平。收集 RA 患者相应的临床和实验室资

料，比较 NE-DNA 复合物水平在两组人群中的差异，并进一步分析 RA 患者 NE-DNA 复合物与细

胞因子及其他疾病参数的相关性。 

结果  结果 RA 患者血清 NE-DNA 复合物的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P<0.001）。RA 患者血清

NE-DNA 复合物与抗瓜氨酸化蛋白抗体（ACPA）具有关联性，具有超高滴度 ACPA（大于

1600U/mL）的 RA 患者血清 NE-DNA 复合物的水平显著高于抗体低于 1600U/mL 的 RA 患者血清

NE-DNA 复合物的水平。此外，RA 患者血清 NE-DNA 复合物的水平与 IL-8 呈显著的正相关性

（r=0.289，p=0.039）。 

结论  NETs 组分与 RA 患者疾病参数的关联性提示其可能参与自身抗体产生及炎症的发生发展过

程。 

 
 

PU-2711 

CA125、CA724、CEA 联合检测对卵巢癌诊断的临床意义 

 
柳灵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730000 

 

目的  由于卵巢癌诊断缺乏特异的肿瘤标志物，故临床上常通过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以提高对卵

巢癌的敏感性，所以如何选择肿瘤标志物是关键的问题，本文探讨 CA724、CA125、CEA 联合检

测对妇科卵巢癌诊断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择妇科良性肿瘤组 50 例、健康对照组 40 例，卵巢癌患者 40 例，联合检测了血清

CA724、CA125、CEA 的含量并进行了分析。 

结果    卵巢癌组血清 CA724、CA125、CEA 水平明显高于卵巢良性肿瘤组与健康对照组

(P<0.05)，卵巢良性肿瘤组血清 CA724、CA125、CEA 的含量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P<0.05)。单独 CA724 敏感性为 68.6%、CEA 敏感性为 15.3%、CA125 灵敏度为 85.5%；通过

联合检测以三项肿瘤标志物中 CA125 阳性和其它肿瘤标志物任意 1 项阳性作为诊断标准，卵巢癌

的诊断敏感度为 90.8%，准确度为 86.8%，特异性为 92.5%；  

结论  血清肿瘤标志物 CA724、CA125、CEA 联合检测可提高卵巢癌诊断的阳性率和准确率。对

卵巢癌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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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12 

血清抗菌肽 LL-37 在类风湿性关节炎中的意义研究 

 
汪维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检测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 RA）患者以及健康体检对照人群血清中的抗菌肽

LL-37 水平，并进一步分析 LL-37 与 RA 实验室标志物及临床指标之间的联系和规律，旨在为后续

探究 LL-37 在 RA 发病中的作用和机制提供思路和线索。 

方法  收集 2016 年 6 月-9 月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确诊为 RA 患者的血清标本 88 例，收集同期年龄

和性别匹配的健康体检者血清标本 40 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检测（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的方法测定血清样本中 LL-37 的浓度，采用 SPSS 21.0 进行统计

学分析，比较 LL-37 在 RA 组和体检组之间的差异，并分析 LL-37 与 RA 患者实验室及临床指标之

间的联系。 

结果  RA 组血清 LL-37 浓度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性分析表明，LL-

37 的浓度与凝血酶时间（thrombin time, TT）（r=0.418, p=0.002）、血沉（r=0.279, p=0.006）

和 C-反应蛋白（r=0.207, p=0.031）水平均呈正相关关系，而与抗环瓜氨酸肽（cyclic citrulline 

peptide, CCP）抗体水平则呈负相关关系（r=—0.300, p=0.009)。在 RA 组中，抗 CCP 抗体阳性

组血清 LL-37 水平显著低于抗体阴性组（p=0.030)。  
结论  LL-37 与 RA 疾病指标的联系表明，LL-37 可能在 RA 进展过程中参与了与疾病相关的一系列

生物学事件，为后续深入探讨 LL-37 在 RA 中的机制和作用奠定了研究基础。 

 
 

PU-2713 

CircRNA_0001937: A circular RNA and potential  
novel biomarker for pulmonary tuberculosis 

 
Zikun Huang,Luo Qing,Li Junmi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06 

 
Objective Circular RNAs (circRNAs) compose a large class of RNAs that can be used as 
biomarkers in clinical blood samples. This study aimed to determine the expression of circRNAs 
in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s) from pulmonary tuberculosis (TB) patients to 
identify novel biomarkers for TB screening. 
Methods  We started with a microarray screening of circRNA changes in PBMCs from 3 TB 
patients and 3 healthy controls. We then confirmed the selected circRNA changes in PBMCs from 
40 TB patients and 40 age- and sex-matched controls using the real-time quantitative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 Spearman correlation test was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correlation of circRNAs and disease severit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was calculat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CircRNA_001937 was chosen for further 
evaluation in an independent cohort consisting of 115 TB, 90 healthy controls, 40 pneumonia, 40 
COPD, and 40 lung cancer patients. An six-month follow up was performed in 20 newly 
diagnosed TB patients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change of circRNA_001937 after 
chemotherapy 
Results Thirty-seven circRNAs wer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which 
13 circRNAs were up-regulated and 24 were down-regulated in TB patients (fold changes ≥1.5 
and P<0.05). Validation assays showed that circRNA_001937, circRNA_009024 and 
circRNA_005086 were increased, while circRNA_102101, circRNA_104964 and circRNA_104296 
were decreased in TB patients versus normal control samples (P<0.001). The results were 
gener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microarray data. Among these circRNAs, circRNA_001937, 
circRNA_009024 and circRNA_102101 were correlated with the TB severity. Based on the AU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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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6 candidates and their correlations with the TB severity, circRNA_001937 was chosen for 
further evaluation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TB diagnosis. CircRNA_001937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patients with TB compared with patients with pneumonia, COPD and lung cancer. 
ROC curve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e AUC for circRNA_001937 was 0.850 (95% CI: 0.796-
0.903), and its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72.2% (95% CI: 63.1%-80.1%) and 90.0% (95% CI: 
81.9%-95.3%), respectively. Additionally, the level of circRNA_001937 was reduced significantly 
in patients after treatment (P<0.001). 
Conclusion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circRNAs circRNA_001937 in 
PBMCs from TB patients may serve as potential biomarkers for TB patient diagnosis. 
 
 

PU-2714 

TSGF、CA125、CEA、CA153 联合检测 

对妇科恶性肿瘤的临床价值 

 
李杨春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730000 

 

目的  卵巢癌、宫颈癌、乳腺癌是一种严重威胁妇女生命健康的恶性肿瘤，近年来该病发病率逐年

上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和生存率的关键，探讨 TSGF、CA125、

CEA、CA153 联合检测对妇科恶性肿瘤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 50 例妇科恶性肿瘤患者血清 TSGF、CA125、CEA、CA153 的含量进行了联合检测。 

结果  三组人群 TSGF 含量的检测结果：60 例恶性肿瘤组 TSGF 浓度为 83.4±6.1、阳性率为

83.3%（50/60），85 例良性肿瘤组 TSGF 浓度为 51.5±4.7，阳性率 2.3%（2/85）, 50 例对照组

TSGF 浓度为 47.2±4.2，阳性率为 0. 经统计学处理，妇科恶性肿瘤组与良性肿瘤组及对照组之间

TSGF 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良性肿瘤组及对照组之间 TSGF 水平无显著性差异(P>0.05).

本文研究拟定四项肿瘤标志物中 TSGF 阳性和其它肿瘤标志物任意 1 项阳性作为诊断标准乳腺癌阳

性率为 84.5%，卵巢癌 92.8%、宫颈癌 94.1%.既提高了诊断阳性率也降低了假阳性的发生率，本

文研究提示乳腺癌联合检测 TSGF+CEA+CA153; 卵巢癌和宫颈癌 TSGF+CEA+CA125;为联合检

测方案，通过联检可提高肿瘤的诊断阳性率和诊断准确率。 

结论  TSGF、 CA125、CA153、CEA 联合检测可明显提高妇科恶性肿瘤诊断的敏感性，是一种较

科学、合理的肿瘤标志群，对妇科恶性肿瘤早发现、早诊断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PU-2715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初筛实验假阳性的原因分析 

 
李曦 

昆明市中医院,650000 

 

目的  通过对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初筛假阳性的原因分析，以减少假阳性结果的发生。 

方法  对 32 例初筛阳性的样本，第二次抽血后再次用原有试剂加另外一种不同原理、不同厂家的筛

查试剂重复检测。 

结果  32 例初筛实验阳性的样本，经确证试验后，有 31 例阳性结果，1 例为阴性结果。 

结论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初筛假阳性，与试剂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以及实验室质量管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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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16 

急性胆囊炎合并胆结石患者糖类抗原 199 值异常增高的探讨 

 
张新惠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730000 

 

目的  急性胆囊炎常由于胆囊管梗阻和细菌感染发生炎症反应所致，是外科急腹症最常见的疾病之

一，无胆囊结石的急性胆囊炎患者约占 5%，有胆囊结石的急性胆囊炎患者约占 95%以上；糖链抗

原 19-9（CAl99）是一种糖蛋白，是目前文献报道辅助诊断胰腺癌和胆管癌最敏感和最特异的肿瘤

标记物。CAl99 是在胃肠腺癌中发现的一种肿瘤相关抗原，当人体组织发生恶性肿瘤等病理性改变

时 CAl99 从肿瘤血管释放入血液，导致血清 CAl99 含量会异常增加，目前，动态连续检测血清

CA199 的含量对胆管癌和胰腺癌病因的诊断、病情程度评估、手术疗效的判断、放疗化疗疗效评

估及预后跟踪随访都有非常重要的临床诊疗价值。 

方法  CA199 含量在某些良性疾病中也不同程度的增高，应引起临床的足够重视，我院收治的 1 例

急性胆囊炎合并胆结石患者血清 CA199 浓度异常升高，现将病例报告如下，供同道参考。 

结果  本资料通过对单纯胆囊结石患者中 CA199 指标的观察，表明在急性胆囊炎特别是化脓性胆囊

炎患者中，CA199 水平可能会显著升高。对于胆囊壁增厚，转氨酶正常，CA199 显著升高的患

者，并不能肯定是恶性肿瘤，需考虑良性疾病可能，单一 CA199 作为诊断和筛查胆道疾病是不够

的，临床诊断需要结合其他肿瘤标记物、影像学资料和病理资料。 

结论  动态监测肿瘤标记物已成为协助临床医生辅助诊断各类恶性肿瘤的重要检查手段。但临床不

能仅凭单项某种肿瘤标记物含量的增加来诊断恶性肿瘤的发生及发展，临床要结合各种影像学检查

及必要的病理组织学检查及血清多种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查诊断肿瘤更加严谨和可靠，我们强调的是

要动态监测各类指标而不是盲目地进行肿瘤的诊断，甚至对患者实施抗肿瘤化疗、放疗等治疗措

施，以免造成不必要损失和对患者造成伤害。 

 
 

PU-2717 

Wnt5a Increases Properties of Lung Cancer Stem Cells and 
Resistance to Cisplatin through Activation of Wnt5aPKC 

Signaling Pathway 

 
张康见 1,王传新 1,魏军 2,王利新 2,毛海婷 1,杨佳丽 2 

1.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2.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To elucidate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underpinning the cisplatin-resistance so as to 

develop effective therapeutic agents or strategies for NSCLC treatments. 

方法  The role of noncanonical Wnt signaling in the regulation of properties of lung cancer stem 

cells and chemo-resistance was interrogated, by accessing capacities of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invasion, and clonogenicity as well as the apoptosis in A549 cell lines. 

结果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oncanonical Wnt signaling ligand, Wnt5a, could promote the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invasion, and colony formation in A549 lung adenocarcinoma cells and 
cisplatin-resistant A549/DDP cells and increase the fraction of ALDH-positive cell in A549/DDP 
cells. 

结论  Wnt5a could promote lung cancer cell mobility and cisplatin-resistance through a Wnt/PKC 

signaling pathway and a blockage of this signaling may be an alternative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NSCLC patients with resistance to chemothera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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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18 

HNL 在鉴别急性细菌和病毒感染中的临床价值研究 

 
金宇亭,王学军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130000 

 

目的  研究中性粒细胞载脂蛋白（human neutrophil lipocalin, HNL）在鉴别急性细菌和病毒感染中

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取 2017 年 3 月-12 月期间住院的细菌感染患者 123 例（细菌组），病毒感染患者 63 例

（病毒组），并选取同期接受健康体格检查的人员 420 例（健康组）作为对照组。ELISA 方法定量

检测细菌组、病毒组和健康组血清 HNL 浓度，并分析其对急性细菌感染和病毒感染的临床诊断价

值。 

结果  血清 HNL 浓度在细菌组有明显升高，且与病毒组和健康组有显著性差异（P＜0.0001）；血

清 HNL 浓度在病毒组不升高或升高幅度较小，与健康组差异不显著；在 cut-off 值为 115.5ng/ml

时，血清 HNL 鉴别急性细菌和病毒感染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 0.862，0.874；ROC 曲线分析结

果显示血清 HNL 区分细菌和病毒感染的效能优于 C 反应蛋白 和降钙素原。 

结论  血清 HNL 浓度对于鉴别急性细菌和病毒感染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PU-2719 

胃功能检查指标在胃部疾病中的应用研究 

 
王堃 1,吴谋杰 2,易斌 1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2.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 

 

目的  通过收集并分析血清胃蛋白酶原Ⅰ、胃蛋白酶原Ⅱ、两者比值(PGR)以及胃泌素 17 四个指

标，来探讨胃功能检查指标在胃部相关疾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在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2 月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行血清学胃功能检测的住院病人 200

例作为对照组，选择同期健康体检者 119 例作为健康对照组，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比较各组疾病胃功能检查指标的差异以及各项指标变化规律。 

结果  与健康体检组比较，胃间质瘤组、胃息肉组、胃溃疡组、慢性胃炎组、十二指肠溃疡组的

PGⅠ、PGⅡ和 G-17 水平显著升高，胃癌组 G-17 明显增高，HP 感染组 PGⅡ显著升高，十二指

肠炎组 PGⅠ显著升高，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根据相关分析，胃癌组、胃溃疡组、

胃息肉组、慢性胃炎组和健康体检组之间随着胃部疾病程度的加深，PGⅠ、PGⅡ和Ｇ-17 水平逐

渐增高，与胃部疾病严重程度成正相关（ｒPGⅠ=0.498，ｒPGⅡ=0.403,ｒG-17=0.464，P<0.05）。与

乙型肝炎组比较，肝硬化组 PGⅠ和 PGⅡ明显下降，脂肪肝组 PGⅡ明显下降；肝硬化组胃功能各

项指标值均明显高于健康体检组，PGR 值显著高于乙型肝炎组和脂肪肝组，G-17 值明显高于脂肪

肝组，乙型肝炎组、脂肪肝组 PGⅠ、PGⅡ和 G-17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体检组（P<0.05）。糖尿病

组与非糖尿病组相比较，PGⅠ、PGR、G-17 水平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根

据 ROC 分析，诊断胃溃疡和胃息肉的 PGⅠ、PGⅡ、PGR 和 G-17 最佳临界值分别为

136.73ng/mol、 12.80ng/mol、30.90、8.50pmol/L 和 167.48ng/mol、 13.60ng/mol、21.27、

4.37pmol/L。 

结论  血清 PGⅠ、PGⅡ和 G-17 对胃溃疡和胃息肉诊断有一定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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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20 

血清 TPOAb、TgAb 在甲状腺疾病中的临床应用 

 
胡陶 

昆明市中医院,650000 

 

目的  探讨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在甲状腺疾病中的临床

应用。 

方法  对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甲亢组)58 例、甲状腺功能减退患者(甲减组)48 例、亚甲炎患者（亚

甲炎）22 例，正常对照组 203 例，采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测定 TPOAb、TgAb 的含量，分析

其各组甲状腺疾病患者的临床诊断价值。 

结果  甲亢组、甲减组的 TPOAb、TgAb 含量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比，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TPOAb 对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的诊断、治疗及预后评估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PU-2721 

大连市 11040 例过敏患者过敏源分析 

 
叶理,张振国 

大连市皮肤病医院,116000 

 

目的  通过收集整理近年来大连市检测过敏源患者的检测结果，分析过敏源的差异 

方法  收集了大连市皮肤病医院从 2016 年 1 月 1 日至今来医院做过敏源检测的 11040 例检测样

本，通过统计学分析收集的病例整体和分季节的过敏源的分布比例。 

结果  来就诊的患者中 4352 例未确定疾病类型，其次依次为湿疹、荨麻疹、皮炎等。从检测数据

的分析来看，对屋尘螨/粉尘螨过敏的人数最多，达到了 12.3%，其次依次是柏/榆/梧桐/柳/杨树占

比 11.9%，艾蒿/苦艾/豚草占比 9.7%，点青霉/分枝孢霉/烟曲霉/交链孢霉菌占比 8%，猫毛皮屑/狗

毛皮屑占比 5.5%,屋尘占比 4.9%,蛋清/蛋黄占比 3.4%，芒果/菠萝/苹果/草莓/桃检测占比 2.3%，花

生/开心果/腰果/榛子占比 1.8%，虾/蟹/扇贝各比 1.7%，鳕鱼/鲑鱼/鲈鱼占比 1%。通过四季检测数

据的对比，总体比率接近于平均值，但春季芒果/菠萝/苹果/草莓/桃检测占比 15.2%，明显高于其

他季节。 

结论  吸入性过敏源明显高于食入性过敏源。 吸入性过敏源以屋尘螨/粉尘螨最高, 相当数量患者同

时对多个过敏源阳性，过敏患者中春季对水果类成分更易敏感。 

 
 

PU-2722 

肿瘤相关物质检测在在消化道肿瘤诊断 

及放射介入疗效观察中的意义 

 
张新惠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730000 

 

目的  放射介入治疗是近年来应用广泛的一种新的治疗肿瘤的方法。其优点是有简便、安全、有

效、微创和并发症少等优点,有广泛的应用和发展前景。但其疗效的判断往往要靠影像学检查进行

疗效评估，但影像学检查需要一定程度大小肿块才能显示，无法早期判断。因而寻找一种能通过分

子水平检测早期发现肿瘤的指标，以便指导临床医师制定正确的手术治疗、化疗、放疗的治疗方

案，判断和评估治疗效果就显得极其重要，本文主要通过检测健康对照组、恶性肿瘤和良性肿瘤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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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及适合放射介入治疗的 40 例患者实施放射介入治疗前后的 TSGF 水平进行了检测，以探讨

TSGF 对消化道恶性肿瘤的早期诊断和放射介入治疗疗效评估的临床价值。 

方法   用日立 7100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 60 例消化道恶性肿瘤患者，60 例健康对照，35 例良性

瘤患者及 40 例恶性肿瘤患者采取放射介入治疗治疗后血清肿瘤相关物质（TSGF）进行检测分

析。 

结果  消化道恶性肿瘤患者血清 TSGF 浓度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和良性肿瘤患者，并且消化道恶性

肿瘤患者在放射介入治疗后血清 TSGF 浓度明显比治疗前低。检测血清 TSGF 对消化道恶性肿瘤

诊断的特异性为 93.5%，敏感性为 83.5%  

结论  提示通过检测 TSGF 肿瘤指标可有效监测消化道肿瘤的病程变化，和疗效评估及预后随访，

可减少放射介入疗效判断的盲目性，提高判断符合率[4]。TSGF 具有对消化道恶性肿瘤检测的高特

异性，高敏感性；速度快，操作简便，不需特殊设备；对恶性肿瘤进行筛选、鉴别诊断、放射介入

治疗、化疗疗效观察及预后有重要意义。 

 
 

PU-2723 

某骨科医院患者抗核抗体荧光核型及靶抗原分析 

 
张扬,梁静 

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某骨科医院骨关节疾病患者中抗核抗体(ANA)、抗核抗体谱(ANAs)特异性抗体的阳性分

布情况及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IIF）与线性免疫印迹法(LIA)对 85 份血清标本进行抗核抗体检测，结

合临床资料分析 IIF-ANA 和 LIA-ANAs 在不同骨关节疾病中的表达特征。 

结果  85 例患者中，IIF-ANA 阳性 70 例，均为单一荧光模型，以核颗粒型(48.57％)和胞浆颗粒型

(27.14％)多见。LIA-ANAs 阳性 42 例，以抗 SS-A 和抗 Ro-52 阳性为多见，其中 nRNP/Sm、SS-

A、Ro-52 特异性抗体的荧光核型以核颗粒型为主。85 例骨关节疾病患者中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有

26 例，分别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23 例，强直性脊柱炎 3 例；非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有 59 例，分别

是骨性关节炎 39 例，痛风性关节炎 6 例，椎间盘突出 10 例，股骨头无菌性坏死 2 例，骨折 3

例。其中类风湿性关节炎以核颗粒型为主，以抗 SS-A 和抗 Ro-52 阳性为多见；骨性关节炎以核颗

粒型为主，以抗 SS-A、抗 Ro-52 和 nRNP/Sm 阳性为多见。 

结论  ANA 与 ANAs 检测对骨关节疾病的诊断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PU-2724 

肝细胞肝癌中 NLRP3 炎性体活化的抑癌机制研究 

 
魏清 1,李敏 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南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200000 

 

目的  课题组研究表明雌激素（E2）及其受体 ERβ 可通过调控 NLRP3 炎性体的活性抑制 HCC 发

生，但具体调控机制不明，本研究旨在探讨 NLRP3 炎性体活化对肝癌细胞死亡方式及自噬作用的

影响。 

方法  以 E2 刺激 HepG2 肝癌细胞系，分析细胞死亡率的变化，通过检测细胞凋亡和焦亡水平，从

而明确 NLRP3 炎性体活化后肝癌细胞的死亡途径。利用 RT-PCR 法，real-time PCR 法和 western 

blot 法检测不同剂量 E2 刺激肝癌细胞时自噬相关基因和蛋白的表达变化以及细胞存活率变化，以

ELISA 法检测 caspase1 和 IL-1β 的分泌，并利用 western blot 检测自噬相关信号通路的磷酸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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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从而研究 NLRP3 炎性体活化对肝癌细胞自噬作用的影响。应用 3-MA 抑制细胞自噬作用，

Yvadcmk 抑制 caspase1 活化，观察自噬作用和细胞焦亡的相互作用关系。 

结果  台盼蓝实验和 LDH 释放实验表明，E2 刺激肝癌细胞后细胞死亡率显著升高，western blot 和

ELISA 实验显示，E2 处理肝癌细胞前后，细胞凋亡相关蛋白的表达并无明显差异，而 E2 刺激肝癌

细胞后 IL-1β 浓度明显升高，ERβ 受体被封闭后 IL-1β 浓度继而下降，表明 E2 及 ERβ 受体激活

NLRP3 炎性体可介导 IL-1β 产生和分泌，发生细胞焦亡。E2 处理肝癌细胞后，LC3b 和 BECLIN-1

基因和蛋白表达呈 E2 剂量依赖性降低，细胞死亡率则逐渐升高，该结果表明，E2 刺激肝癌细胞，

通过 ERβ 受体激活 NLRP3 炎性体，继而可抑制细胞自噬作用。Western blot 结果表明，m-TOR

通路和 AMPK 通路可能参与介导自噬作用。在细胞自噬与焦亡的相互关系研究中，自噬作用被抑

制再由 E2 刺激肝癌细胞，细胞死亡率升高，细胞焦亡被抑制再由 E2 刺激肝癌细胞，细胞死亡率

显著降低。 

结论  本研究表明，E2 刺激肝癌细胞介导 NLRP3 炎性体活化，通过细胞焦亡引发肝癌细胞死亡，

自噬对细胞存活起到保护性作用，E2 刺激细胞可抑制自噬，促进细胞死亡。本研究将有助于阐明

NLRP3 炎性体在雌激素抑制 HCC 发生的作用及可能机制，NLRP3 炎性体为有效逆转和抑制 HCC

发生提供潜在的治疗靶标。 

PU-2725 

基于西门子 BN-II 的温州地区青春期前 

健康儿童免疫球蛋白参考区间建立 

 
杨建荣 1,林元众 1,2 

1.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温州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目的  建立温州地区青春期前健康儿童免疫球蛋白 IgG、IgA、IgM 和补体 C3、补体 C4 的参考范

围。 

方法  应用西门子 BN-II 自动分析仪及免疫散色比浊法对温州地区 352 名 12 岁以下健康儿童血清免

疫球蛋白 IgG、IgA、IgM 以及补体 C3、C4 含量进行检测，根据不同性别、年龄分组，利用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数据显示本实验男女儿童各年龄段免疫球蛋白和补体 C3、C4 的参考范围存在一定差异。并

且，与《临床检验操作规程》提供的参考范围有显著差异。各年龄段儿童免疫球蛋白和补体 C4 的

参考范围除新生儿外均随年龄增加而增加，补体 C3 除 8 月～1 岁和新生儿外的参考范围也随年龄

上升而增大。除 8-11 岁组外男女之间 IgG 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且除 8-11 岁组外

各年龄组 IgG 值女性均大于男性；各组男女之间 IgA 结果差异都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除

5-7 月组和 4-7 岁组外男女之间 IgM 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外；各年龄组 IgG、IgA、

IgM 结果均随年龄增大而增加（表 3）。各年龄组男女之间补体 C3、C4 结果差异都没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建立了基于西门子 BN-II 特定蛋白分析仪的温州地区青春期前健康儿童的血清免疫球蛋白及

补体 C3、C4 的参考区间。针对不同性别年龄的人群，实验室应建立本地区、本实验室的免疫球蛋

白和补体的参考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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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26 

血清 CA125 和 HE4 在卵巢癌诊断评估中的价值 

 
黄巧霞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730000 

 

目的  卵巢癌是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之一卵巢癌早期临床症状不明显, 且缺乏有效的筛选方案,

多数患者就诊时已属晚期。本文探讨血清 CA125 和人附睾上皮分泌蛋白 4(HE4)联合检测在卵巢癌

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2015 年 6 月-2017 年 8 月因盆腔肿物行手术治疗的患者 210 例，根据手术后病理报告将分成

卵巢恶性肿瘤组 150 例和盆腔良性疾病组 60 例，另选健康女性 60 例为正常对照组，检测三组对

象血清 HE4 和 CA125 水平。 

结果  卵巢癌患者血清 HE4 和 CA125 水平均明显高于盆腔良性疾病患者和健康对照者(P<0.01)。

单独检测血清 HE4 水平，特异性 HE4 91.8%，明显高于 CA125 72.7%，单独检测血清 CA125 对

卵巢恶性肿瘤诊断敏感性为 79.5%，高于 HE4 55.5%；联合检测血清 HE4，CA125 对卵巢恶性肿

瘤诊断，敏感性 87.8%显著性高于 CA125 79.2%和 HE4 54.5%。 

结论  HE4 是一种在诊断卵巢恶性肿瘤上具有高度特异性的肿瘤标志物，当追求诊断特异性，区分

良性或恶性肿瘤时应选择 HE4 单项检测；如临床上进行卵巢肿瘤疾病的筛查是可选择 HE4、

CA125 两项联合检测以提高诊断的敏感性，血清 HE4 和 CA125 联合检测可以提高对卵巢癌诊断

的敏感性。 

 
 

PU-2727 

肺心病患者胰岛素、血糖、糖化血红蛋白、 

超敏 C 反应蛋白检测的临床价值探讨 

 
苏红艳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730000 

 

目的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简称肺心病)常伴有糖代谢异常,易并发糖尿病。为了解肺心病患者 β 细胞

分泌胰岛素的功能状态,探讨肺心病糖代谢异常的原因、 肺心病急性期糖化血红蛋白（GHb）、超

敏 C 反应蛋白(hs-CRP)测定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择无糖尿病的肺源性心脏病急性加重期患者 25 例,进行胰岛素（Ins）释放试验, 血糖

（BG）、GHb 及 hs-CRP 检测，并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分析肺心病患者糖代谢异常及其特点。 >

测定的临床价值 

结果  肺心病组空腹血糖(5.78±0.41)mmol/L,显著高于对照组(4.46±0.37)mmol/L(P<0.05)，餐后二

小时血糖(7.71±0.39)mmol/L,显著高于对照组(5.61±0.41)mmol/L(P<0.01)；肺心病组空腹胰岛素

(8.1±5.72)mmol/L, 显 著 低 于 对 照 组 (12.2±5.92)mmol/L(P<0.05) ， 餐 后 二 小 时 胰 岛 素

(30.2±19.86)mmol/L,显著低于对照组(48.9±29.3)mmol/L(P<0.01)；肺心病组 GHb（6.78±0.72）%

显著高于对照组（5.18±0.43）%；肺心病组 hs-CRP（5.9±3.1）mg/L 显著高于对照组（1.2±0.8）
% 

结论  肺心病患者糖代谢异常,可能与胰岛素分泌不足和胰岛素活性降低有关。肺心病急性期 GHb、

hs-CRP 与肺功能有显著相关性。因此联合监测 Ins、BG、GHb 及 hs-CRP 有助于肺心病发生、发

展、和预后做出准确的判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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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28 

β-环糊精制备新工艺及对大鼠脂代谢的影响 

 
田刚 

天津公安医院 

 

目的  探索制备 β-环糊精新方法，观察大鼠降脂效果。 

方法  β-环糊精与甘油醚-四氯乙烯在碱性条件下深度交联得到不能溶解、只能溶胀的交联环糊精高

分子。24 只大鼠中随机选取 8 只为对照组，其余 16 只构建高脂血症大鼠模型，随机选取其中 8 只

高脂大鼠为常规给药组，剩余 8 只大鼠为新型 β-环糊精新药组。给药前和给药后 2 周检测大鼠胆

固醇（TC）和三酰甘油（TG）指标。 

结果  新型 β-环糊精 50℃下最大吸附量约为 68mg/g，60℃最大吸附量约为 72mg/g。而其它常用

交联法得到的聚合物部分溶解，60℃下平衡吸附量约为 63mg/g。常规给药组在给药前和给药后 2

周 TC 有降低的趋势但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新药组给药后 2 周 TC 和 TG 水平明显比给

药前降低，且两组相比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常规给药组的大鼠给药后 2 周 TC 和 TG

水平明显比新药组同期水平偏高，两组差别也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新型 β-环糊精具有良好的机械强度，稳定性和化学可调性。降低大鼠血脂水平比常规降脂效

果明显。 

 
 

PU-2729 

抗 ccp 抗体与类风湿因子在类风湿关节炎诊断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李小侠 

陕西省人民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血清中的抗环瓜氨酸多肽（cyclic citrullinated eptides，CCP)抗体和类风湿因子

（rheumatoidarhritis，RF)在类风湿关节炎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4 月的住院 RA 患者 52 例及健康体检者 65 例，采用化学发光法

和免疫比浊法分别对血清抗 CCP 抗体和 RF 进行检测，分析其诊断价值。 

结果  单项指标检测时，在 RA 患者中抗 CCP 抗体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76.92%，98.46 %；RF

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80.77% ，95.38%。联合抗 CCP 抗体和 RF 检测时，其敏感度提高，特

异度与抗 CCP 抗体相当。 

结论  抗 CCP 抗体的特异性优于 RF，而 RF 的敏感度更好，两项结合可以取长补短，尽早帮助临

床诊断类风湿关节炎，有利于患者的及时治疗。 

 
 

PU-2730 

Th22 细胞和 IL-22 在慢性乙型肝炎 

肝功能衰竭患者中的表达及意义 

 
丁志祥 1,史兵伟 1,陈敏 2,刘小琴 2 

1.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常州市中医医院 

2.江苏省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Th22 细胞和 IL-22 在慢性乙型肝炎肝功能衰竭患者中的表达及意义。 

方法  应用流式细胞术和 ELISA 分别检测 20 例慢性乙型肝炎肝衰竭患者、20 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和 20 例正常对照组外周血中 Th22 和 IL-22 的表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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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肝衰竭患者外周血 Th22 和 IL-22 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和正常对照组（P 均 

＜ 0.01）；IL-22 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中预测肝衰竭发生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80.0%和

65.0%；肝衰竭患者外周血 Th22 和 IL-22 表达水平呈正相关（P < 0.01），Th22 和 IL-22 表达水

平与肝衰竭患者 TBiL 水平呈正相关（P < 0.05）。 

结论  Th22 及相关因子 IL-22 在慢性乙型肝炎肝衰竭患者外周血中呈异常表达，可能参与了肝衰竭

的发病机制。IL-22 可作为慢性乙型肝炎患者预测肝衰竭发生的一个预测指标。监测 Th22、IL-22

在肝衰竭患者中的表达水平对肝脏损伤程度的判断具有一定意义。 

 
 

PU-2731 

PCT 和 CRP 在临床外科的应用评价 

 
吉阳涛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评价 PCT 和 CRP 在临床外科的应用情况，为合理使用抗生素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回顾分析临床手术科室 454 例患者的 PCT 和 CRP 结果，根据 PCT 结果进行分层，比较其

不同结果下 CRP 结果的分布情况，分析两者结果关系与临床疾病变化的关系。 

结果  PCT≤0.2 时（250/454），CRP 阴性（<5）占 8%，>50 占 38%，以肿瘤外科患者为主

（50%）；0.2<PCT≤2 时（176/454），CRP 结果 100%阳性，>50 占 72%，以肿瘤外科患者为

主（32%）； PCT>2 时（28/454），CRP 结果 100%阳性，>50 占 86%，多数患者进入 ICU 治

疗（85%）。当 CRP≤5 时（21/454），PCT 结果 100%<0.2，平均抗生素使用不超过 3 天

（87%）；5<CRP≤20 时（65/454），PCT 结果>2 占 2%，平均抗生素使用超过 5 天（46%）；

20<CRP≤50 时（123/454），PCT 结果>2 占 2%，平均抗生素使用超过 7 天（78%）；CRP>50

时（245/454），PCT 结果>2 占 10%，平均抗生素使用超过 14 天（80%） 

结论  PCT 为临床细菌感染的特异性标志物，结合 CRP 能更好提高临床对不同原因的感染的鉴别

和合理科学使用抗生素 

 
 

PU-2732 

抗核抗体检测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诊疗价值 

 
侯莉莉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161000 

 

目的  总结本实验室开展的抗核抗体和抗体抗体谱两个项目在临床的实际应用价值。 

方法  对多年来的实际工作经验进行总结及汇总。 

结果  这两项工作的开展，为临床工作提供了辅助诊断自身抗体疾病的证据。 

结论  实验室要与临床一线工作更紧密结合，服务于临床。 

 
 

PU-2733 

结核分枝杆菌热休克蛋白 20 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路晓红 

潍坊市人民医院,261000 

 

目的  应用生物信息学分析软件分析结核分枝杆菌热休克蛋白(heat shock protein, Hsp)20 基因及其

编码的蛋白质结构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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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从 NCBI 数据库获取 Hsp20 基本的基因信息；SignalP 4.0 及 TMHMM 分析其信号肽及跨膜

区；应用 ProParam 预测 Hsp20 蛋白的理化性质；利用在线分析 Expasy 工具分析蛋白二级结构、

建立蛋白的三级结构模型；利用 ABCpred 及 BepiPred 1.0 Server 分析蛋白抗原表位，寻找最佳 B

细胞及 T 细胞抗原位点。 

结果  Hsp20 编码结核分枝杆菌热休克蛋白，具有 159 个氨基酸残基。该蛋白无信号肽，位于胞

壁，无明显跨膜结构。二级结构中无规卷曲约占 1.89%，结构疏松。Hsp20 具有潜在的 B 细胞抗

原表位及 T 细胞抗原表位。 

结论  生物信息学预测提示 Hsp20 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可作为研发结核免疫诊断方法及疫苗应用潜在

的侯选分子靶标。 

 
 

PU-2734 

沈阳市 0-12 周岁儿童 EB 病毒感染的相关疾病分析 

 
杨紫伟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初步对沈阳市 0-12 周岁儿童 EB 病毒感染的相关疾病进行分析。 

方法  对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儿童（0-12 岁）EB 病毒感染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980 例疑似 EBV 感染儿童中，确诊 EBV 感染共 262 例，其中男 150 例，女 112 例，幼儿期

及学龄前期儿童多发，年龄：＜1 岁 11 例，1～3 岁 133 例，4～6 岁 71 例，7－12 岁 47 例，中

位年龄 3.9 岁；≤6 岁儿童 215 例（82.1％）。全年均有发病，无明显季节性。EBV 相关疾病中以

呼吸道系统疾病最常见，共 162 例，占 61.8%（162/262）。 

结论  儿童 EB 病毒感染主要累及幼儿期和学龄前期儿童，全身系统均可发病，沈阳市地区以呼吸

道系统疾病多见。 

 
 

PU-2735 

Detection of syphilis IgM antibody for the diagnosis of 
syphilis activity 

 
Xiaoyun Zhang,Jianchun Lian,Fangfang Song 

Huai'an First People's Hospital(The Affiliated Huaian No.1 People's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serum diagnostic method for syphilis infection, which can quantitatively 
detect syphilis IgM antibody and remove the interference of phospholipid IgG antibody to 
traditional detection. 
Methods Staphylococcus A protein suspension was used to precipitate the IgG antibody in 
serum and filter it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IgG antibody adsorption and removal. After the 
absorption of serum by high sensitivity of the chemiluminescence quantitative detection of 
Treponema pallidum antibodies, positive on behalf of syphilis in active phase.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dsorption effect of staphylococcal protein A was the best 
when the dilution was 1:20. Chemiluminescence method detect the remaining IgM antibody after 
adsorption, and can effectively distinguish the patients with syphilis from the previous syphilis 
infection patients. 
Conclusions We established a serum diagnostic method for syphilis infection, which removes 
the interference of phospholipid IgG antibodies to conventional assays. At the same time, 
quantitative detection of syphilis IgM antibodies can be used as an evaluation of clinical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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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36 

高危 HPV 感染与宫颈炎症及宫颈癌发生的相关性研究 

 
张平,冯同保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213000 

 

目的  宫颈癌是全世界仅次于乳腺癌导致妇女死亡的第二大恶性肿瘤，近年来其发病率逐年升高并

有年轻化趋势。人乳头瘤病毒(human liapillomavirus,HPV)与宫颈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本文章

主要研究 HPV 感染与宫颈炎症以及宫颈癌发生的关系以及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我院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 31 日 HPV 检测阳性的感染患者纳入实验研究，其中体

检患者 452 例，宫颈炎症患者 449 例，宫颈癌患者 132 例，对所有受检者均进行 TCT 检查、病理

活检等，对不同类型的病例 HPV 检测阳性率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  体检患者中单一基因高危险感染阳性率为(98/452, 21.68%); 多基因高危感染率为(75/452, 

16.59%);宫颈炎症患者中单一基因高危险感染阳性率为(185/449,41.20%); 多基因高危感染率为

(135/449,30.06%);宫颈癌患者中单一基因高危险感染阳性率为(70/132, 53.03%); 多基因高危感染

率为(55/132,41.67%) 

结论  随着宫颈疾病的发生与进展，高危 HPV 单基因以及多重感染率显著增加，可通过 HPV 检测

及早确定患者病情，也为 HPV 疫苗的临床应用提供实验基础。 

 
 

PU-2737 

Macrophage inhibitory cytokine 1, a novel serum biomarker, 
is a potential ancillary to low dose  

CT screening of lung cancer 

 
李明 

安徽省肿瘤医院,230000 

 

目的  Lung cancer screening using low-dose CT has been reported to reduce lung cancer-

specific mortality. However, there are few data concerning this specific population for screening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方法  In this study, we conducted a population-based screening program for lung cancer in 

Anhui from June 1, 2014 to May 31, 2017. Of 9084 individuals undergoing low-dose CT during 
the study, we detected 54 lung cancers, which gave an overall cancer detection rate of 0.594%. 

结果   Of the 54 detected cancers, most (98.1%, 53/54) patients were in stage I-II, and only one 

was in stage III. Age, smoking history, family history of cancers and feature of nodules were 
significant risk factor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ung cancer. The sensitivity of MIC-1 was 81.48% 
for early lung cancer diagnosis, at 97.5% specificity 

结论  our study qualified the efficiency of LDCT to detect early-stage lung cancers in Anhui, China. 

MIC-1 have great capacity in early-stage lung cancer diagnosis, which probably has 
complementary ability to lung cancer screening with low dose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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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38 

Decreased IFIT2 Expression Promotes Gastric Cancer 
Progression and Predicts Poor Prognosis of the Patients 

 
LUJUN CHEN,XIAO ZHENG,WENWEI HU,JINGTING JIANG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Jiangsu Changzhou 213003， China. 

 
Objective The status of interferon (IFN) signaling pathway has been shown to b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response of immune checkpoint blockade therapy against advanced human 
cancers. IFN-induced protein with tetratricopeptide repeats 2 (IFIT2), also known as IFN-
stimulated gene 54 (ISG54), is one of the most highly responsive ISGs, which can inhibit the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of cancer cells, and regulate viral replication, resulting in anti-cancer 
and anti-viral effect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IFIT2 in human 
gastric cancer. 
Methods Immunohistochemistry assay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FIT2 
expression in cancer tissues and clinical parameters of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Knockdown of 
IFIT2 was performed using RNAi to assess the role of IFIT2 in the regulation of biological 
behaviors in human gastric cancer cell lines. 
Results  IFIT2 expression in gastric cancer tissues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umor stage 
and postoperative prognoses of the patients. Moreover, decreased IFIT2 expression in human 
gastric cancer cell lines SGC-7901 and AG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cell viability, cell migration 
and the ratios of cells in S phase. 
Conclusions Our present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the decreased IFIT2 expression could 
promote the gastric cancer progression and predict poor therapeutic outcomes of the patients. 
 
 

PU-2739 

PD-L1 expression promotes epithelial to mesenchymal 
transition in human esophageal cancer 

 
LUJUN CHEN,XIAO ZHENG,WENWEI HU,JINGTING JIANG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Jiangsu Changzhou 213003， China. 

 
Objective PD-L1 (Programmed cell death 1 ligand 1, PD-L1), an essential immune checkpoint 
molecule in the tumor micro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target for cancer immunotherapy. We 
have previously reported that its expression in human gastric and esophageal cancer tissues i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cancer progression and patients’ postoperative prognoses. Its 
expression in cancer cells is well known to inhibit the T cell-mediated anti-tumor response, and 
this mechanism of action has been targeted for cancer immunotherapy. As of now, the 
autonomous effect of PD-L1 on cancer cells is not well understood, thus our present study aimed 
to examine the role of PD-L1 intervention in cellular biological functions, especially epithelial to 
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of the human esophageal cancer cell line, Eca-109 cells. 
Methods Immunohistochemistry assay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xpression of PD-L1 and EMT markers in human esophageal cancer tissues. Intervention of PD-
L1 by using RNAi and over-expression methods were used to study the role of PD-L1 in 
regulation of biological behaviors and EMT in Eca-109 cells. 
Results Our clinical and pathological data demonstrated that tumor samples in the EMT positive 
subgroup had higher PD-L1 expression than those in the EMT negative subgroup. By 
manipulating PD-L1 expression in Eca-109 cells either through ablation or overexpression of wild 
type and the cytoplasmic domain-truncated mutant, we demonstrated that PD-L1 express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cell viability, migration and EMT phenotype. Furthermore, our study 
also indicated that PD-1 fusion protein mediated stimulation of PD-L1 and the cytoplas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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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ain of PD-L1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promoting EMT phenotype of Eca-109 cells, thereby 
suggesting that PD-1 receptor usually by triggering the reverse signaling can effect PD-L1 
mediated regulation of esophageal cancer cell response. 
Conclusions Our present study reveals a tumor cell-autonomous role of PD-L1 signaling in 
promoting EMT in human esophageal cancer. 
 
 

PU-2740 

血清肿瘤标记物检测对中医辅助治疗中晚期肺癌疗效评估的价值 

 
徐风亮 

山东省日照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肿瘤标记物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 SCC-Ag、糖类抗原 CA50、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

酶 NSE 联合动态检测对中医辅助治疗中晚期肺癌疗效评估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取 80 例中晚期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手术、放化疗

治疗，研究组在上述治疗基础上辅助中医药综合治疗，比较两组患者中医症候改善情况；比对治疗

前后两组患者血清 SCC-Ag、CA50、NSE 水平变化，评估中医药辅助治疗中晚期肺癌的临床疗效 

结果  治疗后研究组患者中医症候改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治疗后血清 SCC-

Ag、CA50、NSE 水平与治疗前比较明显降低（P<0.01），且治疗后研究组血清 SCC-Ag、

CA50、NSE 水平与对照组比较降低更明显（P<0.05）。 

结论  中晚期肺癌患者在西医治疗基础上辅助中医药综合治疗临床疗效确切，可显著改善患者临床

症状，血清 SCC-Ag、CA50、NSE 水平变化是评估肺癌疗效的有效客观指标。 

 
 

PU-2741 

转录因子 AP4 调控 LAPTM4B 的表达促进 

乳腺癌细胞的原癌基因表型及顺铂耐药性 
 

张青云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100000 

 

目的   溶酶体相关四次跨膜蛋白 B （Lysosomal-associated protein transmembrane-4 beta, 

LAPTM4B）在多种实体肿瘤组织中呈现高表达，而在正常组织中低表达，能够促进肿瘤细胞的增

值，侵袭及转移。目前对于 LAPTM4B 基因在肿瘤组织中表达失控及其转录调控的机制尚不明了，

此研究拟探讨 LAPTM4B 的转录调控机制。 

方法  通过转录因子芯片筛选及生物信息学方法预测乳腺癌细胞中可能与 LAPTM4B 启动子区域结

合的转录因子。针对筛选出的转录因子，在 5 种乳腺癌细胞系及 146 例乳腺癌组织中检测其与

LAPTM4B 表达水平的相关性，进一步通过凝胶迁移阻滞 EMSA 实验及染色质免疫共沉淀 CHIP 实

验验证顺式作用元件与反式作用因子的特异性结合。通过构建过表达和敲低的乳腺癌细胞模型，探

索转录因子对 LAPTM4B 的转录调控方式，通过一系列体内和体外生物学功能实验确定转录因子对

LAPTM4B 的调控是否可影响乳腺癌细胞的生物学功能。 

结果  筛选出得分最高的转录因子激活增强子结合蛋白 4（AP4）进行实验研究，乳腺癌细胞系及

组织中 AP4 与 LAPTM4B 的表达呈正相关，高表达 AP4 及 LAPTM4B 的患者预后最差。荧光双报

告实验、EMSA 及 CHIP 实验分别从体外及体内证实转录因子 AP4 可与 LAPTM4B 启动子多态区

直接结合进而调控其转录。通过稳定转染过表达 /敲低慢病毒载体发现，AP4 可正向调控

LAPTM4B 的 mRNA 及蛋白水平。体内外功能实验表明，AP4 通过上调 LAPTM4B 的表达促进乳

腺癌细胞增殖、侵袭转移以及增强顺铂耐药性。研究发现，AP4 调控 LAPTM4B 促进乳腺癌细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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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癌基因表型与细胞周期，EMT 通路有关，通过 PI3K 特异性抑制剂 LY294002 证实 AP4 调控

LAPTM4B 影响细胞耐药性与 PI3K/AKT 通路有关。 

结论  本研究证明了转录因子 AP4 能与 LAPTM4B 启动子结合，且正向调控 LAPTM4B 的转录翻

译；AP4 可通过上调 LAPTM4B 的表达促进乳腺癌细胞的增殖、侵袭转移及提高乳腺癌细胞对化疗

药物耐药性，这为 LAPTM4B 作为肿瘤标志物应用于临床及乳腺癌的靶向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PU-2742 

外源表达受体相互作用蛋白 3 增强结肠癌细胞系 

HCT116 对顺铂敏感性 

 
代淑阳,滑世轩,张绮丝,郭静,于丽霞,许泼实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目的  研究受体相互作用蛋白 3（RIP3）在结肠癌细胞系 HCT116 中的表达以及过表达 RIP3 后细

胞对顺铂敏感性的影响，并探讨其作用机制。 

方法  免疫荧光、western blot 检测 RIP3 在 HCT116 细胞中的表达；构建 RIP3 重组质粒，瞬时转

染 RIP3 重组质粒并用免疫荧光检测外源表达的 RIP3 在细胞内的定位；细胞活性试验和 Annexin 

V-FITC／PI 双染色法检测外源表达 RIP3 对凋亡、坏死细胞数目的影响;提取转染后细胞全蛋白并

用 western blot 检测 RIP3 介导的蛋白表达的改变并结合实验室前期研究探讨 RIP3 介导 HCT116

细胞对顺铂敏感性的作用机制。 

结果  RIP3 在 HCT116 中表达较低，外源转染 RIP3 重组质粒后，RIP3 主要定位与胞浆；细胞活

性试验和 Annexin V-FITC／PI 双染色法显示外源转染 RIP3 可以增强 HCT116 细胞对顺铂的敏感

性；western blot 显示过表达 RIP3 后 DNA 损伤修复通路相关蛋白表达降低，提示 RIP3 可以通过

影响 DNA 损伤修复通路的活性增强顺铂的细胞毒性作用从而增加 HCT116 细胞对顺铂的敏感性。 

结论  HCT116 细胞中 RIP3 的表达较低，过表达 RIP3 后可以通过介导 DNA 损伤修复通路的活性

增强 HCT116 细胞对顺铂的敏感性。 

 
 

PU-2743 

肝纤四项联合高尔基体蛋白 73 检测在肝纤维化诊断中的价值 

 
胡义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肝纤四项（透明质酸 HA 、Ⅲ型前胶原肽 PCIII、Ⅳ型胶原 CIV 、层粘连蛋白 LN）联合

高尔基体蛋白 73(GP73)检测对肝病患者肝纤维化诊断的价值及意义。 

方法  运用化学发光免疫技术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对 69 例肝炎、肝硬化及肝癌患者及 30 例健康对

照进行血清肝纤四项及 GP73 水平的检测。 

结果  肝病组与健康对照组之间 GP73 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肝病组与健康对照组

HA、Ⅳ-C 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肝病组与健康对照组 LN、PCⅢ水平未见明显差异。 其中 GP73

的 AUC 均大于 0.9，优于 LN、PCⅢ的 AUC。 

结论  联合测定血清 GP73、 HA 和 LN、CⅣ优于目前肝纤维四项 PCⅢ、 HA、LN、PCⅢ对肝纤

维化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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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44 

Logistic 回归结合 ROC 曲线分析标志物模型 

在肝硬化合并肝癌患者中的诊断价值 

 
林莺莺,陈燕 

福建省肿瘤医院,350000 

 

目的  通过建立 ROC 曲线和 Logistic 回归方程，分析并评价血清异常凝血酶原（PIVKA-Ⅱ）、高

尔基体蛋白 73（GP73）、甲胎蛋白（AFP）和甲胎蛋白异质体（AFP-L3）四种肝癌标志物不同

检测模型在肝硬化合并肝癌患者中的诊断价值，建立最佳诊断模型。 

方法  以治疗前 72 例肝硬化合并肝癌、60 例肝硬化、60 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和 60 例健康体检者

为研究对象，用不同方法检测 PIVKA-Ⅱ（化学发光酶免疫检测法）、GP73（酶联免疫法）、AFP

（电化学发光法）和 AFP-L3（微量离心柱法）的血清水平，建立单项检测的 ROC 曲线，确立各

指标的最佳诊断临界值（cutoff 值），使用 SPSS 做多变量观察值的 ROC 曲线，建立 Logistic 回

归方程，评价多变量检测模型的诊断指标，确定最佳诊断模型。 

结果  血清 PIVKA-Ⅱ、GP73、AFP 和 AFP-L3 在肝硬化合并肝癌组中的血清水平高于肝硬化组、

慢性乙型肝炎组和健康体检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项检测时，PIVKA-Ⅱ的曲线下

面积最大，为 0.938(0.899-0.976)，cutoff 值时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95.8%和 86.1%。多联组

合的检测模式中，四项指标联检的曲线下面积最大，为 0.977(0.962-0.993)，cutoff 值时的敏感性

和特异性分别为 95.8%和 91.1%。四项指标联检为最佳诊断模型。Logistic 回归方程确立最佳诊断

模型的肝癌风险概率值：P=1/[1+e-（-1.252+2.002*PIVKA+0.921*GP73+0.77 2*AFP+1.039*AFP-

L3）,风险概率值随着分期和肿瘤大小的升高而升高，Ⅰ-Ⅱ期的敏感性高达 88.89%。小肝癌的敏

感性达 87.50%。 

结论  PIVKA-Ⅱ、GP73、AFP 和 AFP-L3 联合检测为肝硬化合并肝癌的最佳诊断模型，利用肝癌

风险概率值可从肝硬化患者中及时诊断出肝癌，提高患者生存率。 

 
 

PU-2745 

乙肝肝癌患者血清学转换的流行病学分析 

 
里进,周茜,叶光明,李一荣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430000 

 

目的  了解乙肝肝癌患者的流行病学特征并观察其血清学转换和 HBV-DNA 变化趋势，探索乙肝病

毒血清学转换与肝癌预后的关系。  

方法  通过回顾性分析，收集 2006 年至 2009 年武汉市同济医院和 2012 年至 2017 年 3 月武汉市

中南医院乙肝肝癌患者病历，统计其吸烟史、饮酒史、家族史、感染乙肝时间、HBV-DNA 定量检

测结果和 HBV 血清学标志物检测结果，对仍在院的乙肝肝癌患者，用荧光定量 PCR 检测 HBV-

DNA 含量，用 ELISA 法检测 HBV 血清学标志物（乙肝两对半）。将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到

乙肝肝癌患者流行病学特征、HBV-DNA 载量分布情况、HBV 血清学转换特征及其近几年的变化趋

势。 

结果  1475 例乙肝肝癌患者中男性明显多于女性，51~60 岁的人数最多，有吸烟史的患者占

43.27%；有饮酒史的患者占 29.78%；既有吸烟史又有饮酒史的患者占 23.33%；有乙肝相关家族

史的患者占 10.74%；乙肝肝癌患者感染乙肝时间大多分布于 10~20 年；HBV-DNA 阳性率为

61.47%，且 HBV-DNA 定量检测结果多位于 10^3~10^6cps/ml 区间；最常见的乙肝两对半模式是

“小三阳”；抗-HBs 阳性的患者也不少，占 12.17%，且中南医院此类患者明显多于同济医院；2013

至 2016 年以来，HBV-DNA 定量检测结果  “＜500cps/ml”的患者人数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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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6cps/ml”人数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10^6cps/ml”患者比例总体也有下降趋势；乙肝两

对半“小三阳”模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而“乙肝表面抗原和核心抗体阳性”模式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结论  男性、51~60 岁、有吸烟史、饮酒史或乙肝相关家族史、感染乙肝时间为 10~20 年的人群是

乙肝肝癌的高危人群。乙肝肝癌患者 HBV-DNA 定量检测结果多为阳性但高拷贝数较少，需定期监

测 HBV-DNA 载量并综合乙肝两对半及肝功能结果来指导抗病毒治疗。慢性 HBV 感染者 HBeAg 转

阴和（或）转换，并不意味着可以降低乙肝肝癌的发生，此外乙肝肝癌患者的血清学转换也没有因

为患癌而停止，产生抗-HBs 抗体对肝癌患者的病情判断来说可能没有意义。 

 
 

PU-2746 

联合检测肺炎支原体抗体和超敏 C 反应蛋白 

对早期诊断 小儿支原体肺炎感染的临床意义 

 
曲业敏 

威海市立医院,264200 

 

目的   探讨联合检测血清中肺炎支原体抗体以及超敏 C 反应蛋白早期诊断小儿支原体肺炎感染的临

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收治的 50 例支原体肺炎感染患儿为病例组，同期抽取 50 例健康儿童为对照组。采

用被动凝胶颗粒凝集法对支原体抗体进行检测，采用免疫散射比浊法对超敏 C 反应蛋白进行检

测，对两组儿童的阳性率进行观察和比较。 

结果   病例组患儿的肺炎支原体抗体以及超敏 C 反应蛋白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明显，有统

计学意义（ P <0.05）。 

结论   小儿支原体肺炎感染患儿的血清肺炎支原体抗体以及超敏 C 反应蛋白水平升高，联合检测肺

炎支原体抗体以及超敏 C 反应蛋白有利于尽早诊断小儿支原体肺炎，及时实施治疗。 

 
 

PU-2747 

基于前列腺健康指数（PHI）建立的预测 

前列腺癌列线图模型的单中心验证研究 

 
孙奎霞,闫存玲,李志艳,刘平,张伟,何群,宋毅,王静华,孙立颖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100000 

 

目的  对基于前列腺健康指数（Prostate health index ,PHI）建立的预测前列腺癌的列线图模型进行

验证，评价该模型预测前列腺癌的价值。 

方法   收集 2015 年 8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就诊，疑似前列腺癌而进行经直肠超

声引导前列腺穿刺活检的人群的术前血清和基本资料，筛选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tPSA）大于 4 

ng/mL 的人群共 391 例，其中 235 例的 tPSA 在灰区 4~10 ng/mL，对所有血清统一进行前列腺特

异性抗原同源异构体 2 (p2PSA)检测，并经计算得到 PHI。以前列腺活检病理结果为诊断前列腺癌

的金标准。对该人群使用来自上海地区建立的基于 PHI、患者年龄和前列腺体积的列线图模型进行

验证，并与传统指标 tPSA 和 f/t 进行比较。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曲线评估该模型对前列腺癌的诊断价值。 

结果  本研究纳入的 391 例研究对象中，175 例（44.8%）最终诊断为前列腺癌。ROC 曲线分析显

示基于 PHI 的列线图模型在此人群中预测前列腺癌的效能高于临床常用的传统指标 tPSA 

(AUC:0.786 vs 0.578, P<0.0001)和 f/t (AUC:0.786 vs 0.672, P=0.0002)。对于 tPSA 灰区的人群，

该模型的预测价值也高于传统指标 tPSA (AUC: 0.720 vs 0.513，P =0.0003) 和 f/t (AUC:0.720 vs 

0.626, P=0.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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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基于 PHI 建立的前列腺癌预测模型经验证在中国人群中具有较好的辅助诊断前列腺癌的价值 

PU-2748 

Elevated expression of kin17 in cervical cancer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cancer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Tao Zeng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Cervical cancer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cancers in females worldwide. Emerging 
evidence suggests that kin17 is a tumor-promoting protein in some types of solid tumors. 
However, whether kin17 contributes to cervical cancer carcinogenesis remains unknown. 
Methods Kin17 expression in clinical samples from Guangdong Women and Children’s Hospital 
and Health Institute was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A series of functional 
experiments including MTT assay, BrdU assay, colony formation, transwell assay, flow cytometry 
of apoptosis and cell cycle were performed to explore the roles of kin17 in cervical cancer cells 
HeLa. 
Results In this study, we showed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expression of kin17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clinical cervical cancer samples, and associated with tumor differentiation,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ki-67 expression in a clinicopathologic characteristics review. Furthermore, 
silence of kin17 in HeLa cells inhibited cell proliferation, clone formation, cell cycle progress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nd also promoted cell apoptosis.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Kin17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of cervical cancer, and could be a novel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target for cervical 
cancer management.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should be elucidated in future research. is 
study, we showed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expression of kin17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clinical cervical cancer samples, and associated with tumor differentiation,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ki-67 expression in a clinicopathologic characteristics review. Furthermore, silence of kin17 in 
HeLa cells inhibited cell proliferation, clone formation, cell cycle progress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nd also promoted cell apoptosis. 
 
 

PU-2749 

Knockdown of kin17 promotes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cell apoptosis 

 
Tao Zeng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Effective therapy for breast cancer has been extensively studied worldwide, especially 
for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and drug resistant subtypes. Kin17 was reported to be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breast cancer cells, lik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regulation of cell 
proliferation. 
Methods This study further explored the correlation of kin17 knockdown with breast cancer cell 
apoptosis. CCK8, flow cytometry for apoptosis and cell cycle, TUNEL assay and caspase3-7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on MDA-MB-231 cells to determin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kin17 and 
breast cancer cell apoptosis. In addition, western blot was performe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kin17 in apoptosis of MDA-MB-231 cells .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knockdown of kin17 inhibited  proliferation and promoted 
apoptosis of MDA-MB-231 cell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for apoptosis of MDA-MB-231 
cells via PARP. ast cancer cell apoptosis. In addition, western blot was performe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kin17 in apoptosis of MDA-MB-231 cel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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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kin17 could become a novel target for breast cancer 
therapy. -MB-231 cell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for apoptosis of MDA-MB-231 cells via 
PARP. ast cancer cell apoptosis. In addition, western blot was performe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kin17 in apoptosis of MDA-MB-231 cells . 
 
 

PU-2750 

125 例乙型肝炎五项检查的临床意义 

 
马淑青 

威海市立医院,264200 

 

目的  探讨乙型肝炎五项检查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我院 2011 年 -2013 年到我院检查的 125 例疑似乙型肝炎患者，对患者采用酶联免疫

法（elisa）对患者血清中的 HBsag、抗 -HBs、HBeag、抗 -HBe 以及抗 -HBc 进行检测，分析其

临床意义。 

结果   125 例患者证实为乙型肝炎；其中抗 -HBs 阳性 42 例，占 33.6%；单项 HBsag 检测阳性 

26 例，占 20.8%；大三阳患者 25 例，占 20.0%；小三阳 12 例，占 9.6%；HBsag 和抗 -HBs 均

为阳性 20 例，占 16.0%。此外，不同年龄段患者乙肝感染情况不相同，其中以 31~39 岁年龄段感

染比例最高，与其他年龄段相比，具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对疑似患者进行乙肝五项检查，有助于提高诊断准确性，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PU-2751 

下调 MUS81 通过 CyclinB 通路 

调节上皮性卵巢癌对放化疗的敏感性 

 
仲瑷玲,卢仁泉,郭林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00000 

 

目的  MUS81 是参与 HR 修复的关键性核算内切酶，结构特异性核酸内切酶（SSE）在 DNA 复

制、重组、修复以及在转录中都具有关键作用。这些酶对维持 DNA 二级结构具有重要的特异性，

因此必须精确控制它们的活性以确保基因组稳定性。我们通过蛋白芯片筛选得到 MUS81 与

CyclinB 有明显的相关性，CyclinB 作为细胞周期调控蛋白参与 DNA 损伤修复检测点的激活。本研

究旨在探讨 MUS81 基因表达对同源重组活性的影响，并研究 MUS81 与 CyclinB 在 HR 修复过程

中的相互调节机制；抑制 MUS81 的表达可以提高卵巢癌对 PARP 抑制剂 Olaparib 药物的敏感

性。MUS81 有望成为治疗上皮性卵巢癌的新靶点。 

方法  我们利用慢病毒介导的 RNAi 构建 MUS81 表达下调细胞系，同时构建 MUS81 缺陷型卵巢癌

小鼠模型，利用 X-ray 照射探究 MUS81 与 CyclinB 的作用关系；从体内和体外试验分别研究

MUS81 下调后通过激活 CHK1、CyclinB 信号通路增强对 X-ray 和 Olaparib 药物的敏感性。 

结果  MUS81 调节 CyclinB 信号通路并通过入胞核作用产生 G2/M 期阻滞和增加细胞凋亡促进对

Olaparib 的敏感；并且细胞免疫荧光试验验证 CyclinB 通过入胞核降解作用参与化疗药物敏感性的

调控。 

结论  本研究验证了 MUS81 与 HR 效率的相关性，并且初步揭示了 MUS81 与 CyclinB 在参与 HR

途径中的相互作用关系。抑制 MUS81 通过激活 CyclinB 信号通路调节 HR 缺陷型卵巢癌对放化疗

的敏感性，MUS81 有望成为 Olaparib 治疗 BRCA 野生型卵巢癌的潜在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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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52 

氯丙嗪、齐拉西酮、利培酮对血清垂体泌乳素的影响比较 

 
张建琴 

云南省大理州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氯丙嗪、齐拉西酮、利培酮对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垂体泌乳素水平的影响 ，为临床

应用抗精神病药物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方法   随机抽取 300 例 25-45 岁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根据临床医生用药情况分为 3 组，即氯丙嗪

治疗组、齐拉西酮治疗组和利培酮治疗组。连续治疗 8 周，采用自身对照的实验方法，在治疗前、

治疗第 4 周末和第 8 周末采用双位点夹心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分别测定各组血清垂体泌乳素含量，

对实验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治疗第 4 周末和第 8 周末，氯丙嗪治疗组、利培酮治疗组与治疗前血清垂体泌乳素含量相

比，均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齐拉西酮治疗组与治疗前血清垂体泌乳素含量相比，无显

著性差异（P＞0.05）；氯丙嗪治疗组、齐拉西酮治疗组和利培酮治疗组血清垂体泌乳素含量两两

比较，均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连续治疗 8 周后各组的血清垂体泌乳素含量：利培酮治

疗组＞氯丙嗪治疗组＞齐拉西酮治疗组。 

结论  齐拉西酮对血清垂体泌乳素水平无明显影响；氯丙嗪、利培酮对血清垂体泌乳素水平均有明

显影响，且在治疗第 4 周末和第 8 周末呈上升趋势，影响情况为：利培酮＞氯丙嗪。 

 
 

PU-2753 

梅毒检测结果分析和方法学比较 

 
江河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了解云南省昆明地区梅毒感染情况，对梅毒检测方法学进行评价，为制定相应的干预和实验

室检测策略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快速血浆反应素试验(RPR)和梅毒螺旋体抗体检测 ELISA 试验( TP-ELISA)方法进行检

测。阳性结果均用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TPPA)进行确认。 

结果  2012 年共 893 份血清样本(上半年 485 份，下半年 408 份)，在 TPPA 法确认的 79例阳性标

本中，RPR 法检出阳性 25 份，敏感性为 31.65％ ；ELISA 法检出阳性 76 份，敏感性为 96.2o

％ 。RPR 法共检出阳性 29 例。有 4 例确诊为阴性，特异性为 97.20％ ；ELISA 法共检出阳性 79

例，有 3 例确诊为阴性，特异性为 99.66％。RPR 和 TPPA 阳性结果有显著性差异(P(0．05)，

ELISA 与 TPPA 阳性结果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ELISA 检测法比 RPR 检测法的敏感性高，特异性好，可作为梅毒感染的一种理想检测方

法，对控制梅毒的性传播有重要意义。但对 ELISA 阳性标本应做 TPPA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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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54 

一种基于量子点标记技术检测 

脂蛋白磷脂酶 A2 的免疫荧光层析法 

 
蔡甜 1,周强 2,刘敏 3 

1.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海医院 

2.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  心脑血管病是当今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70%-80%的心脑血管事件是在不稳定动脉粥样

斑块破裂基础上血栓形成导致的。脂蛋白磷脂酶 A2 是血管炎症的特异性生物标志物，在不稳定的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高表达，其血液中的含量直接指示了血管炎症的严重程度以及斑块的易损性，

因此能够有效预测高危人群发生心脑血管急性不良事件的概率，并反映患者治疗效果。量子点是一

种半导体荧光材料，具有很多常规荧光材料所不具有的性质，荧光强度高、光稳定性好、荧光寿命

长、斯托克斯位移大及单一光源多色激发等优点，故建立一种量子点标记的脂蛋白磷脂酶 A2 检测

试剂可方便、快速、准确地评估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稳定性从而预测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 

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是双抗体夹心法，以固相免疫层析形式进行测定。待检样本在加样端由毛细作

用力向上扩散，经过标记物垫时样本中的脂蛋白磷脂酶 A2 与鼠抗人脂蛋白磷脂酶 A2 抗体量子点

结合物结合为量子点标记抗体-抗原的复合物；复合物随样本扩散到硝酸纤维素膜上，被鼠抗人脂

蛋白磷脂酶 A2 单克隆抗体的检测线拦截，捕获复合物，形成量子点标记抗体-抗原-包被抗体的免

疫复合物。未拦截的量子点结合物继续上行，被质控线包被的重组人脂蛋白磷脂酶 A2 蛋白（鼠卵

巢细胞）结合，指示反应完成。通过激发量子点而产生荧光检测信号，使用仪器获得定量检测结

果。样本中的脂蛋白磷脂酶 A2 含量与荧光检测信号的强度在一定范围内成线性关系。 

结果  量子点标记的脂蛋白磷脂酶 A2 检测试剂盒日间和日内精密度均小于 10%，满足快速检测要

求；定量限为 35.1 ng/mL，线性范围为 35.1 ng/mL – 784.3 ng/mL。通过检测表面健康人群和存在

不稳定斑块的动脉粥样硬化患者血清 Lp-PLA2 浓度，证明该方法能够对患者的动脉粥样斑块稳定

性进行准确判断。 

结论  脂蛋白磷脂酶 A2 量子点荧光检测试剂具有良好的性能，且能够准确评估患者动脉粥样斑块

稳定性，对于具有动脉粥样硬化危险因素患者的风险评估具有重要价值。 

 
 

PU-2755 

习惯性流产患者外周血细胞 PD1 和 PDL1 的表达探讨 

 
冯萍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215000 

 

目的  探讨习惯性流产患者外周血各个白细胞上 PD-1 和 PD-L1 的表达水平及其细胞因子的分泌情

况，为习惯性流产发病机制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选择 21 例临床诊断为习惯性流产的患者作为研究组，随机选取 20 例正常健康女性作为健康

对照组，20 例正常妊娠状态妇女作为正常妊娠组；收集外周抗凝血，经处理后采用流式细胞分析

技术检测 3 组人群外周血各白细胞上 PD-L1、PD-1 的阳性表达水平；收集血清，处理后通过流式

细胞分析技术检测外周血中 IL-2、IL-4、IFN-γ 的含量。 

结果  1)习惯性流产组外周血淋巴细胞上 PD-L1、PD-1 的表达与正常妊娠组相比降低（P 均

<0.05），但 CD4+T 细胞上 PD-L1、PD-1 表达并无明显差异（P 均>0.1）；单核细胞上 PD-1 的

表达程度降低（P<0.05），而 PD-L1 水平无明显差异（P>0.05）；粒细胞上 PD-L1、PD-1 的表

达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分别 P>0.5，P>0.1）。2）与健康对照组对比，习惯性流产组淋巴、单核

与粒细胞上 PD-1 与 PD-L1 表达均无明显差异（P 均>0.1）。3）习惯性流产组与正常妊娠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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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周血 IL-4 表达降低，IL-2 的表达则升高（P 均<0.05），本次实验中流产组 IFN-γ 均值略高于正

常妊娠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相关性分析提示习惯性流产组外周血淋巴细胞上

PD-1 与 IL-4 分泌之间呈正相关（P<0.01）。 

结论  外周血细胞上 PD-L1、PD-1 可能通过调节细胞因子的产生间接调节 Th1/Th2 平衡，参与习

惯性流产的发生。 

 
 

PU-2756 

生长激素激发试验联合 IGF-1、IGFBP-3 

在矮小儿童诊断及治疗中的应用 

 
高岭 

南京市儿童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210000 

 

目的  探讨生长激素激发试验联合身高增长、IGF-1、IGFBP-3 以及 IGF-1/IGFBP-3 在矮小儿童诊

断以及重组人生长激素治疗后 1 个月、3 个月的疗效中的应用。 

方法  对 106 例矮小症（CGHD 组 18 例，PGHD 组 52 例，ISS 组 36 例）并应用 rhGH 治疗的儿

童进行回顾性分析，比较治疗前各组儿童生长激素激发试验峰值、身高与同龄、同性别儿童标准身

高的标准差（SD）之间的差值、IGF-1、 IGFBP-3、IGF-1/IGFBP-3 与同龄、同性别儿童标准值之

前的标准差（SD）之间的差值进行比较；同时比较矮小儿童 rhGH 治疗 1 个月、3 个月平均增长身

高（sd/月）、IGF-1、IGFBP-3、IGF-1/IGFBP-3 变化的关系。 

结果  三组矮小儿童在治疗前，GH 峰值三组两两不同，CGHD 组 IGFBP-3 值明显低于其他两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而身高、 IGF-1、 IGF-1/IGFBP-3 三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P>0.05）；而矮小儿童在 rhGH 治疗 1 个月∆IGF-1、∆IGFBP-3、∆IGF-1/IGFBP-3 增长 SD 明显

高治疗 3 个月平均每月增长 SD，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平均每月身高增高则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三组儿童 rhGH 治疗 1 个月以及 3 个月∆身高(SD)三组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而∆IGF-1、∆IGFBP-3、∆IGF-1/IGFBP-3 在 CGHD 组增长水平明显高于其他两组，

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分析年龄、性别、∆IGF-1、∆IGFBP-3、∆IGF-1/IGFBP-3 等指标进

行多元线性回顾，可见与矮小儿童 rhGH 治疗 3 个月身高增长值有显著关系的指标为：3 个月

∆IGF-1/IGFBP-3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矮小儿童诊断中，GH 峰值、IGFBP-3 对 CGHD、PGHD、ISS 有指导意义；通过观测应

用 rhGH 治疗的矮小儿童 1 个月、3 个月治疗效果可以通过∆IGF-1、∆IGFBP-3、∆IGF-1/IGFBP-3

等来监测，而且治疗后预测儿童身高增长与∆IGF-1/IGFBP-3 高度相关。 

 
 

PU-2757 

Whole-exome and RNA sequencing reveals novel insights 
into the pathogenesis of cervical cancer 

 
Yibo Wu,Ailu Li, Yancheng Jiang,Zixuan Chen,Wanhua Chen,Chunxiao Li,Zhishan Zhang 

Quanzhou First Hospital Affiliated to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identify mutated genes and RNAs associated with cervical cancer 
pathogenesis using multi-omics approaches.  
Methods Cervical cancer and matched adjacent non-tumor specimens were sampled from three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for whole-exome and RNA sequencing to characterize DNA mutations 
and gene expression profiles.  
Results Whole-exome sequencing identified three new recurrent somatically mutated genes, 
MUC3A, MUC5AC and MUC6, and three known mutations, USP10, SEZ6L and ADAM29;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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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variations were identified in six genes, including RHPN2, ATP1B1, UBAP2L, LRRC31, 
LRRC34 and SAMD7. The transcriptome analysis revealed 758 upregulated genes and 997 
downregulated genes in tumor specimens relative to adjacent non-tumor tissues. Functional 
enrichment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were enriched in pathways 
crucial to cancer, including adhesion, response to endogenous stimuli, cell cycle regulation, and 
mismatch repair. Additionally, integrated analysis showed that MUC5AC and MUC6 played 
relatively important roles in carcinogenesis and cervical cancer development.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d novel insights into the pathogenesis of cervical 
cancer. 
 
 

PU-2758 

EGCG ameliorates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pancreatic 
islets in diabetic mice and downregulates blood sugar  

level by inhibiting the accumulation of AGE-RAGE 

 
Zhongtao Feng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Jining No.1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elucidate the key mechanisms and effects of the functional 
component of green tea, EGCG on a diabetic mouse model. 
Methods Drug-gene association was analyzed through the drug-gene interaction network 
(STITCH), while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PPI) was analyzed via the STRING database. The 
diabetic mouse model established in this study was constructed by means of streptozotocin (STZ) 
induction. Pathological pancreatic tissue morphology was detected using light microscopy. 
Fasting blood glucose (FBG) was determined through a glucometer.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was employed to measure the protein concentrations of nuclear 

factor κB (NF‑κB),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 (AGE) and the receptor for AGE (RAGE). 

Results The detec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ounds and genes recorded in the STITCH 
database highlighted an interaction network between the direct target genes of EGCG and the 
known diabetes-related genes, which was made apparen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gene-gene 
interactions and signaling pathways, revealing that a key AGE-RAGE signaling pathway in 
diabetes was enriched in the network. By means of systematic supplementary analyses on 
diabetic mice, provided evidence suggested that EGCG could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morphology of pancreatic tissues in diabetic mice and downregulate the blood glucose level in a 
clear dose effect manner. Through the detection of protein expression, EGCG was observed to 
possess the ability to downregulate the accumulation of AGE-RAGE in pancreatic tissues as well 
as in the transcription factor NF-κB, which represents a potentially significant method by which 
EGCG influences diabetes.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d evidence indicating that EGC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morphology of pancreatic tissues, but notably reduce blood glucose levels in diabetic 
mice,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its inhibition of AGE-RAGE signaling pathway and activation of 
transcription factor NF-κB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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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59 

T-SPOT.TB,TB-Ab 联合检测在结核病中的诊断价值 

 
张晓梅 

上饶市人民医院,334000 

 

目的  探讨结核感染 T 细胞斑点实验（T-SPOT.TB）和抗结核抗体（ TB-Ab）试验联合检测在结核

病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142 例结核病患者和 115 例非结核病患者采取静脉血进行 T-SPOT.TB 和 TB-Ab 联合检测，

通过对检测结果的回顾性分析来评价两种试验。 

结果   ①结核病患者组 T-SPOT.TB， TB-Ab 检测的阳性率分别为 88.7%、60.6% ，均明显高于非

结核病患者组（20.9%，23.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②T-SPOT.TB 检测的灵敏

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阳性似然比、诊断符合率分别为 88.7%，79.1%，

84.0%，85.0%，4.24，84.4%，均高于  TB-Ab（60.6%，76.5%，76.1%，61.1%，2.518，

67.7%）；且灵敏度、阴性预测值、诊断符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T-SPOT.TB 阴

性似然比为 0.143 低于 TB-Ab（0.515）。③两种实验联合，并联的灵敏度为 95.8%，高于 T-

SPOT.TB 和 TB-Ab （P<0.01 ）；串联的特异度为 93.9%，高于 T-SPOT.TB 和 TB-Ab

（P<0.01）。 

结论  T-SPOT.TB 检测的各项指标均优于 TB-Ab 试验，两种试验并联大幅提高灵敏度，串联大幅

提高特异度，可以在实际工作中根据需要进行联合方式的选择。 

 
 

PU-2760 

Short- and long-term outcomes of laparoscopic complete 
mesocolic excision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right colon 

cancer 

 
Yong Chen 

Mindo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Fuan 355000， Fujian Provinc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compare the short- and long-term outcomes between 
elderly and middle-aged patients who underwent laparoscopic complete mesocolic excision for 
right colon cancer.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the clinical and follow-up data of 108 
patients undergoing laparoscopic complete mesocolic excision at our institution between January 
2012 and January 2018. Patients were grouped according to their age at the time of operation 
into the elderly group (≥ 70 years old, 46 cases) and the middle-aged group (55 years old ≤ age ≤ 
69 years old, 62 cases). Comparisons of short- and long-term outcomes were done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Results When comparing baseline data, the 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 and 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 (ASA) scores were higher among elderly patients. Comparisons of other 
baseline data showe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higher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recorded among elderly patients, comparisons of other short-term 
outcomes such as operation duration, blood transfusion rate, conversion to open surgery, 
incidence and severity of complications 30 days after surgery, pathological results, and 
compliance with chemotherapy showe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Long-term follow-
up results indicated that recurrences were somewhat similar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age was not an independent predictor of overall 
survival (OS) or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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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Similar short- and long-term outcomes can be achieved among elderly and middle-
aged patients with right colon cancer who underwent laparoscopic complete mesocolic excision. 
Age is not a limiting factor in the application of laparoscopic complete mesocolic excision. 
  
 

PU-2761 

壳多糖酶 3 样蛋白 1、层粘连蛋白、IV 型胶原 

在乙型肝炎病毒相关肝硬化的诊断价值 

 
黎村艳 

湖南省人民医院 

 

目 的   探 讨 血 清 壳 多糖 酶 3 样 蛋 白 1 （ chitinase 3-like 1 ， CHI3L1 ） 与 透 明 质 酸

（hyaluronate,  HA）、Ⅲ型前胶原（procollagen Ⅲ N-terminal peptide，PⅢNP）、层粘连蛋白

（laminin, LN）、IV 型胶原（collegen type IV, CIV）和纤维连接蛋白（fibronectin, FN）（以下简

称肝纤五项）水平在乙型肝炎病毒相关肝硬化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湖南省人民医院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住院的慢性乙肝患者 62 例、肝硬化患者 28

例、原发性肝癌患者 21 例为研究对象（均为乙肝表面抗原阳性），选取同时期我院体检各项指标

未见异常者 30 例作为对照组。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血清 CHI3L1 水平，用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

肝纤五项水平。 

结果  不同组别 CHI3L1 和肝纤五项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肝硬化组的 CHI3L1 水

平明显高于原发性肝癌组、慢性乙肝组和正常对照组（P<0.05）。肝硬化组的肝纤五项部分项目

水平明显高于慢性乙肝组和正常对照组（P<0.05）。Logistic 回归模型显示，CHI3L1、LN 和 CIV

纳入模型。ROC 曲线分析显示，CHI3L1、LN 和 CIV 在区分非肝硬化和肝硬化患者的曲线下面积

分别为 0.799、0.794 和 0.888，以 CHI3L1 215.34 pg/mL、LN 124.01 ng/mL 和 CIV 84.27 ng/mL

为诊断界值点时，敏感性分别为 82.1%、71.4%和 92.9%，特异性分别为 69.0%、84.1%、

76.1%。CHI3L1、LN 和 CIV 联合检测时，敏感性和特异型分别提高至 82.1%和 85.8%。 

结论  血清 CHI3L1、LN 和 CIV 水平对肝硬化的诊断有一定价值；血清 CHI3L1、LN 和 CIV 联合检

测可提高对肝硬化的诊断效能。 

 
 

PU-2762 

烟台地区丙型肝炎患者基因分型分布情况与 HCVRNA 定量检测 

 
石建凤 

烟台市传染病医院,264000 

 

目的  了解烟台地区 HCV 基因分型情况，为 HCV 感染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方法。 

方法  实时荧光定量 RT-PCR 检测 73 例抗-HCV 阳性血清标本，并对 45 例 HCV-RNA 定量阳性的

血清标本应用基因测序法进行 HCV 基因分型。 

结果  45 例阳性标本中 HCV1b 型 27 例，HCV2a 型 13 例，HCV1b/2a 混合型 3 例,其他型 2 例 

结论  烟台地区 HCV 基因型主要为 1b 型，2a 型次之，同时存在 HCV1b/2a 混合型和其他型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571 

 

PU-2763 

联合检测 α-L-岩藻糖苷酶与甲胎蛋白对原发性肝癌的诊断价值 

 
丁乐顺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烟台中医院/烟台市中医院/烟台市中西医结合医院,264000 

 

目的  探讨联合检测 α-L-岩藻糖苷酶与甲胎蛋白对原发性肝癌的诊断价值 

方法  电化学发光和生化分析仪分别检测 53 例原发性肝癌患者甲胎蛋白(AFP)和 α-L-岩藻糖苷酶

(AFU),45 例乙型肝炎患者为阴性对照. 

结果  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 AFU 活性显著增高(P<0.05),AFP 含量显著高于肝病组(P<0.05).血清

AFU 和 AFP 对原发性肝癌诊断的敏感性分别为 73.6%和 64.2%,特异性分别为 82.2%和 88.9%,联

合检测 AFU 和 AFP 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分别提高到 77.4%\91.1%.患者术后血清 AFU 活性和

AFP 浓度显著降低,复发时两者再度升高. 

结论  α-L-岩藻糖苷酶与甲胎蛋白联合检测可明显提高原发性肝癌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对患者预

后及复发也具有指导意义. 

 
 

PU-2764 

Potential Role of lncRNAs in Contributing to Pathogenesis 
of Primary Sjögren Syndrome 

 
Xingxing Huo,Hui Jiang,Shijie Zhang,Jiuxiang Wang,Qiumei Zhou,Wei Yao,Kaiquan Hu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Primary Sjögren syndrome (pSS) is a systemic autoimmune disease of the exocrine 
glands, characterized by focal lymphocytic infiltr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salivary and lachrymal 
glands leading to xerostomia and xerophthalmia. The roles of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 as 
novel regulators of different kinds of diseases have emerged in more recent years. The present 
study performed to identify the potential involvement of lncRNAs in pSS. 
Methods An array data was downloaded, including 11 samples of pSS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and 16 samples of healthy participants from the Gene Expression Omnibus 
database. We performed Functional annotation, Gene ontology and Gene Set enrichment 
analyses on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To confirm this finding, a set of regulated lncRNA was further examined in 35 pSS patients and 
15 healthy donors, using RT-qPCR assays. Moreover, we explor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those lncRNAs and the level of autoantibodies,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ESR), complete blood count and IgG in pSS patients. 
Results In this study, a total of 213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97 upregulated and 116 
downregulated) were identified in pSS patients. We found that LINC00641 and LINC00861 were 
significantly highly expressed and LINC01220 was markedly downregulated in patients with pSS. 
In addition, the level of expression of LINC00641 was correlated with the level of SSA, ESR, 
WBC and IgG.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of the present study suggested that LINC00641, LINC00861 and 
LINC01220 may be potential key genes, and the LINC00641 plays pivotal roles in pathogenesis 
of pSS and it can become a novel therapeutic direction for treating p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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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65 

68 例肝脏活检患者 HBV-DNA 与血清 HBV 标志物检测结果分析 

 
郭娟娟 

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比较肝脏活检患者外周血血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肝活检标本乙肝病毒（HBV）标志物及

HBV-DNA 的检测结果，分析不同检测方法对隐匿性乙肝病毒感染（OBI）的诊断价值。 

方法  患者 68 例选取本院行肝脏活检的，检测所有受试者外周血清 HBV 标志物，以及外周血单个

核细胞、肝组织 HBV-DNA 定量。 

染（OBI）的诊断价值。 

结果  乙肝病毒表面抗原（HBsAg）阳性的患者其血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肝组织均能检测到

HBV-DNA。部分 HBsAg 阴性的患者，其血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肝组织也能检测到 HBV-

DNA，合并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或 HBcAb 阳性的患者 HBV-DNA 阳性率较高（63.6%，83.3%）。 

结论  OBI 在人群中有一定的发病率，对于高危患者（合并丙型肝炎病毒或 HBcAb 阳性）应常规检

测 HBV-DNA，且联合使用多种 HBV-DNA 的检测方法可提供 OBI 的诊断率，并寻找新的可以诊断

OBI 的标志物。HBcAb 阳性的患者 HBV-DNA 阳性率较高（63.6%，83.3%）。 

 
 

PU-2766 

陕西地区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病原体流行病学分析 

 
奚逢瑜 

陕西省人民医院,710000 

 

目的   分析陕西地区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病原体的流行特点，并探讨九项呼吸道感染病原体 IgM 抗

体的检测（以下简称呼吸道九联检）在临床的应用及意义。 

方法   选择 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1 月在医院住院治疗急性呼吸道感染的儿童 5962 例，采用间接

免疫荧光法（IFA)，进行呼吸道九联检，分析各病原体在不同季节、不同年龄患儿的感染情况。 

结果   在 5692 例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中，感染 1560 例，总阳性率为 27.41%。排名前四位的病原

体为肺炎支原体（ MP）14.18%、副流感病毒（ PIVs）4. 6%、乙型流感病毒（ IFB）4.27%、呼

吸道合胞病毒（ RSV）1.88%，9 种病原体感染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9 种病原体

感染率在不同季节和不同年龄患儿的分布情况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肺炎支原体（MP）、副流感病毒（PIVs），乙型流感病毒（IFB)和呼吸道合胞病毒（RSV）

是儿童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原体，且病原体感染率和季节、年龄具有相关性。 

 
 

PU-2767 

PDCD5 在子宫内膜癌 的表达及与临床病理参数的相关性研究 

 
高伟 

临沂市人民医院,276000 

 

目的  细胞程序性死亡 5（PDCD5），是一种新发现的促凋亡基因。其发挥了肿瘤抑制基因的作

用。目前，PDCD5 在子宫内膜癌的表达及临床价值尚未得到充分阐述。本课题旨在利用 qRT-

PCR、western blot、免疫组化及免疫细胞化学检测对照内膜组织、癌组织，以及对照内膜腺上皮

细胞、癌细胞系 KLE 中 PDCD5 表达水平，分析其与癌患者临床与病理特征的相关性，初步探寻

PDCD5 在子宫内膜癌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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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一、qRT-PCR 技术检测对照组织与癌组织中 PDCD5mRNA 的表达情况 

二、western blot 技术和 IHC 技术检测对照组织与癌组织中 PDCD5 蛋白表达情况 

三、免疫细胞化学（ICC）技术检测对照内膜腺上皮细胞与癌细胞系 KLE 中 PDCD5 表达情况 

四、卡方检验分析 PDCD5 表达与癌患者的病理参数相关性 

结果   一、qRT-PCR 检测发现，对照组织和癌组织的 PDCD5 mRNA 表达没有显著差异

(P>0.05) 。 

二、Western blot 检测发现，癌组织中 PDCD5 蛋白表达明显低于对照组织(P<0.001)。 

三、IHC 结果显示，PDCD5 蛋白主要位于对照内膜腺细胞或癌细胞的细胞质中，胞核中也有低水

平表达；癌组织中的 PDCD5 蛋白 IHC 检测结果明显低于对照组织(P<0.01) ；对照子宫内膜组织的

增殖期和分泌期之间 PDCD5 表达没有明显差异(P>0.05)；中、低分化的癌组织中 PDCD5 蛋白表

达明显少于对照组织(P<0.001)；高分化和对照组织没有明显差别。 

四、ICC 技术检测发现，PDCD5 阳性染色主要位于对照腺上皮细胞和 KLE 细胞的细胞质中，在胞

核中也有弱表达。KLE 细胞中的 PDCD5 蛋白表达比对照上皮细胞中的表达弱。 

五、PDCD5 蛋白水平和年龄、子宫肌层浸润、FIGO 期、雌激素受体或孕激素受体之间没有明显

的关联，但与肿瘤分化程度有显著的相关性(P<0.05)，PDCD5 的表达可能与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发

展相关。 

结论  一、子宫内膜癌 PDCD5 蛋白表达可能存在转录后调控。 

二、PDCD5 表达可能不受卵巢激素调控。 

三、PDCD5 表达可能在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并可能有助于改善预后。 

 
 

PU-2768 

肝硬化患者自身抗体检测的临床意义 

 
练明建,王前明,曾秀雅,洪国粦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肝硬化患者自身抗体检测的临床意义。 

方法   检测 270 例不同肝硬化患者自身抗体，并研究自身抗体与血液检测指标、性别和年龄的关

系。 

结果   自身抗体在肝硬化患者中阳性率达 37.41%，以抗核抗体（ANA）、线粒体抗体（AMA）和

线粒体抗体 M2 （AMA-M2）阳性率最高，其中 ANA 以低滴度（1:100）、胞浆颗粒型为主。自身

抗体阳性率：丙肝抗体（+）肝硬化>其它肝硬化>HBsAg（+）肝硬化，且阳性率与性别和年龄均

有关。总蛋白、球蛋白、白球比、白细胞计数和凝血酶原时间在自身抗体阳性组和阴性组间存在差

异。 

结论  肝硬化患者中较普遍存在自身免疫现象，自身抗体阳性率与肝硬化病因、性别和年龄相关，

肝硬化肝硬化常规诊疗中应加强检测自身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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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69 

NAG、cysC 与肾损伤的早期诊断的相关性的探究 

 
卢振华 

湖北省中医院光谷院区(原:湖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430000 

 

目的  观察尿液中的 N-乙酰-β-D-氨基葡萄糖苷酶(NAG)，血液中胱抑素 C 含量的变化，研究其与肾

损伤的早期诊断的作用和意义。 

方法  选取湖北省中医院 50 例不同病因、不同程度的肾损伤的门诊病人进行研究作为研究组；取

50 例健康体检作为对照组。检测血清中的胱抑素 C，肌酐和尿液中的 NAG 的浓度，并进行统计学

分析对比。 

结果  两组生化检测数据的检测结果对比，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NAG，cysC 浓度更能反应肾损伤，对于急性肾损伤的早期诊断灵敏度更高。 

 
 

PU-2770 

两种梅毒抗体检测方法在临床试验室中的应用 

 
谭明凯,石亚玲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两种化学发光免疫检测（CLIA）仪器检测梅毒螺旋体抗体测定值 COI 大于 1 时，梅毒螺

旋体颗粒凝集试验（TPPA）检测阳性率的变化趋势及其临床价值，建立适合自己实验室的梅毒检

测流程和报告系统，为临床提供应用参考。 

方法  收集本院 COBAS E602 检测梅毒螺旋体抗体结果 COI 大于 1 的阳性标本 100 例，全部标本

进行 HISCL5000 检测，以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TPPA）的结果为标准确定真、假阳

性。 

结果  100 份 COBAS E602 阳性标本经 TPPA 法检测阳性标本 95 例，阴性 5 例，阳性符合率

95%；100 份阳性标本经 HISCL5000 检测阳性标本 96 例，阴性 4 例，TPPA 法复检阳性符合率

97%。 

结论  在本实验室 COBAS E602 和 HISCL 5000 检测梅毒螺旋体抗体均存在一定假阳性，COBAS 

E602 梅毒抗体结果 1≤COI≤7 的阳性标本有较高的假阳性率,需进行 TPPA 复查； HISCL5000 梅毒

抗体结果 1≤COI≤3 的阳性标本有较高的假阳性率,需进行 TPPA 复查, 以防止梅毒的误诊，减少医

疗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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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71 

在非血缘供者为 KIR-AA 基因型的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中 

研究 KIR2DL1、KIR3DL1 基因 mRNA 转录水平和膜蛋白的表

达 

 
何军,胡星, 张环环,李颖,王甜,鲍晓晶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15000 

 

目的   在非血缘的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中，研究供者为 KIR-AA 基因型时

KIR2DL1、KIR3DL1 基因 mRNA 转录水平的表达及其重建规律性。 

方法  在 119 对供受者中运用序列特异性引物聚合酶链反应的方法，分析 KIR- AA 型的 75 对供患

者，采用流式细胞术方法和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动态检测供者移植当天及患者移植后不同时间

点 KIR2DL1、KIR3DL1 在 NK 细胞膜和 mRNA 的表达水平。 

结果  （1）KIR 2DL1 膜蛋白中位表达水平：非血缘供者移植当天为 21.60%，受者在 1M、2M、

3M、3-6M 时表达水平分别为 7.40%、12.00%、16.92%、17.64%；KIR 2DL1 的 mRNA 中位表达

水平：非血缘供者移植当天为 265.14/104 ABL 拷贝数，受者移植后 1M、2M、3M、3-6M、6-

9M、9-12M 时表达水平分别为 332.17、438.31、723.25、414.17、187.60 及 234.67/104 ABL 拷

贝数。KIR 2DL1 的 mRNA 和膜蛋白表达水平在移植后各个时间点均逐渐升高，且在 3 个月后达到

最高，但 mRNA 表达水平升高早于膜蛋白。 

（2）KIR 3DL1 膜蛋白中位表达水平：非血缘供者移植当天为 18.56%，受者在移植后 1M、2M、

3M、3-6M 时 KIR 3DL1 表达水平分别为 23.83%、22.57%、23.02%、21.60%；KIR3DL1 mRNA

中位表达水平：非血缘供者移植当天为 572.29/104 ABL 拷贝数，受者移植后 1M、2M、3M、3-

6M、6-9M、9-12M 时表达水平分别为 1233.74、1140.42、876.73、1 057.07、739.02、

514.43/104 ABL 拷贝数。KIR 3DL1 的 mRNA 和膜蛋白在移植后 1 个月的表达水平均已超过了非

血缘供者，并在移植后各个时间点均稳定高表达，且 mRNA 与膜蛋白表达水平同步升高。 

结论  KIR 2DL1 和 KIR 3DL1 基因检测，为在移植后选择最佳时间点定量检测 KIR 各基因表达水平

来预测受者移植预后提供实验依据。 

 
 

PU-2772 

淋巴细胞计数与 SLE 疾病活动性关系的研究 

 
王森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是一种多发于青年女性的累及多脏器的自身免疫性炎症性结缔组织

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复杂，许多指标的出现可能代表本病的活动，目前国际上应

用最广泛的系统性红斑狼疮活动性判断标准为 SLEDAI 评分。淋巴细胞在机体的天然免疫及适应性

免疫中发挥重要作用，中肿瘤及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生发展中，淋巴细胞的数量及功能都发生改变。

本研究将探讨 SLE 患者中的淋巴细胞计数的改变及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中性粒细胞、血小板之

间的比例的改变，并探讨这些指标与 SLE 患者活动性之间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1 月至 12 月在南京鼓楼医院风湿免疫科住院的 SLE 患者实验室检测结

果，分析 SLE 患者与健康对照者间淋巴细胞计数、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比值（LMR）、中性粒细

胞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的差异。统计计算 SLE 患者的 SLEDAI

评分，分析淋巴细胞计数、LMR、NLR、PLR 与 SLEDAI 的相关性，并使用 ROC 曲线分析各指标

反映 SLE 活动性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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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SLE 患者淋巴细胞数量显著低于健康对照，淋巴细胞计数与 SLEDAI 显著相关，而 LMR、

NLR 及 PLR 与 SLEDAI 无显著相关性，ROC 曲线分析表明使用淋巴细胞计数评价 SLE 活动性的

曲线下面积 AUC 为 0.74，优与 LMR、NLR 及 PLR。 

结论  淋巴细胞计数可作为反映 SLE 活动性的指标。 

 
 

PU-2773 

Association betwee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and 
Thyroid Dysfunction: A Meta-analysis 

 
Wanwan Luo1,Renqian Zhong2,Panying Mao1,Lingmin Zhang1 

1.Tai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2.Shanghai Changzheng Hospital 

 
Objective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is a chronic autoimmune disease, of which the 
pathogenesis remains elusive. The deficiency or excess of thyroid hormone is defined as thyroid 
dysfunction, including (subclinical) hypothyroidism and (subclinical) hyperthyroidism. Autoimmune 
factors are likely to be releva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SLE and thyroid dysfunction. The 
relationship of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and thyroid dysfunction remains controversial.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ct whether there is an association between SLE and thyroid 
dysfunction. 
Methods Literature databases were searched, including pubmed, CNKI, CHINESE WANFANG,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tabase (VIP). Studies comparing presence of thyroid 
dysfunction in SLE patients to healthy controls were extracted. All the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with STATA 12.0 software. 
Results Ten studies with 10500 SLE patients and 44170 healthy control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he meta-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evalence of (subclinical) hypothyroidism in 
SLE patients was higher than in the healthy controls (hypothyroidism: OR=2.93,95%CI=1,81-4.75; 
subclinical hypothyroidism:OR=5.67, 95%CI=3.50-9.18).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of (subclinical) 
hyperthyroidism was found between SLE patients and controls. 
Conclusions Our meta-analysis suggests that SLE i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isk 
of (subclinical) hypothyroidism but it has little influence on (subclinical) hyperthyroidism. 
 
 

PU-2774 

桥本甲状腺炎患者血液中炎症因子水平的研究 

 
何春燕 1,赵莲 2,朱雪明 1 

1.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215000 

2.吴江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桥本甲状腺炎（Hashimoto’s thyroiditis，HT）患者的病因以及肾功能指标与疾病的关

系，为防止临床误诊提供依据，同时我们研究了 HT 患者血清中的炎症因子，为探索 HT 的发病机

制提供了依据。 

方法  1.对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 400 例桥本甲状腺炎的门诊及住院的患者进行问卷调

查，以探究与 HT 发病相关的危险因素。2.回顾性分析 1270 例桥本甲状腺炎门诊及住院患者的甲

状腺功能指标和肾功能指标，将患者按 TSH 水平分为正常和升高组，用 t 检验分析两组病人对应

的 IgA、IgG、IgM、C3、C4、Cr、尿素、尿酸、尿隐血指标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应用 Graphpad 

Prism 5 软件对 TGAb、TPOAb、TSH 与对应的 IgA、IgG、IgM、C3、C4、Cr、尿素、尿酸、逐

一进行 Spearman 相关分析。3.采用竞争 ELISA 方法检测 53 例 HT 患者血清中的细胞因子如白介

素，干扰素、共刺激分子如 B7-H3 和肿瘤抗原如 CEA 等指标，探讨它们与 HT 发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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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桥本甲状腺炎的危险因素主要是碘摄入过量、压力以及不良情绪，其中压力所占比重较

大 。 2.HT 患 者 体 内 的 IL-2 、 IL-6 、 IFN-γ 的 水 平 明 显 高 于 正 常 对 照 组 IL-

2(3.814.07vs.1.92±0.68 )，IL-6(3.34±2.06vs.2.12±1.59 )，IFN-γ(2.85±3.98 Vs. 1.53±0.82 )而 IL-

10 的水平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1.61±0.53 Vs.2.25±1.18 )，IL-4、TNF-α 与 IL-17A 与正常对照组相

比较没有明显差异（p>0.05）。3.HT 患者体内的 CEA 水平高于正常对照，可溶性 B7-H3 水平明

显低于健康对照者。4. TSH 水平升高组肌酐、尿酸、IgG、IgM 较 TSH 水平正常组明显增高

（P<0.05），TSH 水平升高组 C3、C4 与较正常组明显降低（p<0.05）。 

结论      1.HT 患者体内存在 Th1/Th2 失衡，分泌的细胞因子以 Th1 型为主。2.HT 患者与甲状腺癌

的发生有一定的相关性。3.HT 患者的肾功能和甲状腺功能存在相关性，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可以导

致肾功能的异常。 

 
 

PU-2775 

壳多糖酶 3 样蛋白 1 在肝细胞癌诊断中的价值 

 
谢而付 

江苏省人民医院,210000 

 

目的  评估壳多糖酶 3 样蛋白 1（Chitinase 3-like 1，CHI3L1）对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的诊断诊断。 

方法  选取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5 年 12 月份至 2016 年 4 月份收治入院且经病理学证实

HCC 患者 100 例，同时按性别和年龄配对选择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 CHB）患者

100 例和健康体检者 59 例作为对照组，分别检测 HCC 组、CHB 组和健康体检者的血清 CHI3L1，

并 STATA 12.0 统计学软件比较各组之间血清 CHI3L1 是否存在差异，同时使用 MedCal Ver 

15.2.2 软件对不同组 CHI3L1 进行 ROC 曲线绘制。 

结果  各组之间血清 CHI3L1 结果存在显著差异（P=0.000），进一步进行两两比较，结果显示

HCC 显著高于 CHB 组和健康体检组，P 值均为 0.000，而 CHB 组和健康体检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值为 0.670；分别将 HCC 与 CHB 组和健康体检组的 CHI3L1 做 ROC 曲线，HCC 与健康对

照组的 AUC 为 0.859，临界值为 76.8 pg/mL，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85%和 79%，P=0.000；

HCC 与 CHB 之间的 AUC 为 0.852，临界值为 76.8 pg/mL，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85%和 76%，

P=0.000。 

结论  临床应用结果显示，HCC 血清 CHI3L1 出现升高，可以初步应用于 HCC 临床辅助诊断。 

 
 

PU-2776 

抗线粒体抗体在肝硬化疾病中的应用 

 
夏楠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探讨实验组（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 PBC）与对照组（酒精/药物性肝硬化和肝炎性肝硬化）的

临床特点及实验室诊断情况，明确自身抗体，尤其是抗线粒体抗体 M2 型对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的

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收集 79 例确诊肝病患者血清样本，采用间接免疫荧光和免疫印迹法检测样本自身抗体

指标，竞争法和捕获法检测肝炎病毒指标，并结合临床症状、肝功能生化检测及影像学等方面差

异，相互比较。 

结果   实验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抗线粒体抗体（AMA/AMA-M2）及 Sp100 指标比较，P<0.05,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肝功生化指标 ALP 与 GGT 比较，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临床表现、其它

自身抗体以及其它肝功生化指标及超声影像学检测比较，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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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抗线粒体特别是 M2 型对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诊断有意义，且肝炎性肝硬化疾病中可检测出

较低的其它自身抗体，不能忽视，须结合其他途径快速、准确对疾病做出诊断与治疗。 

 
 

PU-2777 

苏州地区人群血清中抗大肠杆菌抗体水平的调查分析 

 
何春燕,朱雪明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215000 

 

目的   为了调查并分析苏州地区人群血清中抗大肠杆菌抗体 (anti-Escherichia coli protein 

antibodies，以下简称“抗-EP 抗体”)的水平，我们利用大肠杆菌菌体裂解物作为包被抗原构建了一

种间接酶联免疫吸附试验(以下简称“间接 ELISA”)方法，并检测苏州地区不同年龄层次约 500 例住

院患者的血清标本。通过对检测结果的分析初步调查苏州地区人群血清中“抗-EP 抗体”的水平。 

方法  建立检测“抗-EP 抗体”的“间接 ELISA”方法。以商品化聚苯乙烯孔板为固相载体、大肠杆菌的

菌体裂解物为包被抗原、脱脂牛奶为封闭剂，通过优化各种反应条件，并制作 ROC(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曲线确定本方法的阳性临界值(以下简称“Cutoff 值”)。方法建立之后，我们

检测了苏州地区约 500 例住院患者中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组(10-30 岁、31-50 岁、51-70 岁、>71

岁)的血清标本，分析了待测血清中“抗-EP 抗体”的水平。 

结果  通过优化反应条件，我们确定最佳的包被抗原浓度是 5 微克/毫升(μg/ml)的大肠杆菌裂解物

100μl、最佳的封闭剂种类和浓度是 5%的脱脂牛奶 200μl、最佳的待测血清检测浓度是原倍血清

100μl。根据 ROC 曲线，得出“Cutoff 值”是 0.922，该值所对应的敏感性是 92%，特异性是 68%。

苏州地区 500 例住院患者血清中“抗-EP 抗体”水平的调查分析结果是阳性率为 85.2%，阴性率为

14.8%。运用卡方检验得出不同年龄组之间有显著差异，且(51-70)岁组的“抗-EP 抗体”较其他组均

高；t 检验得出(>51)岁组显著高于(10-50)岁组，不同性别之间无显著差异。 

结论  苏州地区(>51)岁组的“抗-EP 抗体”水平较高，在用以大肠杆菌为表达载体生产的重组抗原作

为包被抗原建立 ELISA 试剂盒时，由于包被抗原可能残留大肠杆菌菌体蛋白，而残留的菌体蛋白

与血清中的“抗-EP 抗体”出现交叉反应，在检测时要谨防假阳性结果的产生。 

 
 

PU-2778 

MPs 对类风湿关节炎患者 Th1/Th2 失衡的影响 

 
何春燕 1,苏洪洪 2,朱雪明 1 

1.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215000 

2.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215000 

 

目的  通过检测 RA 患者辅助性 T 细胞产生细胞因子的情况，分析 RA 患者是否存在 Th1/Th2 失

衡，并探讨患者血浆中微粒（MPs）对 Th1/Th2 平衡的影响，为研究 RA 的发病机制提供实验数

据。 

方法  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RA 患者辅助性 T 细胞胞内产生的细胞因子 IFN-γ 和 IL-4。采用 CBA 方

法检测 T 细胞分泌到胞外的细胞因子和外周血中 T 细胞和单核细胞上 Tim-3 的表达水平。收集 RA

患者血浆中 MPs，检测 MPs 对 Th1/Th2 平衡的影响。 

结果  (1) RA 患者 Th1 细胞（CD4+IFN-γ+）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17.5%（2.9-36.6%） vs. 33.5%

（14.8-54.8%），P<0.05)；Th2 细胞（CD4+IL-4+）比例两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P>0.05）；RA

患者 Th1/Th2 比值明显高于对照组（0.21（0.04-0.96） vs. 0.12（0.05-0.25），P<0.05）；(2) 

RA 患者血清促进体外培养的 PBMC 产生 Th1 型细胞因子（IFN-γ 和 TNF-α）而抑制 Th2 型细胞因

子（IL-6 和 IL-10）的分泌，且存在剂量依赖性；(3)活动期 RA 患者 Th1 型细胞因子（IFN-γ）水平

明显高于缓解期的患者（10.64±4.38ng/L vs. 3.79±2.02ng/L，P<0.05）；Th2 型细胞因子（I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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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两组之间无明显差异（P<0.05）；(4)静息状态下，RA 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 Tim-3 表达水平明

显高于对照组（P<0.05），CD4+T 细胞 Tim-3 表达水平在两组之间无明显差异；活化状态下，RA

患者 CD4+T 细胞 Tim-3 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5) RA 患者 MPs 可调节 Th1/Th2

平衡，可促进 Th2 型细胞因子产生，抑制 Th1 型细胞因子分泌（P<0.05）。 

结论  （1）RA 患者存在 Th1/Th2 失衡，分泌模式朝 Th1 偏移，与疾病活动程度存在相关性。

（2）RA 患者 MPs 对 Th1/Th2 失衡具有一定调节作用。 

 
 

PU-2779 

不同疾病状态下外周血 CD8+T 细胞 CD38 分子 

和 CD69 分子 表达情况的研究 

 
何春燕,伍诣娴,朱雪明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215000 

 

目的  探讨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病毒感染性疾病患者外周血中 CD8+T 细胞表面 CD38 和 CD69 分子的

表达水平，并以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和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患者为例分析了 CD38 和 CD69 分子的表达

与这些疾病活动度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5 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 66 例；病毒感染患者

21 例，该组病例血清病毒载量均>5.0E+02；另选取健康对照 39 例。将实验对象抗凝全血用荧光

标记的鼠抗人单克隆抗体 CD8-FITC、CD38-PE、CD69-APC 室温避光孵育染色，红细胞经裂解

和重新悬浮后，用流式细胞仪定量分析 CD8+T 细胞表面 CD38、CD69 分子表达情况。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 CD8+T 淋巴细胞 CD38 分子表达水平明显上调

（P<0.05），CD69 分子表达水平无显著差异（P>0.05）。在类风湿关节炎疾病中，CD38 分子在

患者外周血 CD8+T 细胞表面的表达水平与类风湿因子无相关性（P>0.05），CD69 与类风湿因子

成正相关（P<0.05）；与健康对照组相比，病毒感染性疾病患者 CD8+T 淋巴细胞 CD38 分子表达

水平显著下调（P<0.05），而 CD69 分子表达水平无显著差异（P>0.05）；在病毒感染性疾病进

展过程中，CD38、CD69 分子在 CD8+T 细胞上的表达水平与血清病毒载量无相关性（P>0.05）。 

结论  在自身免疫性疾病进展过程中，CD8+T 细胞活化状态随病情进展而上升。 

 
 

PU-2780 

STUB1 对结直肠癌细胞 HT-29 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徐晶晶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15000 

 

目的  阐明 STUB1 对结直肠癌细胞 HT-29 细胞生长、迁移和侵袭等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方法  采用 qRT-PCR 及 Western blotting 法检测 STUB1 在结直肠癌 HT-29 细胞株中的 mRNA 和

蛋白水平的表达。构建 shSTUB1 低表达质粒，利用细胞转染技术将 shSTUB1 低表达及空白质粒

转染 HT-29 细胞，构建稳定敲除 STUB1 的 HT-29-shSTUB1 细胞和对照 HT-29-shctrl 细胞。利用

CCK-8 实验分析 HT-29-shSTUB1 和对照 HT-29-shctrl 细胞的生长、增殖情况，利用流式细胞术分

析 HT-29-shSTUB1 和 HT-29-shctrl 细胞的细胞周期及体外自发凋亡率。利用 Transwell 实验分析

HT-29-shSTUB1 和 HT-29-shctrl 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结果  STUB1 mRNA 和蛋白在结直肠癌 HT-29 细胞中的表达水平较高。经测序鉴定，成功构建了

shSTUB1 低表达质粒。qRT-PCR 及 Western blotting 实验检测 HT-29-shSTUB1 和 HT-29-shctrl

细胞株中 STUB1 的 mRNA 和蛋白水平结果显示，与 HT-29-shctrl 相比，HT-29-shSTUB1 中

STUB1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显著降低。在培养 24、48 和 72 h 后，HT-29-shSTUB1 细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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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增殖能力均显著低于 HT-29-shctrl 细胞。HT-29-shSTUB1 和 HT-29-shctrl 细胞的细胞凋亡无

明显变化。细胞周期检测结果显示：与 HT-29-shctrl 相比，HT-29-shSTUB1 细胞周期 G0-G1 期阻

滞。Transwell 实验结果显示 HT-29-shctrl 相比，HT-29-shSTUB1 穿透不包被和包被 matrigel 的小

室底膜的细胞数显著减少。 

结论  敲除 STUB1 抑制了结直肠癌 HT-29 细胞的生长和增殖能力，细胞周期 G0-G1 期阻滞，但对

HT-29 细胞的自发凋亡无显著影响；敲除 STUB1 抑制了 HT-29 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转移能力。 

 
 

PU-2781 

研究 T 细胞亚群联合 CD4+T 细胞绝对值 

在评估肾移植受者免疫功能中的临床价值 

 
王琳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15000 

 

目的  研究 T 细胞亚群和 CD4+T 细胞绝对值在肾移植患者术后一个月内的变化，探讨其在肾移植患

者免疫功能评估中的价值。 

方法   收集 2017 年 4 月~12 月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接受肾移植受着共 38 例，其中男

18 例，女 20 例，年龄 23~63 岁。运用流式细胞术和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肾移植受者术后 1-

2d、7d、14d、21d、28d 不同时间点 CD4+T 细胞绝对值、CD4/CD8、血肌酐（Cr）及胱抑素 C

（CysC）水平，同时将其分为感染和稳定期。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ANOVA)和

Kruskal—Wallis H 检验；两样本均数的比较采用 t 检验和 Mann-Whitney U 检验。 

结果  CD4+T 细胞绝对值、CD4/CD8 比值在移植后 1-2d 显著低于 7d 后水平(U 值分别为 116、

103.5,P 值分别为 0.0011、0.0004)；Cr 在移植后 1-2d 显著高于 7d 后水平(U=67,P<0.001)；

CysC 在移植后 1-2d、7d 显著高于 14d 后水平(U 值分别为 64、112,P 值分别为 0.0013、

0.0179)。CD4+T 细胞绝对值、CD4/CD8 比值在移植后感染组与稳定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Cr、

CysC 水平感染组显著低于稳定组（U 值分别为 493.5、390，P 值分别为 0.0012、0.0038）；感

染组中选取 5 例患者，其 CD4+T 细胞绝对值在感染时较前一周下降；动态观察 2 例感染患者，1-

2d、7d、14d CD4+T 细胞绝对值与 Cr 水平呈相反趋势。 

结论  动态监测 CD4+T 细胞绝对值和 CD4/CD8 比值的变化，结合血清 Cr 及 CysC，可作为反映早

期肾移植患者术后免疫功能的指标，为患者个体化免疫抑制治疗方案提供理论基础，从而提高肾存

活率，改善预后。 

 
 

PU-2782 

Cronkhite-Canada 综合征误诊为炎症性肠病 1 例 

 
曾俊祥,潘秀军,沈立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233000 

 

目的  Cronkhite-Canada 综合征（CCS），又名“肠道息肉病一皮肤色素沉着一秃发一指(趾)甲萎缩

综合征”，是一种少见的非遗传性疾病，结合本院的一例患者，学习此病的诊断和治疗。 

方法  患者老年男性，慢性病程，临床表现以腹泻、腹胀为主，伴有明显的体重减轻 25kg，同时伴

有指甲脱落，头发脱落，伴有指间关节皮肤色素沉着。抗酿酒酵母抗体 IgA、IgG 均阳性，胃镜所

见：多发性胃肠道息肉病，病理：见粘膜固有层粘液性扩张及息肉病理中见嗜酸性粒细胞浸润，与

典型炎症性肠病不符。遂考虑 Cronkhite-Canada 综合征可能性大。 

结果  予糖皮质激素甲强龙 40mg/天静脉点滴 4 天，后改为口服糖皮质激素及硫唑嘌呤，并辅以抑

酸和保护胃黏膜等对症治疗。患者遂症状缓解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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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CCS 属于罕见病，治疗方面缺乏有效循证医学支持治疗，有文献报道的治疗措施有营养支

持，糖皮质激素及硫唑嘌呤治疗有效。目的：Cronkhite-Canada 综合征（CCS），又名“肠道息肉

病一皮肤色素沉着一秃发一指(趾)甲萎缩综合征”，是一种少见的非遗传性疾病，结合本院的一例患

者，学习此病的诊断和治疗。 

 
 

PU-2783 

妊娠期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的变化及其参考区间的建立 

 
刘蕾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410000 

 

目的  检测并探索健康妊娠期妇女血清免疫球蛋白 IgG、IgM、IgA、IgE 水平的变化，并建立期参

考区间，为临床一些妊娠性疾病的诊断、治疗及预后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127 例健康妊娠女性，按其孕周的不同分为早、中、晚期妊娠组，其中早期妊娠组 42

例，中期组 41 例，晚期妊娠组 44 例；同时选取 124 例健康体检未孕女性作为非妊娠对照组。采

用免疫比浊法测定各组受检者血清中 IgG、IgM、IgA 的浓度，电化学发光法测定 IgE 的浓度。利

用统计学方法分析各组间的差异，建立妊娠期妇女血清免疫球蛋白的参考区间 (Reference 

intervals，RIs)。 

结果  正常妊娠组与非妊娠组比较，血清 IgG、IgM、IgA、IgE 水平均明显下降，其中 IgG 下降

51.81%，IgM 下降 43.84%，IgA 下降 55.80%、IgE 下降 49.80%，差异具有显著性（p<0.01）;妊

娠早中晚三组间进行两两比较，仅 IgG 的早期和晚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其他组间差

异并无显著性。健康妊娠孕妇血清免疫球蛋白 IgG、 IgM、 IgA、 IgE 95%RIs 分别为 5.48-

6.51mg/dL、0.71-0.93mg/mL、0.90-1.09mg/mL、68.30-107.69ng/mL。 

结论  妊娠期间孕妇血清免疫球蛋白 IgG、IgM、IgA、IgE 水平均明显下降，本文成功建立了妊娠

期不同免疫球蛋白的参考区间，为临床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PU-2784 

LncRNA GUSBP5 promotes the irradiation resistance of 
colorectal carcinoma by suppressing miR-346 and 

enhancing GBP5 

 
Anquan Shang1,Weiwei Wang2,Wenying Lu2,Dong Li1 

1.Tongji Hospital，Tongji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The Sixth hospital of Yancheng City 

 
Objective We detected GBP5, lncRNA GUSBP5 and miR-346 expression level in the normal and 
irradiated colorectal carcinoma (CRC) cells and checked whether NOD like receptor (NLR) 
signaling pathway was involved on the treatment of CRC. 
Methods By the microarray analysis, we found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RNAs and lncRNAs in 
normal and irradiated colorectal carcinoma tissues. The expressions of GUSBP5 in tissues and 
cells were verified by QRT-PCR. From the QRT-PCR, Western Blot and dual luciferase assay we 
could discover how GBP5 was affected by miR-346 and GUSBP5. By X-irradiation, cell 
transfection, MTT, QRT-PCR, Western Blot, flow cytometry, and clonogenic survival assay we 
found out the role of GUSBP5 and miR-346 to the CRC cells and how they interacted with GBP5. 
Results The results of microarray analysis and QRT-PCR confirmed the overexpression of both 
GBP5 and GUSBP5 in the irradiated CRC cells. The dual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QRT-PCR 
and cell transfection showed that GUSBP5 would down-regulate mir-346. From this study, we 
would discover that mir-346 would down-regulate GBP5 expression and GUSBP5 w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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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regulate miR-346 expression to affect the GBP5 expression. After irradiation of the CRC 
cells, the GBP5 expression would increase and it would inhibit cell apoptosis and promote cell 
viability and cell survival. 
Conclusions The highly expressed mRNA GBP5 in the radio-resistant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would promote the radio-resistivity as well as the cell viability and survival of the cells but inhibit 
cell apoptosis. NOD signaling pathway participated in the radio-resistant process in CRC cell 
lines. 
 
 

PU-2785 

Maspin 在非小细胞肺癌 SPC-A1 细胞生物学行为中的作用 

 
周珺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15000 

 

目的  探讨乳腺丝氨酸蛋白酶抑制因子 Maspin 对于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生物学有何影响及其作用机

制。 

方法  利用 PCR 扩增人类 maspin CDS 编码区全长，并构建 Maspin 过表达载体，转染 Maspin低

表达肺腺癌细胞株 SPC-A1 细胞。利用药物筛选出稳定高表达 Maspin 蛋白的 SPC-A 细胞株，并

通过 qRT-PCR 和 Western Blotting 鉴定。通过 xCelligence 系统实时动态的观测了转染后的对照

组细胞和高表达 Maspin 的 SPC-A1 细胞的生长，迁移和侵袭情况。利用 Western Blotting 和 qRT-

PCR 的方法对此细胞生物学变化的相关基因进行分析，探讨相应的作用机制。 

结果  本实验成功构建了过表达 Maspin 的载体 MSCV-Maspin，并获得稳定高表达 Maspin 的

SPC-A1 细胞株——SPC-A1-Maspin。通过 xCelligence 系统实时动态的观测，发现 SPC-A1-ctrl

对照细胞和 SPC-A1-Maspin 细胞生长曲线存在差异，过表达 Maspin 抑制了 SPC-A1 的细胞生

长，并且经 Western Blotting 验证发现此抑制作用于磷酸化 Akt 下调相关。过表达 Maspin 并未影

响 SPC-A1 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并且 SPC-A1-Maspin 与对照细胞中 uPA，uPAR，MMP9，

MMP2 和 Integrin β1 的表达水平也无显著差异。 

结论  Maspin 通过下调磷酸化 Akt 抑制了肺腺癌细胞株 SPC-A1 的生长，但是并未影响 SPC-A1 的

迁移和侵袭能力。 

 
 

PU-2786 

PD-L1 抑制剂与炎症小体在肺癌的基础免疫学机制探讨 

 
宗金宝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索 PD-L1 抑制剂与炎症小体 NLRP3 在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系中产生的抗肿瘤免疫效果，研

究 PD-L1 抑制剂应用前后，肺癌细胞表面 NLRP3 表达情况及免疫相关的各种细胞因子表达情况，

探索 PD-L1 抑制剂与 PD-L1 作用后下游信号传导通路的变化及其与 NLRP3 可能的影响机制。 

方法  利用 western blot 检测分析正常和非小细胞肺癌组织 NLRP3 的表达差异 ；利用 LPS+ATP

刺激 H1299 细胞活化 NLRP3 炎症小体，观察 NLRP3 炎症小体活化后对其增殖（CCK8）、迁移

（划痕试验）、侵袭（Transwell）能力的影响；通过阻断或降低 NLRP3 的表达，观察 NLRP3 炎

症小体对增殖、迁移、侵袭能力的影响；构建 NLRP3 真核表达载体（拟初步选择逆转录病毒载体

pMSCV），通过包装病毒感染方式在 H1299 细胞中过量表达，观察 NLRP3 炎症小体对增殖、迁

移、侵袭能力的影响。利用 LPS+ATP 刺激 H1299 细胞活化 NLRP3 炎症小体，观察 NLRP3 炎症

小体活化后对其表面免疫抑制分子 PDL1 表达的影响；在 LPS+ATP 刺激 H1299 细胞培养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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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IL-1R 阻断剂，阻断 NLRP3 炎症小体下游产物 IL-1β 的作用后，观察 H1299 细胞 PDL1 的表

达变化。沉默或过表达 NLRP3 对 H1299 细胞 PDL1 表达的影响。 

结果  本研究从基础免疫学水平上开展 PD-L1 新型检查点抑制剂在肺癌细胞系抗肿瘤免疫过程中的

指标进行评价，揭示了 PD-L1 与其抑制剂结合后的信号传导通路研究，研究发现 anti-PDL1 处理

H1299 细胞减弱了 p-AKT 信号，H1299 细胞系中 NLRP3 过表达和敲低对 H1299 细胞 PDL1 表达

有一定的影响，过表达 NLRP3 微弱上调了 PDL1 表达，还需蛋白水平验证。 

结论  研究结果将对新型 PD-L1 抑制剂在临床应用中的免疫学效应机制深入揭示和论证，同时在肿

瘤免疫学疗效和机制探讨方面提供新的有力的理论依据和思路。 

 
 

PU-2787 

Association between IL-18 -607 C/A polymorphism  
and the risk of prostate cancer:  

a meta-analysis of case-control studies 

 
xu chen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Objective Accumulating evidence shows that cytokin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ostate cancer.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whether the IL-18 -607 C/A 
polymorphism susceptibility susceptibility to prostate cancer. 
Methods The relevant studies were identified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search of PubMed, 
Excerpta Medica Database (EMBASE), Web of Science, and Chinese Biomedical Literature 
Database (CBM) to obtain related studies published up to December 6, 2017.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interleukin (IL)-18 -607 C/A polymorphism and prostate cancer risk was assessed by 
odds ratios (ORs) together with their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s). 
Results Nine case-control studies from 6 articles were eventually identified. We found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IL-18-607 C/A polymorphism and prostate cancer susceptibility in 
the overall population in both the recessive and dominant models. In sub-group analysis, IL-18 -
607 C/A polymorphism was associated with prostate cancer risk in the Asian population 
according to allele contrast, homozygote, recessive, and dominant models and in the Caucasian 
population according to allele contrast, heterozygote, and recessive models. 
Conclusions This meta-analysis has shown that IL-18 -607 C/A polymorphism contributes to a 
decreased risk of prostate cancer risk in the Asian population but an increased risk in the 
Caucasian population.  
 
 

PU-2788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泌素-17、胃蛋白酶原 

在常见胃部疾病中诊断中的价值 

 
张静薇,张小桑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610000 

 

目的  研究幽门螺杆菌(HP)，胃泌素 17(G17) 和血清胃蛋白酶原（P G )检测在常见胃部病变诊断中

的价值。 

方法   使用 C13 尿素呼气试验检测浅表型胃炎患者，萎缩性胃炎（例），胃溃疡，胃息肉及胃癌患

者中 HP 水平,并用 E L I S A 法检测比较各组中 G 1 7 和 P G 水平。比较不同疾病中 HP 感染状态

和 P G 和 G 1 7 水平及不同 HP 感染状态 G 1 7 和 P G 水平,并进一步将浅表型胃炎及萎缩性胃炎

按照病理严重度分为轻中重三型, 分别比较 P G 和 G 1 7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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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G 1 7 和 P G 水平与不同胃部疾病（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及胃癌）未

发现差异,HP 感染在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胃癌组阳性率明显增高(P>0.05)感染相关。按照病理严重

度分型,发现轻度组、中度组和重度组 G-17、PGI 和 PGII 水平均有不同程度升高，其中 G-17 和

PGII 水平具有统计学差异；同时 PGR 水平依次降低，也具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PG 水平在常见胃部疾病分型中未发现统计学差异。HP 感染状态与疾病种类具有相关性。但

是 G-17 和 PGII 水平随胃炎病理分型严重度加深呈增高趋势，有助于判断疾病严重度及进展。 

 
 

PU-2789 

耳鼻咽喉感染者中原发性体液免疫缺陷病的调查 

 
李恭鹏,刘文文,李朋 

汶上县人民医院,272000 

 

目的  原发性体液免疫缺陷病是原发性免疫缺陷病(Primary immunodeficiency disease PID)中常见

的一类疾病，与遗传因素相关，以反复感染为主要表现，其并发症严重威胁着患儿的健康。近年

来，原发性体液免疫缺陷病逐渐受到各国医学界的重视，对原发性体液免疫缺陷病的研究也取得了

巨大的成果。 

方法  1 分析血清免疫球蛋白在耳鼻咽喉感染者体内的表达情况及对原发性体液免疫缺陷病的筛查

情况。2 选取长期反复耳鼻咽喉感染患者留取唾液并分析 secretory IgA（SIgA）唾液中的表达情

况。 

结果  1 在对本组慢性反复耳鼻咽喉感染患者中进行筛查，确诊 7 例普通变异性免疫缺陷病

（Common Variable Immunodeficiency Disease CVID）患者。2 在 45 例耳鼻喉感染者中，免疫

球蛋白降低者 25 例，IgA 下降者 4 例且有 1 例不能测出；IgG 下降者 3 例；IgM 下降者 25 例。在

本组调查中，长期反复耳鼻咽喉感染者与免疫球蛋白缺陷或者降低有一定的关系。3 通过对患者唾

液 SIgA 分析发现，健康组 22 例，慢性咽炎组 19 例，慢性鼻炎组有 24 例，慢性中耳炎组 19 例，

健康组与慢性咽炎组通过 t-检验结果为 P=0.037<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健康组与慢性鼻炎组

通过 t-检验结果为 P=0.009<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健康组与慢性中耳炎组通过 t-检验结果为

P=0.006<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1  SIgA 在耳鼻喉感染者有所减低。2  血清 IgA 与唾液 SIgA 在 CVID 患者中降低。 

 
 

PU-2790 

老年人血清梅毒抗体假阳性率与抗核抗体水平相关性研究 

 
蔡淑静,周建伟,董海新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272000 

 

目的  研究老年人血清梅毒抗体假阳性与抗核抗体水平的相关性 

方法  以 230 例血清梅毒抗体检测结果弱阳性或阳性（以下统称阳性）的≥60 岁老年人为试验组，

200 例健康体检梅毒抗体阴性的≥60 岁老年人为对照组，对两组老年人血清标本进行抗核抗体检

测，统计分析两组抗核抗体阳性率的差异性。探讨老年人血清梅毒抗体假阳性现象与抗核抗体等自

身抗体水平的相关性。 

结果  230 位试验组梅毒抗体阳性老年人中 144 人抗核抗体为阳性，阳性率为 62.6%，而 200 位对

照组老年人中 33 人为阳性，阳性率为 16.5%，二者具有显著差异性（P<0.05）。 

结论  老年人血清梅毒抗体假阳性率与抗核抗体水平成正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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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91 

PD-1 在传染性疾病中的研究进展 

 
林洁,余进胜,李东纯 

惠东县人民医院 

 

目的  本文以 PD-1 在 HIV、HBV、HCV 等感染的传染病患者中的临床研究为基础，综述 PD-1 在

梅毒发病中的作用及机制，从中归纳其在传染性疾病中的规律，探讨 PD-1 在人类传染性疾病发

生、发展的机制，为以 PD-1 为靶点的人类传染病的治疗和预防策略提供依据。 

方法  1.PD-1 的结构与表达 

2.PD-1 在传染性疾病的表达 

  2.1 PD-1 与 HIV 感染 

  2.2 PD-1 与病毒性肝炎 

  2.3 PD-1 与肺结核 

3.从梅毒的发病机制推测 PD-1 在梅毒发病中的作用：进行前期实验，用 ELISA 检测梅毒患者外周

血可溶性 PD-1 的含量，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单个核细胞 PD-1 的表达 

结果  我们已做了前期实验，实验结果显示：PD-1 在梅毒阳性标本和正常人群标本的单个核细胞中

表达存在差异，且 PD-1 在梅毒患者的单个核细胞中高表达，这更加验证本次推测的可能性。 

结论  在传染性疾病逐年上升的今天，探讨 PD-1 在人类传染性疾病发生、发展的机制，如果能够

开发研究出治疗用的 PD-1 及配体的单抗，通过阻断此途径，也许可以达到治疗慢性传染病或者改

善此类病人的生存质量的目的。 

 
 

PU-2792 

罗氏 e601 电化学发光仪冷冻试剂再利用 

 
姚丽,王珊,李佳琪,王莎莎 

汶上县人民医院,272000 

 

目的  探讨罗氏 e601 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冷冻后试剂再利用的可行性。 

方法  冷冻复溶试剂更换 M 试剂后分别检测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甲状腺素（T4）、促甲状腺激

素（TSH）、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HCG）、孕酮（PROG）的浓度，进行精密度、准确度分

析，并与原装试剂分别检测这 5 个项目的低、中、高 3 个浓度的同一组血清标本，做均值比较及相

关性分析。 

结果  冷冻试剂更换 M 试剂后检测 T3、T4、TSH、β-HCG、PROG 两个水平浓度质控品批内、批

间变异系数（CV）均符合相关标准；质控血清准确性在允许范围内；2 种试剂检测血清样本结果呈

良好的线性关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罗氏 e601 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的冷冻试剂更换 M 试剂后可以进行 T3、T4、TSH、

β-HCG、PROG 检测，能够保证检测质量，避免试剂浪费。 

nt face="Times New Roman" >2 种试剂检测血清样本结果呈良好的线性关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586 

 

PU-2793 

病毒性肝炎和肝硬化患者外周血 T、B 淋巴细胞亚群 

和 NK 细胞水平及临床意义 

 
唐小凤 

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检测外周血 T、B 淋巴细胞亚群和 NK 细胞水平，探讨乙型病毒性肝炎和乙肝肝硬化患者外周

血淋巴细胞亚群细胞水平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应用流式细胞仪检测 41 例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39 例乙肝肝硬化患者以及 30 例健康体检者

的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比较三组受试者的 T 淋巴细胞亚群（CD3+、CD3+CD4+、CD3+CD8+、

CD4+/CD8+）、B 淋巴细胞（CD3-CD19+）和 NK 细胞（CD3-CD16+CD56+）水平。 

结果   1.与对照组相比，各组 CD3+细胞水平均降低（P<0.05），依次为健康对照组>病毒性肝炎组

>肝硬化组；B 淋巴细胞水平均升高（P<0.05），依次为肝硬化组>病毒性肝炎组>健康对照组。2.

病毒性肝炎组的 CD4+T 细胞、NK 细胞水平和 CD4+/CD8+比值均低于对照组，而 CD8+T 细胞水平

高于对照组（P<0.05）。3.肝硬化组的 CD4+T 细胞、CD8+T 细胞和 NK 细胞水平均低于对照组，

而 CD4+/CD8+ 比值高于对照组（P<0.05）。4.肝硬化组的 CD8+T 细胞细胞水平低于病毒性肝炎

组，而 CD4+/CD8+比值高于病毒性肝炎组（P<0.05）。 

结论  病毒性肝炎和肝硬化患者免疫功能紊乱，其外周血中 T、B 淋巴细胞亚群和 NK 细胞水平与肝

实质性损伤程度密切相关，可用于肝病疾病病程的监测和评估。 

 
 

PU-2794 

The clinical value of QFT-GIT in the diagnosis of 
tuberculosis 

 
Liping Liu,Min Wang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QFT-GIT in the clinical diagnosis of tuberculosis.  
Methods Heparin anticoagulant blood was collected from patients with nephrology at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 2018 to April 12, 2018. A total of 143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including 57 patients with tuberculosis (11 patients with active tuberculosis, 46 cases with latent 
tuberculosis infection) and 86 cases of non-tuberculosis patients. The T-SPOT test and QFT-GIT 
test were performed in parallel for each experimental object.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QFT - GIT test and T-SPOT test were calculated 
to evaluate their diagnostic ability. 
Results  We regard clinical diagnosis as the gold standard of tuberculosis diagnosis. The 
incidence of tuberculosis was found to be related to age as the incidence rate in male (42.42%) 
group was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female (34.09%) group (male-to-female OR: 1.24, P<0.05).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T.SPOT-TB and QFT-GIT assays were 93.10%, 89.29% and 91.95%, 
95.40%, respectively (P>0.05). It was found that the mean concentration of IFN-γ in active 
tuberculosis group (95%CI: 300.07~1990.30)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latent 
tuberculosis group (95%CI: -2.00~5.48), and the mean of TBAg/PHA in the ATB group (95%CI: -
4.10~242.94) was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the LTBI group (95%CI: -0.55~5.48). 
Conclusions QFT-GIT assay was a good way in the clinical diagnosis of tuberculosis and could 
be used as an auxiliary diagnosi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active tuberculosis and latent 
tubercul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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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95 

IL-17C 在 IBD 患者中的研究进展 

 
刘栋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272000 

 

目的  白介素-17(Interleukin-17,IL-17)家族细胞因子包括六个成员 IL-17A、IL-17B、IL-17C、IL-

17D、IL-17E(也称 IL-25)和 IL-17F。IL-17 家族细胞因子在机体的天然免疫和获得性免疫系统中均

发挥着重要作用,该家族细胞因子可以促进机体抵抗多种病原体的感染,且与自身免疫病和肿瘤等疾

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方法  炎症性肠病( IBD) 是一组累及胃肠道的慢性炎症性疾病，病因和发病机制不明，有终生复发

倾向，溃疡性结肠炎( UC) 和克罗恩病( CD) 为其主要病理类型 流行病学资料显示，IBD 发病存在

明显的种族和地域差异，在全球范围内，欧洲北美地区发病率较高，近年在既往发病率较低的地区

如亚洲，IBD 也变得越来越普遍，病例数呈逐年增多趋势 

结果  它与辅助性 CD4 + T 细胞亚群的发现得到了相当的关注，该亚型不同于分别产生 IFN-γ 和 IL-

4 的经典 T 辅助细胞 1（Th1）和 T 辅助细胞 2（Th2）谱系。该 T 辅助 17（Th17）谱系产生 IL-

17A 作为特征性细胞因子，并在炎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中起病理作用。 

结论  目前，对 IL-17C 的作用还了解甚少。仅有研究表明，IL-17C 能够刺激人类单核细胞系释放

IL-1 和 TNF，并导致中性粒细胞浸润, IL-17C 在诱导炎症介质及促进炎症反应中与 IL-17A 和 IL-

17F 发挥类似的作用。IBD 是一组累及肠道的慢性非特异性炎症疾病，与 IL-17C 存在一定的关

联，希望通过本次研究，增加人们对 IL-17C 的认识，以及对治疗 IBD 提供一定的依据。 

 
 

PU-2796 

天然复方黄芩苷和黄芩苷对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作用 

 
孙明强,徐健,刘金龙 

潍坊市妇幼保健院,261000 

 

目的  一系列的天然化合物被认为在调节各种自体免疫性疾病的发病机制中是有用的。本研究主要

针对黄芩苷和黄芩苷复合物是否在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当中起到重要作用进行研究，包括类风湿关

节炎和炎症性肠病。 

方法  本研究主要通过建立自身免疫疾病动物模型，利用药理学实验方法、定量 PCR 方法、蛋白免

疫印迹方法检测黄芩素和黄芩苷对自身免疫疾病的治疗作用。 

结果  在体内注射黄芩苷和黄芩苷后，小鼠模型中的 T 细胞介导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得到了显著的改

善:在胶原诱导的关节炎模型(CIA)中，黄芩苷降低了疾病的严重程度，并且始终显示黄芩苷抑制了

CIA 小鼠 T 细胞的增殖。在右旋糖酐钠(DSS)诱导的结肠炎模型中，疾病被黄芩苷稀释，黄芩苷促

进结肠上皮细胞(CEC)的体外增殖。本研究进一步揭示，baicalein 下调了 T 细胞酪氨酸蛋白激酶

JAK - STAT 信号通路中信号传感器和转录激活因子(STAT)3 和 STAT4 的 mRNA 表达，促进了其

对 T 细胞增殖的调控。然而，在 DSS 模型中，作为肠道激活 T 细胞靶细胞的 CECs 中的 STAT4

转录被黄芩苷下调，说明黄芩苷和黄芩苷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不同细胞类型中介导了类似的 STAT 表

达。 

结论  综上所述，类似结构的复合物黄芩苷和黄芩苷通过调节细胞增殖和调控基因表达，选择性地

显示了对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效果，尽管是在不同的细胞类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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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97 

侵袭性真菌感染多种抗体检测 ELISA 方法的建立 

 
陈笑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医院,210000 

 

目的  建立侵袭性真菌感染多种抗体检测的 ELISA 方法，可同时检测念珠菌和曲霉感染时血液中产

生的不同抗体，多个指标互补，增加检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为真菌侵袭性感染提供一种早期、快

速的新的检测方法，指导临床用药，降低真菌感染患者的死亡率。 

方法  将制备的念珠菌烯醇化酶（Eno）、果糖二磷酸醛缩酶（Fba1）和烟曲霉硫氧还蛋白还原酶

（TR)同时包被于 96 孔 ELISA 板上，通过棋盘滴定法对反应条件进行优化，并对方法的敏感性、

特异性和精密度进行考察。用建立的新方法对住院病人（侵袭性念珠菌病或侵袭性曲霉病 121 例、

菌血症患者 90 例、念珠菌定植者 52 例、其他真菌感染者 33 例）以及 200 名健康体检者血清进行

检测。将实验结果与 G 试验、GM 试验结果进行比较，并用 PCR 方法对试验结果进行验证。 

结果  新建 ELISA 法包被的 Eno、Fba1 和 TR 最适浓度分别 0.5ug/mL、0.1ug/mL 和 1.5ug/mL，

待测血清的稀释度为 1:100。诊断侵袭性真菌感染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85.1%（103/121）和

96.0%（360/375），敏感性高于 G 试验和 GM 试验。且通过 PCR 对试验结果进行验证，结果可

靠。 

结论  建立了同时检测侵袭性念珠菌病和侵袭性曲霉病患者血清中三种抗体的 ELISA 方法，多个指

标同时检测，提高了诊断的敏感性，为临床提供了一种新的辅助诊断方法，指导临床用药，降低患

者死亡率。 

 
 

PU-2798 

miRNA-16 在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 

血浆关节滑液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孙寅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272000 

 

目的  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一种以滑膜组织慢性炎症病变为显著特征的自

身免疫性疾病，发病率及致残率高，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尽管当前 X 射线、类风湿因子及抗环瓜氨

酸肽抗体等血清学标志物的检测在 RA 的临床诊断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但多数患者确诊时全身多个

关节已经出现进行性破坏，因而错失了最佳治疗时机，所以人们仍在期待新一代 RA 诊断指标的出

现。 

方法  血浆以及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分别来源于 30 例 RA 患者和 20 例正常健康人，关节滑液则来源

于 16 例上述 RA 患者及 10 例骨关节患者（osteoarthritis，OA）,PCR(Stem-loopRT-qPCR),SYBR 

Green I 染料法分别检测 miR-16 在血浆、关节滑液以及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的表达水平，以

U6snRNA 作为内参。 

结果  的基因 miR-16 和内参 U6snRNA 的扩增曲线及熔解曲线均良好，未出现非特异性产物及引物

二聚体现象。2miR-16 在 RA 患者血浆、关节滑液以及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的表达 miR-16 在血浆

中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关节滑液以及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0.01），上调变化倍数分别为 8.7 倍和

9.6 倍 

结论  检测 miR-16 在关节滑液中的表达可为临床对 RA 与 OA 进行鉴别诊断以及深入探索 RA 的发

病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3 血浆 miR-16 的表达水平有望成为评价 RA 病情活动度的有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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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99 

异常凝血酶蛋白在 HBV 和 HCV 相关性肝癌中的诊断价值 

 
王成红 

烟台山医院,264000 

 

目的  研究异常凝血酶蛋白（DCP）在 HBV 和 HCV 相关肝癌及原发肝癌中的检测情况，探讨 DCP

在我国病毒相关肝癌中的诊断意义。 

方法  采用化学发光酶联免疫检测技术分别对 201 例肝癌组（含 55 例 HBV 相关性肝癌、42 例

HCV 相关性肝癌、104 例原发性肝癌）和 223 例非肝癌组（含 122 例慢性肝炎、51 例消化系统肿

瘤患者血清和 50 例健康体检者）血清中的 DCP 进行检测，采用 ROC 曲线法评价 DCP 在病毒相

关肝癌中的诊断价值。 

结果  HCV 相关肝癌血清中的 DCP 含量显著低于 HBV 和原发肝癌组（P＜0.01），但均高于非肝

癌组（P＜0.01）， HBV 肝癌和原发肝癌 DCP 含量无显著区别；在 HBV、HCV 和原发肝癌样本

中的灵敏度分别为 81.82%（45/55）、59.52%（25/42）、79.81%（83/104），其中 HCV 相关肝

癌血清中的检出率显著低于 HBV 和原发肝癌组（P＜0.001）。DCP 总检测灵敏度为 76.12%

（153/201），特异性为 95.52%（213/223），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701； 

结论  DCP 对 HCV 相关肝癌的检测能力稍差，对 HBV 相关肝癌及原发肝癌的临床诊断意义明显。 

 
 

PU-2800 

一种新型鱼缘免疫相关蛋白的探索 

 
徐晓阳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肽聚糖识别蛋白（PGRP）—一种能够特异地识别、结合肽聚糖，激活先天免疫有关的细胞

信号通路，启动下游的效应蛋白或者效应分子进行免疫防御的众多模式识别受体的一种，有的肽聚

糖识别蛋白甚至能够直接将细菌杀死。在人的 PGRP 家族中短型的肽聚糖识别蛋白拥有广谱的直

接杀菌作用，而长型的肽聚糖识别蛋白拥有较长转录本，除了具有模式识别受体的作用在还具有保

守的酰胺酶活性结构域，拥有与 T7 噬菌体水解酶相似的 2 型 N-acetylmuramyl-L-alanine amidase

活性。 

方法  实时荧光定量 PCR  SDS-PAGE 扫描电镜技术 

结果  在通过对鲤鱼的肽聚糖识别蛋白 PGRP6 ORF 的克隆、原核表达载体构建、诱导表达纯化及

与细菌结合等一系列的实验证实了鲤鱼 PGRP6 有与细菌结合的活性，在扫描电镜下观察到了鲤鱼

PGRP6 作用前后不同类型细菌表面发生的变化。通过酰胺酶活性测定实验证实了鲤鱼 PGRP6 具

有与 T7 噬菌体水解酶相似的 N-acetylmuramyl-L-alanine amidase 活性。对鲤鱼 PGRP6 在天然免

疫中发挥作用的机制进行了补充和初步的探索。 

结论  PGRP6 相对于 PGRP5 来说表达的变化量非常显著，在表达量变化的速度上也比鲤鱼的

PGRP5 快了很多，说明鲤鱼的肽聚糖识别蛋白 PGRP6 可能具有一定的生物酶所具有的活性特

征，联系到肽聚糖识别蛋白从低等动物到高等动物保守的具有 N-acetylmuramyl-L-alanine 

amidase 活性的结构域推测鲤鱼 PGRP6 有与细菌结合的活性以及与 T7 噬菌体水解酶相似的 2 型

N-acetylmuramyl-L-alanine amidase 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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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01 

尘肺结核患者血清中 TNF-α、sIL-2R 的表达及意义 

 
张欣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观察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可溶性白细胞介素-2 受体（sIL-2R）在尘肺结核患者血清

中的表达情况，探讨其在疾病发生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收集尘肺Ⅰ期合并结核 30 例、尘肺Ⅱ期合并结核 16 例、尘肺Ⅲ期合并结核 8 例,应用酶联免

疫吸附测定（ELISA）法检测各期尘肺结核患者和健康者血清中的 TNF-α、sIL-2R 含量。 

结果  尘肺结核组血清 TNF-α 浓度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具非常显著（P<0.01）性，并且随尘肺期

别的增加，TNF-α 水平逐渐降低；尘肺结核组血清 sIL-2R 浓度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具非常显著

（P<0.01）性，并且随尘肺期别的增加，sIL-2R 水平逐渐增高，两者都表现出与疾病病情发展的

相关性。 

结论  TNF-α、sIL-2R 是尘肺结核发生发展中的两项重要的免疫指标，有助于判断病情的进展程

度，同时对临床疗效观察及了解尘肺结核的发病机制也具有重要意义。 

 
 

PU-2802 

抑郁症患者血清褪黑素（MT）、IL-6、Hcy 

及补体 C3、C4 的浓度变化 

 
张颖君,唐亚梅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410000 

 

目的   探究抑郁症患者血清中褪黑素（melatonin,MT）、白介素 -6（ IL-6）、同型半胱氨酸

(Homocysteinc，Hcy)和补体 C3、C4 的浓度变化及与抑郁症的关系。 

方法  收集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院确诊的抑郁症患者 66 例，并根据是否为第一次发病分为首发组

（33 例）与复发组（33 例），另选择同期来我院的健康体检者 22 例为健康对照，选用酶联免疫

吸附法测血清 MT 含量、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清中 IL-6 含量，酶法测血清 Hcy 含量，化学速率散射

比浊发法测血清 C3 和 C4 的浓度，分析各组间的差异。 

结果  抑郁患者血清中的 MT、IL-6 和 Hcy 水平较对照组显著升高(P<0．05)，C3 浓度均显著降低

(P<0．05)；C4 浓度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抑郁症患者存在免疫炎症和自身免疫反应，MT、IL-6、Hcy 和 C3、C4 可能与抑郁症的病理

发展有关。 

 
 

PU-2803 

血清胃蛋白酶原 I、II 对胃部疾病诊断的价值 

 
胡伟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644000 

 

目的  探讨血清胃蛋白酶原 I（PG I）、胃蛋白酶原 II（PG II）及胃蛋白酶原比值（PGII/PGⅠ）对

胃部疾病诊断的价值。 

方法  收集 2017 年 2 月-2017 年 4 月于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诊断的 17 例急性胃炎患者、56 例慢性

胃炎患者、20 例胃溃疡患者、14 例胃癌患者及 40 例健康体检者的血清，使用日立 7600 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检测胃蛋白酶原 I、II 的含量并计算 PGII/PGⅠ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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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慢性胃炎和胃溃疡患者血清 PGⅠ水平分别与对照组和胃癌组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慢

性胃炎和胃溃疡患者血清 PGⅡ水平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P <0.05)，胃溃疡组血清 PGⅡ水平与

急性胃炎组有明显差异(P <0.05)；胃癌组血清 PGII/PGⅠ比值水平与其他各组均有显著性差异(P 

<0.05)。以慢性胃炎组为对照绘制胃癌 PGI、PGII 和 PGII/PGI 的 ROC 曲线， PGI、PGII 和

PGII/PGI 的 AUC 分别为 0.295、0.474、0.739，PGII/PGI 诊断明显优于 PGI、PGII，其敏感性为

0.9168，特异性为 0.893。 

结论  血清胃蛋白酶原 I、II 以及 PGII/PGⅠ比值可用于急慢性胃炎、胃溃疡及胃癌辅助诊断，也可

用于健康体检人群胃部疾病筛查。 

 
 

PU-2804 

部分肿瘤标志物高通量 ELISA 检测的临床分析 

 
魏文婷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272000 

 

目的   探讨高通量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仪 ADDCARE 1100 检测癌胚抗原（CEA）、甲胎

蛋白（AFP）、糖类抗原 125（CA125）的临床相关性。 

方法   收集本实验室 CEA 临床血清样本 408 例，分为消化道恶性肿瘤组、消化道非恶性肿瘤组和

正常对照组；收集 CA125 临床血清标本 359 例分为卵巢癌患病组、卵巢良性肿瘤组和正常对照

组；收集 AFP 临床血清标本 439 例分为原发性肝癌组、肝硬化疾病组和正常对照组，检测各组肿

瘤标志物含量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本实验室 CEA 的正常参考值为<2.12ng/mL，CA125 的正常参考值为<25.0U/mL，AFP 的正

常参考值为<5.29ng/mL。临床分析表明 CEA、CA125、AFP 恶性肿瘤组的值和阳性率均显著高于

其它两组对照组。CEA 对于消化道恶性肿瘤诊断的敏感度为 79.70%，特异度为 81.30%，CA125

对于卵巢癌诊断的敏感度为 62.40%，特异度为 65.00%，AFP 对于原发性肝癌诊断的敏感度为

67.70%，特异度为 68.50%。 

结论  高通量 ELISA 仪 ADDCARE 1100 检测 CEA、AFP、CA125 三种肿瘤标志物能在疾病诊疗

方面提供有价值的实验室数据。 

 
 

PU-2805 

γ 干扰素释放分析对类风湿患者结核检测的意义 

 
胡伟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644000 

 

目的  评价 IGRA 方法对结核潜伏性感染的检测，为类风湿患者进行结核检测和生物制剂使用提供

指导。 

方法  选取宜宾第二人民医院 2015 年-2017 年收治患者 164 例，分为健康组（n=56）、类风湿组

（n=87）、类风湿合并结核组（n=21），用 γ-干扰素释放试验试剂 A.TB 和 QuantiFERON-TB 

Gold (QFT)检测试剂及结核菌素实验（TST）对所有样本进行结核感染检测。对类风湿组在进行英

夫利西单抗治疗 1 年后，再次进行相关检测。 

结果  在所有组中 TST 检测与其它检测差异极显著（P＜0.01），在 RA 组和 RA/TB+组中 QFT 检

测的不确定结果明显增多。在 RA/TB+组中 A.TB 检测与 QFT 检测相比差异显著（P＜0.05）。在

使用英夫利西单抗治疗 1 年以后出现 6 例活动性结核患者，这些患者都出现在 A.TB 检测阳性患者

中。4 例出现在 QFT 检测阳性患者中，3 例出现在 TST 检测阳性患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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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IGRA 检测结核的潜伏感染在类风湿患者中明显优于 TST， A.TB 检测受类风湿患者免疫紊乱

影响小于 QFT。根据 IGRA 检测结果对英夫利西单抗使用患者进行针对性的结核预防治疗或者对患

者进行密切关注，优于对 TST 结果采用相关措施。 

 
 

PU-2806 

鲁西南地区新生儿乙肝表面抗原定量一过性阳性的研究 

 
秦静静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272000 

 

目的  回顾性分析并探讨接种乙型肝炎(简称乙肝)疫苗与新生儿乙肝表面抗原(HBsAg)定量一过性阳

性的关系。 

方法  对于 2017 年 2 月 1 日至 2018 年 2 月 1 日在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进行 HBsAg 定量检测的

3578 例新生儿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对疫苗接种后的 HBsAg 阳性发生率、“乙肝二对半”模式、

HBsAg 浓度及与接种时间的关系等进行了统计分析。 

结果  3578 例新生儿共检出 HBsAg 阳性 318 例（浓度为 0.04-0.30IU/ml)，阳性率为 8.88%。其中

295 例为乙肝疫苗引起 HBsAg 阳性，12 例为母婴垂直传播引起的 HBsAg 阳性，11 例不确定。新

生儿乙肝疫苗接种后 HBsAg 阳性主要发生于接种疫苗后 0-7d。与疫苗接种后 8-14 d 及 15-31 d 比

较，HBs Ag 的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值分别为 0.040、0.022)。接种疫苗后 0-2 d，HBsAg

浓度最高，之后逐渐下降。乙肝疫苗接种后 302 例以 HBsAg 单项阳性为主，其中 12 例同时伴乙

型肝炎表面抗体(HBsAb)阳性，不同于乙肝病毒感染后常见血清模式。 

结论  接种乙肝疫苗 2 周内的新生儿发生 HBsAg 一过性阳性的可能性较大，建议 HBsAg 检测在乙

肝疫苗接种 2 周后再进行，或告知临床医生建议 HBsAg 阳性新生儿于一个月后复检表面抗原定

量。 

 
 

PU-2807 

靶向 c-Met/PD-1 双特异性嵌合抗原受体抗实体肿瘤作用研究 

 
孙祖俊,李冬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200000 

 

目的  嵌合抗原受体修饰的 T 细胞（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CAR-T）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治疗

领域取得显著疗效，然而对于患者更多的实体瘤研究，由于实体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抑制分子及基

质屏障的限制，虽然报道较多，但关于 CAR-T 细胞治疗实体肿瘤效果依然缺乏实质性进展 

方法  我们前期通过筛选获得两株分别靶向 c-Met 和 PD-1 分子的人源单克隆抗体，以这两株单克

隆抗体抗原结合片段 scFv 序列作为绑定区，我们设计了同时靶向 c-Met 与 PD-1 分子的第三代

CAR，然后将其克隆入慢病毒载体后进行包装，成功获得包含目的基因的慢病毒上清液。接着应用

MTS 实验、ELISA、乳酸脱氢酶（LDH）释放实验以及流式细胞分析术，分别检测 CAR-T 细胞在

增殖能力、细胞因子 IL-2 分泌水平、杀伤靶细胞能力及诱导靶细胞凋亡方面的作用 

结果  该双特异性 CAR-T 细胞能够与 c-Met 及 PD-1 分子特异性结合，并具有很高的亲和力；靶向

c-Met/PD-1 双功能 CAR-T 细胞在受到重组人 c-Met 抗原刺激后增殖加快；CAR-T 能够特异、高效

地杀伤高表达 c-Met 分子的胃癌细胞 MKN45 及 IM95；CAR-T 与靶细胞共培养后显著促进自身细

胞因子 IL-2 的分泌及靶细胞的凋亡。同时发现双特异性 CAR-T 在体内能够显著抑制裸鼠移植瘤的

生长，并且抑制肿瘤生长的效果优于单一靶点的 CAR-T 细胞 

结论  靶向 c-Met/PD-1 双特异性 CAR-T 细胞将来有望应用于临床实体肿瘤过继性免疫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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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08 

110 例抑郁症患者检测淋巴细胞亚群免疫表型分析 

 
马永能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621000 

 

目的  探讨抑郁症患者淋巴细胞各亚群在不同抑郁组患者中的变化和疾病的相关性。 

方法  通过整群抽样方法抽取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110 例抑郁症患者，其中轻度抑郁症患者 34

例，中度抑郁症患者 39 例，重度抑郁症患者 38 例。所有患者均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抑郁症诊断标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得分大于 20 分，排除机体免疫干预、感染等，同时采

取 60 名健康体检人作为正常对照组。采用流式细胞术的方法对两组标本进行淋巴细胞亚群的检

测。 

结果  轻度、中度抑郁症组和重度抑郁症组 CD3 总 T 淋巴细胞、CD3+CD4+辅助性 T 淋巴细胞、

NK 细胞的比例和绝对计数值下降，其中重度抑郁症组明显低于轻度、中度抑郁症组和正常对照组

（P＜0.05）； 轻度、中度抑郁症组和重度抑郁症组 CD4+/CD8+比值下降，其中重度抑郁症组明

显低于轻度、中度抑郁症组和正常对照组（P＜0.05）；轻度、中度抑郁症组和重度抑郁症组

CD3+CD8+抑制性 T 淋巴细胞比例和绝对计数值增高，其中重度抑郁症组明显高于轻度、中度抑

郁症组和正常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轻度、中度抑郁症组和重度抑郁症组的

CD3-CD19+B 淋巴细胞的比例和绝对计数值与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抑郁症患者存在明显的细胞免疫功能紊乱和调节紊乱。 

 
 

PU-2809 

锌指蛋白 ZBTB20 在 SLE 患者外周血 B 细胞中的表达和临床意

义 

 
曹珂,裴露 

郑州市中医院,450000 

 

目的  研究锌指蛋白 ZBTB20 在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外周血 B 细胞中的表达,并探讨

ZBTB20 在 SLE 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 RT-PCR 技术检测 36 例 SLE 患者（SLE 组）和 30 例正常对照者（对照组）外周血

CD19+ B 细胞中 ZBTB20 mRNA 的表达水平，免疫印迹（western blot）分析外周血 ZBTB20 蛋白

水平，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其中 B 细胞亚群所占比例，分析 SLE 患者 B 细胞中 ZBTB20mRNA 的

表达与 B 细胞亚群比例变化的关系及临床指标（抗 ds-DNA 抗体、免疫球蛋白 IgG、抗核抗体、抗

ENA 抗体）的相关性。 

结果  SLE 患者组外周血 CD19+B 细胞中 ZBTB20 mRNA 的表达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SLE 患者外周血 ZBTB20 蛋白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与对照组相比，SLE 患者外周血 B 细

胞亚群，CD19+B 细胞比例降低（P<0.05），CD19-CD138+浆细胞比例及 CD19-CD138+浆细胞

/CD19+B 细胞之间的比值显著增高（P<0.05）；SLE 患者 B 细胞 ZBTB20 mRNA 表达与 CD19 -

CD138+浆细胞/ CD19+B 细胞比值呈正相关（P<0.05）；ZBTB20mRNA 与抗 ds-DNA 抗体、免疫

球蛋白 IgG、抗核抗体、抗 ENA 抗体均呈正相关（P<0.05）。 

结论  ZBTB20 在 SLE 患者 B 细胞中的表达升高，且与浆细胞及其产生的抗体明显相关，提示

ZBTB20 可能通过促进 B 细胞分化从而参与 SLE 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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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10 

microRNAs 与 RA 的相关性研究 

 
祝静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637000 

 

目的  通过测定 RA 患者及健康人群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s）中 microRNA 146a（miR-

146a）、miR-23b 的表达水平及血浆中 IL-17 的浓度，分析 RA 患者 miR-146a、miR-23b 和炎性

细胞因子 IL-17 的表达是否与健康人之间存在差异，并进一步分析 RA 患者 miR-146a 和 miR-23b

的表达水平与 IL-17、RA 相关临床指标和实验室指标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qPCR）测定 34 例活动期 RA 患者及 35 例健康体检者

PBMCs 中 miR-146a 和 miR-23b 表达水平，比较其在 RA 患者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采用酶联

免疫吸附试验（ELISA）测定血浆中 IL-17 的浓度，比较其在两组间的差异；分析 RA 患者 miR-

146a 和 miR-23b 的表达水平分别与疾病相关指标的关系。数据采用 SPSS 16.0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 

结果  （1）RA 患者 PBMCs 中 miR-146a（P=0.040）、miR-23b（P=0.041）的表达水平及血浆

IL-17 的浓度（P=0.036）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 

（2）RA 患者 PBMCs 中 miR-146a 表达水平与血浆 IL-17 无显著相关性，miR-23b 与 IL-17 也无

显著相关性。  

（3）RA 患者 PBMCs 中 miR-146a 表达水平与 ESR 呈正相关（R=0.402，P=0.020），与

CRP、抗 CCP 抗体、RF、DAS 无显著相关性；miR-23b 表达水平与 ESR、CRP、抗 CCP 抗

体、RF、DAS 均无显著相关性。 

结论  （1）活动期 RA 患者 PBMCs 中 miR-146a、miR-23b 的表达水平及血浆 IL-17 的浓度高于正

常对照，表明 RA 患者存在 miR-146a、miR-23b 及 IL-17 的异常表达，提示增高的 miR-146a、

miR-23b 及 IL-17 可能与 RA 的病理过程有关。 

 （2）活动期 RA 患者 PBMCs 中 miR-146a 的表达水平与 ESR 呈正相关，提示 PBMCs 中的 miR-

146a 可能与 RA 疾病活动性相关。 

 
 

PU-2811 

银屑病患者 Th17 细胞、调节性 T 细胞 

及相关细胞因子检测的临床意义 

 
刘正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〇四医院 

 

目的  探讨银屑病患者外周血辅助性 T 细胞 17（T helper cell 17，Th17）、调节性 T（regulatory 

T cell ,Treg）细胞及相关细胞因子检测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院皮肤科收治的银屑病患者 60 例（实验组）及健康体检

者 30 例（对照组），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中 Th17 和 Treg 

细胞比例，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测定 Th17 细

胞、Treg 细胞相关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 17(Interleukin-17,IL-17)、白细胞介素 10(Interleukin-10 IL-

10)水平。 

结果   银屑病患者组外周血 Th17 细胞比例、血清中 IL-17 水平及 Th17/Treg 比值分别为

【 （ 2.03±0.27 ） % ， （ 101.05±10.88 ） ng/L ， （ 1.91±0.46 ） % 】 均 较 健 康 对 照 组

【（0.80±0.32）%，（55.60±7.77）ng/L ，（0.30±0.14）%】显著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 Treg 细胞比例及血清中 IL-10 水平分别为 【(1.10±0.21) %，（15.5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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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L】均较健康对照组【（2.80±0.43）%，（29.86±5.61）ng/L】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银屑病患者中存在 Th17 细胞及 Treg 细胞免疫平衡失调，可为银屑病临床治疗提供指导。 

 
 

PU-2812 

比较三种不同检测方法在儿童腺病毒感染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王铁山 

北京友谊医院 

 

目的  评价酶联免疫吸附法，间接免疫荧光法与直接免疫荧光法三种不同检测方法对儿童腺病毒感

染诊断的应用价值，为辅助临床诊断提供更加准确且快速的检测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01-2017.03 间我院检验科接收的 220 例同时进行上述三种检测的病例，以

其中直接免疫荧光法为金标准，计算其他两种方法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

Kappa 值、约登指数、阳性似然比、阴性似然比等指标，进行配对 χ
２
检验。 

结果  酶联免疫吸附法敏感性 96.77%，阴性预测值 99.26%，阴性似然比 0.045，约登指数 0.68，

Kappa 值 0.39，间接免疫荧光法特异性 87.30%，阳性预测值 53.85， 阳性似然比 7.11，约登指数

0.78，Kappa 值 0.61，三种方法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以直接免疫荧光法对于腺病毒的检测为金标准，间接免疫荧光法与酶联免疫吸附法方法检测

结果具有差异性，综合比较各种因素，间接免疫荧光法对于腺病毒检测操作更加简便，结果更加可

靠，能更加及时为临床提供有效数据。 

 
 

PU-2813 

miR-21 对结肠癌 SW-480 细胞增殖和迁移的影响 

及其机制的研究 

 
赵苓旭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637000 

 

目的  探讨抑制 miR-21 的表达对结肠癌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的影响。 

方法  采用脂质体转染的方式将 miR-21 反义寡核苷酸 Anti-miR-21 inhibitor (IN).转染至结肠癌 SW-

480 细胞。采用 real -time PCR 检测结肠癌 SW-480 细胞中 miR-21 的表达。应用 CCK-

8 ,Transwell 小室检测转染后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能力。采用 qRT-PCR 检测结肠癌 SW-480 细胞中

sec23a 的基因表达，并用 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 sec23a 的蛋白表达。 

结果  转染 Anti-miR-21 inhibitor，明显抑制了结肠癌 SW-480 细胞中 miR-21 的表达（p<0.01）。

增殖实验显示，miR-21 下调后细胞增殖能力受到显著抑制（p<0.01）。Transwell 小室试验证实

miR-21 下调后，细胞迁移能力明显下降（P＜0.01）；qRT-PCR 和 Western blot 试验显示，抑制 

miR-21 表达后结肠癌细胞 sec23a 的基因和蛋白水平明显降低（p<0.01）。 

结论  下调 miR-21 的表达对结肠癌细胞的增殖和体外迁移能力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下调 miR-21 

后，sec23a 表达明显降低；sec23a，可能是 miR-21 参与肿瘤发生、发展的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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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14 

健康体检人群乙型肝炎病毒标志物检测结果分析 

 
陈晓莉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医院 

 

目的  分析本院健康体检人群乙型肝炎携带感染情况。 

方法  对 2015 年 6 月-2017 年 12 月期间在本院接受健康体检的受检者，进行临床乙型肝炎血清标

志物 HBsAg、HBsAb、HBeAg、HBeAb、HBcAb 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本文结果显示 8768 例体检者中，乙肝五项指标全阴 2220 例，单项 HBsAb 阳性 5226 例，

其他阳性样本共 1322 例，总检出率为 15.1%。 HBsAg 总阳性样本共 544 例，总检出率为 6.2%。

HBsAg 阳性率中年组和老年组明显高于青年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少数民族略高于

汉族，族别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性（p＞0.05）。HBsAb 阳性率在各年龄段和族别中差异显著（p＜

0.05）。 HBcAb 阳性率各年龄组差异显著（p＜0.05），民族之间没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我国是乙肝病毒感染大国，建议政府加大对于接种乙肝疫苗的健康知识宣传，定期体检，加

强免疫，以控制乙肝病毒感染人群增长 

 
 

PU-2815 

N 末端 B 型钠尿肽原 POCT 检测系统的性能评价 

 
钟乔华,卢松耀,陈琦 

揭阳市人民医院,522000 

 

目的  评价万孚飞测荧光免疫全自动干式快速定量检测系统检测 N 末端 B 型钠尿肽原(NT-proBNP)

的精密度、正确度和线性范围，以确保床边检验(POCT)结果的可靠性。 

方法  收集 54 例临床疑似心力衰竭患者血清样本，以罗氏 e411 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做为

比较方法，万孚飞测荧光免疫全自动干式快速定量检测系统为实验方法。 观察 2 种方法检测 NT-

proBNP 的相关性，阴阳性符合率，评价 POCT 检测系统检测 N 末端 B 型钠尿肽原(NT-proBNP)的

批内差和批间差，并进行质控评估。 

结果  万孚 N 末端 B 型钠尿肽原(NT-proBNP)试剂盒的批内差和批间差 CV 均小于 10%，该法在 0

～37000ng/L 的范围内线性良好，R² = 0.9938，偏倚小于 8%，均与厂商声明的性能指标相符，与

罗氏 e411 电化学发光法比对结果相关性良好(r=0.9875)，阴阳性符合率达 96.3%。 

结论  万孚飞测荧光免疫全自动干式快速定量检测系统检测 NT-proBNP 的精密度、正确度及线性

范围等性能良好，符合临床应用要求。 

 
 

PU-2816 

流式细胞仪检测恶性淋巴瘤患者外周血 T 细胞亚群的临床研究 

 
王景胜,刘正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零四医院 

 

目的  探讨流式细胞仪检测恶性淋巴瘤患者外周血 T 细胞亚群的效果及其与临床病理、肿瘤类型的

关系。 

方法  选取我院于 2014 年 8 月至 2016 年 9 月收治的 98 例恶性淋巴瘤患者为研究组，选取 98 例同

时期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应用流式细胞仪检测两组外周血 T 细胞亚群（CD3、CD4、CD8、

CD4/CD8）并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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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研究组 CD3、CD4/CD8 水平较对照组均明显更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

类型恶性淋巴瘤患者 CD3、CD4/CD8 水平较对照组均明显更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Ⅲ-Ⅳ期恶性淋巴瘤患者 CD3、CD4、CD4/CD8 水平较对照组明显更低，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Ⅰ-Ⅱ期恶性淋巴瘤患者 CD3 水平较对照组明显更低，而 CD8+水平更高，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流式细胞仪检测恶性淋巴瘤患者外周血 T 细胞亚群对于判断患者病情、临床分期及免疫状态

具有重要意义。 

 
 

PU-2817 

miR-30b 靶向下调 IL-6R 参与高尿酸血症患者的炎症反应 

 
钟晓武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637000 

 

目的  通过检测高尿酸血症患者血液及尿液标本检测和建立小鼠高尿酸血症动物模型，探讨在高尿

酸血症过程中炎症因子受体 IL-6R 的变化以及 miR-30b 在该过程中的调控作用及机制。 

方法  对我院 2017 年 3 月-2017 年 9 月的 51 例高尿酸血症患者的血液和尿液行临床标本采集，以

同期 36 例健康正常体检志愿者血液和尿液作为对照组。运用 ELISA 技术检测血清和尿液中 IL-6R

蛋白表达变化；运用 qRT-PCR 技术检测血清和尿液标本中 miR-30b 和 IL-6R 因子 mRNA 表达变

化。以小鼠为试验动物，分成对照组和模型组，模型组小鼠用采用酵母联合尿酸酶抑制剂氧嗪酸钾

构建高尿酸血症动物模型，运用 qRT-PCR、Western Blot 和 ELISA 技术检测小鼠肾脏组织、血液

和尿液中的 miR-30b 和 IL-6R 表达变化；运用双荧光素酶报告技术证实 IL-6R 为 miR-30b 的直接

靶基因。 

结果  相比对照组，高尿酸血症患者的体液标本中 IL-6R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明显上调，而 miR-

30b 显著下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模型组小鼠的肾脏组织、血液和尿液中的 IL-6R 因

子的 mRNA 和蛋白表达均明显上调，miR-30b 表达均明显下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双荧光素酶基因报告实验表明 IL-6R 是 miR-30b 的直接靶基因。 

结论  高尿酸血症患者的 IL-6R 表达明显上调，且这种增强可能与 miR-30b 下调有关，miR-30b 可

能通过对 IL-6R 的调控参与高尿酸血症的病理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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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18 

支气管哮喘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TIPE2、TF 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时光,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检测支气管哮喘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TIPE2、TF 表达水平，并探讨其与哮喘控制水平的相关

性。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6 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哮喘患者 76 例，分为未控制组 43

例，部分控制组 33 例，选取同时期健康体检者 44 例作为正常对照组。Western blot 法检测各组外

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TIPE2、TF 的表达水平，Spearman 秩相关分析 TIPE2 和 TF 之间的相关性，

受试者工作曲线（ROC 曲线）评估 TIPE2 和 TF 对支气管哮喘的诊断价值。 

结果  与哮喘部分控制患者和健康对照相比，哮喘未控制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TIPE2 表达水平

显著降低（p<0.01）。哮喘部分控制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TIPE2 表达水平显著低于健康对照

（p<0.01）。与健康对照相比，哮喘部分控制组和哮喘未控制组 PBMCs 中 TF 表达水平显著升高

（p<0.01），哮喘部分控制组和未控制组 TF 水平无差异（p>0.05）。哮喘患者 PBMCs 中 TIPE2

表达水平与 TF 表达水平呈负相关。约登指数（Youden）最大原则确定 TIPE2、TF 最佳临界值

TIPE2 相对表达量小于 0.3635, TF 相对表达量大于 0.3539 作为区分哮喘患者和健康者的依据，其

诊断哮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68.4%，95.5%（TIPE2）；39.5%，100.0%（TF）。TIPE2

相对表达量小于 0.1145 作为在哮喘未控制组和哮喘部分控制组中诊断哮喘未控制患者的依据，敏

感度为 76.7%，特异度为 100.0%。 

结论  哮喘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TIPE2 表达水平降低，TF 表达升高，二者呈负相关。TIPE2 与

哮喘控制水平相关。 

 
 

PU-2819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PIVKA-Ⅱ combined with AFP in the 

diagnosis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Qin Du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protein induced by vitamin K absence or 

antagonist-Ⅱ(PIVKA-Ⅱ) in serum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patients and combined with alpha-

fetoprotein (AFP) in the diagnosis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Methods Sera of 88 patients with primary liver cancer were collected. Meanwhile, sera of 61 
patients with gallbladder disease (gallbladder cancer, gallstone, etc.), sera of 110 patients with 
benign liver diseases (chronic hepatitis B, cirrhosis, etc.) and sera of 49 patients with other organ 
diseases(lung, digestive tract, pancreas, etc.) were collected respectively, as controls.. 

The serum levels of PIVKA-Ⅱ and AFP were detected by the method of chemiluminescent 

immunoassay and electrochemical luminescence respectively. Compared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tumor markers in each group, and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was 
appli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of individual and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each index in 
the diagnosis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Results The sera levels of PIVKA-Ⅱand AFP in primary liver cancer group were all higher than 

other disease groups(all P<0.01). ROC curve analysis showed that with the critical value of 

PIVKA-Ⅱand AFP in serum were 140.26 mAu/mL and 184.60 ng/mL in the diagnosis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were 0.929(95%CI:0.896~0.963)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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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4(95%CI:0.805~0.903) respectively; the sensitivity were 84.10% and 58.00%; the specificity 

were 93.20% and 96.40%. The AUC of PIVKA-Ⅱ combined with AFP in the diagnosis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was 0.944,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ree 89.80% and 89.10%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value of PIVKA- II in the diagnosis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is obviously better 
than that of AFP. The combined detection with AFP will be helpful to improve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PU-2820 

硫氧还蛋白 1 在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宗明,卢添宝,虞珊珊,范列英 

上海市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目的  研究硫氧还蛋白 1（thioredoxin 1, Trx1）在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和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 SCLC）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

义。 

方法  利用肺癌组织芯片采用免疫组化检测 Trx1 在 NSCLC 和 SCLC 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的表达与

分布。 

结果  在 NSCLC 和 SCLC 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均存在 Trx1 的表达，主要定位于细胞浆，也可在细

胞核中发现，其在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癌旁组织（P<0.01），且在 NSCLC 癌组织中其表

达明显高于 SCLC 癌组织（P<0.01）；Trx1 在中、低度分化的 NSCLC 组织中的表达明显高于高

度组织分化者（P<0.01），有 2-3 个淋巴结转移的 NSCLC 组织表达 Trx1 明显高于 0-1 个淋巴结

转移者（P<0.01），III-IV 期的 NSCLC 组织表达明显高于 I-II 期者（P<0.01）。Trx1 表达量与

NSCLC 患者的年龄、性别和病理类型无明显相关性（P>0.05），但与患者的生存周期呈负相关

（P<0.001）。在癌旁组织中的 Trx1 表达与患者的生存周期无明显相关性（P>0.05）。 

结论  Trx1 在肺癌癌组织中存在高表达，且 NSCLC 表达明显高于 SCLC，Trx1 表达水平与

NSCLC 患者的组织分化、淋巴结转移、临床分期以及生存周期密切相关。 

 
 

PU-2821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中 eb 病毒 

和巨细胞病毒同时感染的临床研究 

 
喻朝泽暄 

解放军 404 医院 

 

目的  研究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中 eb 病毒和巨细胞病毒同时感染的临床状况。 

方法  选择我院在 2016 年一整年时间段内收治的 66 例患有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患者为主要对

象，根据患者合并病毒的实际情况将其均分成单一组与联合组，每组各 33 例对象。单一组患者单

纯感染了 eb 病毒，联合组患者在感染 eb 病毒的基础上同时感染了巨细胞病毒，分别对两组进行检

验。 

结果  联合组患者的各类型不良特征例数都要明显多于单一组，两组患者的相关数据在对比后存在

明显差异。 

结论  同时感染两种病毒的患者相关症状会变得更为严重。临床医护人员需要针对同时感染了两种

病毒的 IM 患者进行着重观察，并且定期对患者的相关指标等进行监测分析，以此确保患者的临床

治疗效果，以免患者的治疗出现不到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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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22 

The dissociation of Urea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of false-
positive of antibodies to T.pallidum detect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Qiang Wang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we derived and validated the dissociation of urea in an attempt to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of false-positive of antibodies to T.pallidum detected by ELISA 
Methods  6 serum samples, false-positive of antibodies to T.pallidum detected by ELISA, and 16 
control serum samples(8 sera positive for both specific IgG and IgM, 8 IgG-positive and IgM-
negtive sera) were enrolled to select the appropriate dissociated concentration and dissociated 
time of urea. After that, combined with the selection to establish improved ELISA method, which 
based on the original detection system of ELISA. The sensitivity of improved ELISA was 
evaluated by 275 serum samples with the class IgM-positive antibodies to T.pallidum. 
Results At 6mol/L with 10 minutes dissociation of urea, 6 samples with false-positive of 
antibodies to T.pallidum were converted to negative, compared with true-positive of antibodies to 
T.pallidum were no qualitative convertion. The sensitivity of improved ELISA was 100% by 
detecting the class IgM-positive antibodies to T.pallidum in sera of syphilis patients. 
Conclusions Considering the importance at the diagnosis of syphilis, antibodies to T.pallidum in 
serum samples shoud be retested by improved ELISA in order to avoid false-positive results 
detected by ELISA. However, for the dissociation of urea, this configurating mode may induce 
serum samples with low affinity specific antibodies(IgM) to be negtive, especially at the early 
period of primary infection. As this situation, follow-up detection shoud be suggested after getting 
the details of clinical symptoms & epidemiological survey. 
 
 

PU-2823 

The role of miR-18a and miR-21 in the diagnosis of 
esophageal cancer and its clinical value 

 
Lihua Yao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miR-18a and miR-21 in esophageal carcinoma and 
researching their function and value in clinical diagnosis of esophageal cancer.  
Methods The expressions of miR-18a and miR-21 in esophageal cancer tissues, adjacent 
tissues and peripheral blood were detected by RT-PCR. The expression of miR-18a and miR-21 
in normal esophageal epithelial cells HET-1A, esophageal cancer cells ECA109, KYSE150 and 
TE1 were also detected.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was used to quantitatively detect the 
concentrations of CEA, SCC, CYRFA21-1 and TPA in esophageal cancer-related in peripheral 
blood serum. Meanwhile, the effects of miR-18a and miR-21 on esophageal cancer were 
compared with tumor markers in serum significance of clinical diagnosis.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miR-18a and miR-21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esophageal and 
esophageal cancer cell lines compared with normal paracancerous tissues and human normal 
esophageal epithelial cells. there was an obviously high expression of miR-18a and miR-21in 
peripheral blood serum in esophageal cancer patients than healthy volunteers, The value of the 
area under the receiver-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UC) were 0.948 
and0.9135,respectively.Besides, miR-18a and miR-21 were more pronounced for abnormal 

expression, the diagnosis of esophageal cancer is more sensitive，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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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ophageal tumor markers. Combined with the traditional esophageal tumor markers, AUC = 
0.9932, with higher efficiency diagnosis. 
Conclusions Our study revealed that miR-18a and miR-21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agnosis of esophageal cancer and may be a potential new noninvasive biomarker. 
 
 

PU-2824 

Construction, transfection and expression of hTEEAK over-
expressed lentivirus vector 

 
Yuan Xu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To construct human TWEAK over-express lentivirus vector and to study the regulation 
effect of plentilox3.7-TWEAK on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epG2 cells after transfection. 
Methods The hTWEAK sequence was obtained by PCR amplification from pORF5-TWEAK and 
inserted into plasmid plentilox3.7. The sequence was identified by agarose gel electrophoresis 
and sequencing, then the plasmid plentilox3.7-hTWEAK was constructed and work together with 
packaging plasmid pMD2.G, pCMV-VSV-G and pRSV-Rev to assemble into letivirus in 293T cells. 
The lentivirus was obtained from the medium of 293T cells and then infected HepG2 cells. The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CR and Western Blot technology were 
employed to measure the expression of TWEAK in HepG2 cells after transfection. 
Results The plasmid plentilox3.7-TWEAK was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and could be 
assembled to be lentivirus after co-transfect with packaging plasmid pMD2.G, pCMV-VSV-G and 
pRSV-Rev in 293T cells. Compared with lentivirus contain pelntilox3.7, the expression of TWEAK 
was significant elevated in the group of lentivirus plentilox3.7-hTWEAK transfection on mRNA 
and protein level, and most of the TWEAK protein locate in the cytoplasm part of HepG2 cells. 
Conclusions This study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the lentivirus contain pelntilox3.7-TWEAK and 
laid a foundation basis for its functional study further. 
 
 

PU-2825 

血浆热休克蛋白 90α 和 EBV DNA 定量检测 

对鼻咽癌的诊断和预后评价 

 
叶倩,崔兆磊,李筱莉,陈燕 

福建肿瘤医院 

 

目的  检测鼻咽癌患者血浆中 HSP90α 和 EBV DNA 治疗前、后及健康人中的表达情况，探讨其在

鼻咽癌诊断与临床病理特征关系以及疗效评价和预后评估中的作用。 

方法  应用定量酶联免疫吸附法和实时定量 PCR 方法检测 92 例初治鼻咽癌患者治疗前后、放化疗

后转移或复发以及持续缓解鼻咽癌患者血浆中 HSP90α 和 EBV DNA 的表达情况，并以 30 名健康

体检者为对照。 

结果  血浆中 HSP90α 水平为 87.28ng/ml 诊断鼻咽癌的敏感度为 92.1%，特异度为 86.0%。血浆

EB DNA 中位拷贝数为 4900/ml 对初诊鼻咽癌患者的诊断敏感性为 89.0%，特异性为 92.0%。92

例鼻咽癌患者经过治疗后均达到完全缓解或者部分缓解。鼻咽癌患者治疗前血浆中 HSP90α 和

EBV DNA 水平显著高于治疗后和健康对照者。血浆中 HSP90α 与鼻咽癌临床分期相关，与性别、

年龄、病理分型（T、N）无关(P>0.05)，治疗后完全缓解患者降至健康对照者水平。部分缓解患

者仍高于健康对照者水平，而完全缓解与部分缓解患者的治疗后血浆 HSP90α 降至健康对照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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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在半年内远处转移的患者治疗后血浆中 HSP90α 和 EBV DNA 水平均明显高于未发生远处转移

患者和健康对照者。血浆中 HSP90α 和 EBV-DNA 表达之间存在相关性。 

结论  血浆 HSP90α 水平作为辅助诊断鼻咽癌的指标有一定的临床意义。血浆中 HSP90α 与 EBV-

DNA 检测有助于判断鼻咽癌的诊断、病情监测和预后评估具有重要价值。 

 
 

PU-2826 

治疗前异常凝血酶原血清水平与原发性肝癌预后相关性研究 

 
林莺莺,陈岩松,陈燕 

福建省肿瘤医院,350000 

 

目的  探讨治疗前异常凝血酶原（PIVKA-Ⅱ）血清水平在原发性肝癌预后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3 月福建省肿瘤医院连续收治的 100 例未经治疗的肝细胞癌患

者入院时血清样本，用化学发光免疫技术检测 PIVKA-Ⅱ血清水平，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同时对患

者每隔三个月至半年进行随访，对随访结果结合临床资料，运用 X-tile 软件确立 PIVKA-Ⅱ对总生

存期的最佳截断值，并用 SPSS16.0 软件包进行生存分析。 

结果  截止 2017 年 3 月，100 例患者中位生存时间为 4.1 个月，3 年生存率为 22%。X-tile 软件确

立 PIVKA-Ⅱ对预测总生存期的最佳截断值为 55859mAU/ml，PIVKA-Ⅱ>55859 mAU/ml 的患者 17

例（占总人数的 17%），中位生存期为 2.0 个月，与 PIVKA-Ⅱ≤55859 mAU/ml 组相比（中位生存

期为 5.6 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PIVKA-Ⅱ的表达与总胆红素、腹水、肿瘤直径

和门脉癌栓成正相关。单因素分析显示治疗前 PIVKA-Ⅱ表达、发现肿瘤途径、肝功能生化指标、

腹水、CH 分级、侵犯肝被膜、肿瘤直径、数量、临床分期、门脉癌栓、下腔静脉癌栓、远处转移

以及治疗方式是患者总体生存率的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显示治疗前 PIVKA-Ⅱ高表达

（OR=5.405；95%CI： 0.219-0.879， P=0.020），下腔静脉癌栓和远处转移是患者预后较差的

独立预测因素。 

结论  治疗前 PIVKA-Ⅱ血清水平可作为肝癌预后标志物，治疗前 PIVKA-Ⅱ高表达提示不良预后。 

 
 

PU-2827 

Human epididymis protein 4 concentration in Northeast of 
Sichuan female apparently healthy individuals 

 
Juan Du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reference range of human epididymis protein 4 (HE4) in Northeast of 
Sichuan female apparently healthy individuals. 
Methods The automated Roche e602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system was applied to evaluate 
the concentration of HE4 in 2226 apparently healthy female individuals.  
Results The automated Roche e602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system has good 
analytical performance. Within the female apparently healthy individuals, The concentration range 
of HE4 in serum was [49.15 (23.70-146.00) pmol/L],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age 
(r=0.4589, p<0.01). the concentration of HE4 in ≥70 year old group [74.05(46.2-146.00)pmol/L] 
were higher than 60-69 year old group [59.00(39.10-125.00)pmol/L], 50-59 year old group 
[51.30(32.10-117.00)pmol/L], 40-49 year old group [47.90(23.70-124.0)pmol/L], 30-39 year old 
group [45.40(26.40-99.50)pmol/L] and <30 year old group [43.95(29.10-

92.10)pmol/L](H=441.88，p<0.01). The reference range of HE4 were 0-64.53 pmol/L for <30 

year old group, 0-62.66 pmol/L for 30-39 year old group, 0-66.20 pmol/L for 40-49 year old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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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40 pmol/L for 50-59 year old group, 0-87.84 pmol/L for 60-69 year old group and 0-123.61 
pmol/L for ≥70 year old group. 
Conclusions The reference range of HE4 should be established with age. The laboratory should 
establish the reference range of HE4 to suit the local individuals for the important value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PU-2828 

CEA、NSE、CYFRA21-1 联合检测在肺癌诊断中的价值 

 
张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〇四医院检验科 

 

目的  分析 CEA、NSE、CYFRA21-1 联合检测在肺癌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择取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0 月我院胸外科住院者为研究对象，分为肺癌组（254）以及良

性病变组（74），肺癌组再细分为鳞癌、腺癌、小细胞癌以及其他。开展 CEA、NSE、

CYFRA21-1 联合检测，分析结果。 

结果  肺癌组的 CEA 以及 CYFRA21-1 明显比良性病变组高，P＜0.05。NSE 无明显差异，P＞

0.05。鳞癌者 CEA 以及 CYFRA21-1、NSE 比腺癌高，P＜0.05。腺癌的 CEA 以及 CYFRA21-1

比良性组高，P＜0.05。小细胞癌者的 CYFRA21-1、NES 比良性组高，P＜0.05。不同类型的肺癌

患者 3 种肿瘤标志物的单项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鳞癌、腺癌、小细胞肺癌阳性

检出率最高的肿瘤标志物分别对应的是 CYFRA21-1(81.0%)、CEA(55.3%)、NSE(77.8%)。肺癌

组 3 项肿瘤标志物阳性率都高于良性病变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且 CEA、NSE、

CYFRA21-1 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的阳性率为 77.2%,明显高于任何一单项的检测,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P <0.05。 

结论  肺癌患者血清内 CEA、NSE、CYFRA21-1 均呈现出上升趋势，联合检测的阳性率明显升

高，开展联合检测，有助于甄别肺癌，可以为临床制定治疗方案提供现实依据。 

 
 

PU-2829 

两种血清学诊断方法在肺孢子菌肺炎(PCP)诊断中的比较研究 

 
王建成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100000 

 

目的  评价血清学指标 Msg C 共有抗原在肺孢子菌肺炎诊断中的临床价值，探索肺孢子菌肺炎非创

性血清学诊断方法。 

方法  建立人源肺孢子菌 Msg C 次保守区共有抗原检测血清抗 Msg CIgM 抗体 ELISA 检测方法，

对 48 例 PCP 高危人群和 51 人健康人群血清进行 Msg CIgM 抗体和（1-3）-β-D 葡聚糖检测，并

与支气管灌洗液 PCR 结果进行比较，对三者间的阳性率、一致性等指标进行评价。 

结果   99 例标本中 Msg C IgM 抗体检测阳性率为 28.3%与（1-3）-β-D 葡聚糖检测无差异

（25.3%，p>0.05），实验组 48 例标本中两者阳性率亦无明显差异（35.6%/33.3%,p>0.05），两

种检测方法总体标本一致性和实验组检验结果一致性分别为 67.7%和 52.1%。实验组 48 例支气管

灌洗液标本 PCR 检测 15 例阳性，阳性率为 31.25%，与共有 Msg C IgM 抗体检测（P=0.665）和

（1-3）-β-D 葡聚糖检测阳性率均无显著性差异（P=1.0）；共有抗原 Msg C IgM 抗体检测、（1-

3）-β-D 葡聚糖检测与 PCR 检测结果一致性分别为 58.3%和 72.9%；在两种血清学方法检验结果

一致的 25 例标本中，与 PCR 检验结果一致性提升到 84%；若以任一种血清学阳性结果作为判读

阳性标准，实验组 15 例 PCR 阳性标本漏检例数为 2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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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清学指标共有 MsgC IgM 抗体和（1-3）-β-D 葡聚糖联合检测对 PCP 诊断具有一定的价

值，两者均为阳性时应进一步进行下呼吸道标本 PCR 和传统细胞学染色检查。 

 
 

PU-2830 

两种方法检测肺炎支原体抗体的结果分析 

 
唐亚娟 

昆明市中医院,650000 

 

目的  探讨间接免疫荧光法（IFA）和金标层析法检测肺炎支原体抗体的结果分析。 

方法  对 215 例标本通过进行间接免疫荧光法法和金标层析法检测其肺炎支原体抗体。 

结果  115 例标本中金标层析法检测出 71 例阳性，44 例阴性；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出 55 例阳性，

60 例阴性。 

结论  金标层析法存在较高的假阳性率，间接免疫荧光法的特异性高于金标层析法，有较高的阳性

预期值。 

 
 

PU-2831 

山西地区乙型肝炎病毒基因分型及病毒耐药位点的分析 

 
陈爱英,冯亦农 

太原市第三人民医院太原市传染病院,030000 

 

目的  研究山西地区慢性乙型肝炎病毒基因分型及乙肝患者核苷类似物治疗过程中 HBV 多聚酶区(P)

基因变异情况，指导临床抗病毒治疗 

方法  选取 188 例接受核苷类似物治疗后出现病毒学突破的慢乙肝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PCR-基

因测序法,分析 HBV 基因分型和 HBV P 区基因变异发生情况 

结果  188 例患者样本中检出三种基因型，其中 B 型 占 4.79%（9/188）、C 基因型占 94.15%

（177/188）、D 基因型占 1.06%（2/188），检测出 83 例基因型耐药,C 基因型在基因型耐药患者

中所占比例显著高于其他基因型耐药患者的比例(P<0.001)。突变类型中以 rtM204I 突变最多见

(55，66.27%),其次为 rtL180M/rtM204V 联合突变(33,39.76%)。主要核苷类似物耐药所占比例最高

为拉米夫定(59，71.08%),其次为恩替卡韦（52，62.65%）、阿德福韦(29，34.94%)、替比夫定

(22，26.51%)及替诺福韦酯（1，1.20%）。 

结论   山西地区乙型肝炎病毒以 C 基因型为主，HBV P 区基因耐药的氨基酸突变复杂多

变,rtM204V/I 突变最为常见。基因 C 型患者更易出现基因型耐药。 

 
 

PU-2832 

惠州地区 HPV 病毒载量与子宫颈病变的相关性研究 

 
刘瑞玉 

广东省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PV)定量检测（PCR)与宫颈病变的相关性。 

方法  分析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就诊于与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妇科（门诊和体检）并采用

人乳头瘤病毒核酸检测（PCR 法）的患者 9113 例，从中筛选出 345 例 HR-HPVDNA 检测结果为

阳性的患者，并同时行液基细胞学检查(T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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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①9113 例样本中，HPV 感染率 17.06%，19～28 岁年龄段感染率 19.83%总体高于其他年龄

段（P<0.05）。②345 例 HPV 阳性患者中，宫颈良性细胞改变者 164 例(47.54﹪)，宫颈上皮内病

变 181 例(52.46﹪)，其中 ASCUS、LSIL 及 HSIL 分别为 91 例（26.38﹪）、40 例（11.59﹪）5 

0 例（14.49﹪）。良性细胞改变与病理细胞改变间 HPV 病毒载量存在显著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将低病毒载量、高病毒载量与病理严重程度做 spearman 等级相关检验（相关系数

r=0.416，x2=72.33,p<0.05），LSIL 组与 HSIL 组间病毒载量无统计学差异（x2=0.51，p>0.05）。

③随着病变程度的升高，平均病毒载量也增高。 

结论  惠州地区妇女 HPV 感染患者中 19～28 岁年龄段感染率最高；HPV 高病毒载量可能是促使宫

颈炎症发展为宫颈细胞病变的因素，宫颈病变的程度与 HPV 载量间呈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具体

如何相关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PU-2833 

十堰地区儿童呼吸道合胞病毒流行病学特点 

 
李杰 

1.湖北省十堰市太和医院,442000 

2.湖北医药学院 

 

目的  了解十堰地区儿童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特点，为急性呼吸道感染（ARI）患者早期诊断及治

疗提供循证医学依据。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9 月因急性呼吸道感染在湖北省十堰市太和医院就诊住院患儿

328 例，符合 ARI 诊断标准，采集鼻咽拭子采用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呼吸道合胞病毒 A 型和 B

型 (RSVA、RSVB)、腺病毒 (ADV)、鼻病毒 (HRV)、副流感病毒 3 型  (HPIV3)、冠状病毒

(HCoV)229E 型(229E)等 5 种病毒的核酸。 

结果   328 份标本中 RSV 病毒总检出率为 18.90％(62/328)，RSVA 与 RSVB 分别检出 11 例

(3.35%)与 51 例(15.55%)。在 62 例阳性样本中，单纯 RSV 病毒感染 45 例，多重感染 17 例，以

混合感染鼻病毒、腺病毒、副流感病毒、冠状病毒为主；RSV 感染女童检出率略高于男童(20.95% 

vs.17.2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 岁组与 1-2 岁组检出率较高，分别为 25.20%(31/123)、

19.80%(20/101)；主要在秋冬季流行。 

结论   十堰地区儿童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率较高，以 RSVB 为主，2 岁以下尤其是 1 岁以内幼儿更

易感染，流行季节主要以秋冬季为主。 

 
 

PU-2834 

AQT 90 FLEX 免疫分析仪检测全血降钙素原的性能验证 

 
高贵阳,黄志昂,黄晓辉,黄党生,林婉徇 

揭阳市榕城区中心医院 

 

目的  验证和评价 AQT90 FLEX 分析仪检测全血降钙素原（PCT）的性能。 

方法  通过测定全血降钙素原（PCT）的精密度、线性范围、携带污染率来评价其性能，验证参考

区间，并与罗氏 E411 进行方法学比较。 

结果  PCT 的批内精密度、批间精密度 CV 均小于 10%，该法在 0-98.72ng/ml 的范围内线性良

好，R2=0.9997，携带污染率为 0.11%，参考区间符合厂家要求，比对试验的结果 R2=0.984。 

结论  AQT 90 FLEX 检测全血降钙素原（PCT）精密度高，并具有良好的线性范围，参考区间验证

合格，分析灵敏度及携带污染率能够达到实验室质量要求，可以应用于日常临床检验工作。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606 

 

PU-2835 

1195 例昆明市大学生征兵体检毒品和 HIV 检测结果分析 

 
柴琳,杨汝文 

昆明市中医院,650000 

 

目的  2017 年昆明市 1195 例大学生征兵体检毒品（吗啡/甲基安非他明/ 氯胺酮）和 HIV 检测结果

分析。 

方法  按照国防部征兵体检标准,对昆明市大学生应征青年进行尿液吗啡/甲基安非他明/ 氯胺酮

(MOR/MET/K 粉)和血清 HIV 检测, 严格按照试剂说明书进行操作。 

结果  1195 例参加征兵体检的大学生, 其中吗啡阳性 5 例，阳性率 0.42%，甲基安非他明和氯胺酮

全为阴性，血清抗-HIV 均为阴性。吗啡阳性 5 例半月后复检，2 例仍为阳性，3 例转为阴性，转阴

率 60.0%。 

结论  1195 例昆明市大学生应征青年吗啡阳性率 0.42%, 半月后复检转阴率 60.0%，因此检测结果

阳性只能表明尿样中可能存在吗啡的代谢产物, 并不是受检者吸吗啡的确证依据。在征兵体检中进

行吗啡/甲基安非他明/ 氯胺酮和抗-HIV 检测十分必要。 

 
 

PU-2836 

血浆炎症因子与精神分裂症的相关性研究 

 
周易,彭武,周汶静,应斌武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外周性低程度炎症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水平与精神分裂症有关。 然而，它们之

间的相互作用仍不清楚。 血浆中炎症因子和 BDNF 水平可能成为精神分裂症的潜在生物学标记

物。 

方法  本研究利用 Luminex® 200 液相悬浮芯片系统测定 48 例精神分裂症病例组和 32 例健康对照

组血浆 BDNF，IFN-γ，白细胞介素-10（IL-10），IL-12，IL-1，IL-6, IL-8，TNF-a, 巨噬细胞移动

抑制因子（MIF），IL-1 受体拮抗剂（IL-1Ra）和 CD40 配体（CD40L）水平，通过病例对照实验

为精神分裂症寻找潜在的生物标记物。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患者具有显着更高的 MIF 水平（839.77±479.03 vs 633.49±392.79,p = 0.037)

和 IL-1Ra 水平（394.68±270.28 vs 239.10±97.16, p = 0.001）。 此外，BDNF 与 IL-6 和 TNF-α

之间也存在显着负相关（r=0.323,p = 0.021; r=0.344,p = 0.031），但 BDNF 与 CD40L 呈正相关

（r=0.867,p < 0.001）。 

结论  这些结果表明细胞因子升高可能参与了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机制，同时炎症因子和神经营养因

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在精神分裂症病理生理学中起作用。 

 
 

PU-2837 

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的三种检测方法的临床应用分析 

 
杨洁,邓建军 

四川绵阳四 0 四医院 

 

目的  肺炎支原体（Mycoplasma pneumoniae, MP）是儿童急性呼吸系统感染的主要病原体之一，

约 3%～10%可发展为支原体肺炎（M.pneumoniae pneumonia, MPP）。临床上 MPP 表现为气管

炎和上呼吸道感染综合征，其发病率占所有肺炎的 20%～30%。然而，仅根据临床症状难以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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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MP 或病毒、细菌等引起的儿童呼吸道感染，目前，国内多数医院对 MP 感染的诊断主要依靠临

床症状结合血常规及 MP 抗体检测或 MP 培养进行诊断。因此，本项目主要探讨儿童肺炎支原体

（MP）的咽拭子快速培养法、咽拭子聚合酶链反应（PCR）和血清 MP 被动凝集法（MP-Ab）在

儿童 MP 感染诊断治疗中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三种 MP 检测法对 280 例临床拟诊为呼吸道非细菌性感染的患儿咽拭子和血清标本进行

配对研究，比较三种方法检测结果的敏感性和一致性。 

结果  80 例样本中有 115 例临床确诊为支原体肺炎。咽拭子快速培养法检出阳性 68 例，阳性率为

59.13%；血清 MP-Ab 法检测出阳性 83 例，阳性率为 72.17%；咽拭子 PCR 法检测出阳性 106

例，阳性率为 92.17%。PCR 法检测阳性率显著优于其余两种方法，4~6 岁患儿检测阳性率高达

96.15%，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患儿。此外，病程<7 天组患儿 PCR 法检测阳性率为 94.57，高于病

程≥7 天的患儿。 

结论  咽拭子快速培养法、咽拭子 PCR 检测法和血清 MP-Ab 法检测 MP 在儿童支原体肺炎中均具

有较好效果，但 PCR 法检测敏感性相对更具优势。不同年龄和病程的患儿检测结果具有一定差

异，临床上推荐联合三种检测方法，以提高阳性检出率和和敏感性。 

 
 

PU-2838 

血清 CA153、CA125、CEA 联合检测在乳腺癌诊断中的价值 

 
蒋金香 

莒县中医医院 

 

目的  探讨分析在乳腺癌诊断过程中特异性因子检测的临床价值。 

方法  随机选取我院 2012 年 2 月至 2016 年 7 月的 64 例乳腺癌患者，作为实验组、64 例乳腺良性

患者，作为对照组。采集两组患者的血清并且检测 CA153、CA125、CEA，观察并分析 CA153、

CA125、CEA 单一及联合检测时对乳腺癌诊断的灵敏度。 

结果   实验组 CA153、CA125、CEA 含量高于对照组，两组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联合检测时的灵敏度高于单一检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CA153、CA125、CEA 单一检测对乳腺癌的诊断意义重大，联合检测能够增强诊断的准确

性、特异性、敏感性，具有很好的临床效果，值得在临床应用。 

 
 

PU-2839 

类风湿关节炎成纤维样滑膜细胞中钙网蛋白 

通过 NF-κB 通路上调细胞型 Fas 相关死亡域样白细胞介素 

1β 转换酶抑制蛋白的表达 
 

王阳,刘宜昕,白英玉,张晓莉,邢冬红,孙续国,郑芳 

天津医科大学,300000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究 RA 中 CRT 上调细胞型 Fas 相关死亡域样白细胞介素 1β 转换酶抑制蛋白

（c-FLIP）表达的分子机制。 

方法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分析 c-FLIP 在 RA 和骨关节炎（OA）患者膝关节滑膜中的表达与定位。

酶解法分离 RA/OA 成纤维样滑膜细胞（FLS），作为体外细胞培养模型。细胞免疫荧光和

Western blot 检测 c-FLIP 在 RA/OA FLS 中的表达。Western blot 探究 CRT 对 RA FLS 中 c-FLIP

表达的影响及其分子机制。 

结果  c-FLIP 在 RA 滑膜中呈高表达，主要集中在衬里层和衬里下层的 FLS 和血管内皮细胞等，而

在 OA 滑膜罕见阳性；RA 滑膜中 c-FLIP 表达显著高于 OA（t=11.72，P<0.001）。细胞免疫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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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c-FLIP 主要定位于胞质，且 RA FLS 中 c-FLIP 表达高于 OA FLS。

FLS 与 CRT（0、10、50、100 μg/L）共培养，RA FLS 中 c-FLIP 表达上调且核因子（NF）-κB

磷酸化增加，具有浓度依赖性。NF-κB 抑制剂预孵育，CRT 上调 RA FLS 中 c-FLIP 表达的作用受

到明显抑制。 

结论  RA 中的 CRT 可能部分经 NF-κB 通路上调抗凋亡蛋白 c-FLIP 的表达，为今后 RA 的临床治

疗提供新的思路。 

 
 

PU-2840 

HCG 定性检测在化学发光法定量检测中的应用 

 
王孝芹,冷会勇 

高密市人民医院,261000 

 

目的  探讨 HCG 定性检测在化学发光法定量检测选择样本稀释倍数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根据仪器的线性范围和给定的稀释倍数，设定 HCG 的理论浓度范围，分为 A(≤1000IU/L )、

B（1001—5000IU/L）、C（5001—10000IU/L）、D（10001—100000IU/L）、E（100001-

200000IU/L）等 5 组，对应的样本稀释倍数分别为：1:1；1:5；1:10；1:100；1:200。 HCG 定量

检测样本先用胶体金早早孕检测试纸进行定性检测，根据定性结果选择定量检测需采用的稀释倍

数，并根据定量检测结果对实际样本稀释倍数与最佳理论稀释倍数的符合率及定性检测的实际应用

价值进行评价。 

结果  A、B、C、D、E 五组实际采用稀释倍数与最佳理论稀释倍数符合率依次是 74%、64%、

11.1%、50%、75%，总符合率为 65.7%。各组符合率由高到低依次为 E＞A＞B＞D＞C。 

结论   依据 HCG 定性检测结果选择上机定量检测的实际稀释倍数方法可行，但受主观个体因素的

一定影响。 

 
 

PU-2841 

三种幽门螺杆菌检测方法对临床消化道相关疾病的诊断价值评估 

 
焦炳欣,郭杰,王雅杰,徐新民 

北京地坛医院,100000 

 

目的  评价三种检测幽门螺杆菌检测方法对临床消化道相关疾病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对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来北京地坛医院就诊的 177 例患者，采用 C-尿素呼气试验

（13C-UBT）法检测幽门螺杆菌，同时抽取静脉血采用快速胶体金法及免疫印迹法检测幽门螺杆

菌，以 13C-UBT 检测方法做为金标准，对胶体金法和免疫印迹法的检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177 例就诊患者 C-尿素呼气试验（13C-UBT）检测阳性 106 例，阴性 71 例。其中 106 例
13C-UBT 阳性患者中快速胶体金法检测阳性 100 例，阴性 6 例。其敏感度为 94.3%，特异性为

83.1%；阳性预测值为 89.3%，阴性预测值 90.8%。106 例 13C-UBT 阳性患者中免疫印迹法检测阳

性 102 例，阴性 4 例。其敏感度为 96.2%，特异性为 84.5%；阳性预测值为 90.3%，阴性预测值

93.8% 。两种方法无显著性差异（P>0.05）。147 例不同消化道疾病患者采用免疫印迹法检测，

其 中 Ｉ 型 66 例 ， 占 44.9% ； Ⅱ 型 20 例 ， 占 13.61% 。 两 种 分 型 有 显 著 性 差 异

（x2=34.778  P=0.000）。 

结论  快速胶体金检测法与 HP 现症感染高度相关，适用于 HP 感染的初筛，而免疫印迹法可以进

行毒力分型，更适用于临床药物治疗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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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42 

肺癌相关差异基因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刘会彩 

郑州市中医院,450000 

 

目的  利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寻找在对非小细胞肺癌不同研究系列中共同表达的基因，对这些差异表

达基因进行功能分析，筛选临床用于非小细胞肺癌诊断的分子标志物。 

方法  从公共数据库( GEO) 中下载基因芯片数据 GSE44077 和 GSE43458，两个研究均为

GPL6244，共纳入非小细胞肺癌标本 135 例和正常对照标本 95 例；利用 GEO2R 在线工具筛选有

差异表达的基因，Venn 图寻找两个研究中结果相同 mRNA 基因表达结果；采用 DAVID 数据库对

差异表达基因进行基因功能及信号富集分析 

结果  1、通过对两个研究数据差异表达基因的筛选，共获得 192 个差异表达基因(差异倍数

FC>2)，其中 GSE44077 表达上调的有 81 个基因，下调的有 24 个基因，GSE43458 中表达上调

的有 74 个基因，下调的有 13 个基因。2、在线 Venn 图制作工具显示两个研究中共同表达上调的

有 55 个基因，共同表达下调的有 11 个基因。3、差异表达基因主要涉及受体内吞，血管生成，蛋

白水解过程，失巢凋亡的负调节，血管收缩，细胞表面受体信号通路，缺氧反应，胶原分解代谢过

程等。KEGG 通路富集分析表明差异基因参与 PPAR 信号通路，ECM-受体相互作用，蛋白质消化

和吸收通路。 

结论  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对肺癌基因芯片数据进行挖掘，从基因水平探讨肺癌发生的分子功能和

生物学过程，为非小细胞肺癌发生相关机制的研究和肿瘤标志物的筛选提供依据。 

 
 

PU-2843 

如何客观评价 SAA 有时在检测中出现的和临床诊断不符的情况 

 
韦庆民,李恭鹏 

汶上县人民医院,272000 

 

目的  在 SAA 检测鉴别病毒和细菌感染时,有时数据出现不典型的结果是完全有可能的 

方法  采用免疫散射比浊法对 61 例感染性疾病患者进行 SAA 水平进行检测,并同时做病原血清学抗

体检测 

结果  61 例感染性疾病患者,病原血清学抗体检测麻疹病毒感染 9 例,柯萨奇病毒 28 例,37 例病毒感

染患者 SAA 升高 32 例,占 86.5% 

结论  血清淀粉样蛋白 A（serum amyloid A, SAA）是组织淀粉样蛋白 A 的前体物质，属于急性时

相反应蛋白。SAA 是血液中以低水平存在的正常组份。当人体有病毒或细菌感染性炎症、活动性

病变、组织大面积损伤时很快升高。特别是在病毒急性感染时（48～72h）可迅速升高，并在疾病

的恢复期迅速下降。因此 SAA 是感染机体病毒时极有效的辅助诊断指标。已有研究表明，在细

菌、真菌、病毒感染、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疾病、急性移植排斥反应、肿瘤等疾病中均可检测到

血清 SAA 升高。某些疾病中，如病毒感染、心血管疾病、移植排斥反应等，SAA 的敏感性可高于

CRP，能为临床诊断提供更好的参考价值。但有些患者在最终确诊为病毒感染后，其早期的实验室

检查 SAA 却未升高，出现与临床不符现象,对于大多数病例，SAA 可为病毒和细菌感染的辅助鉴别

诊断提供新的依据。例如 CRP 一般在细菌感染时增高，病毒感染时一般不增高；SAA 的特点是病

毒感染时明显增高。如因物理因素所致的发热和病毒感染引起的感冒的两个病例，CRP 都可能是

正常，如加测 SAA 增高，可提示病毒感染的趋向性，提高病毒感染诊断的敏感度。但是亦有多种

因素可导致 SAA 的结果出现非典型变化：如未能在病毒感染的急性期采集标本；或是部分病例存

在病毒和细菌的混合感染；加上病人的个体差异和反应性不同等原因。因此，在 SAA 和 CRP 组合

检测鉴别病毒和细菌感染时,有时数据出现不典型的结果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应肯定 SAA 在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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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感染时增高，而 CRP 一般正常的特点，已为病毒的鉴别诊断提供了依据，并显示了其重要的

临床价值。因此我们应客观评价 

SAA 指标，不能过于求全和用超越试验本身功能特点去要求。 

 
 

PU-2844 

4480 例梅毒患者实验室检测结果评价 

 
郭杰,焦炳欣,王雅杰 

北京地坛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不同组合的血清学检测在梅毒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收集２０１6 年 9 月-２０１7 年 8 月在北京地坛医院就诊的 20325 例患者血清，分别应用甲

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TRUST)，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TPPA),荧光密螺旋体抗体吸收试验

(FTA)检测 4480 例梅毒血清样本 

结果  20325 例患者中，有 4480 例确诊为梅毒螺旋体感染，在 4480 例 TPPA 阳性 TP 患者中，

TRUST 阳性者 3342 例，占 74.6%；TRUST 阴性者 1138 例，占 25.4%;其中在 3342 例 TPPA 阳

性，TRUST 阳性的梅毒（TP）患者中，FTA-ABS-IgM 阳性者 979 例，占 29.3%；在 1138 例

TPPA 阳性，TRUST 阴性的 TP 患者中，FTA-ABS-IgM 阳性者 12 例，占 1.05%；979 例梅毒患者

FTA-ABS-IgM 阳性率与 TRUST 不同稀释倍数呈对数相关（R2=0.9351）。 

结论  对于开展梅毒血清学检测的实验室，应该同时进行 TPPA 和 TRUST 两种梅毒抗体的检测，

在 TRUST 阴性和治疗后 TRUST 持续阳性的情况下, FTA-ABS-IgM 可作为其他两种方法的有效补

充 

 
 

PU-2845 

923 例疑似强直性脊柱炎检测 HLA-B27 临床分析 

 
翟秀伟,陈艳芝,何丽萍,杨珅,李巧清,张思荣 

保山市人民医院,678000 

 

目的  通过对 923 例疑似强直性脊柱炎（ＡＳ）疑似患者 HLA-B27 抗原的检测，分析ＨＬＡ－Ｂ

２７抗原与ＡＳ的相关性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923 例ＡＳ疑似患者外周血，采用美国贝克曼公司的 FC-500 流式细胞仪检测Ｔ淋巴细

胞膜上的ＨＬＡ－Ｂ２７／Ｂ７抗原，并对 923 例疑似ＡＳ患者ＨＬＡ－Ｂ２７／Ｂ７抗原的表达

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  923 例ＡＳ疑似患者男女比例为 1.61:1，ＨＬＡ－Ｂ２７抗原总阳性率为 27.95％，男女患

者阳性率分别为 21.24％和 6.72％（Ｐ＜０．０５），男女患者Ｂ２７＋／Ｂ７－ 单抗表达率

（％）分别为 37.76±40.43 和 21.33±25.76  （Ｐ＜０．０５），平均荧光强度分别为 6.77±5.19

和 4.85±3.99（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用流式细胞技术对疑似ＡＳ患者进行Ｔ淋巴细胞ＨＬＡ－Ｂ２７检测对ＡＳ患者有助于临床

诊断和鉴别诊断并在治疗过程提供强有力的依据，对ＡＳ的预防具有积极意义。且，ＨＬＡ－Ｂ２

７抗原表达强度是与ＡＳ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和进展的关系还需要做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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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46 

血清 ADA、结核抗体联合痰涂片的检测 

在肺结核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罗红丽,张国丽 

大理州人民医院,671000 

 

目的  探讨血清腺苷脱氨酶（ADA）、结核抗体和痰涂片联合检测在肺结核病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

值。 

方法  随机选取我院 287 例肺结核病人作为观察组，80 例非肺结核病人作为对照组，分别对比两组

的 ADA、结核抗体及痰涂片阳性率，以此来分析三者对肺结核病诊断的应用价值。 

结果  观察组 ADA、结核抗体、痰涂片阳性率分别为  25%，31.3%，42.8%，对照组分别为

7.5%，20%，0%，可以看出观察组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同

时发现观察组中检测一项、两项、三项阳性率，其中三者联合检测阳性率最高，达 26.7%。提高了

为临床诊断肺结核的阳性率。 

结论  血清 ADA、结核抗体及痰涂片的联合检测在肺结核病诊断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值得临床

推广应用。 

 
 

PU-2847 

三种方法联合检测对丙型肝炎的早期诊断的意义 

 
侯佳宜 

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山西省中医院,030000 

 

目的  探讨在丙型肝炎患者早期诊断中丙型肝炎病毒抗体（HCV-Ab）、 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原

（HCV-cAg）联合丙型肝炎病毒核酸（HCV-RNA）检测的临床价值。 

方法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方法检测 HCV-Ab 和 HCV-cAg；采用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

HCV-RNA；ELISA 检测全部在 Addcare 600 全自动酶免分析仪上进行。 

结果  单独检测 HCV-Ab 阳性 276 例，阳性率 99.28%；HCV-cAg 阳性 38 例，阳性率 13.67%；

HCV RNA 阳性 127 例，阳性率 46.01%；三种方法联合检测的；总阳性率为 100%。 

结论  三种方法联合检测扩大了检测范围，降低了丙型肝炎的漏诊率，有利于丙型肝炎的早期诊

断。 

 
 

PU-2848 

肺癌患者血清 HE4 和 CEA、NSE、Pro-GRP、CYFRA21-1 

联合检测的临床意义 

 
刘海波 

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261000 

 

目的  探讨肺癌患者血清 HE4 和 CEA、NSE、Pro-GRP、CYFRA21-1 联合检测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本院 80 例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40 例肺部良性疾病者和 50 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

测定血清 HE4 、CEA、NSE、Pro- GRP、CYFRA21-1 水平，并进行相关的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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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肺癌患者血清 HE4 、CEA、 NSE、Pro- GRP、CYFRA21-1 水平显著高于肺部良性疾病与

健康对照组(P<0.05)。与单项检查比较， 联合检查 5 项肿瘤标志物可大大提高诊断肺癌的敏感

度。 

结论  肺癌患者血清 HE4 浓度高水平表达，可作为新的肺癌肿瘤标记物。联合检测血清 HE4 、

CEA、 NSE、Pro- GRP、CYFRA21-1 的水平，可提高诊断的灵敏度， 对诊断肺癌有重要的临床

价值。 

 
 

PU-2849 

类风湿因子在不同型肝炎中检测的意义 

 
罗红丽 

大理州人民医院,671000 

 

目的  探讨不同类型肝炎患者血清类风湿因子（RF）阳性，是否存在 RF 与肝功能损伤有联系，RF

能否作为反映机体免疫功能状态的一项指标，RF 与肝炎类型或是否与病毒性肝炎有所联系。 

方法  应用散射比浊法检测 250 例不同类型肝炎患者的 RF 

结果  RF 在不同型肝炎组包括病毒组与非病毒组阳性率分别为 23.0%、6.2% ,两者比较差异显著

(i2= 6. 63, P< 0.01)。 

结论  不同型肝炎患者，特别是病毒性肝炎患者检测血清 RF 有一定意义。它可以从不同侧面反映

肝炎特别是病毒性肝炎患者机体免疫紊乱的情况，高浓度的 RF 经常与更严重的疾病进程有关。  

 
 

PU-2850 

外周血 WBC、中性粒细胞（%）以及 PCT 

在乙肝肝硬化伴 自发性腹膜炎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吴思宇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在肝硬化疾病中，自发性腹膜炎（spontaneous bacteria peritonitis, SBP）是常见的一种并

发症。SBP 一旦发生则预后较差，其常加重肝硬化病情，促使肝肾综合征的发生，最终危及患者

生命。早期诊断、积极治疗是提高乙肝肝硬化并发 SBP 的临床治愈的关键。本实验通过测定乙肝

肝硬化伴 SBP 和不伴 SBP 患者外周血中 WBC、中性粒细胞（%）以及 PCT 的差异，来评价这些

指标能否作为乙肝肝硬化早期诊断 SBP 的指标。 

方法  收集 2014 年 3 月-2015 年 5 月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诊断的 151 例乙肝肝硬化患者的实验室

检查结果和临床资料，其中并发 SBP 的患者为 76 例，不伴 SBP 的患者为 65 例，分析其外周血

WBC、中性粒细胞（%）以及 PCT 水平。 

结果  乙肝肝硬化伴 SBP 患者外周血中性粒细胞（%）、PCT 水平明显高于乙肝肝硬化无 SBP 患

者，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01）；而 WBC 计数在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乙肝肝硬化伴 SBP 患者外周血中性粒细胞（%）、PCT 水平明显高于不伴 SBP 患者；PCT

对乙肝肝硬化伴 SBP 的诊断价值高于中性粒细胞的（%）；乙肝肝硬化伴 SBP 与不伴 SBP 患者

外周血中 WBC 无明显差异，WBC 计数不能作为乙肝肝硬化伴 SBP 的诊断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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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51 

单核细胞 HLA-DR 和 CD16 检测 

在炎症性疾病中的应用价值评估 

 
章黎华,王维维,沈立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233000 

 

目的  评估单核细胞 HLA-DR 和 CD16 检测在炎症性疾病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56 名炎症性疾病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 HLA-DR 和 CD16 表达水平，与

40 名健康对照者进行比较，并分析单核细胞 HLA-DR、CD16 的表达与中性粒细胞百分比、中性粒

细胞计数、淋巴细胞百分比、淋巴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单核细胞百分

比及单核细胞计数这些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炎症性疾病患者单核细胞 HLA-DR 的阳性百分比和表达量明显低于健康对照者，而单核细胞

CD16 的阳性百分比和表达量则明显增高（P<0.01）。炎症性疾病中，单核细胞 HLA-DR 阳性的百

分比与中性粒细胞百分比、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百分比和 NLR 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其相关

系数分别为-0.754、-0.740、0.745 和-0.751（P<0.01）；而单核细胞 HLA-DR 的表达量与上述指

标的相关系数依次为-0.729、-0.696、0.706 和-0.711（P<0.01）；单核细胞 CD16 的表达量与上

述指标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其相关系数依次为 0.505、0.503、-0.556 和 0.549（P<0.01）。 

结论  单核细胞 HLA-DR 和 CD16 的检测可用于炎症性疾病的实验诊断，作为辅助评估炎症反应程

度及监测机体免疫状态的指标。 

 
 

PU-2852 

人偏肺病毒通过 Caveolae 途径 

感染人支气管上皮细胞的初步探讨 

 
陈素花,何浩,杨晖,张盼,谭彬,赵耀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400014 

 

目的  人偏肺病毒（human metapneumovirus，hMPV）2001 年由荷兰学者发现并报道，是引起儿

童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的重要病毒病原体，仅次于呼吸道合胞病毒。hMPV 自发现以来，研究主要集

中在流行病学调查，关于病毒感染细胞的过程研究并不完全清楚，而病毒发生有效感染的第一步是

核酸物质进入细胞并复制。本研究从病毒感染细胞着手，探讨 hMPV 感染人支气管上皮细胞

（16HBE）的入胞途径。 

方法  通过标记 hMPV 核蛋白（N 蛋白）和融合蛋白（F 蛋白），间接免疫荧光染色观察 0、30、

60、120min N、F 蛋白在 16HBE 细胞内的分布情况；使用 MβCD、Filipin 阻断 Caveolae 途径，

氯丙嗪，Pitstop 阻断 Clathrin 途径，荧光定量 PCR 检测 24h 后病毒感染率变化。用霍乱毒素亚单

位（CTB）标记 Caveolae 途径，转铁蛋白（Transferrin）标记 Clathrin 途径，观察 hMPV Ｎ蛋白

在 0、30、60、120min 时与 CTB 或 Transferrin 的共定位情况。 

结果   hMPV 的Ｎ蛋白和 F 蛋白在细胞内出现明显的共定位现象，且共定位随时间逐渐增多，表明

hMPV 以完整的病毒颗粒被胞吞进入细胞；通过入胞抑制剂发现，Filipin 和 MβCD 均有抑制效果，

其中 MβCD 抑制效果最为显著（抑制效率约 98%），而氯丙嗪，Pitstop 无明显抑制效果；CTB 标

记 Caveolae 途径 hMPV 的 N 蛋白与 CTB 有随时间逐渐增加的共定位现象，而与 Transferrin 未观

察到。 

结论  hMPV 感染 16HBE 存在胞吞的感染途径，其感染途径可能主要依赖 Caveolae 介导的胞吞，

本研究为抗 hMPV 药物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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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53 

381 例儿童全血 EB 病毒 DNA 检测结果分析及应用价值 

 
李颖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21000 

 

目的  探讨 EB 病毒 DNA 定量检测在儿童 EB 病毒感染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应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检测 381 例疑似 EBV 感染的患儿外周全血，并对相关疾病进行统

计分析。 

结果  381 例疑似 EBV 感染患儿全血中，阳性率为 50.13%（191/381）,其中 4~8 岁组例数最多，

为 163 例，阳性率为 54.60%。381 例患儿 EBV 相关疾病谱中，以上呼吸道感染、扁桃体炎、肺

炎、支气管炎最常见。 

结论  不同年龄组 EBV 阳性率不同，儿童 EBV 感染相关疾病谱中以呼吸系统疾病最多见，因此，

进行全血 EBV-DNA 定量检测有助于临床的早期诊断和治疗。 

 
 

PU-2854 

NSE、SCC、Cyfra21-1、CEA 

和 CK-19 联合检测 对肺癌诊断价值的临床验证 

 
陶亚,王蔚峰,易斌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通过临床病例分析，验证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鳞状上皮抗原(SCC) 、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Cyfra21-1)、癌胚抗原(CEA) 、角蛋白 19 (CK-19)五项血清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对肺癌诊

断、病理分型和临床分期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从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4 月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56 例确诊肺癌患者和 108 例

良性肺病患者肺癌五项临床检验结果，血清 NSE、SCC、Cyfra21-1、CEA 和 CK-19 水平均采用

化学发光法测定。 

结果  肺癌组血清 NSE、Nsclc21-1、CEA 水平显著高于良性肺部疾病组 (P<0.05)，肺癌组血清

SCC、和 CK-19 水平良性肺部疾病组无明显差异(P＞0.05)；血清 NSE 水平在小细胞癌患者中明

显升高(P<0.05)，血清 SCC、Cyfra21-1、CK-19 水平在肺鳞癌患者中明显升高(P<0.05)，血清 

CEA 血清水平在肺腺癌患者中显著升高(P<0.05)，结合肺癌患者临床资料分析显示：男性患者血清

SCC、Cyfra21-1、CK-19 水平明显高于女性患者(P<0.05)；血清 Cyfra21-1 水平在大于 50 岁年龄

组患者中明显升高 (P<0.05)；血清 NSE、Cyfra21-1、CEA、CK-19 水平与肿瘤大小成正相关

(P<0.05)；血清 SCC、Cyfra21-1、CK-19 水平与淋巴结转移相关(P<0.05)；血清 CEA 水平与远处

转移相关(P<0.05)；血清 NSE、Cyfra21-1、CEA、CK-19 水平与临床分期相关(P<0.05)。五项血

清标志物联合检测敏感性为 71.53%，显著高于单项检测(P<0.05)，特异性为 90.21%，未显著下降

(P>0.05)。 

结论  1，NSE、Cyfra21-1、CEA 水平升高与肺癌发生密切相关，与文献报道相符，对肺癌早期诊

断有重要的临床意义；2，NSE、SCC、Cyfra21-1、CEA、CK-19 在不同病理类型，TNM 分期，

临床分期中各有特点，与文献报道相符，可为肺癌临床病理分型和临床进展提供依据；3，五项肿

瘤标志物单项检测在肺癌诊断中敏感性较低，易漏检，但其联合检测可有效提高肺癌诊断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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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55 

FUT2 和 FUT3 基因多态性 

与广西壮族人群炎症性肠病的相关性研究 

 
吕晓丹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30021 

 

目的  研究岩藻糖基转移酶 FUT2(Fucosyltransferase 2)基因 rs1047781 和 rs601338 及岩藻糖基转

移酶 FUT3(Fucosyltransferase 3)基因 rs3745635 和 rs28362459 多态性与广西壮族人群炎症性肠

病(IBD)易感性的关系。 

方法  选择 2014 年 01 月到 2017 年 10 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的广西地区无血缘关系

的壮族 IBD 患者 113 例，包括 CD41 例，UC72 例，汉族 IBD 患者 120 例，包含 CD42 例 ，

UC78 例，以及无血缘关系的广西壮族健康对照者 106 例和汉族健康对照者 119 例的肠粘膜组织。

提取病例组和对照组肠粘膜组织的 DNA，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分别扩增 FUT2 rs1047781

和 rs601338 及 FUT3 rs3745635 和 rs28362459 基因片段,把 PCR 产物片段进行 DNA 测序分析。 

结果  壮族和汉族 UC 组 FUT2 基因 rs1047781 多态性的基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分别与对照组

相比，P 值均<0.05,差别有统计学意义。壮族 UC 组和 CD 组的 FUT3 基因 rs3745635 多态性的基

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分别与对照组相比，P 值均<0.05,差别有统计学意义。分别比较壮族与汉

族的 IBD 组、UC 组和 CD 组 FUT2 基因 rs1047781 和 rs601338 及 FUT3 基因 rs3745635 和

rs28362459 基因型频率及等位基因频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FUT2 基因 rs1047781 与广西壮族人群 UC 的易感性有关，FUT3 基因 rs3745635 与广西壮

族人群 UC 和 CD 的易感性有关。FUT2 基因 rs601338 和 FUT3 基因 rs28362459 的基因多态性与

广西壮族人群 IBD 的易感性无关。FUT2 基因 rs1047781 和 FUT3 基因 rs3745635 的基因多态性

与广西壮族人群 IBD 的发病有关。 

 
 

PU-2856 

T 细胞亚群及 IL-32 检测对乙型肝炎的诊断价值分析 

 
秦榛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250000 

 

目的  研究 T 细胞亚群以及血清白细胞介素（IL）-32 检测在乙型肝炎诊断中的作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7 月期间本院纳入分析的 110 例乙型肝炎作为观察组，以及 100

例健康体检人员作为对照组，均予以流式细胞仪检测、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不同程度的乙型肝炎中血清 IL-32 和 CD3+、CD8+、CD4+、CD4+/CD8+的水平，并

进行分析。 

结果  相比较对照组，慢性乙肝组、急性乙肝组、肝硬化组、肝癌组 CD3+、CD4+水平更低，

P<0.05，且随病情加重而呈现降低趋势；患者感染乙型肝炎病毒后 CD8+细胞水平相比对照组增

高，且肝脏病变程度与 CD8+增高程度呈正比。患者感染乙型肝炎病毒后 CD4+/CD8+水平显著降

低。相比较对照组，患者感染乙型肝炎病毒后患者血清中 IL-32 水平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IL

‐32 水平最高的是急性乙肝组患者。对比阴性组，高载量组、中载量组、低载量组的 HBV-DNA 

阳性患者 CD3+、CD4+细胞百分比更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比阴性组 HBV-DNA 阳性患者的

CD8+细胞水平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增病毒载量和降低程度之间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对比阴

性组，高载量组、中载量组、低载量组 HBV-DNA 载的血清 IL-32 水平，P＞0.05，无统计学研究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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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CD4+、CD8+、CD4+/CD8+ 比值、IL-32 水平的变化与乙型肝炎严重程度相关，对乙型肝炎诊

断有一定指导意义；IL-32 水平与病毒复制无关，仅与机体免疫异常有关，与肝脏功能指标呈一定

相关性。 

 
 

PU-2857 

144 例布鲁氏菌病患者的病原学及临床特征分析 

 
张雁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总医院 

 

目的   分析布鲁氏菌病的病原学、流行病学及临床特征，进一步提高对布鲁氏菌病的认识。方

法   选取我院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9 月收治的 144 例布鲁氏菌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通过血培养分离布鲁氏菌，其中阳性组 58 例，阴性组 86 例。对比两组病例的病原学、菌种特点、

流行病学及临床表现等。 

方法  组间正态分布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 检验。 

结果  两组基本情况比较，男女性别比约为 4：1，两组在性别、男女比例无显著差别，阳性组病程

时间相对较短，发病年龄略显年轻化，且有儿童发病。在接触生物类型上，羊种菌感染者，阳性组

38 例，占 65.52%，阴性组 14 例，占 16.28%；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牛种菌感

染者，阳性组 12 例，占 20.69%，阴性组 61 例，占 70.93%；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对比两组的临床表现，其发热、多汗、睾丸肿痛、肝大、脾大及淋巴结肿大的发生

率，阳性组多于阴性组（P<0.01）  ，而在关节、肌肉酸痛的发生率阴性组多于阳性组

（P<0.01），乏力的发生率二者无差异（P>0.05)。  

结论  由于布鲁氏菌病临床表现复杂多样，常被误诊、误治，对患者身体健康造成严重损害，因此

加强对布鲁氏菌病病例特点的认识非常重要。 

 
 

PU-2858 

三种血清 1α,25-二羟基维生素 D3 检测方法的比较 

 
方慧玲 1,邱玲 2,禹松林 2 

1.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2.北京协和医院,100000 

 

目的  比较三种不同血清 1α,25-二羟基维生素 D3检测检测系统的差异。 

方法  本研究属于方法学比对。2015 年 4 月到 6 月期间，留取 173 例北京协和医院申请血清

1α,25-二羟基维生素 D3 浓度检测患者的血清样本，分别采用放射免疫法、化学发光法和实验室自

建的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方法对 173 例血清样本进行检测，以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方法为参考，比较三

种方法检测的结果差异。 用 Medcalc 软件统计处理数据，采用 Bland-Altman 图比较两种检测方法

的差异，采用 passing and bablok 回归分析分析两种方法的相关性。 

结果  三种方法测定 173 例血清样本的中位数（2.5%~97.5%）分别为：50.65（10.43~112.40）

pg/mL（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51.60（14.33~130.85） pg/mL（化学发光法）， 41.09

（10.79~122.70）（放射免疫法）pg/mL。Passing and Bablok 回归分析显示化学发光方法与液相

色谱串联质谱方法的相关性（ r=0.804）明显优于放射免疫法与 LC-MS/MS 法的相关性

（r=0.555）。 

结论  不同方法检测血清 1α,25-二羟基维生素 D3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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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59 

可溶性共刺激分子 B7-H1 检测在结直肠癌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徐旻一 1,李倩楠 2,王蕾 1 

1.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徐汇分院 

2.南京医科大学,210000 

 

目的   检测结直肠癌（CRC）患者血清可溶性 B7-H1（sB7-H1）的水平，探讨其在 CRC 中的临床

应用价值。 

方法  病例对照研究。选取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5 月于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经病理诊断确诊为

CRC 的患者 152 例，结直肠良性疾病患者 57 例，以健康体检者 59 例作为健康对照组。 采用

ELISA 测定血清 sB7-H1 水平，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测定癌胚抗原（CEA）、糖类抗原 19-9（CA19-

9）、糖类抗原 72-4（CA72-4）水平，化学发光法测定糖类抗原 50（CA-50）水平。采用 ROC 曲

线评价单独 sB7-H1 及 sB7-H1 联合其他肿瘤标志物对 CRC 的诊断效能；进一步探讨 CRC 患者血

清 sB7-H1 水平与肿瘤部位、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状态、远处转移状态及肿瘤分期的相关性。 

结果  （1） CRC 组、结直肠良性疾病组和健康对照组三组间两两比较，sB7-H1 水平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01）；CEA、CA19-9、CA72-4、CA-50 在 CRC 组与结直肠良性疾病组之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而在结直肠良性疾病组与健康对照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 （2）sB7-H1、CEA、CA19-9、CA72-4、CA-50 诊断 CRC 的 AUC 分别为 0.730、

0.772、0.639、0.663 和 0.635。联合 sB7-H1 与 CEA 效果最佳，AUC 为 0.831。 （3）CRC 患者

血清 sB7-H1 水平与 CEA、CA19-9、CA72-4、CA-50 无显著相关性（P>0.05）。（4）免疫组化

显示，CRC 组阳性率为 52%，炎症息肉组阳性率为 6.3%，二组的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且 CRC 患者血清 sB7-H1 水平与肿瘤组织 B7-H1 表达水平呈显著正相关性

（P<0.05）。（5）CRC 患者血清 sB7-H1 水平与淋巴结转移状态有关（P<0.05），而与肿瘤部

位、浸润深度、远处转移状态以及肿瘤分期等无明显相关（P 均>0.05）。 

结论  血清 sB7-H1 作为一种新的肿瘤标志物在 CRC 中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PU-2860 

甲胎蛋白异质体及高尔基体蛋白 73 在原发性肝癌诊断中的价值 

 
李晓童 

郑州市中心医院(原：郑州市第四人民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甲胎蛋白异质体( AFP-L3) 及高尔基体蛋白 73( GP73) 在原发性肝癌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对 40 例原发性肝癌患者、32 例慢性肝炎患者、33 例肝硬化患者及 40 例健康体检者的血清

中 AFP-L3 及 GP73 等指标水平进行检测，比较 4 组 AFP-L3、GP73 等指标水平及阳性检出率。 

结果  原发性肝癌组 AFP-L3、GP73 等指标水平及阳性检出率均显著高于慢性肝炎组、肝硬化组、

健康体检组( P<0.05) 。AFP-L3 、GP73 含量及 AFP-L3 与 GP73 联合诊断原发性肝癌的曲线下

面 积分别为 0.911、0.935、0.974。 

结论  AFP-L3 、GP73 可作为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临床诊断标志物，二者联合检测可能提高阳性检出

率，增加诊断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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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61 

类风湿因子 RF、抗角蛋白抗体 AKA、C 反应蛋白 CRP、 

抗环瓜氨酸肽抗体 CCP 

四项血清学指标联检诊断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价值研究 
 

华星,荆成宝 

陕西省安康市中心医院 

 

目的  评价联合检测类风湿因子（RF）、抗角蛋白抗体（AKA）、C 反应蛋白（CRP）和抗环瓜氨

酸（抗-CCP）抗体在诊断类风湿关节炎（RA）的临床意义。 

方法  检测 75 例 RA 患者和 50 例健康体检者的血清 RF、AKA、CRP 和抗-CCP 抗体水平，比较两

组 4 项指标的阳性比例并评价 4 项指标诊断 RA 的能力。 

结果  观察组患者联合检测 4 项指标的特异度高于单独 RF、CRP 检测（P 均＜0.05），灵敏度高

于单独 RF、AKA、CRP、抗-CCP 抗体检测（P 均＜0.05），提示联合检测 4 项指标不仅具有很

高的特异性，还具有很高的灵敏度，表明联合检测相对于单一指标的单独检测具有很高优势。总

之，本研究认为，联合检测血清 RF、AKA、CRP 和抗-CCP 抗体在保证高度特异性的前提下，还

能够大幅度提高 RA 的诊断灵敏度，有利于早期诊断 RA。 

结论  联合检测血清 RF、AKA、CRP 和抗-CCP 抗体水平能够大幅度提高 RA 的诊断灵敏度，有利

于早期诊断 RA。 

 
 

PU-2862 

AIM2, DHX36, and BAX are critical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uberculosis 

 
Yunli Zhang,Wenen Liu,Yanming Li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ary 

 
Objective Tuberculosis (TB) is usually caused by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which has the 
highest mortality among infectious diseases. This study is designed to identify the key genes 
affecting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B. 
Methods GSE54992, which included 39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 (PBMC) samples, 
was extracted from Gene Expression Omnibus database. After the samples were classified into 
type and time groups by limma package,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DEGs) were 
analyzed using Analysis of Variance. Using pheatmap package, 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was 
performed for the DEGs. Followed by the key modules correlated with TB were selected using 
WGCNA package. Finally, functional and pathway enrichment analyses was carried out using 
clusterProfiler package. 
Results There separately were 3731 and 3952 DEGs in type group and time group. Among these 
DEGs, 17 common DEGs in type group and 8 common DEGs (including AIM2) in time group 
were identified. The DEGs in subclusters 3, 6, 7, and 8 were chose for further analyses. Based on 
WGCNA analysis, blue and green modules in type group and pink module in time group were 
selected as key modules. From the key modules, 9 (including BAX) hub genes in type group and 
6 (including DHX36) hub genes in time group were screened. Through pathway enrichment 
analysis, the TNF signaling pathway was enriched for the green module 
Conclusions AIM2, DHX36, and BAX might be key genes acting in the mechanisms of TB. 
Besides, the TNF signaling pathway might also be critical for the diagnosis and therapy of the 
diseas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ycobacterium_tubercul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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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63 

抗苗勒管激素与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关系 

 
李海英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10000 

 

目的  抗苗勒管激素（AMH）是转化生长因子 β 超家族成员之一，主要在男性性分化方面发挥作

用，也参与女性生殖系统发育调节。育龄期女性体内的 AMH 主要由卵泡的颗粒细胞分泌表达，与

靶器官上的抗苗勒管激素受体（AMHR）结合，发挥调节卵泡生长发育的作用。而此功能不受促性

腺激素的调控，因此，AMH 可作为早期评估卵巢储备功能的可靠指标。多囊卵巢综合征

（PCOS）是女性最常见的生殖障碍性疾病 ，其病变之一就是卵巢原发性功能障碍，卵巢中等大小

卵泡数目增多。因此，AMH 对 PCOS 的发病机制及诊断有重要价值。 

 
 

PU-2864 

基于单细胞 RNA-Seq 数据 

对乳腺癌浸润 T 细胞受体(TCR)的探索研究 

 
曹源,胡成进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原:九○医院）,250000 

 

目的  基于人单细胞 RNA-Seq 数据集，我们对乳腺癌和淋巴结 T 淋巴细胞 scRNA-Seq 数据重构

TCR 序列，评估 TCR 在肿瘤及转移淋巴结的分布及多样性。从单细胞水平分析 TCR，了解乳腺癌

T 细胞特征和状态，为乳腺癌个体化免疫治疗、免疫状态评估等提供借鉴。 

方法  我们对最近发表的一篇乳腺癌单细胞转录组公共数据展开分析。该数据集来源于 11 个乳腺癌

患者的 515 个细胞的单细胞转录组，不仅包含异质性的肿瘤细胞，还包括基质细胞和免疫细胞。免

疫细胞主要由 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组成，其中 T 淋巴细胞和 B 细胞分别展示出免疫

抑制特征。我们对 T 淋巴细胞受体进行重构和分析，并对 T 淋巴细胞进一步分类。 

结果  我们通过 TCR 序列分析的 pipeline，实现基于 scRNA-Seq 数据的 TCR 序列重构；在 BC03

患者的单细胞转录组中，我们发现的乳腺癌原发灶和转移淋巴结发现具有相同 TCR 的 T 淋巴细

胞，这与之前假设一致。肿瘤中的大部分 T 细胞都来自于淋巴结，这些淋巴细胞激活后浸润到肿瘤

组织。我们并未在不同患者间发现相同的 TCR，这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收集的细胞数量较少。 

结论  通过对乳腺癌单细胞转录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在乳腺癌原发灶和淋巴结发现了一致的 T 淋

巴细胞。该研究对乳腺癌肿瘤发生或治疗过程中对 T 淋巴细胞分类及溯源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PU-2865 

血清降钙素原在老年社区获得性肺炎中的诊断价值 

 
赵秀丽 

沈阳医学院奉天医院,110000 

 

目的  研究血清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 PCT)、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和 WBC 在老年社区获得

性肺炎(CAP)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我院住院老年 CAP 患者 266 例，所有患者均进行 PCT、

hs-CRP、WBC、支原体抗体和痰培养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分为细菌感染组（200 例），支原体感

染组（36 例）病毒感染组（30 例），另选择健康对照组 40 例，比较各项指标组间有无差异，根

据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确定各项指标在老年 CAP 中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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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PCT、hs-CRP、WBC 在肺内细菌感染性疾病中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PCT：

0.885，hs-CRP: 0.746, WBC: 0.562。 

结论   PCT、hs-CRP 和 WBC 对于老年社区获得性肺炎均有一定的诊断价值，但 PCT 是老年社区

获得性肺炎诊断的准确性较好的指标，并可用于评估感染的严重程度。 

 
 

PU-2866 

抑制素 B 与抗苗勒管激素对卵巢储备能力的评估 

 
孙菲,苏建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100000 

 

目的  通过资料分析阐述抑制素 B 和抗苗勒管激素能准确的评价卵巢的储备能力和反应性。 

方法  资料分析 

结果  总结过往的一些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抑制素 B 可以负反馈调节 FSH 的分泌，它比 FSH 更能

的预测卵巢的储备能力。抗苗勒管激素能更早的预测卵巢的衰退情况，可以作为稳定反映卵巢储备

能力的理想指标。 

结论  抑制素 B 和抗苗勒管激素两者结合能准确的评价卵巢的储备能力和反应性。 

 
 

PU-2867 

艾滋病病人 HIV-1 毒株基因分型及 耐药变异位点研究 

 
高丽 

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 

 

目的  研究云南省目前艾滋病病毒 1 型（HIV-1)流行毒株的亚型及耐药变异位点分布特点。 

方法   随机收集云南省各地州抗病毒治疗网络中 HAART 时间≥6 个月、HIV-1 病毒载量

≥1000copies/ml 的艾滋病病人血浆样本，采用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进行 gag、

pol、env 区段基因扩增、序列测定，从而分析云南省 HIV-1 的地区和人群分布特征及耐药位点分布

差异。 

结果  共获得 156 份样本的 gag、pol、env 三区序列，进行分型分析，各亚型 HIV-1 毒株及其所占

的比例分别为 CRF08_BC（34.6%），CRF01_AE（23.1%），CRF07_BC（9.0%），B（B’）

（9.6%），C（12.8%），URFs（10.9%）。CRF08_BC、CRF01_AE 和 CRF07_BC 均主要以

性传播为主，CRF07_BC 不再是注射吸毒感染人群的唯一型别，随着时间的演变已成为经性传播

途径感染人群中的主要流行型别。57 例耐药样本中，各主要 HIV-1 亚型在性别、年龄、婚姻状

况、感染途径上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民族的分布（P=0.017），有统计学意义，

这可能与云南的多民族分布相关。 

结论  云南省 HIV-1 毒株以性传播为主，在地域、人口学、传播途径等特征的分布上较之前有变

化，应密切监测流行趋势变化。云南为多种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建议数据库增设民族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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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68 

Consistency of 2 system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anti-cyclic citrullinated peptide 

 
Xiaolan Lu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onsistency of 2 system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anti-cyclic 
citrullinated peptide (anti-CCP),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hoosing methods for anti-cyclic 
citrullinated peptide determination.  
Method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epeatability and linear test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anti-CCP in 
HOB were evaluated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EP5-A2 and EP6-A. The serum samples of 45 
patients with RA, 21 patients with other autoimmune diseases and 24 healthy controls were 
collected. The serum level of anti-CCP were determined by 2 systems respectively, HOB and 
Abbott detection system; and the consistency of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evaluation of repeatability and linear test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anti-CCP in 
HOB were qualified. The positive rates of anti-CCP were 88.69% by HOB and 95.6% by Abbott in 
RA patien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HOB and Abbott detection 
system (p>0.05). HOB and Abbott detection system are consistent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anti-
CCP (p<0.001), and the Kappa was 0.933. 
Conclusions The consistency of HOB and Abbott detection system in determining anti-CCP was 
high. 
 
 

PU-2869 

202 例艾滋病病人 HCV 分子流行病学分析 

 
高丽 

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 

 

目的  分析艾滋病病人中丙型肝炎病毒的分子流行病学特点，为 HIV/HCV 合并感染患者 HIV、HCV

的疾病进程、HCV 的治疗效果及预防提供相关的实验室支持。 

方法  收集 2011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间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 HIV-1 确认阳性且合并感染 HCV

的 202 例住院及门诊患者的血清样本，采用荧光定量 PCR(FQ-PCR)方法检测患者血清 HCV-RNA

水平，用 HCV 线性探针杂交法进行丙肝基因分型检测 

结果  202 例 HIV/HCV 合并感染者中，男 151 例（占 74.8%），女 51 例（占 25.2%）；年龄分布

在 18~67 岁，平均 39.6 岁，20 岁及以下 2 例（占 1.0%），20~40 岁 122 例（占 60.4%），

40~60 岁 73 例（占 36.1%），>60 岁以上 5 例(占 2.5%)。HCV-RNA 分布构成以 104~106之间占

的比例最多（占 50%）。1b、3b 和 3a 三种基因型为云南省主要流行基因型，共计 173 例，占

85.6%。其中又以 1b 和 3b 最常见，其次是 3a，少见的基因型是 2a 或 2c、4h、6a 或 6b。未发现

5 基因型。不同性别 HCV 基因分型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915，P=0.083）；不同年龄人群

HCV 基因型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2.919，P=0.044） 

结论  云南地区艾滋病病人 HCV 基因型以 1b、3b 型为主，其次是 3a 型。HCV 分型在 HIV/HCV

共感染人群、HCV 单感染人群中分布可能存在差异，建议分队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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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70 

Exons sequencing arrests de novo mutation  
of GPR157 in a high myopia family 

 
Qingsong Liu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athogenic mechanism about a high myopia (HM) family which the 
genetic way is not clear, in order to discover new genes and mutations of HM. 
Methods Trios (two nonmyopic parents and the proband) were examined to uncover pathogenic 
mutations using whole-exome sequencing. We identified parent-transmitted biallelic mutations or 
de novo mutations in as-yet- unknown or reported genes. Expanded screening of 46 healthy 
human control to verify the same mutation in the same gene by PCR-Sanger sequencing.  
Results Using a trio-based exonic screening study in HM, we deciphered a prominent role for de 
novo mutations in HM patients. PCR-Sanger sequencing prompted the family from father to start 
being GPR157 genes of c.859C>T (Arg287*) hybrid nonsense mutations, not found in healthy 
people the locus mutation. 
Conclusions The discovery of a disease gene, GPR157 gene c.859C>T (Arg287*), provides 
insights into myopic development and its etiology, which expands our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high myopia and might be useful for future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PU-2871 

EBV 病毒抗-VCAIgM 阳性患者病毒标志物 

及肝功能检查结果分析 

 
杨友道 

烟台传染病医院 

 

目的  探讨 EBV 病毒感染对患者肝功能损坏及愈后。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因不明原因肝炎就诊患者 EBV 病毒抗-VCAIgM 及肝功能

检查结果，结合 2000 年 9 月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病毒性肝炎 防治方案》诊断标

准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对门诊及住院的 957 例不明原因肝功能损害病人进行 EBV 病毒抗-VCAIgM 及其他病毒标志

物筛查，其中 EBV 病毒抗-VCAIgM 阳性 111 例占总检测人数的 11.6 %，EBV 合并 HBV 阳性 77

例占阳性人数 69.4%；EBV 合并 HCV 阳性 2 例占阳性人数 1.8%；EBV 合并 HEV 感染 4 例占阳

性人数 3.6%； 常，病程迁延三个月，甚至半年以上， PT%<60%，并出现血清 TP、ALB 异常，

A/G<1.0。 

结论  单纯 EBV 感染对肝脏损坏程度较轻，治疗后预后较好，尤其是婴幼儿 EBV 病毒感染性肝

炎，早期诊断、治疗是关键；EBV 合并其他病毒感染（如 HBV，HCV 和 HEV 等）引起的肝脏损

坏较重，病情较凶险，预后差，故临床发现 EBV 感染，特别是病毒重叠感染时应引起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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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72 

高通量 ELISA 测定血清糖类抗原 125 的方法学评价 

 
陈娟 

青岛市中心医院/青岛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原青岛纺织医院）,266000 

 

目的  对高通量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检测血清糖类

抗原 125(carbohydrate antigen，CA125)进行方法学评价，实现高通量 ELISA 定量检测 CA125 的

标准化。 

方法  收集住院患者血清标本共 4180 例，健康查体者血清标本 200 例。对高通量 ELISA 测定

CA125 的线性范围、精密度、正确度、参考区间、灵敏度、特异性以及抗干扰能力进行评价，与

电化学发光法(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ECLIA)结果进行比对，评价其临床应用

价值。 

结果  高通量 ELISA 测定 CA125 的线性范围是 0.0~500.0 U/ml；低、中、高浓度的批内变异系数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分别为 4.18%、3.80 %、4.75%，天间 CV 分别为 3.33%、3.11%、

2.17%%，总 CV 分别为 6.74%、6.76%、6.34%；平均回收率为 97.40%；参考区间是 0~35.89 

U/ml，灵敏度为 3.0 U/ml，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 ≤2500 mIU/m、甲胎蛋白

(alpha fetoprotein, AFP) ≤500 IU/ml、糖类抗原 (carbohydrate antigen, CA) 50≤500 IU/ml、

CA724≤500 IU/ml 对本方法无明显交叉反应。甘油三酯≤4 mmol/L、胆红素≤150 umol/L、血红蛋

白≤2.0 g/L 对检测结果无明显影响。 

结论  本研究建立的高通量 ELISA 检测 CA125 的标准操作规程，测定血清 CA125 结果可靠、稳

定，与 ECLIA 结果具有可比性，可降低检验成本，提高检测效率。 

 
 

PU-2873 

microRNAs 在乳腺癌中的研究进展 

 
李莎,徐建军,张青云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100000 

 

目的  本综述中，总结了关于 miRNAs 在乳腺癌中所起作用的重要发现，并且探讨了 miRNAs 作为

诊断和治疗靶点的潜在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microRNAs（miRNAs）是由一系列含有 20~22 个核苷酸分子组成的非编码 RNA。它能够调

节靶基因的表达，主要在转录后水平发挥作用。 

结果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miRNAs 在维持体内平衡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且 miRNAs 异常表

达与很多疾病的发生有关，其中包括肿瘤。在很多肿瘤中，miRNAs 在肿瘤诱发、耐药性和转移方

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结论  在很多肿瘤中，miRNAs 在肿瘤诱发、耐药性和转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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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74 

血清网膜素-1 水平与妊娠期糖尿病的相关性 

 
虢怡德 

日照莒县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血清网膜素-1（Omentin-1）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妊娠期糖尿病患者 64 例，根据 BMI 计算结果分为肥胖组（20 例）、正常体质量组（44

例），另选取健康对照组孕妇 30 例，测定三组孕妇血清空腹胰岛素（FINS）、空腹血糖

（FPG）、孕妇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与血清 Omentin-1。 

结果   肥胖组与健康组比较，FPG、FINS、HOMA-IR 有显著升高，Omentin-1 显著下降

（P<0.05）；与正常体质量组比较，FINS、HOMA-IR 有显著升高，Omentin-1 显著下降

（P<0.05）；Omentin-1 与 FPG、BMI、FINS、HOMA-IR 均呈现为负相关；FPG、BMI、FINS

均会对血清 Omentin-1 水平造成影响。 

结论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 Omentin-1 呈现为低表达，尤其是伴随肥胖的孕妇。Omentin-1 与妊娠期

糖尿病的发病、发展均有直接关系。 

 
 

PU-2875 

Detection of integrin expression in peripheral blood 
leukocytes of patient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Jing Gou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xpression of integrin in peripheral white blood cells between patients 
with SLE and healthy controls, an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integrin and clinical indexes. 

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integrin molecules α5(CD49e) 、 α6β1(CD49f/CD29) 、 α1β1

（CD49a/CD29）、αM（CD11b）、αX（CD11c）on leukocytes were determined by flow 

cytometry.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integrin between SLE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two groups.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Persion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①On T lymphocytes,the positive rates of α5 and α6β1 in SL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ression of α6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While the 
expression of αM and α1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The expression of α1and αM 
in monocytes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SLE patients. The expression of α5 and α6 in 
monocytes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s of α6β1 on the 
granulocyte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in control group. The expression of α 5 on the 

granulocyte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α M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②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α 6 on T cells and urinary 
protein level.There was a highly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α 1 expression and CRP in 
monocytes.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other integrin molecules and clinical parameters. 
Conclusions The expression of α6 on T cells in SLE patients is expected to be a marker for the 
severity of renal injury. However, the specific mechanism remains to be further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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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76 

唐氏筛查进展和临床意义 

 
刘颖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心医院 

 

目的  综述唐氏筛查的血清学和影像学指标，阐明唐氏筛查的临床意义和现状。 

方法  电化学发光 

结果  唐氏筛查对胎儿唐氏综合征，18 三体综合征和神经管畸形的检出有较高的检出率，也存在少

数的漏检，同时对胎儿其他畸形有一定的提示作用 

结论  现阶段，唐氏筛查作为产前筛查的重要项目，在临床实验室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PU-2877 

胃蛋白酶原联合 CA72-4 检测在胃癌诊断中的价值 

 
朱波 

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644000 

 

目的  目的  探讨血清胃蛋白酶原( p e p s i n o g e n，PG)与糖类抗原 72-4（carbohydrate antigen 

72-4，CA72-4）联合检测对胃癌诊断的价值。 

方法  方法  根据胃镜活检结果，选取研究对象 284 例，其中胃癌组 108 例，萎缩性胃炎组 96 例，

健康对照组 80 例，采用微粒子化学发光法，用美国雅培 ARCHITECT i2000SR 全自动化学发光仪

进行血清 PGⅠ、P GⅡ定量测定，并计算 PGⅠ／P GⅡ比值（PGR）；用安图全自动免疫仪对

CA72-4 进行定量测定。 

结果  结果  胃癌组血清 PGⅠ、PGR 水平均显著低于萎缩性胃炎组和健康对照组，CA72-4 水平显

著高于其余二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GⅠ、PGR、CA72-4 及三者联合检测对诊断胃癌

的灵敏度分别为：68.52%、72.22%、63.89%、91.67%，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下

面积(AUC)分别为 0.80、0.82、0.75、0.91。 

结论   

结论 PG 和 CA72-4 联合检测能提高胃癌诊断的灵敏度和诊断价值，可用于胃癌筛查。 

 
 

PU-2878 

探讨血浆肝素结合蛋白检测的分析前影响因素及针对策略 

 
王迪 1,陈锟 1,李向宇 1,秦欢欢 1,蒋光洁 1,关明 2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200000 

 

目的  探讨血浆肝素结合蛋白（HBP）检测的分析前影响因素及针对策略，以提高检测结果临床符

合性。 

方法  随机选取华山北院体检中心就诊的健康体检者 20 例进行 HBP 参考区间验证，使用枸橼酸钠

管、EDTA-K2 管及分离胶管收集血样，检测 HBP 浓度水平，并分别计算各组参考区间符合率，各

组总体水平差异采用 Friedman 检验。选取华山北院 ICU 患者 20 例，其中 10 例为脓毒症患者，10

例为非脓毒症患者，采血后分装四份，分别放置 0h、1h、2h、3h 检测 HBP 浓度水平，组间配对

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随机选取 50 例华山北院 ICU 脓毒症患者，其中 22 例正使用肝

素治疗，28 例未使用肝素治疗，通过 SOFA 评分评价器官功能障碍，并检测血液中 HBP、CRP、

PCT 浓度水平，两个独立样本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随机选取 30 例华山北院就诊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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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血培养阳性患者，其中 13 例为粒缺患者（中性粒细胞绝对值＜0.5×109/L），17 例为非粒缺

患者。检测血液中 HBP、CRP、PCT 浓度水平，两个独立样本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 

结果  枸橼酸钠组、EDTA-K2 组、分离胶组 HBP 参考区间符合率分别为 100%、15%、5%，各组

之间浓度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采血后 0h 检测组 HBP 浓度水平与 1h 检测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0h 检测组与 2h、3h 检测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使用肝素治疗组与未使用肝素治疗组 HBP 浓度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粒缺

组与非粒缺组 HBP 浓度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HBP 检测结果受多种分析前因素影响，本研究分别从抗凝剂的选择、样本周转时间、体内肝

素药物使用和体内中性粒细胞缺乏四方面进行阐述。抗凝剂枸橼酸钠是 HBP 检测的最理想抗凝

剂。HBP 检测结果会随着采血时间延长而升高，本研究证实了采血后 1h 内 HBP 浓度水平可保持

稳定，并建议采血后立即送检。体内肝素药物使用可引起 HBP 检测结果假性降低，建议在使用肝

素前采血送检。粒缺患者 HBP 浓度水平明显降低，对于粒缺患者，HBP 的临床诊断价值较低。 

 
 

PU-2879 

肝吸虫感染伴 2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IL-2、IL-4 的测定及初步探讨 

 
赵娜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初步探讨肝吸虫感染伴 II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中细胞因子白介素 2（IL-2）、白介素 4（IL-4）

含量的变化及意义。 

方法  用酶联免疫法（ELISA）试剂盒检测 30 例肝吸虫患者（排除其他基础疾病，各项生理指标正

常）、30 例确诊为Ⅱ型糖尿病并同时合并肝吸虫感染（粪便找到肝吸虫卵）患者与 10 例健康人血

清中细胞因子 IL-2、IL-4 水平。  

结果  正常对照组血清 IL-2 及 IL-4 分别为（36.59±2.48）、（21.17±2.03），肝吸虫感染组血清

IL-2 及 IL-4 分别为（26.19±2.76）、（25.67±2.31），肝吸虫感染伴 II 型糖尿病患者组 IL-2 及 IL-

4 分别为（19.68±1.82）、（25.85±2.63），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肝吸虫感染组和肝吸虫感染伴 II

型糖尿病患者组 IL-2 水平均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IL-4 水均显著升高

（P<0.01）；与肝吸虫感染组相比，肝吸虫感染伴 II 型糖尿病患者组 IL-2 水平进一步显著降低

（P<0.01），IL-4 水平两组对比无统计学差异；对空腹血糖及血清 IL-2 及 IL-4 血清水平进行分析

得到，IL-2 水平随着 FPG 水平升高表现为下降趋势，IL-4 水平随着 FPG 水平升高表现为上升趋

势。  

结论  单纯肝吸虫感染患者体内存在 Th1/Th2 免疫失衡， Th2 细胞处于优势应答，而 Th1 细胞免疫

功能被抑制，表现为 Th1 型细胞因子表达量（IL-2）的降低和 Th2 型细胞因子（IL-4）表达量的增

高，有可能为肝吸虫的繁殖提供有利条件，加重肝吸虫感染状态；若患者同时伴有 II 型糖尿病，

Th1/Th2 免疫失衡更为严重，Th2 型细胞因子表达量继续升高，机体免疫功能受损程度更高，进而

更加有利于虫体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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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80 

Serum 14-3-3η can Improve the Diagnostic Rate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and Correlate to Disease Activity 

 
Shizhen Guan,Xue Bai,Yi Wang 

Tianjin Hospital 

 
Objective Serum 14-3-3η is a novel joint-derived proinflammatory mediator associating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capacity of serum 
14-3-3η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clinical measures in RA.  
Methods 94 RA patients and 80 age and sex-matched controls, including 40 healthy subjects 
were included. Serum 14-3-3η levels were assessed by a quantitative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Receiver-operator curve (ROC) analysis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of 14-3-3η.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used to ass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14-3-3η and other clinical measures in RA.  
Results Median (interquartile range) of serum 14-3-3η concentration (ng/ml) of RA patients [2.34 
(1.56-3.39)]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healthy subjects [0.17 (0.11-0.30)] and disease 
controls [1.66 (1.21-2.74)] (P < 0.05). ROC curve analysis comparing RA with all controls 
demonstrated a significant (P < 0.001)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0.81 (95% confidence 
interval: 0.74-0.88). At a cutoff of 1.44 ng/mL, ROC curve yielded a sensitivity of 78.7%, a 
specificity of 73.8%. The sensitivity of anti-citrullinated protein antibody (ACPA) and rheumatoid 
factor (RF) were 84.0% and 72.3%, respectively. While, adding 14-3-3η to ACPA and/or RF could 
discriminate more than 96% patients with RA. The positive rate at least one of the three markers 
was up to 99% with specificity of about 70%. The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revealed serum 
levels of 14-3-3η protein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reactive protein (r =0.250, P < 0.05),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r =0.294, P < 0.01), 28-joint disease activity score (r =0.275, P < 
0.05) in patients with RA. 
Conclusions 14-3-3η protein is a novel marker which can apparently enhance detection of 
patients with RA. The level of serum 14-3-3η protein correlates to the disease activity and 
inflammation to some degree. 
 
 

PU-2881 

MicroRNA-126 敲减对 CD4+ T 细胞功能的影响 

 
胡燕 

湖南中医药大学附一,410000 

 

目的   利用免疫荧光技术和流式检测技术，结合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从体内外探讨 miR-126

敲减后对 CD4+ T 细胞活化、增殖和相关细胞因子分泌等功能以及凋亡的影响。 

方法  免疫荧光技术检测 WT 小鼠和 miR-126KD 小鼠脾组织 CD4+ T 细胞的组成和分布改变；利用

MACS 技术分选 CD4+ CD62L+ T 细胞后，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检测 miR-126 的表达；体外无

菌条件下获得脾组织单细胞悬液，用 ConA 或抗 CD3/CD28 抗体加 IL-2 刺激淋巴细胞，显微镜下

观察增殖效率，流式仪检测 CD4+ T 细胞的活化、增殖和相关细胞因子分泌的变化；同时用实时荧

光定量 PCR 技术检测 CD4+ T 细胞相关细胞因子表达的改变；最后用 PI 染色法检测 CD4+ T 细胞

的凋亡情况和用 DSS 诱导的肠炎模型和过继传输试验探讨在体内 miR-126 对 CD4+ T 细胞功能的

影响。 

结果  免疫荧光共聚焦试验结果显示，miR-126KD 小鼠脾组织中 CD4+ T 细胞显著高于 WT 小鼠；

体外脾细胞增殖试验显示，miR-126KD 小鼠 CD4+ T 细胞增殖加快；同时，流式检测结果进一步显

示，在活化状态下，miR-126KD 小鼠 CD4+ T 细胞 CD69、CD44、ki-67、BrdU 的比例显著增加，

而 CD62L 的比例显著减少，相关 IL-4 的表达显著减少，IFN-γ 的表达显著上调（p<0.05），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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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活化状态下，BrdU 的改变不明显；同时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结果表明，miR-126KD 小鼠 IL-

4 和 IL-10 的表达显著下调，而 IL-12、TGF-β、TNF-α、IFN-γ 的表达显著上调（p<0.05）；最后

PI 染色法检测显示，miR-126KD 小鼠 CD4+ T 细胞凋亡的比例明显减少（p<0.05），体内试验结

果显示，miR-126 敲减后增强了 CD4+ T 细胞的活化、增殖能力。 

结论  miR-126 敲减后, CD4+ T 细胞活化、增殖和相关细胞因子的分泌均明显增强，而凋亡明显减

少，表明 miR-126 能显著调控 CD4+ T 细胞的功能。 

 
 

PU-2882 

KIR2D 与 HLA-C 基因多态性与 SLE 的相关性分析 

 
杨传坤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210000 

 

目的  探讨杀伤细胞免疫球蛋白样受体(KIR2D)与其配体 HLA-C 基因多态性与系统性红斑狼疮易感

性的关系。 

方法  留取 96 例 SLE 患者及 183 例正常对照组外周血，提取基因组后以 PCR-SSP 方法分别检测

8 个 KIR 基因及其 HLA-Cw 的基因多态性，分析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及正常对照人群 KIR-HLA 特

征。 

结果  在 SLE 病人组中，8 种 KIR 基因分别以不同的频率表达，其中 KIR2DL1 及 KIR2DL3 表达频

率很高， 均在 90%以上，KIR2DS2 及 KIR2DS3 表达频率相对较低，且两组间 KIR1D 基因频率具

有统计学意义(30.21％vs42.62%，P=0.043)；SLE 组所含 a-KIR 的数量≥4 的个数明显低于正常对

照组(18.75％vs 42.62%，P＝0.002)，在抑制型 KIR 数量上无显著差异；HLA-C1(即 HLA-Cwlys)与

HLA-C2(即 HLA-Cwasn)表达频率不均衡，HLA-C1 表达占优势，但两组的 HLA-C1/C2 的基因频率

及单倍型相比无统计学意义；两组间 KIR2D 与其配体 HLA-C 各种组合的基因表达上均无统计学意

义。 

结论  KIR1D 基因可能与 SLE 的发病有关；HLA-C1/C2 与 KIR2D 相互作用复杂，其表达互不干

扰，在 SLE 患者中并没有突出表达。 

 
 

PU-2883 

SLE 患者单核细胞 CD36 水平与动脉粥样硬化进程的关系 

 
凡瞿明 

四川省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常伴有动脉粥样硬化风

险，本研究拟通过检测 SLE 患者外周血中单核细胞 CD36 表达水平与超微血流成像分

级，探讨单核细胞 CD36 表达水平与 SLE 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新生血管进展及动

脉狭窄程度的关系。 

方法  选取 SLE 患者 191 例，其中男 23 例，女 168 例，符合美国风湿病协会（ACR）2009 年修

订的 SLE 分类诊断标准。采用流式细胞仪分析单核细胞表面 CD36 荧光强度，生化分析仪及特种

蛋白分析仪检测 HDL-C,LDL-C,CRP 生化指标。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超微血流成像检查硬化斑块血

流情况并分０-Ⅲ级。 

结果   有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组合并高血压比率、病程高于无斑块组 χ2=7.085，χ2=5.609，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D36,CRP 在是否伴有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2=49.066，χ2=10.731，p 值均小于 0.01。SMI 方法硬化斑块新生血管分级，各级之间 CD36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8.467，p<0.01。其中 0 级与Ⅰ-Ⅲ级，p<0.01；Ⅰ级与Ⅱ级相比，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629 

 

p<0.05；Ⅰ级与Ⅲ级相比，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RP, HDL-C, LDL-C 各分级之间无统计

学差异，p>0.05。SLE 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 CD36 表达水平与患者病程及 CRP 浓度程负相关,r 分

别为-0.1895,-0.2770，p<0.01； 

结论  SLE 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 CD36 表达水平与脉粥样硬化斑块生成发展相关，单核细胞 CD36

可为 SLE 患者动脉粥样硬化进程评估提供依据。 

 
 

PU-2884 

克罗恩病与 EB 病毒感染的相关性研究 

 
罗敏,冯平锋,魏东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对克罗恩病（Chohn’s Disease，DC）与 EB 病毒感染的相关性进行研究。 

方法  收集 2016 年 5 月至 2018 年 5 月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收治的 UC 患者 110 例，其中未经治

疗组 27 例，使用过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生物制剂者为治疗组共 83 例，经肠镜筛查未见异常

者为对照组共 65 例。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 EB 病毒 EA-IgA、VCA-IgA、VCA-IgM、VCA-IgG

和 NA-IgG 五种抗体。 

结果  未经治疗组、治疗组及对照组的 EBV-EA-IgA 阳性率分别为 3.7%、8.43%、6. 15%，EBV-

VCA-IgA 阳性率分别为 7.41%、18.07%、9.23%，EBV-VCA-IgM 阳性率分别为 0、4.82%，

1.54%，EBV-VCA-IgG 阳性率分别为 96.3%、97.59%、96.92%，EBV-NA-IgG 阳性率分别为

100%、98.8%、100%，三组五种抗体表达的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DC 是一种原因不明的肠道炎症性疾病。其病因被认为是遗传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

果。有学者研究证实发现 DC 患者感染 EBV 的机会增加，可能原因为其病情较重，且诱发淋巴细

胞增生性疾病甚至淋巴瘤。EBV 感染与 DC 的发生、发展的相关性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

注。目前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生物制剂 DC 治疗的首选药物，但这些药物均具有免疫抑制作

用，同时患者本身处于免疫功能低下状态，可能会出现机会性感染的风险增加。本研究发现 EB 病

毒 EA-IgA 和 VCA-IgA 的阳性率，均呈现出免疫抑制治疗组>未经治疗组>对照组的趋势，暂无统计

学意义可能由于研究例数较少所致。研究提示，未经治疗的 DC 患者在使用免疫抑制药物前进行

EBV 血清学检测，为提前采取措施来消除 EBV 感染的风险提供可能，而在应用免疫抑制药物治疗

期间，定期监测 EBV 感染情况，将有助于降低出现 EBV 相关严重疾病的几率。然而，国内外的研

究只表明 DC 的发生、发展与 EBV 感染有一定的相关性，对于 DC 的 EBV 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与评价，期望运用新技术、新方法对其流行病学、致病机制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为

DC 的防治开拓一条新的路径。 

 
 

PU-2885 

结核感染 T 细胞斑点试验检测阈值优化的探讨 

 
张玲,潘建华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510000 

 

目的  根据结核感染 T 细胞斑点试验（T-SPOT.TB）斑点数量辅助临床鉴别诊断疑似结核病与非结

核病，在结核病感染率高的科室优化检测阈值，提高检测效能。 

方法  对 2016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来自广东地区送检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结核感染 T 细胞斑点

试验样本 16266 例，选取金域体检中心排除疾病的体检标本 100 例作为健康对照组，所有样本均

应用英国牛津结核感染 T 细胞斑点诊断试剂盒及说明书进行检测，根据抗原 A 孔（ESAT-6）\ B 孔

(CFP-10)两种抗原检出结果的阳性斑点数量分布特点进行回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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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受检的 16266 例标本中，结核患者随着结核菌大量复制导致抗原增加，特异性效应 T 细胞

数量也同时增加，从而呈现斑点数量增加，且男性结核患者明显多于女性，p<0.05，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风湿内科阳性远小于其他科室，p<0.01，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各科室阳性结果斑点数平

均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通过对比各科室抗原刺激后斑点数 ROC 曲线发现，T-SPOT.TB 实验

在各科室检测效能有差异。 

结论  T-SPOT.TB 试验是目前最敏感的检测抗原特异性 T 细胞的方法，其结果清晰，易于判读，尤

其是在结核科和感染科的检测效能较好，通过优化阳性阈值可提高 T-SPOT.TB 试验灵敏度和特异

性，能有效鉴别诊断活动性结核与潜伏性结核，以及非结核疾病，更好地为临床提供辅助诊断帮

助。 

 
 

PU-2886 

中性粒细胞 CD64 指数对于诊断早期感染的临床价值研究 

 
蔡蓓,冯伟华,蔡宜含,罗俐梅,高雪丹,王兰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目前中性粒细胞 CD64 指数（nCD64 index）作为新的感染诊断指标已被国内外证实在新生

儿感染和脓毒血症等疾病中具有早期诊断和疗效监测价值。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中性粒细胞 CD64

指对于早期诊断临床其他常见感染易发人群（自身免疫性疾病、血液病）和急诊患者感染鉴别诊断

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健康体检者 42 例，临床患者 129 例，其中自身免疫性疾病 32 例，血液肿瘤患

者 32 例，实体肿瘤患者 5 例，急诊患者 60 例。所有患者经临床或实验室检测结果证实感染 80

例，非感染 49 例。采用流式细胞术结合 CD64-PE 和 CD45-APC、CD14-FITC 检测外周血淋巴细

胞、单核细胞和中性粒细胞表面的 CD64 分子表达荧光强度,并计算中性粒细胞 CD64 指数。 

结果  1. 正常参考范围的初步建立：根据健康体检者中性粒细胞 CD64 指数 95%分布范围上限值作

为参考范围，即 nCD64 index≤0.86。2.中性粒细胞指数 CD64 鉴别诊断感染与非感染的诊断价值

分析结果显示，在临床患者中 nCD64 index 鉴别诊断感染的 AUC 为 0.773,P<0.001。分析人群包

含健康志愿者，ROC 分析显示 AUC 为 0.782，P<0.001。3.不同疾病中 nCD64 index 鉴别诊断感

染的 ROC 分析显示：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中 nCD64 index 鉴别诊断感染 AUC 最大

（AUC=0.86667）,cut-off 值为 0.93 时，敏感性为 83.3%，特异性 90%；恶性血液病患者中

nCD64 index 鉴别诊断感染的 AUC 为 0.75758, cut-off 值为 1.23 时，敏感性为 72.73%，特异性

76.19%; 恶性肿瘤患者鉴别诊断感染的 AUC 为 0.83333,但分析病例数仅 5 例；急诊患者中 CD64

指数鉴别诊断感染的 AUC 为 0.72222,cut-off 值为 1.30 时，敏感性为 62.96%，特异性 100%。 

结论  中性粒细胞 CD64 指数用于辅助判断患者是否存在感染具有较好的诊断价值，建立不同疾病

的参考范围和临界值有助于更好为临床服务，提高实验室诊断项目的临床实用性。 

 
 

PU-2887 

不同方法试剂检测丙型肝炎病毒结果分析 

 
李卓敏,王晓宁,刘晴,田野,郑芳芳,聂秋燕,韩旭,古媛,张岩,谭延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100000 

 

目的  研究对化学发光酶免分析法丙肝抗体检测（HCV-Ab CLEIA）筛查丙肝抗体为阳性的检测结

果进行正确判断解读 

方法  对 208 例 HCV-Ab CLEIA 筛查阳性的标本，用丙型肝炎病毒核酸检测确认的同时，采用微粒

子化学发光法丙肝抗体（HCV-Ab CMIA）及抗原（HCV-core Ag CMIA）检测同时复测，对实验结

果做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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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以 HCV-RNA 法为准，HCV-Ab-CLEIA 法筛查为阳性的标本中真阳性比例为 69.71%，其中

有 2 例 RNA 阴性的患者 HCV-c Ag 检测阳性,两种抗体筛查结果具有相关性(r=0.65) 2.以 RNA 检测

为准，不同方法检出率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及较高一致性，但 HCV-c Ag 的检出率及一致性高于

HCV-Ab-CMIA。3.以 RNA 检测为准，受试者工作曲线特征曲线（ROC 曲线）分析显示 HCV-c Ag

曲线下面积为 0.894，约登指数为 0.766，cut-off 值为 3.72fmol/L,敏感度(78.62%)及特异度

（96.83%）均高于抗体检测。4.在 RNA 阳性患者组中这几种检测方法均具有相关性，但 Lg HCV-

c Ag 与 Lg HCV-RNA 相关性最好(r=0.829)。 

结论  HCV-Ab-CLEIA 作为丙肝筛查方法，具有较高的假阳性率，HCV-c Ag 筛查可缩短检测的窗

口期，作为一种备选检测方法，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且与 RNA 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PU-2888 

纤维蛋白原、超敏 C 反应蛋白及凝血功能指标 

在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中的鉴别作用 

 
李元国,崔文贤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213000 

 

目的  探讨纤维蛋白原和超敏 C 反应蛋白及凝血功能指标在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中的鉴别作用。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本院收治 60 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患者为观察组，30

例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收集患者血液并检测患者血液中纤维蛋白原(FBG)和超敏 C 反应蛋白(hs-

CRP) 及凝血功能指标凝血酶原时间(PT)、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比值(PT-INR)、活化部分凝血活

酶时间(APTT)、凝血酶时间(TT)的含量和变化。 

结果  与对照组患者血液指标含量相比，原发性 AIHA 和继发性 AIHA 患者体内 hs-CRP 含量显著升

高，FIG 和血红蛋白 Hb 含量显著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原发性 AIHA 患者血液指

标含量相比，继发性 AIHA 患者体内 hs-CRP 含量显著升高，FIG 和血红蛋白 Hb 含量显著下降，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患者凝血功能指标含量相比，原发性 AIHA 和继发性 AIHA

患者体内凝血酶原时间(PT)、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比值 (PT-INR)、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APTT)、凝血酶时间(TT)显著上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原发性 AIHA 患者凝血功能

指标含量相比，继发性 AIHA 患者体内 PT、APTT 和 TT 时间显著增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PT-INR 水平没有显著改变，不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5)。 

结论  根据患者临床特征、纤维蛋白原、超敏 C 反应蛋白及凝血功能等实验室指标可为自身免疫性

溶血性贫血分型提供可靠的实验室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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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89 

Serum liver fibrosis markers discriminate significant liver 
inflammation in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with normal or 

near-normal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Yuan Liao,Jiao Gong,Wenying Zhou,Huimin Dong,Jiayin Liang,Minqi Luo,Bo Hu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Chronic liver inflammation caused by chronic hepatitis B virus (CHB) infection leads to 
liver cirrhosis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Recently, the role of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as predictors of liver inflammation has been questioned.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utility of noninvasive fibrosis markers including hyaluronic acid (HA), collagen type IV(CIV), N-
terminal propeptide of type III procollagen (PIIINP) and laminin (LN) in identifying significant liver 
inflammation in CHB patients, especially in patients with normal or near-normal ALT. 
Methods A total of 242 CHB patients who underwent liver biopsy were enrolled. The serum 
levels of ALT,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HA, CIV, PIIINP and LN were quantifi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logical staging and serum markers we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Serum HA, CIV, PIIINP and LN level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long with the increasing 
severity of liver inflammation.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CIV and LN were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 inflammation. CIV, PIIINP, HA and LN levels were found to have high 
diagnostic value for predicting significant inflammation in CHB patients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 0.807, 0.795, 0.767 and 0.703; respectively). The combined index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significant inflammation, which combined CIV, PIIINP, HA and LN level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diagnostic performance (AUC = 0.851). Moreover, the combined index also achieved excellent 
diagnostic accuracy (AUC = 0.861) in CHB patients with normal or near-normal ALT.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the combined index may be a strong indicator for discriminating 
significant liver inflammation, especially in CHB patients with normal or near-normal ALT. 
 
 

PU-2890 

Newborn screening for congenital hypothyroidism:  
a 13-year observational study 

 
Bin Yu,Yuqi Yang,Ying Wang 

Changzhou Woman and Children Health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clinical data of CH screening over the past 13 years, 
focusing on results distribution, optimal cut-off values, and possibl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so on. 
Through the study, we hope to be able to carry out CH neonatal screening better. 
Methods From January 2004 to December 2016, all of the newborn infants who accepted 
newborn screening program in Changzhou Woman and Children Health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recruited for this study.Dried blood spots (DBS) were collected 
from all infants on 903 filter paper (Wallac OY Turku, Finland) at 72h after birth. All of the sample 
were detected the level of newborn babies’ 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NTSH) firstly. 
Results A total of 437342 newborn infants accepted NBS of CH in present study. 192 CH infants 
were diagnosed as CH in the end, and the incidence was 1:2278. Among the CH infants, the 
median NTSH, serum TSH and FT4 were 46.10mIU/L, 75.0mIU/L and 5.14pmol/L. The NTSH 
levels of 30.57% CH babies were higher than 100mIU/L, and the serum TSH levels in 80.42% of 
CH cases were greater than 75mIU/L. We constructed ROC curve and calculated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The AUC for CH was 0.996, and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ccuracy, PPV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 were 96.89%, 99.13%, 99.13%, 4.70% and 99.99% 
respectively. One optimal cut-off value of 8.58mIU/L exhibited the best combination of sensi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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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48%) and specificity (97.70%). In the four quarter of the year, we also found that the values of 
AUC and PPV were highest in the third quarter, and the false positive rate was lowest. 
Conclusions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the newborn screening of CH in Changzhou was effective. 
However, it is necessary to adjust the local NTSH threshold. 
 
 

PU-2891 

Sensing and rapid detection of breast cancer specific 
miRNAs using a one-dimensional Cu-based metal-organic 
framework and their fluorescently labeled complementary 

single-strain DNAs 

 
minmin li 

Clinical Medical Laboratory Center，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Objective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MOFs) are a class of hybrid materials composed of metal 
ions connected by a variety of organic ligands. In this dissertation, one-dimensional MOF 

{[Cu2(Cbdcp)2(bipy)(H2O)4]·2H2O}n(1,Cbdcp=N-(4-carboxybenzyl)-(3,5-dicarboxyl)pyridinium ；
bipy = 4,4'-bipyridine) was employed to form P-DNA-1@1 and P-DNA-2@1 sensing platforms 
with FAM labeled P-DNA-1 and ROX labeled P-DNA-2, and dectct the  breast cancer associated 
miRNAs. 

Methods 1.H3CbdcpBr(Cbdcp = N-(4-carboxybenzyl)-(3,5-dicarboxyl)pyridinium；bipy = 4,4'-

bipyridine) was employed to form {[Cu2(Cbdcp)2(bipy)(H2O)4]·2H2O}n with Cu(II).All pompouds 
were characterized by IR,elemental analyses and single crystal X-ray crystallography. 
2.MOFs was employed to form P-DNA-1@1 and P-DNA-2@1 sensing platforms with FAM 
labeled P-DNA-1 and ROX labeled P-DNA-2, and dectct the  breast cancer associated miRNAs, 
respectively.3.Synchronous fluorescence analysis was employed to dectct the  breast cancer 
associated miRNAs. 
Results MOF 1 can bind  P-DNA-1 and P-DNA-2 and quench the fluorescence of fluorescein with 
high fluorescence quenching rates (QE) of 83% and 53%, respectively. These two sensing 
platforms can rapidly detect miRNA-221 (T1) and miRNA-222 (T2) give detection limits of 166 pM 
and 141 pM,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shortcomings of time-
consuming and complicated operation, P-DNA-1 and P-DNA-2 were applied to bind with MOF 1 
in the same time and then form P-DNAs@1 sensing platform. P-DNAs@1 could detect T1 and T2 
by synchronous fluorescence analysis with high sensitivity and give detection limits as low as 231 
pM and 977 pM. 
Conclusions MOFs shows great water stability, and the preparation process is simple. MOFs 
can detect target miRNAs with high sensitivity and high specificity,and there is no cross reaction. 
All these make them as potential sensing anents for clinical detection of  nucleic acid molecule of 
related diseases. 
 
 

PU-2892 

Targeted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of thirteen causative 
genes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congenital hypothyroidism 

 
Wei Long,Wenbai Zhou,Yuqi Yang,Hong Zhou,Bin Yu 

Changzhou Maternity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identify the spectrum and prevalence of disease-causing gene 
mutations in congenital hypothyroidism (CH)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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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Blood samples of 106 CH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and genomic DNA was extracted. A 
customized targeted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panel containing 13 CH-causing genes was 
designed to detect mutations in the coding regions and exon-intron boundaries of these genes. 
Results A total of 132 mutations were identified in 65.09% of patients (69/106) in the following 9 
genes: DUOX2, TG, TPO, TSHR, TTF1, TTF2, NKX2-5, PAX8 and GNAS. 69.70%(92/132) 
mutations were relate to thyroid dyshormonogenesis genes, including DUOX2(n=49), TG(n=35), 
and TPO(n=8). 21.21%(28/132) mutations were relate to thyroid dysgenesis genes, including 
TSHR(n=19), TTF1(n=5), TTF2(n=1), PAX8(n=2), and NKX2-5(n=1). 9.09%(12/132) mutations 
were relate to GNAS, which was associated with thyrotropin resistance. No mutation of THRA, 
TSHB, IYD and SLC5A5 was detected. Among 69 mutations detected patients, 41(59.42%) were 
two or more mutations detected, and mutations of 30(43.48%) patients related to two or three 
genes. According to the pathomechanism of the mutant genes, 57.97% CH patients were 
classified as thyroid dyshormonogenesis. 
Conclusions DUOX2, TG and TSHR mutations were the most common genetic defects in 
Chinese CH patients, while the prevalence of other gene mutations was low. Thyroid 
dyshormonogenesis could be the first etiology of CH in Chinese. Multiple site mutations in a 
single gene or mutations in multiple gene accounts for a part of genetic pathogenesis in Chinese 
CH patients. 
 
 

PU-2893 

G-MDSC derived exosomes promote the progression 
 of colon cancer 

 
YUNGANG WANG,SHENGJUN WANG 

The Affiliated People’s Hospital of Jiangsu University ( Zhenjiang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 (MDSC) are present in most cancer patients where 
these cells inhibit anti-tumor immunity and enhance cancer stem cells (CSC) which are important 
cellular component in the cancer microenvironment and may affect cancer phenotype and patient 
outcome. MDSC derived exosomes have been proposed to act as intercellular communicators, 
carrying active proteins and other molecules. The role of MDSC derived exosomes in colon 
cancer is unclear. 
Methods Granulocytic MDSCs were isolated by microbeads, and G-MDSC derived exosomes 
(GM-Exo) were purified from the cell supernatant. Phenotypic analysis of immune cells was 
performed by flow cytometry. Cancer cell stemness was detected by sphere formation and 
biomarkers. Tumor model were monitored and assessed by histopathology. 
Results GM-Exo promoted colon carcinoma CT-26 cells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in vitro. GM-
Exo exacerbated tumor incidence and developed rapidly progressing lethal tumors in 
transplanted CT-26 tumor mice and exacerbated AOM/DSS-induced colitis-associated cancer 
(CAC) mice, and enhanced the migration ability of CT-26 cells through liver metastasis model in 
vivo. Exosomal S100A9 enhanced tumor sphere formation and the levels of a panel of 
established CSC markers, which was associated with Nox/ROS/NF-kB pathway. After treatment 
of GM-Exo, the percentage of CD133+ or CD44+ CSC cells was increased in tumor tissue of 
CAC mice. Silencing of Rab27a halted G-MDSC exosomes release, and attenuated the abilit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lanted tumor.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S100A9 cargo packaged into GM-Exo 
promoted the metastatic and tumorigenic potential of colon cancer through enhancing cancer cell 
stem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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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94 

Non-pathogenic Th17 cells in autoimmune diseases 

 
XINYU X,SHENGJUN WANG 

The Affiliated People’s Hospital of Jiangsu University ( Zhenjiang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CD4+ T cell-mediated host immune defense is important for the clearance of 
pathogens, fungi and viruses. In general, the phenotype of a CD4+ T cell is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cytokines that drive naive T cells to become polarized towards different T cell subsets. 
Methods Th17 cells are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be positive regulators of immune response 
because they can produce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cluding IL-17A, IL-17F and IL-22. 
Results The production of cytokines not only promotes the accumulation of immune cells, such 
as macrophages, neutrophils and lymphocytes, in inflammatory sites but can also cause tissue 
pathologies. However, certain Th17 cells can also negatively regulate immune responses by 
secreting immunosuppressive factors, such as IL-10. 
Conclusions These cells are termed non-pathogenic Th17 cells. In this review, we summarize 
recent advance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regulatory functions of non-pathogenic Th17 cells in 
autoimmune diseases. 
 
 

PU-2895 

Measurement of 17- hydroxyprogesterone and cortisol in 
dried blood spot by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as a candidate confirmatory test  
for congenital adrenal hyperplasia 

 
韩丽乔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Newborn screen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ducing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especially to 

prevent adrenal crisis of Congenital Adrenal Hyperplasia (CAH) by early diagnosis. 

方法  Cortisol and 17-OHP of DBS (4 x 3 mm in diameter) were dissolved in 500 μL water, 

extracted using tert-butyl-methyl-ether, separated on a C18 column, and analyzed using 
electrospray ionization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结果  The LC-MS/MS method had a limit of detection, for 17-OHP and Cortisol, of 5 and 2.5 

ng/mL, and limit of quantification of 10 and 5 ng/mL, respectively.  

结论  An newly developed LC-MS/MS method for 17-OHP and cortisol produced more reliable 

results than the immunoassay, possibly by specifically detecting the interest analytes and not 
subject to interfering materials exist in patient samples. The method can be used for a 
confirmatory test for C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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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96 

肺癌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lncRNA PVT1 表达水平的变化 

 
郑雨,王胜军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212000 

 

目的  建立检测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PBMC）中长链非编码

RNA（ 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PVT1 的实时荧光定量 PCR（ real time fluorescene 

quantitative PCR，qRT-PCR）的方法,并探讨其可能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qRT-PCR 检测 41 例肺癌患者和 26 例健康体检者 PBMC 中 lncRNA PVT1 的表达水平，并

绘制 ROC 曲线分析其诊断效能。 

结果   肺癌患者 PBMC 中 lncRNA PVT1 的相对表达量为(6.99±0.70)×10- 4，健康体检者为 

(5.24±0.46)×10- 4，肺癌患者 PBMC 中 lncRNA PVT1 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健康体检者（t=2.079，

p<0.05）。以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绘制 ROC 曲线，肺癌患者 PBMC 中 lncRNA PVT1 的曲线下

AUC 面积为 0.594，95%可信区间（CI）为 0.454～0.735，敏感性为 0.976，特异性为 0.231。 

结论  lncRNA PVT1 在肺癌患者 PBMC 中高表达，且在肺癌的辅助诊断中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PU-2897 

EB 病毒感染相关疾病研究进展 

 
任慧子 

甘肃省医学科学研究院肿瘤医院 

 

目的  ＥＢ病毒（Ｅｐｓｔｅｉｎ－Ｂａｒｒ ｖｉｒｕｓ，ＥＢＶ）是存在于人类淋巴组织的 γ

疱疹病毒，ＥＢＶ主要感染人类口咽上皮细胞和Ｂ细胞，Ｔ细胞和ＮＫ细胞是抑制ＥＢＶ感染的主

要免疫细胞。研究显示，ＥＢＶ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如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慢性活动

性ＥＢＶ感染、霍奇金淋巴瘤、伯基特淋巴瘤、鼻咽癌和 EB 病毒肝损害等疾病。 

 
 

PU-2898 

Inhibition of COPS5 as a Therapeutic Target for Platinum-
Resistant Ovarian Cancer 

 
Hongqin Zhang,Ailing Zhong,Miaomiao Chen,Renquan Lu 

Fudan Univercity ShangHai Cancer Center 

 
Objective The high fatality-to-case ratios of ovarian cancer is directly related to platinum 
resistance. COPS5 is a nuclear exporter that mediates nuclear export of multiple tumor 
suppressors. We investigated possible clinic pathologic correlations of COPS5 expression levels 
and evaluated the efficacy of COPS5 inhibition as a therapeutic strategy in platinum-sensitive and 
-resistant ovarian cancer.  
Methods COPS5 expression levels were analyzed to define clinic pathologic correlates using 
both GEO datasets and tissue microarrays (TMA). The effect of COPS5 inhibition, using the 
small-molecule inhibitors CSN5i-3 alone or in combination with a platinum agent on cell viability, 
apoptosis, and the transcriptome was tested in immortalized ovarian cancer cell lines.  
Results COPS5 overexpression was correlated with platinum resistance in ovarian cancer. 
Targeted COPS5 inhibition decreased cell viability and synergistically restored platinum 
sensitivity in ovarian cancer cells. The COPS5 inhibitor–mediated apoptosis occurred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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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3-dependent pathways. CSN5i-3 treatment, alone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platinum, markedly 
decreased tumor growth in platinum-resistant ovarian cancer cells.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these results provide evidence that COPS5 inhibition represents a 
new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overcoming platinum resistance in women with ovarian cancer. 
 
 

PU-2899 

血清肿瘤特异性生长因子与癌胚抗原的检测 

对结肠癌患者的临床价值分析 

 
李艳 

湛江中心人民医院,524000 

 

目的  探究对结肠癌患者实施血清肿瘤特异性生长因子（TSGF）与癌胚抗原（CEA）的检测效

果，为临床提供指导。 

方法  随机抽取 2016 年 3 月 17 日至 2017 年 5 月 29 日我院 58 例结肠癌患者、58 例结肠良性病变

患者及同期 58 例来我院行健康体检者为观察对象，对所有观察对象均实施 TSGF 与 CEA 检测，

研究对比上述观察对象的 TSGF 与 CEA 检测结果。 

结果  结肠癌组 TSGF 与 CEA 检测结果相比结肠良性病变组、体检组明显更高，P＜0.05；结肠癌

组 TSGF 与 CEA 阳性率检测结果相比结肠良性病变组、体检组明显更高，P＜0.05，且结肠癌患

者联合检测的阳性率较单一检测更高。 

结论   对结肠癌患者实施血清肿瘤特异性生长因子与癌胚抗原检测十分可行，可为临床医师诊断病

情提供依据。 

 
 

PU-2900 

Nectin-4 在食管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徐茗,邓海峰,徐斌,郑晓,陈陆俊,王琦,吴昌平,蒋敬庭 

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目的  检测结合素 4（Nectin-4）在食管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探讨 Nectin-4 的表达水平与食管癌

患者临床病理参数及预后的关系。 

方法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IHC）检测食管癌组织芯片中 94

例食管癌组织和 78 例食管癌癌旁正常组织中 Nectin-4 的表达情况，应用秩和检验比较食管癌患者

的癌组织及癌旁正常组织中 Nectin-4 表达水平是否具有差异，通过卡方检验分析 Nectin-4 表达水

平与食管癌患者临床病理参数之间的关系；Kaplan-Meier 生存分析法及 Log-rank 检验分析 Nectin-

4 表达水平与食管癌患者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之间的关系；拟合单因素和多因素 Cox

比例风险模型评价不同临床病理参数与食管癌患者预后的关系。 

结果  食管癌患者的癌组织中 Nectin-4 高表达的阳性率(37.8%)显著高于癌旁正常组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01)。Nectin-4 表达与肿瘤大小有关，肿瘤最大直径大于等于 4.5cm 的患者阳性表

达率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385, P=0.012）；肿瘤浸润深度中，T3+T4 分期比 T1+T2 分

期患者 Nectin-4 阳性表达率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822, P=0.016）；Kaplan-Meier 生存

分析表明 Nectin-4 阳性食管癌患者 OS 显著低于 Nectin-4 阴性食管癌患者（P＜0.05）。多因素

Cox 比例风险模型表明 Nectin-4 的表达（HR=1.795，P=0.035）是食管癌患者的独立预后因素。

浸润深度（HR=2.121，P=0.087）和淋巴结侵犯（HR=1.689，P=0.086）可能是食管癌患者的独

立预后因素。 

结论   Nectin-4 可能在食管癌的发生及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可作为食管癌患者预后评估的重要风

险因素，有望成为食管癌诊疗的重要分子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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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01 

MTHFR 基因 rs1801131、rs1801133 位点及表达产物 

与成人心血管疾病的临床诊断价值及相关性研究 

 
冯勤颖 

贵州省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探讨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Methylene Tetrahydrofolate Reductase，MTHFR）基因

rs1801131、rs1801133 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e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位点与成人

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收集标本，正常对照组 105 例和成人心血管疾病 108 例，收集研究对象的

一般临床资料并检测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运用聚合酶链反应对 MTHFR 基因 rs1801131、

rs1801133 的多态性位点进行序列扩增，一代测序技术检测各位点的基因分型分布；采用卡方检验

对两个多态性位点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进行关联分析，和两个位点的基因型组合分析，采用单因素

方差分析 rs1801131、rs1801133 位点各基因型与血清 Hcy 水平的相关性。 

结果  rs1801131 位点，携带突变等位基因 C 个体的患病风险是携带野生型等位基因 A 个体的 2.38

倍。与野生型纯合子（AA）比较，杂合子（AC）个体患病的风险较高；纯合子（CC）个体患病风

险是野生型的 5.46 倍。rs1801133 位点，携带突变等位基因 T 个体的患病风险是携带野生型等位

基因 C 个体的 1.96 倍。与野生型纯合子（CC）比较，杂合子（CT）个体患病的风险增高为；纯

合子（TT）个体患病的风险增高为。组合基因型分析显示 rs1801133 与 rs1801131 位点对心血管

疾病存在联合致病作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在 rs1801133 位点基因型 CC、CT、TT 中 Hcy 血清水

平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 rs1801131 位点基因型 AA、AC、CC 中 Hcy 血清水平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并且从野生纯合子到突变杂合子、突变纯合子逐渐升高 

结论  MTHFR 基因 rs1801131、rs1801133 位点突变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素。rs1801133 与

rs1801131 位点对心血管疾病患病风险存在联合作用。 rs1801131 位点 AC、CC 基因型及

rs1801133 位点 CT、TT 基因型与高 Hcy 血清水平相关，Hcy 可作为有效辅助因子诊断心血管疾

病。 

 
 

PU-2902 

Prognostic value of Midkine ex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solid tumor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Luo Zhang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meta-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further explore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MDK 
expression in solid tumors. 
Methods We obtained the literatures through searching PubMed, Embase and the Cochrane 
Library (last up to April 10, 2017)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MDK on survival in solid tumor patients. 
The STATA 12.0 software was used for the meta-analysis. Fixed-effects models or random-
effects models was used to estimate the pooled hazard ratios (HRs) for overall survival (OS). 
Results A total of 2097 patients from 17 observational studies were summarized. High 
expression of MDK was notably associated with worse OS in solid tumor patients. (pooled HR = 
1.96; 95% CI = 1.67-2.31). The subgroup analysis of tumor type demonstrated negative impact of 
elevated MDK on OS in most solid tumor patients (P < 0.05), while MDK had no relevance with 
OS in the patients with OSCC (pooled HR = 1.68; 95% CI = 0.84-3.36; P = 0.145) or HNSCC 
(pooled HR = 1.56; 95% CI = 0.96-2.51; P = 0.075). 

http://dict.youdao.com/w/eng/notably/?spc=notably#keyfrom=dict.ty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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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e present meta-analysis clarifies that MDK is a potential prognostic biomarkers 
in solid tumor patients. 
 
 

PU-2903 

儿童肺炎支原体检测方法与临床应用探讨 

 
董玉琳 

昆明巿延安医院 

 

目的   通过比较 PCR 荧光探针法(FQ-PCR)法、IFA 法、被动凝集法对 MP 感染的检测能力，为临

床提供能早期、准确、快速检测 MP 的方案。 

方法  2016 年 1 月至 9 月在昆明市延安医院和儿童医院就诊的经临床诊断为支原体感染的 207 例

患儿，另选取 207 例正常体检儿童作为对照组。研究三种方法及两两联合检验的检测灵敏度和特异

度，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使用一种方法单独检测的情况下 FQ-PCR 法具有较高灵敏度较好特异度；两种方法联合检测

时灵敏度和特异度都高于使用一种方法检测的情况；当使用三种方法联合检测时能具有最高的灵敏

度和特异度。 

结论  临床有条件的情况同时进行三种方法的检测来提供及时准确的检测结果，尽可能的避免漏

诊、误诊。 

 
 

PU-2904 

Assessment of local treatment modalities forFIGO stage IB-
IIB cervical cancer: Apropensity-score matched analysis 

based on SEER database 

 
Xing Song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local treatment modalities on the 
survivalof patients with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FIGO) stage IB-IIB 
cervical cancer, including cancer-directed surgery (CDS) alone and CDS combined with 
radiotherapy (RT). 
Methods A total of 8,357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between 1988 and 2013 were included in 
the final study cohort, including 4,298 (51.4%) patients who underwent CDS alone and 4,059 
(48.6%) patients who received combination therapy. 
Results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es showed that local treatment modalities were 
prognostic factors for cause-specific survival (CSS). Patients who received combination therapy 
had worse CSS (HR = 1.38; 95% CI = 1.20–1.59; P< 0.001). Subgroup analyses showed the 
prognostic effect of local treatment modalities wa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FIGO stage. In the 
propensity-score matched(PSM) dataset, CDS was associated with better CSS (P< 0.001) for 
patients with IB-IIA cervical cancer; nevertheless, no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CSS (P = 
0.639) for patients with IIB cervical cancer.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radical surgery was the preferred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IB-IIA 
cervical cancer, and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radical surgery alone and combination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IIB cervical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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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05 

放射治疗上调脑胶质瘤 PD-L1 表达的机制与临床应用研究 

 
宋星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213000 

 

目的  探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信号通路在放射治疗引起的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上调过

程中的作用。 

方法  采用含有 64 例脑胶质瘤癌组织标本的组织芯片(TMA)检测 PD-L1 与 EGFR 在蛋白水平的相

关性。使用人胶质瘤细胞系 U87 和 U251 进行体外实验探究 EGFR 通路在放射治疗诱导的 PD-L1

表达增高中的作用。 

结果  64 例脑胶质瘤患者中，28 例(43.8％)患者的 PD-L1 高表达，31 例(48.4％)患者的 EGFR 高

表达；PD-L1 高表达的患者其 EGFR 表达也相对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5.00，P=0.025)。

PD-L1 的表达与脑胶质瘤患者的年龄(c2=11.46，P=0.001)以及分级(c2=7.11，P=0.008)有关。以

5Gy 剂量对 U87 细胞进行照射，受照后 48hPD-L1 的蛋白水平和 mRNA 水平均有显著上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t=10.292, P=0.000; t=52.171, P=0.000)；此外，磷酸化 EGFR 的蛋白水平也有显著

上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0.485, P=0.001)。阻断 EGFR 通路后，放射治疗提高 PD-L1 表达的

能力被抑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758, P=0.490)。放射治疗联合 EGFR 抑制剂与放射治疗联合

PD-L1 中和抗体比较具有相同的增强抗肿瘤免疫应答的能力；然而，三者联合应用无协同作用。 

结论  在脑胶质瘤中，放射治疗通过 EGFR 下游信号通路上调 PD-L1 的表达。 

 
 

PU-2906 

ASMA 和 AMA 对自身免疫性肝炎 

及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患者 的诊断价值探讨 

 
王艳萍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比较抗平滑肌抗体（Anti-smooth muscle antibody，ASMA）阳性/阴性的自身免疫性肝炎

（autoimmune hepatitis，AIH）、抗线粒体抗体（Anti-mitochondrial antibody，AMA）阳性/阴性

的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PBC）在生化肝功、血常规、凝血象结果之

间是否存在差异，帮助临床及时诊断和治疗。 

方法  收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12 年 1 月到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AIH 患者 82 例，PBC 

患者 64 例。将 AIH 患者按 ASMA 阳性和阴性分为两组，PBC 患者按 AMA/AMA-M2 阳性和阴性分

为两组，分别分析各组的临床特征及实验室相关检测结果。 

结果   ASMA 阳性组和阴性组 AIH 患者的 APTT，AMA 阳性组和阴性组 PBC 患者的 RBC 结果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ASMA 阳性与 AIH 凝血系统损害、AMA 阴性与 PBC 血液系统损害严重程度相关，但是否提

示 ASMA 与 AIH、AMA 与 PBC 病情的严重程度明显相关，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641 

 

PU-2907 

胞外 YB-1 通过 Notch3 受体 

促进肝癌细胞 HepG2 的增殖与转移 

 
史静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阐明应激状态下肝癌细胞 HepG2 是否主动分泌 YB-1，并初步探讨胞外 YB-1 的作用机制与

生理意义。 

方法  浓度梯度的脂多糖（LPS）、阿霉素刺激处理 HepG2，离心收集培养液上清，采用已建立的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CLIA）实时定量检测上清中 YB-1 水平；免疫共沉淀技术检测胞外 YB-1 是

否特异结合 Notch3 受体，Western blot 分析 Notch-NICD 表达；浓度梯度的重组 YB-1 与 HepG2

共培养，MTT 与细胞迁移实验检测 HepG2 细胞的增殖与侵袭转移。 

结果  CLIA 检测结果显示培养液上清中胞外 YB-1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01），分泌表达量

在刺激培养（LPS：8 ng/mL；阿霉素：10 ng/mL）4h 后达高峰；免疫共沉淀与 Western blot 结果

证实胞外 YB-1 特异结合并上调表达 Notch3；MTT 与细胞迁移实验表明胞外 YB-1 显著促进

HepG2 细胞的增殖与侵袭转移（p<0.001）。 

结论  化疗药物等应激状态下肿瘤细胞 HepG2 经非经典途径主动分泌 YB-1，胞外 YB-1 特异结合

并上调表达 Notch3 受体，进而促进 HepG2 细胞的增殖与侵袭转移。本研究为阐明肝细胞肝癌发

病机制及进一步探讨胞外 YB-1 与恶性肿瘤的生物学关系奠定了基础。 

 
 

PU-2908 

细胞因子在乳腺癌预后监测中的作用及其临床意义 

 
邹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检测乳腺癌患者手术前后血清内 IL-6、TNF-α 的水平，以确定其作为监测乳腺癌患者预后指

标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4-2015 年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乳腺外科接受手术治疗的乳腺癌患者 61

例，年龄 31-63 岁，平均年龄 43.8 岁。所有病例均符合 WHO 乳腺癌的诊断标准，按照 TNM 临床

分期均为 I 期。其中进行免疫组化染色（免疫组化指标包括 CerbB-2、ER、PR、P53、Ki67）38

例。61 例乳腺癌患者分组：分为术前组和术后组。通过免疫组化指标：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Ⅱ型

中分化群内的基因蛋白（CerbB-2）、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抑癌基因

（P53）、肿瘤增殖抗原（Ki67）的阳性情况将 38 例乳腺癌患者分为全阳性组和非全阳性组。用

仪器 IMMULITE 1000(Siemens Healthcare Diagnostics)及其试剂盒用化学发光的方法测定血清样

本中 IL-6 和 TNF-α 的浓度，实验方法按照说明书进行。 

结果  术前组：IL-6 浓度为 2.0（2.0，2.5），TNF-α 浓度为 5.7（4.6，7.2）；术后组： IL-6 浓度

为 8.5（5.4，13.6），TNF-α 浓度为 5.2（4.6，7.3）。以免疫组化指标分组中，术后全阳性组 IL-

6 浓度为 16.5（10.2，20.7），非全阳性组 IL-6 浓度为 7.2（4.4，10.7）。患者手术前后 IL-6 浓

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010,P<0.05）；患者术后全阳性组与非全阳性组 IL-6 浓度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0.0172,P<0.05）。 

结论  乳腺癌患者术后血清中 IL-6 浓度升高，提示患者可能预后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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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09 

轮状病毒、腺病毒在儿童腹泻中的流行趋势研究 

 
杨蕙 

解放军第 107 医院 

 

目的  探讨轮状病毒、腺病毒在儿童腹泻中的流行趋势。病毒性儿童腹泻的流行趋势及相关研究对

防治儿童病毒感染，保护儿童健康具有实用价值。 

方法  用乳胶法对 620 例儿童腹泻标本进行病毒检测。取患儿粪便标本，采用杭州艾博生物医药公

司提供的轮状病毒、腺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乳胶法）进行检测，C 为阳性对照线，R 和 A 分别代

表轮状病毒和腺病毒检测线，将标本在反应液中混匀后，滴加于反应孔，待 5 分钟后观察结果，对

照线显色表示试验成功，相应检测线显色后即为相应种类病毒阳性。 

结果  轮状病毒、腺病毒感染的儿童腹泻发病率存在季节差异，但无性别差异。轮状病毒儿童腹泻

年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腺病毒感染的各年龄组间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全球每年因轮状病毒感染导致约 1. 25 亿婴幼儿腹泻和 90 万婴幼儿死亡，其中大多数发生在

发展中国家, 病毒腹泻至今尚无特效药物进行治疗，一般采取对症补液进行纠治。有研究显示，口

服乳杆菌或人 lgG 可有效预防和治疗 RV 感染。疫苗成为预防病毒性肠炎的新焦点，现已有多个国

家对轮状病毒和腺病毒等疫苗进行研制并试用。美国病毒学家 Kapikian 领导的研究组己成功研制

出包含易感人群中最常见的 RV G1-G4 血清学抗原的四价恒河猴-人轮状病毒重组减毒活疫苗

（RRV-2TV）。该疫苗在美国，芬兰、委内瑞拉的临床试验中，对预防轮状病毒的保护效率为 48

％-68％，对重型轮状病毒腹泻的保护效率超过 80％，并可持续 2 年，1999 年 6 月美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发现服用 RRV-2TV 疫苗可能增加肠套叠发病危险性，建议停止其使用。国内兰州生物制

品研究所采用 G10 型羊 RV LLR 株研制的口服轮状病毒活疫苗已于 2000 年批准使用，并在部分

地区对儿童进行接种效果较好。目前各国科研人员正致力于更有效的基因疫苗的开发和研制。疫苗

的应用价值和远期效力仍有待进一步发展。病毒性儿童腹泻的研究有助于防治儿童病毒感染，保护

儿童健康。 

 
 

PU-2910 

NK 细胞在 HPV16 型感染患者的宫颈微环境中功能失代偿 

 
张洁心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自然杀伤（NK）细胞是固有免疫对抗转化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选取单纯感染人乳头

瘤病毒 HPV16 型和 18 型患者宫颈刷片标本，通过分析其 CD16+NK 细胞比例及 NK 细胞功能相关

表面标记物和分泌细胞因子，探讨 HPV16 高度诱发宫颈癌的可能机制。 

方法  本研究收集 2015-2017 年间接受宫颈刷片并进行超敏 HPV 检测的妇科门诊 25-45 岁患者，

追踪记录其后续病理活检结果和随访资料。依据 HPV 检测结果，将所有患者按照 16 型和 18 型分

为 2 组；依据病理活检，从其中挑选诊断为慢性炎的宫颈刷片标本，共计 112 份。采用 Ficoll 提取

标本中的淋巴细胞，再经流式细胞术和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分别检测 NK 细胞特异分子标记。

应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HPV16+宫颈刷片标本中 CD16+NK 细胞比例较 HPV18+标本大幅升高（1.38% vs. 

0.05%），而 NK 细胞 CD56 表达水平两组相近。HPV16+组，NK 细胞低表达表面标记分子

KLRG-1，高水平分泌细胞因子 IFN-γ，而 IL-2 分泌受到抑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NK 细胞可受趋化募集到感染 HPV16 患者的宫颈局部微环境中，但执行杀细胞功能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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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11 

Radiotherapy upregulates programmed death ligand-1 
through the pathways downstream  

of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in glioma 

 
Xing Song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Objective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 pathway in the up-regulation of programmed death ligand-1 (PD-L1) caused by 
radiotherapy (RT). 
Methods Tissue microarrays (TMA) consisting of glioma cancer specimens from 64 patients were 
used to examin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D-L1 and EGFR levels. Furthermore, we performed in 
vitro experiments to assess the role of EGFR pathway in RT-upregulated PD-L1 expression using 
human glioma cell lines U87 and U251. 
Results Our data demonstrated that the PD-L1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EGFR expression in glioma specimens (c2=5.00, P=0.025). The expressions of PD-L1 at the 
protein and mRNA levels were both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by RT (P<0.05). The expressions of 
phosphorylated EGFR and janus kinase 2 (JAK2) were also induced by RT (P<0.05). Besides, 
inhibition of EGFR pathway could abrogate the RT-triggered PD-L1 up-regulation (P>0.05). The 
combination of RT with EGFR inhibitor exhibited the same effect on antitumor immune response 
compared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RT with PD-L1 neutralizing antibody (Ab). 
Conclusions RT could up-regulate the PD-L1 expression through the pathways downstream of 
EGFR in glioma. 
 
 

PU-2912 

敲低 MCM2 基因表达可增强卵巢癌细胞对卡铂的敏感性 

 
邓旻洁 1,孙佳俊 1,谢素红 1,郑慧 1,王砚春 1,卢仁泉 1,2,郭林 1,2 

1.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00000 

2.复旦大学肿瘤学系 

 

目的  以 A2780 MCM2-KD（MCM2-knock down）卵巢癌稳转细胞为研究对象，观察抑制 MCM2

基因的表达对细胞生物学功能所造成的影响。探讨 MCM2 对卵巢癌细胞卡铂敏感性的影响及相关

作用机制。 

方法  构建靶向 MCM2 基因的慢病毒载体并感染 A2780 细胞后，通过 Western Blot 验证 MCM2-

KD 细胞 MCM2 基因敲低的效率。通过 CCK-8 实验观察 MCM2 对细胞体外生长的影响，流式细胞

仪检测 MCM2 对细胞周期及细胞凋亡的影响。通过细胞克隆形成实验观察敲低 MCM2 后细胞对不

同浓度卡铂（0ug/ml，2.5ug/ml，3.5ug/ml，5ug/ml，7.5ug/ml）敏感性的变化。利用卡铂及紫外

对 DNA 进行人为损伤，通过 Western Blot 观察 γ-H2AX 及 p53 的表达情况。 

结果   MCM2-shRNA 转染后 A2780 细胞 MCM2 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降低。MCM2 表达下调后对

A2780 细胞在体外增殖有轻微的抑制作用，G0/G1 期细胞比例增加，G2/M 期细胞比例减少，细胞

凋亡无明显变化。细胞克隆形成结果显示经不同浓度卡铂处理后，MCM2-KD 组与对照组相比克隆

形成数均明显减少（p<0.05）。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卡铂处理或紫外照射后，与对照组相比，

MCM2-KD 组 γ-H2AX 及 p53 表达水平均比对照组升高。 

结论  抑制 MCM2 基因表达后，A2780 细胞的生长受到抑制，细胞周期阻滞在 G0/G1 期，细胞对

卡铂敏感性增加。卡铂/紫外损伤后，MCM2-KD 组 γ-H2AX 水平相对对照组显著增加，提示敲低

MCM2 基因后，DNA 损伤增加；p53 水平相对显著升高，提示敲低 MCM2 基因后，肿瘤细胞对卡

铂敏感性增加可能与 p53 凋亡途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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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13 

Prognostic role of high B7-H4 ex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solid tumors: A meta-analysis 

 
Xing Song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Objective Recently, man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B7-H4 exhibits altered expression in various 
cancers. We performed a meta-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prognostic role of B7-H4 expression in 
solid tumors 
Methods We searched PubMed, Embase and the Cochrane Library (last update by November 26, 
2015) to identify studies assessing the effect of B7-H4 on survival of cancer patients. Pooled 
hazard ratios (HRs) for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were estimated 
using fixed-effects models and random-effects models respectively. 
Results Data from 18 observational studies and 2467 patients were summarized. An elevated 
baseline B7-H4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worse OS (pooled HR = 1.79; 95% CI = 1.56–
2.06). Differences across subgroups of tumor type, patients’ ethnicity, analysis type, HR obtain 
method and cut-off value were not significant (PD = 0.313, PD = 0.716, PD = 0.896, PD = 0.290 
and PD = 0.153,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patients with high B7-H4 had a significantly shorter 
DFS (pooled HR = 2.12; 95%CI = 1.45–3.09). 
Conclusions This meta-analysis clarified that high B7-H4 expression in tissue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poor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solid tumors. Future clinical studies are warranted to 
determine whether B7-H4 blockade has a favorable effect on disease recurrence and mortality. 
 
 

PU-2914 

Prognostic Role of 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in 
Esophagus Cancer: a Meta- Analysis 

 
Xiao Zheng 

Department of Tumor Biological Treatment，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Changzhou 

213003，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bjective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TILs) in patients with 
esophagus cancer is still controversial. We performed a meta-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TILs in esophagus cancer. 
Methods We searched PubMed, Embase and the Cochrane Library (last update by March 20, 
2017) to identify studies assessing the effect of TILs on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esophagus 
cancer. Pooled hazard ratios (HRs) for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were 
estimated using fixed-effects models or random-effects models, which depends on the 
heterogeneity. 
Results Data from 21 observational studies and 2121 patients were summarized. Pooled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generalized TILs in intratumor were favorable prognostic markers for OS 
(pooled HR = 0.48; 95% CI = 0.38-0.61; P<0.001). For TIL subsets, CD8+, FOXP3+ and 
CD4+TILs were associated with improved survival (P < 0.05); among of them,CD8+TILs in 
intratumor appeared most significant prognostic effect for OS (pooled HR = 0.68; 95% CI = 0.58–
0.84; P< 0.001). However, CD3+ and CD45RO+ TILs in intra/peritumor were not associated with 
patients’ survival in our study (P >0.05). 
Conclusions This meta-analysis suggests that some TIL subsets could serve as prognostic 
biomarker for patients with esophagus cancer. High-quality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areneeded to determine whetherthese TILs could serve as targets for immunotherapy in 
esophagus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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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15 

食管癌患者血清降钙素原水平的变化及临床意义探究 

 
丁世凯 

甘肃省肿瘤医院,730000 

 

目的  研究分析降钙素原(PCT)，白介素-6(IL-6)，超敏 C 反应蛋白(CRP)、白细胞(WBC)及中性粒

细胞比率(N)等炎症指标联合检测对食管癌术前、术后感染的评估及预后判断。 

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9 月至 2018 年 1 月收治食管癌住院患者 100 例。将食管癌患者 CRP、

PCT、IL-6、WBC、N 处于正常参考值的分为对照组（32 例），升高的分为实验组（76 例）。分

为通过统计分析两组食管癌患者手术前后的感染指标的变化以及预后，判定感染指标的临床意义。 

结果  食管癌患者手术前 CRP、PCT、IL-6、WBC、N 升高的实验组预后要差于对照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CRP、PCT、IL-6、WBC、N 等多项感染指标联合检测对食管癌术后预防感染的诊断价值。

PCT 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能提高食管癌术后感染诊断的准确性，应该引起临床医生的重

视，及时检测 PCT 等炎症因子，有助于患者术后恢复。 

 
 

PU-2916 

结直肠癌伴远处转移的相关 miRNA 的基因多态性研究 

 
唐笛娇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目前已证实多种 miRNA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SNP) 与结直肠癌易感性相关，但有关结直肠

癌远处转移的相关 miRNA 的 SNP 研究未见报道。本研究旨在探讨 miRNA-499，miRNA-146，

miRNA-149 基因多态性与结直肠癌远处转移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4 年 8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376 例结直肠癌住院患者，将患者分为无远处

转移组（n=167）和有远处转移组（n=180），同时搜集性别年龄匹配的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

组（ n=193 ）。采用 PCR- 限制性酶切片段长度多态性技术对患者外周血 miR-146a 

rs2910164G>C、miR-149 rs2292832 C>T 和 miR-499 rs3746444T>C 进行 SNPs 位点基因型分

析。 

结果  携带 miR-146a rs2910164 CC 基因型的结直肠癌患者在远处转移组和健康对照组（CC vs 

CG，p=0.006 ，OR= 0.43 ，95% CI = 0.24-0.80；CC vs GG，p=0.047 ，OR=1.58 ，95% CI 

=1.37-1.24）和无远处转移组和远处转移组（CC vs CG，p=0.02 ，OR= 0.37 ，95% CI = 0.19-

0.70；CC vs GG，p=0.012 ，OR=1.82 ，95% CI =1.14-1.89）之间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对

所有结直肠癌患者进行肿瘤分期统计，携带 miR-146a rs2910164 CC 基因型的结直肠癌患者在病

理低分化组和高分化组（CC vs CG，p=0.03；CC vs GG，p=0.047）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未发现 miR-149 rs2292832 C>T 和 miR-499 rs3746444T>C 位点基因多态性与结直肠癌远处转移

以及病理分期分型相关 (P>0.05)。 

结论  miR-146a rs2910164 位点基因多态性与结直肠癌的远处转移及分化程度相关。其中携带

miR-146a rs2910164 CC 基因型的结直肠癌患者分化程度更低，更容易发生远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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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17 

类风湿因子分型检测在类风湿关节炎中的综合应用评价 

 
唐笛娇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探讨类风湿因子分型检测在类风湿关节炎(RA)中的综合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 AKA，间接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 Anti-CCP、RA33、RF-IgA、RF-

IgG、RF-IgM，免疫比浊法检测 ASO、RF、CRP、C3、C4、IgA、IgG、IgM，Alifax TEST1 全自

动血沉分析仪检测 ESR。 

结果  （1）AKA、Anti-CCP、RA33、RF-IgA、RF-IgG、RF-IgM 的灵敏度分别为 10.77%、

66.92% 、13.85% 、52.31% 、63.08% 、66.15%，特异度分别为 96.67 %、86.67%、86.67%、

78.33%、86.67%、81.67%，六项指标联合诊断灵敏度为 83.08%。（2）AKA、Anti-CCP、RF-

IgA、RF-IgG、RF-IgM、RF、C3、C4、IgA、IgG、ESR、CRP 水平在 RA 非活动期组、RA 活动

期组、非 RA 组、对照组间有差异（P<0.05），而 RA33、ASO、IgM 水平在四组间无差异

（P>0.05）。（3）RA 活动期中，RF-IgA、RF-IgG、RF-IgM 与 Anti-CCP、CRP、RF、IgM 呈不

同程度正相关关系（P<0.05），RF-IgG、RF-IgM 与 ESR 呈正相关关系（P<0.05），RF-IgM 与

C4 呈负相关关系（P<0.05）；RA 非活动期中，RF-IgG、RF-IgM 与 ESR、RF 呈正相关关系

（P<0.05）。(4) RF-IgA、RF-IgG、RF-IgM 水平在关节受累个数<5 个组低于其在关节受累个数

5-10 个组和关节受累个数>10 个组（P<0.05）。(5)少关节受累组的 RF 分型同时升高比率低于多

关节受累组（P<0.05），少关节受累组的 RF 分型均未升高比率显著高于多关节受累组

（P<0.05）。 

结论  AKA、Anti-CCP、RA33、RF-IgA、RF-IgG、RF-IgM 六项指标联合检测可提高 RA 检出率,

多项指标检测有利于 RA 诊断和鉴别诊断。 

 
 

PU-2918 

抗 C1q 抗体、抗双链 DNA 抗体、抗中性粒细胞胞浆 

抗体联合检测在狼疮肾炎诊断中的意义 

 
陈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探讨抗 C1q 抗体、抗双链 DNA 抗体、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ANCA）联合检测对狼疮肾

炎的诊断及意义。探讨抗 C1q 抗体、抗双链 DNA 抗体、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ANCA）联合检

测对狼疮肾炎的诊断及意义。 

方法   分别检测 59 例狼疮肾炎患者（LN 组）、39 例无肾炎表现的 SLE 患者（非 LN 的 SLE

组）、20 例其它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自免对照组）、20 例非自身免疫性肾病患者（肾病对照

组）以及 20 例其它疾病患者（其它对照组组）的抗 C1q 抗体、抗 dsDNA 抗体和 ANCA。抗 C1q

抗体和抗 dsDNA 抗体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测定，ANCA 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测定。 

结果   LN 组患者的抗 C1q 抗体、抗双链 DNA 抗体、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的阳性率分别为

59.32%、47.46%，15.25%，三者联合检测的阳性率为 69.49%，LN 组患者的抗 C1q 抗体阳性率

均明显高于其它四个对照组（P<0.05），而抗 dsDNA 抗体阳性率在 LN 组与非 LN 的 SLE 组之间

差异无意义(P>0.05)，LN 组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阳性率高于非 LN 的 SLE 组（P<0.05）。LN 组

抗 C1q 抗体水平明显高于各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各组之间 C1q 抗体水平

无差异(P>0.05),而抗 dsDNA 抗体水平在 LN 组与非 LN 的 SLE 组差异不明显(P>0.05)。LN 组患者

抗 dsDNA 抗体水平与抗 C1q 抗体呈正相关（r=0.563, P<0.05），抗 C1q 抗体阳性患者血清抗

dsDNA 抗体水平显著高于抗 C1q 抗体阴性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抗 C1q 抗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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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尿素、肌酐无明显相关性（r=0.225 r=0.143,P>0.05）。抗 C1q 抗体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39，P<0.05，抗 dsDNA 抗体曲线下面积为 0.600，P<0.05。 

结论  抗 C1q 抗体和抗中性粒细胞抗体较抗 dsDNA 抗体对 LN 诊断更有意义，三者联合检测有助

于提高狼疮肾炎的检出率。 

 
 

PU-2919 

重庆高龄产妇甲状腺功能及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检测分析 

 
唐笛娇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探讨高龄妊娠早期孕妇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和促甲状腺素(TSH)筛查的重要性。探

寻孕妇血清 TSH、FT4 及 TPOAb 水平与年龄因素的关系，筛查高龄孕妇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异常的

患病率，为妊娠合并甲状腺疾病的诊疗积累一定研究数据和诊治经验。 

方法  收集 2017 年 3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金山医院产科建档的 35 岁以

上高龄孕妇血清 200 例和 30 岁以下孕妇血清 150 例，采用罗氏 e602 电化学发光的方法进行甲功

TSH、T3、T4、FT3、FT4 和 TPOAb 检测，对其筛查指征进行比较。  

结果  筛查 200 例高龄妊娠早期妇女的亚临床甲减、低甲状腺素(T4)血症患病率和 TPOAb 阳性率

分别为 8%、20%和 18%；对照组 30 岁以下孕妇组上述三者概率分别为 3.3%、6.6%和 4%，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200 例高龄孕妇按临床诊断分为甲状腺功能减退组 1 组 56 人（包括亚

临床甲减和低甲状腺素(T4)血症）和非甲状腺功能减退组 2 组 144 人，1 组 TPO 阳性率显著高于 2

组(P<0.05)。按 TPO 检测结果，分为 TPOAb 异常组 36 人和 TPOAb 正常组 164 人，TPOAb 异常

组高于 TPOAb 正常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高龄孕妇比正常年龄孕妇妊娠期更容易合并甲减，应当提前预防。高龄孕妇 TPOAb 异常者

甲状腺功能紊乱明显增加。 

 
 

PU-2920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circulating soluble PD-L1 in 
patients with solid tumors: A meta-analysis 

 
Wei Wei,Jingting Jiang,Changping Wu 

Department of Tumor Biological Treatment，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meta-analysis was to exlpore the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circulating 
soluble programmed death 1 ligand (PD-L1) in patients with solid tumors. 
Methods Several electronic databases were searched from January 1970 to May 2017. The 
hazard ratios (HRs) and 95%CI were calculat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vel of 
soluble PD-L1 in peripheral blood and patient overall survival. 
Results A total of 1040 patients with solid tumors from 8 eligible studies were included in the 
present meta-analysis. The pooled HR suggested that high level of soluble PD-L1 (sPD-L1) in 
peripheral blood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a worse overall survival (HR=2.26, 95% 1.83-
2.80, Z=7.51, P<.001).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meta-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high level of soluble PD-L1 in 
peripheral blood significantly predicts poor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solid tumors, suggesting that 
high level of sPD-L1 may serve as a predictive biomarker for poor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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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21 

RAAS 主要标志物在心律失常 

不同类型中的鉴别作用临床价值探讨 

 
赵强,黄山 

贵州省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探讨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enin-angiotensin-aldosterone system, RAAS)主要标志物

皮质醇（Cortisol）和醛固酮（Aldosterone）对心律失常的诊断价值，以及在室性早搏、心房扑

动、心房颤动、室性心动过速等不同心律失常疾病类型之间的鉴别诊断价值。 

方法  检测对照组和各类心律失常患者的皮质醇和醛固酮水平，分析各指标在疾病组和对照组，以

及在不同疾病类型组间的差异。 

结果  对照组与疾病组在皮质醇（t=2.113，P=0.040）和醛固酮（t=3.539，P=0.001）血清水平上

有统计学差异；在心律失常不同疾病组疾病类型之间，皮质醇和醛固酮血清水平也存在着统计学差

异，心房扑动患者的皮质醇（228.59 ng/ml）和醛固酮（143.58 pg/ml）水平在四类疾病中最高。 

结论  皮质醇和醛固酮血清水平对心律失常的诊断，以及对心律失常不同疾病的鉴别诊断，具有一

定的实用价值。 

 
 

PU-2922 

SH2-PTP1B/C 腺病毒对 BCR-ABL Y177 的去磷酸化效应研究 

 
高淼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BCR-ABL 第 177 位酪氨酸（BCR-ABL Y177）的磷酸化是 BCR-ABL 癌蛋白导致慢性粒细胞

白血病（CML）发病的必需条件。BCR-ABL Y177 自磷酸化后，与生长因子受体结合蛋白 2

（GRB2）的 SH2 结构域结合，激活下游 RAS-MAPK，PI3K-AKT 等多条促增殖、抑凋亡信号。

因此，去除 Y177 磷酸化是抑制 BCR-ABL 致癌能力的关键。蛋白酪氨酸磷酸酶 PTP1B 可通过其

催化结构域（PTP1B/C）对底物发挥去磷酸化作用。因此，本研究拟构建 SH2-PTP1B/C 重组腺病

毒，通过 SH2 靶向结合 BCR-ABL Y177，借 PTP1B/C 的去磷酸化活性对 BCR-ABL Y177 发挥去

磷酸化效应，为深入研究 SH2-PTP1B/C 对 CML 细胞的生物学效应奠定基础。 

方法  以 K562 细胞 cDNA 为模板，扩增 SH2 和 PTP1B/C 基因，定向克隆入 pAdtrack-CMV 腺病

毒穿梭质粒，测序鉴定后，与 pAdEasy1 腺病毒骨架质粒同源重组，PacⅠ酶切鉴定后，将重组质

粒转染 AD-293 细胞，包装并扩增获得高滴度的腺病毒。有限稀释法测定腺病毒滴度。将 SH2-

PTP1B/C 腺病毒感染 K562 细胞，48 h 后，收集细胞提取总蛋白，western blot 检测 BCR-ABL 

Y177 的磷酸化水平。 

结果  测序证实，成功构建表达 SH2-PTP1B/C 的 pAdtrack-CMV 穿梭质粒。PacⅠ酶切证实，

SH2-PTP1B/C 腺病毒穿梭质粒与腺病毒骨架质粒重组成功。有限稀释法证实腺病毒滴度高达

1x1013 pfu/mL。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SH2-PTP1B/C 可对 BCR-ABL Y177 发挥强烈去磷酸化效

应。 

结论  成功构建表达 SH2-PTP1B/C 的重组腺病毒，SH2-PTP1B/C 可显著抑制 BCR-ABL Y177 磷

酸化，为深入研究 SH2-PTP1B/C 对 CML 细胞的生物学效应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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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23 

T-SPOT.TB 中 TBAg/PHA 比值在诊断活动性结核病中的 价值 

 
杨扬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研究 TBAg/PHA 比值作为 T-SPOT.TB 试验新的结果判定方法在活动性结核病中的诊断价

值。 

方法  回顾分析 185 名已确诊的结核病患者，其中活动性结核病患者 101 名、潜伏性结核病患者

84 名。该 185 名结核病患者 T 细胞斑点试验（T-SPOT.TB）结果均为阳性。根据 T-SPOT.TB 试

验结果，分别统计植物血凝素（PHA）、早期分泌靶抗原-6（ESAT-6）和培养滤液蛋白-10

（CFP-10）形成的斑点数（sfc），计算得到 ESAT-6 sfc /PHA sfc 比值和 CFP-10 sfc/PHA sfc 比

值，其中比值大者定义为 TBAg/PHA 比值，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在活动性结核组中，PHA 的 sfc 明显低于潜伏性结核组  (P<0.05)；活动性结核组的

TBAg/PHA 比值显著高于潜伏性结核组的 TBAg/PHA 比值 (P<0.05)。 

结论  T-SPOT.TB 中 TBAg/PHA 比值在辅助诊断活动性结核病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PU-2924 

The differential analysis and functional verification of 
miRNAs expression profile in breast cancer 

 
Jianhua Xu 

Guang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of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Breast cancer is one of malignant tumor which causes serious damage to the women's 
health. MiRNA is a fascinating kind of biomolecule due to their vital functions in gene regulation 
and potential value as biomarkers for serious diseases including cancers. Genome-wide miRNA 
expression may be useful for predicting risk and/or for the early detection of breast cancer. 
Methods 10 cases diagnosed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nd 10 cases of normal controls were 
selected. By high-throughput miRNA sequencing from 10 pairs breast cancer tissues,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serum and serum from normal persons, and using Target Scan and Clip-seq 
database, we selected miRNAs specifically expressed in breast cancer. Then we used 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CR test the level of miRNA expression from serum of large samples. 
We picked the miRNA 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 For the miRNA function, we designed and 
synthesised the miRNAs inhibitors, and transfected to breast cancer cells MDA-MB-435, MDA-
MB-468 to detected cell vitality by CCK8. 
Results After the analysing of miRNA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from breast cancer pathology 
organization, adjacent tissues, serum and serum from normal persons, we picked out 28 cases 
difference expression of miRNAs in 986 cases.More than 2 times different expression and less 
than 30 CT value of RT-PCR as the standard, we selected 4 miRNAs: miR-374a-5p, miR-223-3p, 
miR-423-5p and miR-320a. To RT-PCR results showed the stable and different expression of 
miRNA in 113 cases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from 104 cases of healthy control group. The 
miRNA expression of miR-374a-5p, miR-223-3p, miR-423-5p and miR-320a in the breast cancer 
group was up-regulated with diffenence respectively(P < 0.05). Besides, the expression of miRNA 
ha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clinical 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MiR-374a-5P had higher 
expression in lymph node metastasis group (P = 0.001); MiR-223-3P expressed differently 
between the different molecular classification (P = 0.040), the higher expression of miR-223-3P 
associated with ER negative estrogen receptor status (P = 0.035); 
Conclusions With help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high throughput sequencing method of breast 
cancer, we have picked out specific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iRNAs, including miR-374a-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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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223-3p, miR-423-5p, miR-320a. The expression of the miRNAs were stable in serum and 
tissue. Meanwhile, The miR-223-3p inhibitor and miR-423-5p inhibitor can effectively inhibit 
breast cancer cell activity, which lay a foundation for subsequent function study. So we 
hypothesized they can be used as potential biomarkers of breast cancer for early diagnosis, 
prognosis and therapy target. 
 
 

PU-2925 

丙肝基因型与生化和血常规指标的相关性研究 

 
薛丽,耿燕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710000 

 

目的  分析丙型肝炎病毒各种基因型在特定血清病毒载量下血常规和肝功的差异，为丙肝患者诊

断、病情监测和治疗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选取 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 1 月期间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确诊的丙肝患者 272 例，

应用反向靶点杂交技术对丙肝患者进行 HCV 基因分型，并应用荧光实时定量 PCR 进行血清 HCV-

RNA 载量检测，血常规采用 SysmexXE 2100 的五类血液分析仪检测，血液生化指标采用

BeckmanAU58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检测。 

结果  272 例丙肝患者中 1b 型 108 例（39.70%），2a 型 121 例（44.49%），3a 型 28 例

（10.29%），3b 型 7 例（2.57%），6a 型 4 例（1.47%），1b+2a 型 1 例（0.37%）；不同基因

分型在特定血清病毒载量下仅有 ALT 和白蛋白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一基因型在不

同血清病毒载量下，血常规指标中淋巴细胞百分比、PLT 和 Hb 均有差异有统计意义（P<0.05），

生化指标中除 GGT 外，ALT、AST、ALP 和白/球比值均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丙肝病毒同一基因型在不同血清病毒载量下血常规和肝功能相关指标具有显著差异。 

 
 

PU-2926 

LIASION XL 不同稀释倍数对 HCG 结果准确性的影响 

 
陈刚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根据稀释验证的结果评估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方法  对 HCG 进行最大稀释倍数的验证，对胶体金试纸检测出为阳性但未超出线性范围（0-

10000mIU/ml）而采用预先稀释的结果进行误差分析。 

结果  最大自动稀释倍数 100 倍偏差为 29%大于 25%，验证未通过；最大自动稀释倍数 50 倍偏差

为 15%小于 25%，验证通过。对未超出线性范围 9 份血清结果采用 10、20 和 50 倍稀释后，将各

稀释组偏倚%进行配对 T 检验比较，20 倍稀释结果偏倚%（22.45±14.10）与 10 倍稀释结果偏倚

%（17.49±10.33）有显著性差异，P<0.05；50 倍稀释结果偏倚%（29.87±13.72）与 20 倍稀释结

果偏倚%（22.45±14.10）有显著性差异，P<0.05；将各稀释倍数稀释后测定值与偏倚进行对数相

关性分析，10、20 和 50 倍稀释后结果与偏倚%呈高度相关，R2 分别为 0.881、0.934 和 0.953。

计算 25%偏倚对应稀释后浓度分别为 4340mIU/L、5237mIU/L 和 7318mIU/L。 

结论  超出线性范围的结果采用≦50 倍稀释可以直接审核结果，但对未超出线性范围的结果是否存

在过度稀释而造成较大误差需要甄别，以 25%偏倚为界，当稀释 10 倍、20 倍和 50 倍后测定值分

别小于 4340mIU/L、5237mIU/L 和 7318mIU/L 的结果存在较大误差，需上机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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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27 

矮小症儿童 GH 缺乏与 25-（OH）D 水平的相关分析 

 
张彬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探讨矮小症儿童生长激素（growth hormone，GH）激发试验结果与体内 25-（OH）维生素

D[25-hydroxy vitamin D,25-(OH)D]浓度的相关性。 

方法  对 271 例矮小症患儿进行左旋多巴与精氨酸联合激发试验，采用化学发光法进行血清 GH、

25-（OH）维生素 D 检测。 

结果  生长激素完全缺乏组中血清 25-(OH)D 浓度为 15.90±5.24ng/mL，其 25-（OH）D 缺乏的发

生率占 74.12%，不足的发生率占 24.71%；生长激素部分缺乏组中血清 25-(OH)D 浓度为

19.35±6.63ng/mL，其 25-（OH）D 缺乏的发生率占 61.05%，不足的发生率占 30.53%;生长激素

正常组中血清 25-(OH)D 浓度为 19.22±7.15ng/mL，其 25-（OH）D 缺乏的发生率占 51.65%，不

足的发生率占 45.05%。 

结论  矮小儿童体内存在不同程度的 25-（OH）维生素 D 缺乏，其发生率在生长激素不同浓度组的

矮小儿童中存在显著差异，矮小儿童应合理补充维生素 D（vitamin D，VitD）。 

 
 

PU-2928 

Promiximab-Duocarmycin，一种新的 CD56 抗体与化疗药物 

偶联物在小细胞肺癌移植瘤模型中具有强效抗肿瘤效果 
 

余琳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通过体内外实验评价制备得到一种新的 CD56 抗体与化疗药物偶联物 Promiximab-

Duocarmycin 靶向治疗小细胞肺癌的效果，并对以 CD56 为靶点治疗 SCLC 的潜在意义进行探

讨。 

方法  前期工作制备了一种新型的抗 CD56 抗体，命名为 promiximab，具有高亲和力，内化效率快

和肿瘤特异性好的特点。通过还原抗体链间二硫键后产生的游离巯基，将 promiximab 与强效的

DNA 烷化剂 duocarmycin（DUBA）偶联制备得到 promiximab-多卡霉素（promiximab-DUBA）偶

联物。 

结果  质谱分析显示 promiximab-DUBA 平均 DAR（Drug-to-Antibody Ratio，药物与抗体比率）约

为 2.04。Promiximab-DUBA 对 SCLC 细胞系 NCI-H526、NCI-H524 和 NCI-H69 具有较强的体外

杀伤作用，其 IC50分别为 0.07 nmol/L，0.18 nmol/L 和 0.29 nmol/L。建立两种细胞系的裸鼠皮下

动物模型用以评价其体内抗肿瘤活性，结果显示，5 mg/kg 和 10 mg/kg 剂量的 promiximab-DUBA

每隔三天尾静脉给药一次，总共三次治疗后，使 NCI-H526 皮下肿瘤消退。同样的方式和剂量治疗

后，在 NCI-H69 中皮下异种移植模型，也显示出明显地抗肿瘤效果。此外，治疗后裸鼠的体重没

有发生明显变化，组织病理学（肝脏，脾脏，心，肺，肾）结果显示无明显的毒副作用。 

结论  在体内外抗肿瘤活性实验中，promiximab-DUBA 能够有效抑制 CD56 阳性小细胞肺癌细胞株

生长，为小细胞肺癌提供了新的免疫治疗。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652 

 

PU-2929 

不同孕期孕妇贫血患病率及血清铁蛋白水平分析 

 
李芬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了解本地区不同孕期孕妇贫血患病率及血清铁蛋白水平，为孕妇贫血治疗及优生优育工作提

供理论依据。 

方法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绵阳市中心医院产科门诊常规产检孕妇 4533 例，采用

Sysmex XN-9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测定血红蛋白， Architect i2000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检测血清

铁蛋白水平，采用 SPSS19.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 

结果  4533 名孕妇总体贫血率为 21.62%，孕早期贫血率 6.43%，孕中期、晚期贫血率分别为

28.49%，23.07%。孕早期铁蛋白水平为 73.93(5.94,382.7) ng/mL，孕中、晚期铁蛋白水平分别为

32.97(3.25,456.98) ng/mL、21.98(3.03,216.26) ng/mL;不同孕期铁蛋白水平差异显著(P<0.05)。 

结论  本地区孕妇贫血较为严重，不同孕期血清铁蛋白水平差异明显，因此重视孕期贫血及血清铁

蛋白水平监测，及时纠正贫血，对保障母婴健康有重要意义。 

 
 

PU-2930 

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的潜在靶点：巨噬细胞自噬 

 
荆红运,关秀茹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50000 

 

目的  尽管有许多类型的药物用于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的药物，但是它还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

之一。巨噬细胞是泡沫细胞的主要来源，这是动脉粥样硬化的标志之一。有许多研究表明巨噬细胞

自噬具有稳定斑块的作用，因此诱导巨噬细胞自噬可被作为治疗动脉粥养硬化的潜在策略。 

方法  本文介绍自噬的作用机制，巨噬细胞在动脉粥样硬化中的作用以及 3 巨噬细胞自噬作为治疗

动脉粥样硬化的研究进展。 

结果  巨噬细胞自噬可以作为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的靶点 

结论  深入了解巨噬细胞在动脉粥样硬化中的作用以及诱导巨噬细胞自噬抑制动脉粥样硬化发展的

研究进展，对于未来动脉粥样硬化的治疗有重要意义。 

 
 

PU-2931 

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对学龄前喘息儿童细胞免疫 

及气道炎症状态的影响 

 
胡冬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探讨 RSV 感染对学龄前喘息儿童细胞免疫及气道炎症状态的影响。 

方法  纳入 157 例学龄前喘息性疾病患儿作为研究对象，以 RSV 感染和哮喘预测指数分组，比较

不同组研究对象 T 细胞亚群和呼出气一氧化氮差异。 

结果  RSV 感染与喘息儿童的性别及年龄不相关；API+患儿 RSV 感染率明显高于 API-患儿；RSV

感染对喘息患儿的 CD3+无影响，RSV+患儿的 CD3+CD4+百分比显著低于 RSV-患儿；API 阳性

的喘息儿童 FeNO 水平高低与 RSV 感染与否相关，RSV+组 FeNO 水平均高于 RSV-组，但仅在治

疗后 1 月这个时间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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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RSV 感染可影响学龄前喘息患儿体内细胞免疫，加剧气道炎症状态，延长气道炎症的控制时

间。 

 
 

PU-2932 

人乳头瘤病毒多重感染与宫颈病变的相关性分析 

 
胥明勇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探讨人乳头瘤病毒（HPV）不同基因型多重感染与宫颈病变程度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 HPV 基因分型（PCR-反向点杂交法）检测技术，采集 3947 例女性患者的宫颈脱落细

胞标本，其中宫颈炎患者 955 例，宫颈上皮内瘤变 140 例（CINⅠ～Ⅲ），宫颈癌 110 例。 

结果  不同程度宫颈病变患者感染 HPV 单一高危型阳性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

程度宫颈病变患者感染 HPV 多重高危型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程度宫颈病变患

者感染 HPV 多重混合型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HPV 单一高危型感染增加了患宫颈癌的风险，而 HPV 多重感染却并未促进宫颈病变的发

展。 

 
 

PU-2933 

绵阳地区 12 岁以下儿童维生素 A、25-羟基维生素 D 水平分析 

 
安 娜,吴碧涛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了解四川绵阳地区 12 岁以下儿童血清维生素 A（Vit A）、 25-羟基维生素 D[25（OH）D]水

平，为临床合理补充 Vit A、维生素 D（Vit D）和预防相关疾病的发生提供参考。 

方法  将 1 621 名 12 岁以下儿童按年龄分为<1 岁组、1～3 岁组、4～6 岁组和 7～12 岁组，抽取

静脉血，采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检测血清 Vit A、25（OH）D 水平。 

结果   1 621 名 12 岁以下儿童血清 Vit A 水平为 369.40(220.50～553.3)ng/mL、不足率为

19.06%，缺乏率为 21.16%，不同年龄段血清 Vit A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42.738，

P=0.000），其中<1 岁组血清 Vit A 水平最低为 320.90(195.38～488.68) ng/mL，不足率为

20.13%，缺乏率为 26.40%。血清 25（OH）D 水平为 25.43(19.74～31.95) ng/mL ，不足率为

41.89%，缺乏率为 25.85%，不同年龄段血清 25（OH）D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30.722，

P=0.000），两个低年龄组 25（OH）D 水平均分别高于两个高年龄组，其中<1 岁组的 25（OH）

D2水平最高为 6.65（1.54～12.49) ng/mL，而 1～3 岁组的 25（OH）D3水平最高为 18.81(14.70

～24.08) ng/mL。 

结论  绵阳地区 12 岁以下儿童 Vit A、25（OH）D 水平不容乐观，需要及时检测、合理补充，以预

防维生素缺乏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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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34 

Anti-centrosome antibodies: Prevalence and Disease 
Association in Chinese Population 

 
Shengjie Wang,Yongkang Wu 

West China Hospital affiliated 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Anti-centrosome antibodies are rare findings with undefined clinical significance in 
clinical research. We aimed at investigating the prevalence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anti-
centrosome antibodies in Chinese population. 
Methods Testing results of total of 281,230 ANA-positive sera were retrospectively obtained from 
the clinical medicine laboratory of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between 2008 and 
2017. We retrospectively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he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data 
of the patients with positive anti-centrosome antibody. 
Results  Of the 356,453 patients tested, 281,230 patients had positive antinuclear antibodies 
(ANAs, 78.9%), but only 78 patients with positive anti-centrosome antibodies (0.022%). 
Diagnoses were established in 69 of 78 patients: 41 cases were autoimmune diseases, mainly 
including undifferentiated 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s (UCTD, 9/41),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6/41), Sjogren syndrome (SS, 5/41), osteoarthritis (OA, 5/41), 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 (PBC, 5/41), 
and 28 cases were nonautoimmune conditions. The most frequent clinical symptoms of the anti-
centrosome-positive patients were arthralgia and eyes and mouth drying. Additionally, 86.7% of 
anti-centrosome antibodies were not associated with other ANAs, however, when associated, the 
most frequent ANA was anti-UNP. 
Conclusions Anti-centrosome antibodies have a low prevalence and female gender 
predominance. Anti-centrosome antibodies are primarily associated with CTDs, mainly UCTD, RA, 
SS, OA and PBC. The presence of anti-centrosome antibodies might be the unique serological 
markers of the CTDs, especially when anti-SSA, SSB, and dsDNA antibodies are negative, or the 
level of RF is low. 
 
 

PU-2935 

动脉粥样硬化会导致自噬阻隔 p62 蓄积在巨噬细胞内 

 
丁玲,关秀茹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50000 

 

目的  动脉粥样硬化（AS）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常见病因，而巨噬细胞吞噬 ox-LDL 形成泡沫细

胞是目前公认的形成 AS 斑块的条件之一。已有研究发现自噬在巨噬细胞泡沫化的形成中起到重要

的作用，但具体机制尚未阐明。本实验旨在研究 AS 时巨噬细胞的自噬状态及 p62 在细胞内的蓄积

情况。 

方法  我们拟用 50μg/ml 的 ox-LDL 处理 THP-1 源单核巨噬细胞 48h 从而构建 AS 细胞模型，通过

使用油红 O 染色、Western Blot 等技术，揭示了 AS 时自噬被阻隔 p62 在细胞内大量蓄积。 

结果  AS 时，自噬被阻隔，p62 在巨噬细胞内大量蓄积，会加剧 AS 斑块的不稳定。 

结论  AS 时，自噬溶酶体的形成及降解受到了抑制，自噬被阻隔，大量的 p62 蛋白蓄积在巨噬细

胞内，加速了脂质在巨噬细胞内蓄积形成泡沫细胞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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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36 

A new protein from Pneumococcal LytA autolysin, obtained 
by genetic engineering technique and preliminary study on 

in vitro antibacterial activity 

 
Xingfeng Xie 

Mianyang Central Hospital 

 

Objective To detect in vitro antibacterial activities of a kind of new recombinant proteins LytA＇ 

from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ATCC49619 obtained by prokaryotic expression system and 
compare with penicillin G at the same time. 
Methods The lytA gene was amplified from the pneumoniae by PCR and inserted into prokaryotic 
espressing vector PGM-T to construct PGM-T/lytA recombinant plasmid. The short fragment 

rLytA＇was obtained through digesting PGM-T/lytA with BamHI and HindIII. Then expressing 

plasmid pET-32a(+)/lytA＇which had been well constructed and sequentially confirmed was 

transformed into E.coli BL21 and induced by IPTG to express the fusion protein. 
The fusion proteins were purified by electroeluting of bag filter, detected by SDS-PAGE. Finally, 
the recombinant proteins were detected MIC and used for in vitro antibacterial experiment relating 
to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ATCC49619. 

Results The recombinant plasmid PGM-T/lytA and PET-32a(+)/lytA ＇ were constructed 

successfully. The recombinant proteins were well expressed and showed expected antibacterial 

activities. rLytA＇and penicillin G antibacterial activities began to significantly take effect at 

3h(P=0.005, P=0.018) comparing with control group and last 7h(P=0.002, P=0.003).  

Moreover, rLytA ＇ antibacterial activities not only was gradually enhance , but also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penicillin G at 7h(P=0.021). 

Conclusions rLytA＇ has rapid and long-lasting antibacterial activity. It may be worthy of therapy 

for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infection, and effect may be superior to penicillin G. 
 
 

PU-2937 

卵巢型子宫内膜异位症中雌激素受体 

相关受体 α（ERRα）的表达及与疾病进展的关系 

 
刘琛 

1.福建省妇幼保健院,350000 

2.福建医科大学医学检验系 

 

目的  研究在卵巢型子宫内膜异位症（EMs）中雌激素受体相关受体 α（ERRα）的表达情况，探讨

ERRα 与卵巢型 EMs 发生、发展的关系，及用于评估进展的价值。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2017 年 5 月福建省妇幼保健院收治，经手术病理证实的卵巢型（EMs）患

者的异位及在位内膜组织各 47 例，作为病例组；根据 EMs 分期、月经史和组织学检查进一步分为

亚组；因其他因素而行腹腔镜检查（排除 EMs 和恶性肿瘤）患者的子宫内膜组织 32 例，作为对照

组。术前收集血清，并提取组织 RNA。 

1．检测各组血清 ERRα、CA125、CA199 及 HE-4 和组织 ERRα mRNA 表达水平。 

2．分析各组间各项指标的差异，及与卵巢型 EMs 发生发展的关系。 

结果  1．病例组血清 ERRα 水平（0.679±0.121）ng/ml 明显低于对照组（1.000±0.337）ng/ml（P

＜0.05）；并且随分期升高而减低（P＜0.05）。 

2．病例组血清 CA125 水平、CA125/ERRα 比值、CA199 水平、CA199/ERRα 比值和 HE-

4/ERRα 比值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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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病例组 CA125、CA125/ERRα 水平随分期升高而升高（P＜0.05）；血清 CA199 水平、

CA199/ERRα 和 HE-4/ERRα 比值在重型显著降低（P＜0.05）。 

4．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显示病例组异位内膜组织的 ERRα mRNA 表达量（0.650±0.431）显著低

于在位内膜（1.025±0.342）和对照组内膜组织（1.000±0.313）（P＜0.05），后两者 ERRα 

mRNA 表达无差异（P＞0.05）。5．病例组异位内膜/在位内膜 ERRα mRNA 比值随分期升高而减

低（P＜0.05）；在不同月经周期未见明显差异。 

结论  1．ERRα 水平与卵巢型 EMs 的发生和发展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疾病的严重程度，可

作为评估卵巢型 EMs 的进展的参考依据。 

2．血清 CA125 和 CA199 表达水平、CA125/ERRα、CA199/ERRα、HE-4/ERRα 比值与卵巢型

EMs 的严重程度相关。 

 
 

PU-2938 

2032 例过敏患儿常见过敏原分析 

 
郑 洁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探讨绵阳地区儿童过敏性疾病常见过敏原的分布情况，为临床预防、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免疫印迹法对 2032 名过敏性疾病儿童（婴幼儿组 817 例、学龄前组 885 例、学龄组

330 例）进行特异性免疫球蛋白 IgE 检测，统计过敏原阳性率，分析食入性和吸入性过敏原的分

布。分组间阳性率差异比较采用 χ2 检验。 

结果  2032 例患儿总 IgE 阳性率为 59.49%；前三位的过敏原分别是屋尘螨/粉尘螨（47.29％）、
屋尘（16.14％）和淡水鱼（10.03％）。婴幼儿组前三位的过敏原分别为屋尘螨/粉尘螨（29.74
％）、 鸡蛋白（15.54％）和淡水鱼组合(8.45％）；学龄前组前三位的过敏原分别为屋尘螨/粉尘
螨（56.84％）、屋尘（21.13％）和淡水鱼组合（10.40％）；学龄组前三位过敏原分别为屋尘螨/
粉尘螨（65.15％）、屋尘（29.39％）和蟑螂（14.85％）。各年龄组间过敏原阳性率有显著性差
异（P<0.05）。 

结论  绵阳地区过敏性疾病儿童的主要过敏原为尘螨、屋尘和淡水鱼。过敏原阳性率随年龄增长呈

上升趋势。 

 
 

PU-2939 

血清中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POAb 

在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诊断中的临床价值分析 

 
邱瑾 

湛江中心人民医院,524000 

 

目的  对于血清中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POAb 在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诊断中的临床价值进行探

究和分析。 

方法  选取于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在我院就诊的 238 例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患者，将 166

例患者分为四个组，第 1 组为甲亢组，95 例；第 2 组为甲减组，50 例；第 3 组为桥本病组,28

例，第四组为单纯性甲状腺肿组，65 例；再另外选取 80 名身体健康的志愿者作为第 5 组，通过全

自动微粒子发光免疫分析仪使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定量对这五组人员血清中的 TGAb 和 TP0Ab

进行检测。 

结果  第 1、2、3 组患者的血清中 TGAb 和 TP0Ab 定量检测值及阳性率均明显要高于第 4 组和第 5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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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清 TGAb 和 TPOAb 的联合定量检测在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的临床诊断中具有一定的作

用与价值。 

 
 

PU-2940 

在 PMA/离子霉素诱导下基于分析 IFN-γ 释放能力 

建立健康成人淋巴细胞功能的参考区间 

 
侯红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430000 

 

目的  建立使用流式评估全血中淋巴细胞活性的方法及健康成人淋巴细胞功能的参考区间。 

方法  收集 200 例健康成人的新鲜外周血，分离 PBMCs。通过多色流式标记技术检测 CD4+T、
CD8+T 和 NK 细胞在 PMA/离子霉素诱导下分泌细胞因子（IFN-γ、TNF-α、IL-2）的能力；天然状
态下活化性受体（HLA-DR、NKG2D）、趋化因子受体（CCR7）的表达；K562 细胞诱导下细胞
脱颗粒指标 CD107a 的表达以及杀伤活性。为进一步简化实验步骤，使用稀释的全血（全血：
IMDM 培养基为 1:5）代替 PBMCs，在 PMA/离子霉素作用下检测 CD4+T、CD8+T 和 NK 细胞中
IFN-γ 的表达水平。 

收集新生儿、肾移植术后患者和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各 20 例，检测其淋巴细胞功能，对已建立的

参考区间进行验证。 

结果  相关性分析表明 PMA/离子霉素诱导下，IFN-γ 的分泌能力与 TNF-α 和 IL-2 均呈正相关关

系，且与细胞的活化、趋化及杀伤活性之间也存在显著相关性。因此，可以将 IFN-γ 的分泌能力作

为评估淋巴细胞功能的指标。我们建立了在全血中基于检测 IFN-γ 分泌能力来同时评估 CD4+T、

CD8+T 和 NK 细胞功能的标准化方法，且该方法在检测同一个体的多个样本时具有很好的可重复

性。据此，我们建立了健康成人淋巴细胞功能 2.5%-97.5%的参考区间（CD4+ T 细胞: 21.30-

47.78%; CD8+ T 细胞: 35.27-82.36%; NK 细胞: 70.50-64.51%）。 

进一步在新生儿、肾移植术后患者和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中进行验证时发现和健康成人相比，新生

儿和移植术后患者的淋巴细胞活性显著降低，而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淋巴细胞活性则显著升高，

说明淋巴细胞功能参考区间可用于反映不同患者的免疫状态。 

结论  该研究用 IFN-γ 一项指标同时对三种淋巴细胞功能进行评估，为临床评估淋巴细胞功能提供

了更加简便、易行的实验方法。我们建立的健康成人 CD4+T、CD8+T 和 NK 细胞功能参考区间，

在宿主免疫状态的评估、免疫相关性疾病的诊断、监测、预后判断和个体化治疗中具有重要临床意

义。 

 
 

PU-2941 

福州地区儿童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病毒病原分析 

 
庄芳,伍严安 

福建省立医院,350000 

 

目的  通过检测下呼吸道感染的患儿鼻咽部的分泌物中呼吸道病毒抗原，了解呼吸道病毒感染在

ALRTI 中的流行病学特征，为 ALRTI 的病原学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相关信息。 

方法  收集 ALRTI 患儿的鼻咽拭子 1038 例，采用直接免疫荧光法（DIF）进行 7 种常见的呼吸道

病毒的抗原检测。7 种呼吸道病毒包括呼吸道合胞病毒（RSV）、流感病毒 A/B 型（IFVA/B）、副

流感病毒 1-3 型（PIV1-3）、和腺病毒(ADV)等。 

结果  （1）1038 例 ALRTI 患儿中呼吸道病毒检测阳性的有 254 例（24.5%），其中 5 例有 2 种病
毒混合感染；（2）254 例呼吸道病毒阳性患儿中，RSV 阳性 206 例（81.1%）； IFVA10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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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IFVB 7 例（2.8%）；PIV1 有 5 例（2.0%）；PIV2 有 1 例（0.4%）；PIV3 有 17 例
（6.7%）；ADV 3 例（1.2%）；ADV 合并 PIV1 有 1 例（0.4%）；ADV 合并 PIV2 有 1 例
（0.4%）；RSV 合并 PIV2 有 1 例（0.4%）；RSV 合并 PIV3 有 2 例（0.8%）。（3）254 例阳性
标本中，0~1 月有 2 例(0.8%)；1 月~<1 岁有 180 例(70.9%)；1 岁~<2 岁有 32 例(12.6%)；2 岁
~<5 岁有 27 例(10.6%)；≥5 岁有 13 例(5.1%)。（4）RSV 其季节性明显，冬春季节检出率最高。
（5）肺炎、支气管炎、支气管肺炎、重症肺炎患儿的病毒阳性率分别为 24.6%、14.2%、
28.4%、28.0%。 

结论  呼吸道病毒是引起福州地区儿童 ALRTI 的重要病原之一；RSV 是福州地区儿童 ALRTI 最常

见的病毒病原，其次是 PIV3；呼吸道病毒感染的高峰季节是冬春季；低龄儿童（<5 岁）容易感染

呼吸道病毒，需要重点防护。 

 
 

PU-2942 

2 型糖尿病合并甲亢患者甲状腺实验室指标的研究 

 
陈勋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100000 

 

目的  2 型糖尿病（DM2）与甲状腺功能亢进症（HT）同属于内分泌疾病，均可导致患者机体代谢

紊乱，在临床上共同发病的情况日益增多。两种疾病合并发病时，长期不稳定的高血糖状态是否改

变血清甲状腺指标，从而影响 HT 的治疗，有关此类研究目前并不多见。本文旨在探讨 DM2 合并

HT 时，对甲状腺激素和相关自身抗体水平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 DM2 和/或 HT 患者 161 例分为 DM2、HT、DM2 合并 HT（DM2+HT）三个实验

组，67 例健康人作为对照组（Control 组），分别采集各组的血清标本并检测 FT3、FT4、TSH、

TRAb、Tg、TPO 水平。采用 SPSS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DM2+HT 组 FT3 和 FT4 浓度水平均最高，分别为 3.80±1.34 pg/ml 和 1.26±0.60 ng/dl，相较
于 DM2 组（2.47±0.48 pg/ml、1.04±0.13 ng/dl）和 Control 组（2.64±0.39 pg/ml、1.02±0.13 
ng/dl），均具有显著地统计学差异（P<0.01）。四组中 DM2+HT 组 TRAb 的阳性率（16.25%）
最高与 Control 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同时，DM2+HT 组 Tg（58.75%）和
TPO（46.25%）的阳性率均为最高，相较于 DM2 组（27.03%，13.51%）和 Control 组
（7.46%，0）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其次为 HT 组（47.73%，40.91%），较 Control 组
Tg 和 TPO 的阳性率均有统计学差异（P<0.01），而 HT 组 TPO 的阳性率相较于 DM2 组具有统计
学差异（P<0.01）；再次为 DM2 组，相较于 Control 组 Tg 和 TPO 的阳性率也同样具有统计学差
异（P<0.01），其余各组间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DM2 合并 HT，会造成甲状腺激素 FT3、FT4 升高以及 TRAb、Tg 和 TPO 三种自身抗体阳

性率增加。因此，在临床实践过程中治疗一种疾病的同时不应忽略另一种疾病的诊断与治疗。DM2

合并 HT 患者常规筛查糖耐量试验、甲状腺功能及相关抗体检查将有助于合并症的诊断，为制定合

理的治疗方案并对疾病的转归将可能会产生重大意义。 

 
 

PU-2943 

Prevalence of TORCH infection of  four seasons among 
women in Beijing and analysis of TORCH co-infection 

 
Jingrui Liu 

Beijing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Hospital 

 
Objective  To describe and explain the incidence of TORCH in different seasons and to find out a 
proper interpretation for multi-positive results from the point of false positive and co-infection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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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We conducted a retrospective study to analyze the TORCH antibod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and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assay (IFA) results of 10669 
women in a whole year and 201 multi-positive specimen from approximately 19000 women at 
childbearing age in Beijing, China. 
Results The positive rates of TOX-IgM, RV-IgM, CMV-IgM, HSV1-IgM and HSV2-IgM in a whole 
year were 0.67%, 2.55%, 1.24%, 6.30% and 1.94% respectively . The positive rates of TOX-IgG, 
RV-IgG, CMV-IgG, HSV1-IgG and HSV2-IgG in a whole year were 2.53%, 89.74%, 92.05%, 
81.56% and 4.75% respectively. The seasonal infection rates of RV-IgM, CMV-IgM and HSV1-
IgM we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with 3.61% in winter, 0.88% in spring, 1.89% in summer and 
4.12% in autumn of RV-IgM, 0.82% in winter, 1.33% in spring, 1.75% in summer and 1.12% in 
autumn of  CMV-IgM and 7.53% in winter, 5.74% in spring, 4.50% in summer and 7.23% in 
autumn of HSV1-IgM. The confirmatory diagnostic results (IFA) of RUV-IgM, CMV-IgM and 
HSV2-IgM we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primary screening (ELISA). The most common 
infection pattern in multi-positive specimens was HSV1 and HSV2 co- infection, followed by TOX 
+ HSV1 + HSV2, CMV + HSV1 + HSV2 co-infection. CMV and ToX often appear with HSV at the 
same time. The cross-reaction of HSV1 and HSV2 in ELISA was obvious. 
Conclusions Doctors should properly adjust the screening of TORCH infection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TORCH infection rates in different season. Clinical laboratory should distinguish false 
positive from true positive according to cross-reaction and prevalence of TORCH co-infection, to 
target to do the next confirmatory test based on a good prediction. 
 
 

PU-2944 

粪便检测 Tumor M2PK 在结直肠癌诊断中的价值 

 
杜宇 

北京友谊医院 

 

目的  探讨肿瘤 M2 型丙酮酸激酶（M2PK）在结直肠癌和癌早期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采用德国 ScheBo Tech 公司的 M2PK Quick 胶体金快速检测试剂分别检测结直肠癌患者 38

人，癌前病变患者 108 人，结直肠良性疾病患者 107 人粪便中 Tumor M2PK 标志物，进行阴阳性

判定。 

结果  结直肠患者 Tumor M2PK 水平明显高于结直肠良性疾病患者以及癌前病变患者，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1）。Tumor M2PK 检测直结肠癌患者敏感性为 71.05%，癌前病变患者敏感性为

36.11%，良性疾病患者特异性为 90.65%。 

结论  检测粪便中 Tumor M2PK 标志物，对于结直肠癌患者及癌前病变患者有诊断意义。 

 
 

PU-2945 

γ-干扰素释放试验联合糖链抗原-125 

在活动性肺结核诊断中的应用 

 
李修远,杨静,李亚楠,仝晓敬,王胜来,张明新,袁梁,隋文君,鲁辛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 γ-干扰素释放试验（interferon gamma release assay，IGRA）联合糖链抗原-125

（carbohydrate antigen-125，CA-125）在活动性肺结核（pulmonary tuberculosis，PTB）诊断中

的应用价值，为菌阴性肺结核的诊断提供更多工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呼吸科住院患者 749例（其

中肺结核确诊、临床诊断患者分别为 48 例及 55 例）及健康对照 60 例全血及血清标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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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RA 与 CA-125 检测。比较活动期 PTB 与各类非 PTB 肺部疾病患者、对照组间 CA-125 水平差

异。取 60 例肺结核患者及 60 例健康对照构建 ROC 曲线，计算 CA-125 单独诊断活动性 PTB 的最

佳 cut-off 值，后进行 CA-125、IGRA 单独诊断及二者联合诊断活动性 PTB 的方法学统计及比较。 

结果  （1）活动期 PTB 确诊组与临床诊断组 CA-125 均值分别为 124.68±201.47 U/mL、171.59 

±391.16 U/m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PTB 组与其他各非 PTB 组、对照间 CA-125 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PTB 与正常对照两组 CA-125 构建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33，诊断活动性 PTB 的最佳

cut-off 值为 22.0 U/mL。 

（4）IGRA 联合 CA-125 用于活动性 PTB 诊断的准确率达 90.57%（624/689）、敏感度为

76.74%、特异度为 91.49%、阳性预测值为 37.5%、阴性预测值为 98.34%、一致性检验 Kappa 值

为 0.458，准确率及特异度均高于 IGRA、CA-125 单独诊断。（5）假阳性率（8.51%，55/646）

明显低于 IGRA、CA-125 单独应用，但假阴性率则达 23.25%（10/43）。 

结论  对于活动性 PTB 的诊断，尤其是患者影像学特征不明显或无法获得病原学证据时，IGRA 与

CA-125 的联合应用准确性高、特异性强，具有一定辅助诊断意义 

 
 

PU-2946 

儿童腹痛与粪便幽门螺杆菌抗原检测的临床应用 

 
苏维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粪便幽门螺杆菌抗原是引起儿童复发性腹痛(recurrentab dominalpa in, RAP)的主要原因之

一，而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py lori,Hp )感染与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的相关性尚有待进一步探

讨。目前国内儿科临床上缺乏一种简便、安全、经济、有效地非侵人性 Hp 感染检测方法。故此，

该研究探讨 RAP 与 Hp 感染的关系及幽门螺杆菌粪便抗原检测(Hps toolan tigen,Hp SA)在 RAP 病

因诊断中的价值。 评价幽门螺杆菌粪便抗原（HpSA）检测在诊断儿童幽门螺杆菌（ H·pylori ）感

染及治疗后复查的价值测，粪便 Hp 抗幽门螺杆菌 (Hp)的诊断水平不断提高，但对于大规模的流行

病学调查来说，尚缺乏一种高敏感性和特异性，又属非侵袭性、简单价廉的抗原检测。评估其诊断

准确性。 

目前临床检测幽门螺杆菌（ H·pylori ）感染的方法日益增多。传统上采用侵入性的内镜检查方法来

诊断 H·pylori 感染，但许多患者难以接受，尤其是儿童、老人和孕妇。而非侵入性方法如 13 C 尿

素呼气试验（13 C-UBT）及血清学等方法也有其局限性，难以在临床上广泛应用。近年来国内外

报道检测幽门螺杆菌粪便抗原（HpSA），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本研究以儿童为研究对象，

判断 Hp-SA 检测在断儿童 H·pylori 现症感染价值。 

 

PU-2947 

免疫球蛋白重/轻链检测在 IgG 型 

多发性骨髓瘤疗效评估中的意义 

 
梁玉芳,李秭瑶,翟玉华,陈文明,王清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100000 

 

目的  评估 HLC 在 IgG 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疗效评价中的意义 

方法  选取 2017 年 6 月至 2017 年 10 月在北京朝阳医院确诊及治疗的 IgG 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 25

例，采用常规 M 蛋白评估方法，流式 MRD 检测及 HLC、FLC 方法同时评估疗效，比较 HLC 和其

他方法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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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5 例患者中，HLC 与 FLC 检测的阳性率分别为 56%、32%；达 CR 患者 rHLC、rFLC、流

式 MRD 阳性率分别为 33.3%、11.1%、22.2%；在对 CR 患者的追踪随访中，9 例患者中 8 例均

处于 ASCT 后的巩固治疗、维持治疗与定期复查阶段，未发生复发，1 例患者在 ASCT 后复发（无

病生存时间为 9.0 个月）。 

结论  HLC 检测在 MM 患者的疗效监测中有重要的意义，可作为 MM 患者微小残留病变的辅助评价

手段，结合 MRD 及 FLC 检测可以更有效的评估 MM 患者疾病状态。 

 
 

PU-2948 

抗苗勒管激素在诊断多囊卵巢综合征中的临床价值 

 
刘运双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抗苗勒管激素(AMH) 属于转化生长因子 β（TGF-β）超家族的成员，来自窦前卵泡和小窦状

卵泡，在胚胎期与性分化及性腺发育有关，出生后表达于女性卵泡颗粒细胞上并抑制原始卵泡的募

集和调控优势化卵泡的选择，AMH 水平与窦卵泡数量相关。目前诊断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

的国际标准和我国的行业标准均基于临床表现和超声下多囊卵泡形态。大量研究证实了 PCOS 患

者的血液中 AMH 水平明显升高，AMH 与 PCOS 的高雄激素及卵泡数目过多密切相关。因此，

AMH 有望成为一个新的诊断 PCOS 的标记物。 

 
 

PU-2949 

血清 CA15-3 联合 CEA、CA125 检测 

在乳腺癌早期发现的价值探讨 

 
王飞容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探讨血清肿瘤标志物癌抗原 15-3（CA15-3）、联合癌胚抗原（CEA）、癌抗原 125(CA125)

检测在乳腺癌(BC)患者早期发现及预后的评估价值。 

方法  选取 63 例乳腺癌无淋巴结转移患者（疾病组）、63 例乳腺良性疾病患者（乳腺良性疾病

组）和 63 例健康体检者（正常组）作为研究对象，在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I2000）上采用

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检测法（ECLIA）检测 3 组研究对象外周血中的 CA15-3、CEA 和 CA125 水

平。比较 3 种肿瘤标志物在 3 组中的检测水平及阳性率，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乳腺癌无淋

巴结转移患者 3 种肿瘤标志物联合与单项检测对乳腺癌的诊断效能。 

结果  疾病组 CA15-3、CEA 和 CA125 水平及阳性率均高于正常组（T=4.39、5.14，7.32；

χ2=28.111，14.092，19.287；p＜0.01）；高于乳腺良性疾病组（T=6.34、5.77，4.15；

χ2=6.172，5.317，4.875；p＜0.05）。乳腺良性疾病组 CA15-3、CEA 和 CA125 水平及阳性率均

高于正常组（T=1.28、0.94,1.35；χ2=1.089，0.658，0.998；p＞0.05）。三项联合检测对乳腺癌

无淋巴结转移诊断的特异性（65.1%）低于三项单项指标检测（87.3%，82.5%，77.8%），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639，1.574，1.364，p＞0.05)；敏感性（71.4%）明显高于三项单项指标

检测（52.4%，46.0%，39.7%），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241，5.938，3.978，p＜0.05)，

联合检测 AUC、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高于三项单独检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857，

1.348，1.658，0.918，1.874，1.025，0.932，1.207，1.124，p＞0.05)。 

结论  CA15-3、CEA 和 CA125 可作为乳腺癌早期辅助诊断的重要检测指标，联检可弥补单项检测

的不足，提高无淋巴结转移的乳腺癌检出率，可用于乳腺癌的早期发现、病情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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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50 

72 例临床免疫检验的质量控制评价分析 

 
庄利东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分析并研究临床免疫检查的质量控制的有效方法。 

方法  本研究选择的研究对象均为我院在 2016 年 1 月到 2017 年 6 月收治的 72 例患者，将所有患

者作为本研究研究对象，对患者的相关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选择患者的血样标本进行检查，并且

将患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两个组别，每组均为 36 例。为对照组配合选择常规方式进行免疫检

查，观察组选择采用质量控制进行实施，对两组的质量控制检查结果情况进行评价。 

结果  对于本研究两组患者的 AFP、C-肽、Ca125、Ca199、CEA 相关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得

出，对照组患者的相关指标的平均变异指数，有观察组存在差异，而且高于观察组，两组比较，P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临床免疫检验过程中，对于检验质量进行控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高检验结果的准确率，能

够使检验结果更加的可靠，所以可以为临床提供客观准确的数据资料予以支持。 

 
 

PU-2951 

Meta-analysis of clinical trials comparing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liposomal cisplatin versus conventional non-

liposomal cisplatin 

 
Bei Xu 

Mianyang Central Hospital 

 
Objective While liposomal cisplatin has shown enhanced drug tolerability and higher targeting 
property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cisplatin, the doubt remains whether lipoplatin could 
improve its anticancer efficacy. What’s more, there is still no systematic evaluation of the safety 
profiles of lipoplatin comparing with original cisplatin. 
Methods Thus, we performed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search for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 directly 
comparing efficacy and safety of liposomal cisplatin versus its conventional non-liposomal 
cisplatin. The search yielded 5 clinical trials that meet inclusion criteria, with a total of 523 patients.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liposome encapsulated cisplatin was more clinical efficacious than 
cisplatin as assessed by progressive disease (PD) rate (OR, 0.46; 95% CI, 0.28-0.74; P=0.002), 
while subgroup analysis of the only NSCLC patients showed higher response rates in partial 
remmion (PR) (OR, 0.46; 95% CI, 0.28-0.74; P=0.002) and PD (OR, 0.46; 95% CI, 0.28-0.74; 
P=0.002) simultaneously. In addition, the toxicity meta-analysis revealed lipoplatin was much less 
toxic than the original cisplatin, with respect to grade 3-4 neurotoxicity (OR, 0.18; 95% CI, 0.04-
0.74; P=0.02), grade 3-4 leukopenia (OR, 0.47; 95% CI, 0.26-0.85; P=0.01), grade 3-4 
neutropenia (OR, 0.26; 95% CI, 0.09-0.71; P=0.009), grade 1-2 nausea/vomiting (OR, 0.50; 95% 
CI, 0.32-0.77; P=0.002), and grade 3-4 asthenia (OR, 0.11; 95% CI, 0.03-0.42; P=0.001). 
Conclusions More clinical trials directly comparing lipoplatin and cisplatin should be carried out 
and the full clinical potential of liposome-mediated cisplatin remains to be re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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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52 

小细胞肺癌靶向治疗 

 
余琳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小细胞肺癌是一种侵袭性较强的恶性肿瘤，具有增殖快和早期转移的特点。尽管小细胞肺癌

患者对放疗和化疗初步反应良好，但是 SCLC 患者都会在初始治疗完成后数月内复发且产生耐药。

由于复发性 SCLC 患者的预后不佳，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不超过 12 个月。在过去几十年中，针对小

细胞肺癌的标准治疗方案已经得到完善，但是患者的存活率没有发生明显改善，分析发现导致有下

列因素，在基因水平上，小细胞肺癌异质性程度较高，SCLC 还具有许多其它癌基因中的体细胞突

变，包括转录因子，参与染色质修饰的酶，受体酪氨酸激酶及其下游信号组分，所以，到目前为

止，在临床试验中这些靶向小细胞肺癌的治疗方法所取得的成效也是有限的。因此，希望对小细胞

肺癌分子机制的深入了解，将有助于改善靶向 SCLC 患者个体基因背景的药物疗效。本综述将以对

小细胞肺癌的治疗现状、小细胞肺癌发病分子机制以及靶向小细胞肺癌治疗药物三个方面进行概括

和总结。 

 
 

PU-2953 

孕妇妊娠早期、中期及晚期血清维生素 A、E 水平分析 

 
蒋文强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了解本地区妊娠早期、中期及晚期孕妇血清维生素 A、E 水平，为孕妇营养保健工作及优生

优育提供临床资料和理论依据。 

方法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绵阳市中心医院产科门诊常规产检孕妇 766 例，采用高效液

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检测血清维生素 A、E 水平，采用 SPSS19.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 

结果  766 名孕妇血清 VitA 水平为 413.5±231.2(ng/mL)，血清 VitE 水平为 12.7±5.7(μg/mL)，血清

VitA 总体异常率 22.6%，缺乏率 9.0%，偏低率 13.6%，未检出过量状态孕妇；血清 VitE 总体异常

率 18.1%，其中缺乏率 1.2%，偏低率 17.0%，未检出过量状态孕妇。不同孕期组 VitA,VitE 水平差

异显著(P<0.05)，不同年龄组 VitA,VitE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不同孕期 VitA,VitE 水平差异明显，本地区维生素 A,E 均以缺乏为主，因此重视孕期维生素

A、E 水平监测，合理正确补充，对保障母婴健康有重要意义。 

 
 

PU-2954 

82 例慢性乙肝患者 HBV 基因型分型 

及对六种核苷类药物的耐药性分析 

 
高万芹 

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222000 

 

目的  探讨 CHB 患者 HBV 基因型分布特点、耐药基因变异及对 6 种核苷类药物耐药情况，为科学

防治提供依据。 

方法    82 例 CHB 患者 HBV-DNA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分析仪检测； HBV 耐药基因检测采用巢式

PCR 方法扩增 HBV P 区基因特异性片段，Sanger 测序法对 HBVP 区基因耐药相关位点进行突变

检测；ALT、AST、HBeAg、HBeAb 采用生化、酶免技术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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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82 例 CHB 患者血清中共检出 B 型 25 例(30．5％)、C 型 51 例(62.2％)、B+C 混合型 5 例

(6.1％)、其余组 1 例(1.2％)。6 种核苷类药物敏感性：阿德福韦酯、替诺福韦酯敏感性最高为

64.63%，与另外 4 种核苷类药物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O.05,c2= 49.48），恩替卡韦敏感性下

降达 34.15%,与另外 5 种药物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O.05,c2= 7.34）；耐药方面：替比夫定耐药

率最高为 53.66%（44/82），恩曲他滨、拉米夫定耐药达 50.0%,与另外 3 种药物比较有统计学差

异（P<O.05,c2=30.99） 

结论  82 例 CHB 患者 HBV 基因型有 B 型、C 型、B+C 型及未定型,以 C 型为主,B 型次之。核苷类

药物治疗中阿德福韦酯、替诺福韦酯敏感性最高，替比夫定、恩曲他滨、拉米夫定耐药率最高。建

议从治疗开始就使用具有两种不同耐药位点药物一起治疗，提高疗效 

 
 

PU-2955 

HE4 在女性卵巢癌的应用研究新进展 

 
俞晓晨,董凤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50000 

 

目的  探讨 HE4（人附睾蛋白 4）在女性卵巢癌中的研究新进展 

方法  分析 HE4 在早期卵巢癌的浓度，在鉴别卵巢良恶性疾病中的应用。 

结果  1 正常卵巢组织不表达 HE4，而在卵巢癌中高表达 HE4，特异性高。    2 HE4 在

卵巢癌早期和晚期表达均可升高。3 HE4 可以监测卵巢癌患者的预后。4 HE4 与

CA125 联合应用可以辅助鉴别卵巢的良恶性疾病。5 HE4 不受女性月经周期及激素的

影响，比较稳定。 

结论  HE4 是卵巢癌检测的良好标志物，与 CA125 联合应用可以提高卵巢癌检测的敏

感性和特异性。 

 
 

PU-2956 

SCF-E3 泛素连接酶亚基环盒子蛋白 RBX1/2 

在胚胎发育过程中的作用 

 
张楠楠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RBX1/2 结构是 SCF-E3 泛素连接酶的核心组分。环盒子蛋白基因作为 SCF-E3 泛素连接酶

的一个关键指环亚基，在真核生物中进化过程中非常保守，在小鼠和人类中有两个家族成员，分别

是环盒子蛋白 1 和环盒子蛋白 2。环盒子蛋白 1 和环盒子蛋白 2 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环盒

子蛋白 1 构成的 SCF-E3 泛素连接酶能结合更广泛的目标蛋白，而环盒子蛋白 2 构成的 SCF-E3泛

素连接酶则具有更严谨的目标蛋白选择性。 

方法  环盒子蛋白 1 构成的 SCF-E3 泛素连接酶更倾向于和 Cul-2/VHL 结合，而环盒子蛋白 2 构成

的 SCF-E3 泛素连接酶更倾向于和 Cul-5/SOCS 结合。最近的敲除实验显示，环盒子蛋白 1 和环盒

子蛋白 2 功能是非冗余的。在野生型环盒子蛋白 2 存在的情况下，环盒子蛋白 1 的敲除引起小鼠增

殖缺陷，从而使其在胚胎早期 E7.5 死亡，而在野生型环盒子蛋白 1 存在的情况下，环盒子蛋白 2

的敲除引起小鼠心血管缺陷，从而使其在胚胎在 Ell.5-12.5 间死亡。在酵母 G1-S 细胞周期进展过

程中，周期蛋白依赖性蛋白激酶抑制因子 Sicl 的泛素化需要环盒子蛋白 1 发挥功能。缺失环盒子蛋

白 1 导致酵母细胞死亡，人类环盒子蛋白 1 或环盒子蛋白 2 的表达可以缓解这种缺失酵母环盒子蛋

白 1 导致的细胞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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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秀丽隐杆线虫细胞周期进行时，环盒子蛋白 1 对染色体进展的改变非常重要，敲除环盒子

蛋白 1 可影响秀丽隐杆线虫细胞减数分裂、有丝分裂，导致染色体难以聚集并且胞质分裂缺失。在

果蝇胚胎发育进行时，环盒子蛋白 1 对细胞增殖的进行非常重要，敲除环盒子蛋白 1a 最终导致果

蝇死亡，过表达环盒子蛋白 1b 不能缓解环盒子蛋白 1a 缺失导致的死亡。同时验证了环盒子蛋白家

族成员的非冗余性。 

结论  环盒子蛋白 1 的敲除引起小鼠增殖缺陷，从而使其在胚胎早期 E7.5 死亡，环盒子蛋白 1 的敲

除导致了 p27 的聚集，从而致使增殖缺陷。p27 的敲除只是能部分缓解，但不能解决环盒子蛋白 1

的敲除引起的小鼠在胚胎早期死亡，表明环盒子蛋白 1 在胚胎发育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PU-2957 

十色流式细胞法分析 B 淋巴细胞亚群方案的建立及其应用 

 
宿瑞俊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建立十色流式细胞法分析 B 淋巴细胞亚群方案，并对其临床应用进行评价。 

方法  根据测定用抗体链接荧光物质的激发和发射光谱进行荧光抗体配色，收集正常人群和白血病

患者血液，避光室温下分别与十种抗体孵育 15 分钟，加入溶血剂溶血 10 分钟，上机测定。根据各

单阳抗体的测定结果，调节流式细胞仪不同通道电压以及不同荧光之间的补偿值。使不同群体的细

胞在流式细胞密度分类图上相互区分开。 

结果   通过多次样本测定，荧光通道电压调整以及不同通道荧光补偿值的调整，确定最终 B 淋巴细

胞亚群分类的方案即十色一个测定管完成 B 淋巴细胞亚群分类。 

结论   建立了十色流式细胞法分析 B 淋巴细胞亚群方案。十色分群方案减少了检测样本的上样管

数，节约了成本，同时提高了工作效率，适合临床开展 B 淋巴细胞亚群分类测定。可用于白血病患

者淋巴细胞亚群分析测定。 

 
 

PU-2958 

抗核抗体与抗核抗体谱联合检测 

在自身免疫性疾病诊断和筛查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聂晓红 

大理州中医医院 

 

目的  探讨抗核抗体（ANA）和抗核抗体谱（ANAs）联合检测在自身免疫性疾病诊断和筛查中的临

床应用价值。 

方法  对门诊及住院送检的 1825 例标本血清进行 ANA 和 ANAs 的检测，ANA 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IIF），ANAS 采用免疫印迹法（immunobiotting test, IBT）,并对

阳性结果进行病历资料收集及统计分析。 

结果  ANA 阳性率（15.00%）高于 ANAs 阳性率（12.43%）；而确诊为 AID 例数的比率 ANAs

（90.32％）比 ANA（85.11％）高，两种方法同时阳性的比率更高，为 94.36％，说明 IIF 敏感性

较高，IBT 特异性较好，二者联合检测可相互补充。 

结论   IIF 检测 ANA 敏感性较高，IBT 检测 ANAs 特异性较好，二者联合检测在自身免疫性疾病

（AID）诊断中具有一定互补性，可减少漏诊或误诊。 

 
 

PU-2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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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抗体联合检测对类风湿关节炎诊断的意义 

 
孙萍萍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类风湿关节炎 (RA) 是一种慢性炎症性自身免疫病。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病人血清中会产生

多种自身抗体。本研究的目的是筛选一种诊断 RA 的最佳检测方案。 

方法  检测类风湿因子(RF)、抗环瓜氨酸肽抗体(CCP)、抗突变型瓜氨酸波形蛋白抗体(MCV)、抗

角蛋白抗体(AKA)、抗核周因子抗体(APF)以及免疫球蛋白重链结合蛋白(BIP)等的含量，计算不同

联合方式在 RA 患者组、疾病对照组以及健康对照组中的敏感性、特异性、预测值、正确度以及约

登指数，并在这三组中两两比较其阳性率的差异性。 

结果  总体来说，自身抗体并联检测的阳性率比串联检测的阳性率高，而串联检测的特异性较高。

RF 与 MCV 并联检测时的敏感性(87.61%)明显高于任何一种或两种自身抗体检测时的敏感性

(p<0.05)，即使增加并联检测的抗体种类，敏感性提高不显著(p>0.05)。串联检测 CCP 和 BIP 时的

特异性(95.92%)显著高于任何一种或两种自身抗体检测时的特异性(p<0.05)。增加串联检测的自身

抗体种类，特异性提高不明显(p＞0.05)。 

结论  串联检测 CCP 和 BIP 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对 RA 的鉴别诊断具有良好的临床意义。 

 
 

PU-2960 

卵巢颗粒细胞瘤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分析 

 
张正茂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分析卵巢颗粒细胞瘤的临床病理特征，探讨影响卵巢颗粒细胞瘤预后及复发的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12 例卵巢颗粒细胞瘤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对初诊年龄、临床表现、生育情

况、术前血清肿瘤标志物、妇科 B 超、手术方式及途径、肿瘤分期及病理特点、术后化疗，术后复

发、复发后治疗以及术后生育状况统计分析。 

结果  一般情况：112 例病例中，包括成人型卵巢颗粒细胞瘤（AGCT）107 例，幼年型卵巢颗粒细

胞瘤（JGCT）5 例，卵巢颗粒细胞瘤（GCT）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46.5±13.93 岁，年龄范围为 12-

75 岁。术前血清学 CAl25 平均水平为 118.11±415.61IU／mL，其中有 38.50％升高。生存分析：

截止随访期结束，死亡病例数为 7 例, 均因本疾病去世，112 例患者中随访时间满 5 年的患者有 42

例，其中 6 例患者死亡，1 例患者第 10 年死亡，随访期满 10 年患者 15 例，7 例患者死亡，其中 1

例死亡患者为Ⅱ期。Ⅰ期 GCT 的 5 年生存率和 10 年生存率分别为 85.71%和 57.14%。 

结论  血清 CA125 水平不能诊断 AGCT 和 JGCT，但合并腹水患者 CA125 较无腹水者明显升高。

肿瘤复发可导致 5 年无疾病生存期缩短。GCT 患者 FIGO 分期越晚，越容易复发。Ⅰ期有高危因

素患者化疗可延长其生存期。复发患者行满意肿瘤细胞减灭术联合化疗可延长生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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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61 

腹腔镜下子宫内膜癌前哨淋巴结绘图识别技术的初步临床研究 

 
张正茂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本研究分析子宫内膜癌前哨淋巴结（Sentinel Lymph Node, SLN）的分布、检出率及 SLN 对

腹膜后淋巴结预测的准确性，探讨 SLN 绘图识别技术在子宫内膜癌治疗中的可行性。 

方法  对我院收治的 66 例子宫内膜癌患者，宫颈 3、9 点（2 点法）或 2、5、7、11 点（4 点法）

注射亚甲蓝，先行 SLN 切除再行腹腔镜下系统性淋巴结切除,对所有切除的淋巴结行苏木素-伊红

（Hematoxylin-eosin, HE）染色常规病理检测，并对识别的 SLN 行免疫组化细胞角蛋白

(Cytokeratin, CK）微转移病理检测。 

结果  1 子宫内膜癌 SLN 检出率为 100%，双侧均检出 SLN 占 97.0%（64/66），仅单侧检出 SLN

占 3.0%（2/66，左侧 2 例），准确性为 100%，假阴性率为 0，阴性预测值为 100%。2 66 例子宫

内膜癌患者共切除 SLN 427 枚，占切除总淋巴结的 26.1%（427/1637），平均切除 SLN 6.47 枚/

人，平均切除 SLN 比 NSLN 少 11.86 枚 /人。3 子宫内膜癌 SLN 分布为闭孔区占 53.2%

（227/427），髂外区占 23.7%（101/427），髂内区占 7.7%（33/427），髂总区占 7.5%

（32/427），宫旁区占 0.5%（2/427），腹股沟深区占 0.2%（1/427），腹主动脉旁左侧区占

4.4%（19/427），右侧腔静脉旁区占 1.9%（8/427），骶前区占 0.9%（4/427）。 

结论  亚甲蓝是很好的子宫内膜癌 SLN 绘图示踪剂，宫颈注射示踪剂是显示 SLN 较好的注射途

径，SLN 检出率及阴性预测值是评判此技术的关键指标。子宫内膜癌 SLN 主要位于闭孔区和髂外

区。 

 
 

PU-2962 

非小细胞肺癌 EGFR 基因突变 

在外周血与新鲜浆膜腔积液 标本的对比性研究 

 
张艳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外周血与新鲜浆膜腔积液标本 EGFR 基因突变率及两者的一致性，探讨

外周血标本在 EGFR 基因突变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 ARMS 法检测 51 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新鲜浆膜腔积液标本及其外周血 EGFR 基因突变

状态，比较外周血和新鲜浆膜腔积液标本基因突变的一致性，分析 EGFR 基因突变与患者临床特

征关系 

结果   51 例外周血中检出 20 例突变(突变率 39.2%)，新鲜浆膜腔积液标本中检出 24 例突变(突变

率 47.1%)，两者一致性为 80.4%(41/5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Kappa=0.603,P=0.000)。外周血

EGFR 基因突变状态与是否吸烟和病理类型有关(P<0.05)，而与性别、年龄无关(P>0.05)；新鲜浆

膜腔积液标本 EGFR 基因突变与性别、是否吸烟及病理类型有关(P<0.05)，而与年龄无关(P>0.05) 

结论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外周血与新鲜浆膜腔积液标本 EGFR 基因突变一致性较高，在无法获得组

织及细胞学标本时可以检测外周血 EGFR 基因状态，为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提供临床诊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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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63 

mTOR 抑制剂依维莫司在体外 

对人前列腺癌 PC-3 细胞株的作用及其机制 

 
吕县强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在体外研究 mTOR 抑制剂依维莫司(Everolimus，RAD001)对人前列腺癌 PC-3 细胞增殖的改

变，并探讨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方法  体外采用细胞培养技术培养人前列腺癌 PC-3 细胞株，使用 MTT 法检测 mTOR 抑制剂依维

莫司(Everolimus，RAD001)1nmol/l 干预人前列腺癌 PC-3 细胞株 24h、36h、48h、72h 后，PC-3

细胞株增殖的变化；流式细胞分析技术（FCM）检测 mTOR 抑制剂依维莫司(Everolimus，

RAD001)干预人前列腺癌 PC-3 细胞株 24h、36h、48h、72h 后，细胞周期的变化；Western blot

检测 mTOR 抑制剂依维莫司(Everolimus，RAD001)干预人前列腺癌 PC-3 细胞株 24h、36h、

48h、72h 后，p-4E-BP1 和 p-P70-S6K 的表达情况。 

结果  1 MTT 结果显示，mTOR 抑制剂依维莫司(Everolimus，RAD001)可抑制人前列腺癌 PC-3 细

胞株的增值，且随着药物干预时间的延长，抑制率逐步增大（P<0.01）。 

2 流式细胞分析技术（FCM）结果显示，人前列腺癌 PC-3 细胞株经 mTOR 抑制剂依维莫司

(Everolimus，RAD001)干预后，随着药物干预时间的延长，G0/G1 期的细胞百分比逐步升高，

S、G2/M 期的细胞百分比逐步降低，使绝大部分 PC-3 细胞被中断在细胞周期的 G0/G1 期（P ＜

0.01）。 

3 Western blot 检测结果显示，mTOR 抑制剂依维莫司(Everolimus，RAD001)干预人前列腺癌

PC-3 细胞株后，随着药物干预时间的延长，p-4E-BP1 和 p-P70-S6K 的表达逐步被抑制

（P<0.01）。 

结论  mTOR 抑制剂依维莫司(Everolimus，RAD001)能够抑制人前列腺癌 PC-3 细胞株的增值，其

机制可能与 PI3K/Akt/mTOR 信号传导通路中的 mTOR 被抑制，继而抑制了其下游的两个重要蛋白

（即翻译抑制因子 eIF-4E 结合蛋白 1(4E-BP1)和核糖体蛋白 P70-S6K）的磷酸化有关。 

 
 

PU-2964 

腺浸润性导管癌合并微乳头状癌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分析 

 
董鹏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回顾性分析乳腺浸润性导管癌合并微乳头状癌（ Invasive ductal carcinoma with 

micropapillary carcinoma，IDC＆IMPC）的临床病理特征，探讨其预后及相关因素。 

方法  选取 2009 年 5 月至 2014 年 12 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乳腺中心治疗的 IDC＆IMPC 129

例（ IMPC 组），及同时期按照随机数表法 1:2 比例选择的浸润性导管癌（ Invasive ductal 

carcinoma，IDC）258 例（IDC 组）患者的病例资料，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生物学指标，包括年龄、

月经状态、肿瘤大小、临床分期、淋巴结转移状况、有否脉管瘤栓、雌孕激素受体（ER/PR）状

态、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表达、Ki-67 蛋白表达、分子分型、治疗措施、预后等进

行对比分析。 

结果  IDC＆IMPC 发病率约为 1.9％（144/7527）。IMPC 组与 IDC 组在淋巴结转移、有否脉管瘤

栓、ER 阳性表达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在年龄、月经状态、肿瘤大小、临床分期、PR 表

达、HER-2 表达、Ki-67 蛋白表达、分子分型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0.05）。术后辅助治疗中，

IMPC 组中更多的患者接受了放疗及内分泌治疗，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IMPC 组和

IDC 组 3 年、5 年的无病生存率（Disease free survival，DFS）分别为（88.4％和 94.2％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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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87.5％ ，c2=4.734，P=0.030），3 年、5 年的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分别为

（95.3％和 98.4％ ，90.5％和 95.4％ ，c2=5.961，P=0.01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IDC＆IMPC 发病率约为 1.9％。与浸润性导管癌相比，IDC＆IMPC 患者具有更高的淋巴结转

移率，更强的淋巴-血管侵袭性，较高的 ER 阳性表达率，3 年和 5 年的 DFS 和 OS 均显示 IDC＆

IMPC 预后差。 

 
 

PU-2965 

肿瘤高凝状态诱导神经系统动脉血栓事件的临床观察 

 
米小昆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探讨肿瘤患者合并神经系统血栓栓塞事件的临床特征以及肿瘤高凝在隐匿性梗死中的作用 

方法  根据急性期脑梗死是否伴有活动期肿瘤病史分为肿瘤相关梗塞组（实验组）和单纯脑梗死组

（对照组）。两组各 58 例患者，对两组患者临床特征、血液化验指标、影像学资料等进行单因素

比较分析。然后以梗死类型诊断为因变量，单因素分析中 P 小于 0.10 的因素为自变量进行 logistic

多因素回归。为避免肿瘤与卒中独立并存对结果的影响，对实验组进一步分析，进行亚组分析，将

58 例肿瘤患者进行根据 Trial of Org 10172 in Acute Stroke Treatment(TOAST)分型标准分为两

组，即隐匿性脑梗死组(Stroke of other undetermined etiology, SUE)和传统血管病组(Conventional 

stroke etiology, CSE)。SUE 组患者由于除肿瘤病史外未发现任何梗死危险因素，所以视为肿瘤诱

导梗死，CSE 组发病机制为传统血管病机制诱导梗死。 

结果  1 实验组患者中隐匿性卒中比例、多区域梗塞比例、D-二聚体指标均高于单纯梗塞组患者

（P<0.01）。2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D-二聚体(<0.3)、APTT、影像学特点为影响梗死类型诊断的

独立因素，D-二聚体 (<0.3)越高，为肿瘤合并脑梗死的可能越大，OR（95%CI）为 10.474

（ 2.588~42.390）；APTT 越高，为肿瘤合并梗死的风险越小，OR（ 95%CI）为 0.780

（0.671~0.906）；影像学特点为多流域梗死的为肿瘤诱导梗死的可能越大，OR（95%CI）为

11.055（2.390~51.130）。3 亚组分析结果显示，SUE 组患者远处转移发生率、外周血 D-二聚体

水平、多流域梗死发生率均明显高于 CSE 组患者（P<0.01） 

结论  1 肿瘤高凝状态是隐匿性脑梗死的发病机制之一。2 肿瘤高凝诱导脑梗死具有不同于传统脑梗

死的临床特征，表现为多流域梗死灶、血浆高 D-二聚体、伴活动期肿瘤病史。当伴有肿瘤病史的

脑梗死患者伴有血浆 D-二聚体升高、多流域梗死时，提示其可能为高凝所致并采取有效的防治措

施。 

 
 

PU-2966 

术后应用 ω-3 多不饱和脂肪酸对胃癌病人 IL-4、IL-6、IL-10、

TNF-a 水平的影响 

 
范立侨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研究胃癌病人术后应用 ω-3 多不饱和脂肪酸是否可减轻患者机体的炎性反应,明确其临床使用

价值。 

方法  79 例胃癌患者纳入研究，所有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n＝42）和实验组（n＝37），对照组

患者术后予 4 天完全肠外营养，3 天补充性肠外营养支持治疗，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 ω-3 鱼

油脂肪乳注射液 100ml/d。检测术前 1 天、术后第 1 天、术后第 7 天炎性因子 IL-4、IL-6、IL-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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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F-a 水平,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炎性因子变化情况与淋巴结转移情况、肿瘤浸润深度、病理分型、

肝肾功能等变化情况。 

结果  两组患者术前 1 天血清 IL-4、IL-6、IL-10、TNF-a 炎性因子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术后第 7 天，实验组患者血清 IL-6 炎性因子含量低于对照组（P＜0.05），且与对照组相

比下降幅度更大，差异具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ω-3 多不饱和脂肪酸可显著改善胃癌患者术后炎性反应，对胃癌患者术后康复有积极促进作

用。 

 
 

PU-2967 

胃癌组织中 Vav2 表达增高促进肿瘤侵袭转移并与预后差有 

 
檀碧波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研究发现 Vav2 基因与一些肿瘤的发生有关，但与胃癌的关系还不明确。本研究检测了 Vav2

蛋白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分析了 Vav2 与胃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及预后价值。本研究还通

过体外研究检测了 Vav2 基因对胃癌细胞侵袭转移能力的影响及机制。 

方法  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检测 Vav2 在胃癌组织、转移淋巴结组织、正常胃粘膜组织中表达情况；

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分析 Vav2 与胃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蛋白印迹（Western 

blot）方法对免疫组化结果进行验证。Western blot 检测不同胃癌细胞株中 Vav2 表达；合成针对

Vav2 的小干扰 RNA 转染人胃癌细胞株 BGC823；MTT 法检测 BGC823 细胞活性；细胞划痕实验

和 Transwell 小室侵袭实验检测细胞的迁移侵袭能力；应用荧光定量 PCR（QPCR）和 Western 

blot 检测 Rac1、MMP-2、MMP-9、TIMP-1 基因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情况。 

结果  胃癌组织中 Vav2 蛋白阳性率明显高于癌旁组织；转移淋巴结中 Vav2 蛋白阳性率明显高于胃

癌组织（P<0.05）。Western blot 与免疫组化结果相符合。胃癌组织中 Vav2 蛋白阳性表达与患者

的肿瘤浸润深度、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临床分期有关（P<0.05）。各胃癌细胞株中 BGC823

的 Vav2 蛋白表达最强，抑制 BGC823 细胞内源性 Vav2 表达后细胞的活性明显减弱；迁移和侵袭

能力也明显降低（P<0.05）。Vav2-siRNA 转染 BGC823 后细胞的 Rac1、MMP-2、MMP-9 表达

减弱，而 TIMP-1 的表达增高（P<0.05）。 

结论  Vav2 表达增高可能作为胃癌预后差的标志物，Vav2 可能是通过调节侵袭转移相关基因而促

进了胃癌的侵袭转移。 

 
 

PU-2968 

KLF11 对胃癌细胞凋亡的调节与奥沙利铂耐药的作用与机制 

 
范立侨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探讨 KLF11 对胃癌细胞凋亡的影响，并研究与奥沙利铂耐药的机制及意义，为奥沙利铂的临

床使用提供重要依据。 

方法  选取胃癌组织及癌旁正常组织样本，培养的不同分化程度的胃癌细胞株及胃粘膜正常上皮细

胞株为研究对象，应用实时荧光定量多聚核苷酸链式反应、蛋白质印迹法、流式细胞技术等相关实

验技术检测各组 KLF11 的表达量。 

结果  1、胃癌组织中 KLF11 基因及其表达的蛋白量均高于癌旁组织（P<0.05）。2、胃癌细胞株

中 KLF11 mRNA 及其表达的蛋白量均高于正常胃粘膜上皮细胞株（P<0.05），其中，在人胃癌细

胞株 MKN-45 中的表达最高。3、在 RNA 水平检测中，三组 KLF11 的表达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

作用（P<0.05），其中，转染后 48 小时组的抑制效果最明显（P<0.05）。在蛋白水平检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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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F11 的蛋白表达均体现出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P<0.05），其中，转染后 48 小时组在 40nM 浓

度时的抑制效果最明显（P<0.05）。4、转染 KLF11-siRNA-2 后的人胃癌细胞株 MKN-45 相较于

阴性及空白对照组其对于奥沙利铂的敏感性显著提高（P<0.01）。5、转染 KLF11-siRNA-2 后细

胞对 Survivin 和 bcl2 基因的表达量及 Bax，caspase3，caspase8，caspase9 及 caspase12 蛋白

表达均下调（P<0.05）。6、转染 KLF11-siRNA-2 的 MKN-45 细胞内 N-cadherin、Vimentin、β-

catenin 的表达量及蛋白表达均下调（P<0.05），而 E-cadherin 的表达量及蛋白表达均显著上调

（P<0.05）。 

结论  KLF11 可调节胃癌细胞的凋亡并降低细胞对奥沙利铂化疗敏感性，从而影响胃癌的进展及转

归。font-kerning:1.0000pt;" >的表达量。 

 
 

PU-2969 

KLF11 在胃癌细胞通过调节肿瘤 EMT 

而参与 5-氟尿嘧啶耐药形成的作用及机制 

 
李勇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探讨 KLF11 在胃癌细胞通过调节肿瘤 EMT 而参与 5-氟尿嘧啶耐药形成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  本研究以 50 例进展期胃癌患者胃癌组织和癌旁正常组织、人胃癌细胞株 BGC823 为研究对

象，运用 q PCR、Western blot、immunohistochemistry 等相关实验技术，检测 KLF11 在胃癌组

织中的表达和挑选出高表达 KLF11 人胃癌细胞株 BGC823，应用 MTT 法检测转染后 BGC823 对

5-Fu 的药物敏感性情况，发现转染组较阴性对照组敏感性提高，并对其相关机制与 EMT 相互关系

进行初步探讨。 

结果  KLF11 在人胃癌组织中的表达显著高于癌旁组织。KLF11 在人胃癌细胞株 MKN28、人胃癌

细胞株 SGC7901、人胃癌细胞株 BGC823 中的表达显著高于人正常胃粘膜上皮细胞 GES-1。 

结论  KLF11 在胃癌中表达高于正常组织，抑制 KLF11 表达增加了人胃癌细胞株 BGC823 对 5-Fu

敏感性，KLF11 可能是参与人胃癌细胞株 BGC823 5-Fu 耐药的新基因，KLF11 在人胃癌细胞株

BGC823 可能通过调节 EMT 相关蛋白而参与 5-Fu 耐药的形成，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PU-2970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抑制脾单核细胞的杀伤活性 

 
马鸣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研究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mesenchymal stem cell ， MSCs ）对脾单核细胞

（mononuclear cells，MNCs）体外杀伤肿瘤细胞活性的影响，并初步探讨其作用机制。 

方法  用全骨髓细胞贴壁培养法从 SD 大鼠骨髓中分离培养间充质干细胞，在倒置显微镜下进行形

态学观察，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其表面标志性分子。利用 H22 细胞和 Colon26 细胞分别作为靶细

胞，采用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LDH）释放法检测在 10μg/ml ConA 刺激下，单独

培养或与 MSCs 共培养 48h 后的脾 MNCs 对这两种肿瘤细胞的杀伤活性。采用流式细胞术分析单

独或与 MSCs 共培养 48h 后，脾 MNCs 中 CD4+CD25+ T 细胞亚群的比例，并用 RT-PCR 技术半

定量分析其 Foxp3 mRNA 表达量的差异。采用 ELISA 法检测单独培养或与 MSCs 共培养过的

MNCs 在 24h 内分泌 TGF-β1 和 IL-10 的水平。 

结果  和单独培养组相比，与 MSCs 共培养 48h 后的脾 MNCs 杀伤 H22 和 Colon26 两种肿瘤细胞

的活性明显下降（P<0.05）。与 MSCs 共培养过的脾 MNCs 中 CD4+CD25+ T 细胞亚群的比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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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xp3 mRNA 的表达量明显高于单独培养组（P<0.01）。与 MSCs 共培养过的脾 MNCs 于 24h 内

分泌 TGF-β1 和 IL-10 的水平明显高于单独培养组（P<0.01）。 

结论  与 MSCs 共培养后的脾 MNCs 杀伤肿瘤细胞的活性明显减弱，其机制可能与 MSCs 能够上

调 MNCs 中 CD4+CD25+调节性 T 细胞亚群的比例，同时促进 MNCs 表达免疫抑制性细胞因子有

关。 

 
 

PU-2971 

外泌体开辟肝炎标志物新视角 

 
马越云,朱琳,李金洁,李蕊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710000 

 

目的  本文从外泌体的发生和释放机制出发，阐述了 HBV 和 HCV 标志物在外泌体中的存在情况和

随外泌体释放的效应，探讨了由此产生的传染性、保护作用以及对治疗和检测的影响。并以研究数

据初步证明了核酸检测这一金标准的重要性，综述指出隐匿性感染的又一新的原因是 HBV 和 HCV

标志物存在于外泌体。 

方法  1. 分析外泌体的生成和分泌过程 

2. 分析细胞外 HBV 和 HCV 标志物的来源 

3. 阐明外泌体是肝炎病毒的重要传播介质 

4. 论证血清外泌体中肝炎标志物对检测的影响 

结果  血清和血清分离的外泌体中的 HBV DNA,在血清 HBV DNA 在 107范围内，两个检测结果相

当，比值在 0.15～1.6 之间；在血清 HBV DNA 在 107以上的 8 份标本中，外泌体 HBV DNA 含量

则明显高于血清值，最高可达 9.8 倍。这一结果一方面提示，外泌体是 HBV DNA 的重要来源；另

一方面，核酸检测对于临床治疗效果的判断不会由于其存在于外泌体而产生明显差异。但是，在对

两种样本 HbsAg 的检测中可见，血清外泌体中含有大量的 HBsAg，其相对含量高于血清：在 43

份标本中，只有 15 份显示血清中含量高于外泌体，28 份则是外泌体高于血清，最高可达 240 倍；

HbeAg 在 43 份标本中 19 份外泌体高于血清，24 份血清高于外泌体，最高差距 210 倍。外泌体中

的 HbsAg 和 HbeAg 对感染情况的判读产生了重要影响。 

结论  DNA 和 RNA 的检测结果的金标准的意义将由于不受外泌体的影响而进一步增强；隐匿性感

染的又一个原因是病毒标志物存在于外泌体。对此，需要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分析外泌体在

HBV 和 HCV 的 DNA、RNA、HbsAg 和 HbeAg 释放过程中的机制，证明外泌体的存在对这些标志

物检测结果和临床意义的切实影响。 

 
 

PU-2972 

CD44、CD24 标记的宫颈癌细胞亚群辐射抵抗机制的初步研究 

 
张倩影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流式细胞仪检测辐射前后细胞周期变化，进一步探讨 CD44+/CD24+Siha 细胞放疗抵抗性与

细胞周期之间的关系。 

方法  克隆形成实验测定两组细胞的放射敏感性，流式细胞仪检测放射前后细胞周期分布变化，

Western blot 法检测放疗前后 PCDC25C 蛋白的表达。 

结果  细胞存活曲线显示 CD44+/CD24+Siha 细胞组、亲代 Siha 细胞组均随着照射剂量的增加细胞

存活分数不同程度下降，CD44+/CD24+Siha 细胞组下降不明显，CD44+/CD24+Siha 细胞组的

SF2Gy、Do、Dq 均高于亲代 Siha 细胞组。CD44+/CD24+Siha 细胞 4Gy 照射前后 G2期细胞比例分别

为 32.38±12.50、46.82±6.7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亲代 Siha 细胞 4Gy 照射前后 G2期细胞比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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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11.08±1.94、22.21±11.2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  4Gy 辐射后

CD44+/CD24+Siha 细胞组中 PCDC25C 蛋白表达量明显升高。 

结论  CD44+/CD24+Siha 细胞亚群具有较强的放疗抵抗性，放疗抵抗性的产生可能与 G2 周期阻滞

有关。 

 
 

PU-2973 

线粒体 DNA COX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与胃癌发病风险关系的研

究 

 
王英南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胃癌的形成是一个多基因、多因素参与的过程，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在胃癌发生发展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本研究探讨线粒体 DNA 编码区 COX 基因 SNPs 与胃癌发病风险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对 116 例胃癌患者及 120 例对照组人群外周血 mtDNA 编码区 COX 基因进行测序分

析，采用 χ2 检验比较胃癌患者和对照组单核苷酸多态性分布的不同，从而筛选出和胃癌发病密切

相关的 SNPs。 

结果  本研究发现 mtDNA 编码区 COX 基因中的 9540T/C、9548G/A 两个位点 SNPs 与胃癌发病

风险相关，9540C 基因型可能降低了胃癌的发病风险，而 9548A 基因型可能增加了胃癌的发病风

险。 

结论  线粒体 DNA 编码区 COX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可作为胃癌发病的预测因子，有助于早期诊断

胃癌，更好地指导临床治疗。 

 
 

PU-2974 

乙型肝炎病毒 X 区基因突变与原发性肝癌预后的关系 

 
吴忱思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通过对乙型肝炎病毒（HBV）X 基因区进行测序分析，结合临床因素，研究该区域突变位点

与原发性肝癌预后的关系。 

方法  提取 81 例乙肝相关性肝细胞肝癌（HBV-HCC）患者癌组织的基因组 DNA，针对 HBV X 基

因 区 的 DNA 序 列 进 行 PCR 扩 增 及 测 序 ， 并 根 据 NCBI 数 据 库 （ http://www.ncbi. 

nlm.nih.gov/genome/5536）鉴定出 HBV X 基因区的突变位点，其中 11 个突变位点与 HBV-HCC

患者术后生存相关，应用 Kaplan–Meier、Log-rank test 和 Cox 回归分析 HBV-HCC 患者的临床特

征、突变位点与术后总生存期之间的关系。 

结果  通过研究发现，肿瘤大小以及门脉瘤栓被确定为与 HBV-HCC 患者术后生存相关的独立危险

因素。有 7 个突变位点（1329，1341，1383，1461，1485，1544，1613）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

异，被确定为预测 HBV-HCC 患者生存相关的独立危险因子。另外，有 4 个突变位点（1317，

1674，1753，1762/1764）与 HBV-HCC 患者的生存具有临界统计学差异。 

结论  原发性肝癌肿瘤大小以及门脉瘤栓与 HBV-HCC 患者术后生存相关，HBV X 基因区以上 11

个突变位点与 HCC 患者的预后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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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75 

长链非编码 RNA 单核苷酸多态性与肝癌患者预后的关系 

 
赵乐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肝癌是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虽然肝癌的诊断、治疗技术有所提高，

但由于其侵袭性，肝癌的预后仍然很差。一些分子生物因素对肝癌患者预后有一定预测作用。长链

非编码 RNA（Long non-coding RNAs，LncRNAs），是一类长度超过 200nt，不具备编码蛋白质

能力的 RNA 分子，已被证实在多种恶性肿瘤组织中出现异常表达。目前研究表明，LncRNAs 基因

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可影响多种癌症的发病风险、治疗效果和患者预后。本实验探讨长链非

编码 RNA 单核苷酸多态性与肝癌患者预后的关系。 

方法  1、 肝癌组织取自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手术的 43 例肝癌患者。术后每 3 个月电话随访 1

次患者术后生存情况，共随访 5 年。有 2 名患者失访。2 基因组 DNA 提取、扩增及测序：用 DNA

纯化试剂盒提取肝癌组标本基因组 DNA，DNA 鉴定合格后，采用 PCR 技术扩增 LncRNAs 

rs6983267, rs920778, rs7463708, rs 2366152, rs 4759314 位点目的片段。扩增产物经琼脂糖凝胶

电泳证实后进行测序，同一标本采用双向重复测序。3 单因素分析采用 Kaplan-Meier 方法和 Log-

Rank 方法,多因素分析采用 COX 风险回归模型。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20.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P＜0.05 被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 单因素分析中，性别、年龄、Child 分级和肿瘤数量与肝癌患者预后无关，而肿瘤大小、肿

瘤分期、有无门脉瘤栓与患者生存率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 rs6983267 位点

SNP 与肝癌患者预后相关（P=0.001）。rs6983267 多态位点 GG 基因型患者生存时间较短,预后

明显差于 GT+TT 基因型患者。3 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组纳入 COX 模型多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rs6983267 位点 SNP 和肿瘤分期是肝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 

结论  rs6983267 位点单核苷酸多态性与肝癌患者预后相关，可作为肝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

素，LncRNA rs6983267 位点单核苷酸多态性的研究可以帮助识别预后不良的肝癌亚组。 

 
 

PU-2976 

肺癌组织中 RKIP 和 RON 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齐战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检测人肺癌组织中 RKIP 和酪氨酸激酶 RON 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肺癌组织及相关癌旁正常肺组织 108 例，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检测组织中 RKIP 和

RON 的表达。 

结果  RKIP 基因在正常肺组织中表达的阳性率为 62.04%（67/108），明显高于肺癌组织的表达

21.30%（23/108），（x²=36.876，P<0.05）。RON 基因在肺癌组织中表达的阳性率为 63.89%

（69/108），明显高于正常肺组织的表达 18.52%（20/108），（x²=13.121，P<0.05）。RKIP 与

RON 的表达与患者性别、年龄、吸烟史以及肿瘤大小、病理类型无关，与肺癌的分化程度、TNM

分期、淋巴结转移有关（P﹤0.05）；肺癌中 RKIP 与 RON 的阳性表达呈负相关（P<0.05）。 

结论   RKIP 表达量减少与 RON 表达量增加与肺癌的发生、发展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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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77 

RNAi 技术逆转肿瘤多药耐药的研究进展 

 
问天娇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肿瘤是威胁人类生命安全的主要疾病。多药耐药是癌症化疗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多药耐药

（multidrug resistance，MDR）是指肿瘤对一种化疗药物出现耐药的同时,对其他结构和功能各异

的药物亦产生交叉耐药现象。针对这样的问题，本文从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出发，对多药耐药产

生的原因及应用 RNAi 技术逆转肿瘤多药耐药等做一综述，为解决临床肿瘤治疗中面临的多药耐药

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查阅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有关 siRNA 药物的文献，对多药耐药产生的原因、P-糖蛋白的结构与

功能、RNA 干扰机制及其在肿瘤多药耐药中的应用、RNAi 干扰药物的研发策略等方面进行概述。 

结果  P-糖蛋白是最早被报道的多药耐药相关蛋白，利用 siRNA 抑制 P-糖蛋白的 mRNA 将是逆转

多药耐药的可行手段。RNAi 药物的研发策略为确定目的基因、设计该基因的 siRNA 序列并转染入

细胞内，通过体外实验分别在 mRNA 水平以及蛋白水平来筛选沉默效果最佳的 siRNA，在体内实

验中则是综合细胞水平和动物水平的各项评价指标筛选有效的 siRNA。 

结论  RNAi 技术能引起同源目标 mRNA 降解，从而导致特定基因表达沉默。具有抑制作用强、稳

定性高、细胞摄取相对容易等优点, 开辟了逆转肿瘤多药耐药基因治疗的崭新领域。本文为今后

RNAi 技术在新药开发、基因治疗、医学生物学等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 

 
 

PU-2978 

长链非编码 RNA 单核苷酸多态性与结肠癌相关性的研究 

 
郭占军 

1.河北省肿瘤医院 

2.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长链非编码 RNA（Long non-coding RNAs，LncRNAs），是一类长度超过 200nt，不具备

编码蛋白质能力的 RNA 分子，已被证实在多种恶性肿瘤组织中出现异常表达。单核苷酸多态性

（SNPs）是指 DNA 序列中单核苷酸发生改变时的序列多态性。作为最常见的基因变异，SNPs 普

遍存在于 LncRNAs 中。本研究采用病例-对照的方法，通过研究 LncRNAs 的 SNPs，探讨

LncRNAs 与结肠癌易感性的关系。为今后结肠癌的风险预测和早期诊断提供新的思路。 

方法  收集 60 例接受结肠癌手术治疗并经病理证实的结肠癌患者的血液样本，同时收集在我院体检

中心查体的 60 例无癌症病史的健康对照血液标本。提取病例组及对照组血标本 DNA。通过 PC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扩增病例组及对照组 LncRNAs rs6983267, rs920778, rs7463708, 

rs 2366152, rs 4759314 位点的目的片段并进行测序分析，通过统计学分析对这 5 个位点 SNPs 与

结直肠癌患者发病的关系。 

结果  1、研究对象的一般特征，结肠癌组与对照组的性别、年龄无统计学差异（P＞0.05），说明

两组资料均衡可比。2、结肠癌组 rs6983267 位点 GG 基因型与 GT+TT 基因型,rs920778 位点 TT

位点基因型与 CT+CC 基因型,rs7463708 位点 GG 基因型与 GT+TT 基因型分布与对照组中基因型

的分布有统计学差异，这 3 个 SNP 位点是结直肠癌患者发癌风险的独立影响因素（rs6983267 

P=0.000, rs920778 P=0.045, rs7463708 P=0.001）。rs6983267 位点 GG 基因型、rs920778 位点

CT+CC 基因型、rs7463708 位点 GG 基因型个体结肠癌的发癌风险上升。 

结论  长链非编码 RNA rs6983267,rs920778,rs7463708 位点单核苷酸多态性与结肠癌发癌风险相

关, 为今后结肠癌的风险预测和早期诊断提供新的思路。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676 

 

PU-2979 

线粒体 DNA COX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 

与胃癌发生发展的关联性研究 

 
王洪才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近年来，关于线粒体 DNA 突变及其单核苷酸多态性与肿瘤生成的研究备受关注。本研究旨在

探究线粒体 COX 基因 SNPs 与胃癌发生发展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通过对 100 例胃癌患者及 100 例正常人群的 COX 基因进行 PCR 扩增、测序，然后采

用 χ2 检验比较胃癌患者和对照组单核苷酸多态性分布的不同，从而找出与胃癌发病相关的 SNPs

位点。 

结果  mtDNA 编码区 COX 基因上的 9540T/C、9548G/A 两个位点 SNPs 与胃癌发病风险相关，

9540C 基因型可能降低了胃癌的发病风险，而 9548A 基因型可能增加了胃癌的发病风险。 

结论  线粒体 DNA 编码区 COX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可作为胃癌发病的预测因子。 

 
 

PU-2980 

血清癌胚抗原(CEA)、胃蛋白酶原Ⅰ/胃蛋白酶原Ⅱ比值(PGR) 

联合幽门螺杆菌 IgG 抗体(Hp-IgG)检测在胃癌筛查中的价值 

 
刘海峰,孙波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272000 

 

目的  观察和分析血清癌胚抗原(CEA)、胃蛋白酶原Ⅰ/胃蛋白酶原Ⅱ比值(PGR)联合幽门螺杆菌

IgG 抗体(Hp-IgG)检验在胃癌筛查中的价值。 

方法  选取 100 例胃癌患者作为病例组,选取 100 例胃黏膜正常或轻度非萎缩性胃炎患者作为对照

组。对两组患者的血清 CEA、PGR、幽门螺杆菌 IgG 抗体水平进行检测和比较。 

结果  病例组患者的血清 CEA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GR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Hp-IgG 抗体阳性

的患者 PGⅠ、PGR 明显低于 Hp-IgG 抗体阴性的患者,且 PGⅡ水平明显高于 Hp-IgG 抗体阴性的

患者。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进展期胃癌患者的血清 CEA 水平显著高于早期胃癌患者或对照

组研究对象,PGR 显著低于早期胃癌患者。早期胃癌患者的血清 PG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研究对象,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胃癌患者表现为血清 CEA 水平的上升和 PGR 水平的下降, Hp-IgG 抗体阳性三种血清学标志

物对于胃癌的诊断具有辅助价值。 

 
 

PU-2981 

旋毛虫侵入宿主肠上皮细胞作用机制的研究 

 
彭若玉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筛选旋毛虫侵入宿主 IECs 前后差异表达的 miRNA，从中选取目标 miRNA，对其作用的靶基

因进行预测及验证，并分析目标 miRNA 及其靶基因的分子调控机制。 

方法  第一部分是对旋毛虫 ML 和 IIL 进行高通量测序，鉴定出 miRNA 差异表达谱，并通过 real 

time PCR 检测随机选取的部分差异 miRNA 的表达情况，对测序结果进行验证；第二部分是从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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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的 miRNA 中选取的目标 miRNA，对其可能的靶基因进行预测，运用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技术

来验证目标 miRNA 与靶基因的作用关系，并通过 real time PCR 检测 miRNA 和靶基因的表达情

况。 

结果  综合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后，我们最终选定差异表达比较显著、预测功能可能与旋毛虫侵

入宿主相关、靶基因预测结果较为丰富、且在近源物种中已有发现的 Tsp-let-7 作为目标 miRNA。

又根据 RHAhybrid 对其靶基因的预测结果，综合 miRNA 与靶基因结合的最小自由能（MFE）、靶

基因序列分析和生物学活性预测，本研究选定 Tsp-let-7 的 4 个可能的靶基因（Tsp_06966、

Tsp_07700、Tsp_07369 、Tsp_14768）作为候选靶基因，运用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技术对 Tsp-

let-7 及其可能的靶基因的作用关系进行体外验证。 

结论  生物信息学分析发现，富集靶基因较多的 GO 条目和 KEGG 通路中，部分功能可能与旋毛虫

侵入宿主肠上皮细胞以及旋毛虫与宿主的相互作用有关，下一步还需对这些关键通路中涉及到的相

关基因及其蛋白的功能做更深入的研究。 

 
 

PU-2982 

乙肝病毒前 S1 抗原阳性在临床检验中的应用价值探讨 

 
井楠 1,刘海峰 1,刘伟 2 

1.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272000 

2.聊城市人民医院中心实验室 

 

目的  探讨在临床检验中乙肝病毒前 S1 抗原阳性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该文方便选择于 2016 年 8 月—2017 年 8 月期间收拾的 80 例乙肝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

患者入院顺序将其分为检测组与参照组，各 40 例。其中参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检测，检测组采取乙

肝病毒前 S1 抗原阳性检测，比较两组患者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结果  检测组患者 ALT≥40U/L 占 57.5%及 ASL<37U/L 占 87.5%，明显高于参照组的 7.5%与

10.0%，且临床诊断的总有效率为 97.5%明显优于参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乙肝病毒前 S1 抗原具有检测方法简单，费用低以及检测准确率较高特点。对乙肝患者的临

床诊断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PU-2983 

The anti-inflammatory TIPE2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issue factor and thrombospondin-1 in patients with 

bronchial asthma 

 
Guang Shi,Liang Mi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potential correlation of inflammation negative 
regulator tumor necrosis factor α induced protein-8 like-2 (TIPE2) and coagulating substances 
tissue factor (TF) and thrombospondin-1 (TSP-1) in patients with bronchial asthma.  
Methods A total of 65 patients with acute bronchial asthma from November 2015 to May 2016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and 40 healthy controls. 
Western blot was used to detect TIPE2 and TF protein expression in PBMCs from asthmatic 
patients and healthy subjects. ELISA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TF and TSP-1 in 
serum of asthmatics and healthy subjects. 
Results In comparison with that from healthy controls, the TIPE2 expression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whereas the TF expression level was inversely upregulated in 
PBMCs from patients with bronchial asthma. In addition, the levels of TF and TSP-1 in sera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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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viously upregulated in asthma patien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TIPE2 expression level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F both in PBMCs and sera and TSP-1 in sera from patients with 
bronchial asthma. 
Conclusions The data of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anti-inflammatory TIPE2 levels are associated 
with coagulation substances TF and TSP-1 levels. 
 
 

PU-2984 

B7-H4 在小鼠食管癌前病变进程中的表达 

 
陈欣然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研究协同刺激分子 B7 同系物 4（B7-H4）在小鼠食管癌前病变中的表达变化，探讨其在食管

鳞状细胞癌发生中的作用。 

方法  133 只 C57BL/6 小鼠，分为对照组 42 只和 4NQO 诱癌组 91 只。饮水法给予诱癌组小鼠 50 

μg/mL 4-硝基喹啉-1-氧化物（4NQO）15 周，诱导小鼠食管癌前病变。通过苏木素-伊红（HE）染

色法评价食管组织病理变化；免疫组化和 Western blot 检测 B7-H4 蛋白在食管组织的表达，

Western blot 检测 B7-H4 蛋白在小鼠血清的表达。 

结果  从 16~28 周，4NQO 诱癌组小鼠食管组织出现肉眼可见的增厚、凸起、肿块等病理改变。

HE 染色结果显示，小鼠食管组织癌前病变级别与诱癌时间呈显著正相关（ r = 0.5544，P < 

0.01）。另外，B7-H4 在食管组织的表达水平与食管癌前病变级别呈显著正相关， r = 0.5681，P 

< 0.01。第 26 周和第 28 周，与对照组相比，诱癌组小鼠食管组织 B7-H4 蛋白表达显著提高，P < 

0.05， P < 0.01。与正常小鼠相比，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小鼠血清 B7-H4 蛋白浓度显著提高，P < 

0.05。 

结论  小鼠食管癌前病变进程中，B7-H4 蛋白在血清和食管组织的表达逐渐上调，B7-H4 可能参与

了食管癌前病变的进程。 

 
 

PU-2985 

滤泡辅助性 T 细胞相关因子 

在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外周血的表达及 临床意义 

 
汪治宇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检测食管鳞癌患者外周血中 Tfh 细胞的相关因子 CXCR5, CXCL13 及 IL-21 表达情况，并分

析其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5 月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外科 65 例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

（其中 32 例患者行手术治疗）和 30 例健康对照者为研究对象，收集其外周血液标本，采用酶联免

疫吸附方法检测血清中可溶性 CXCR5（sCXCR5）、可溶性 CXCL13（sCXCL13）及 IL-21 的表

达水平。采用 SPSS 24.0 软件对数据进行检验和相关性分析。 

结果  食管鳞癌组血清中 sCXCR5、sCXCL13 水平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IL-21 组间

无明显差异；食管鳞癌组手术前后血清 sCXCR5、sCXCL13 及 IL-21 水平两组比较无明显差异

（P>0.05）。sCXCR5、sCXCL13 及 IL-21 的表达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无明显相关（P>0.05）；

血清中 sCXCR5、sCXCL13 及 IL-21 两两间无明显相关（P>0.05）。 

结论  食管鳞癌患者血清中 Tfh 细胞的趋化因子 sCXCR5 及其配体 sCXCL13 较正常人表达升高，

说明 Tfh 细胞可能参与食管鳞状细胞癌的发生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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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86 

食管鳞癌中 Caveolin-1 不同区域甲基化状态 

对基因转录及患者预后的影响 

 
郭艳丽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检测食管鳞癌（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ncer，ESCC）细胞株及组织标本中 Caveolin-

1 基因 CpG 岛旁区域、转录起始点（transcription start site，TSS）区域以及位于第一内含子的

CpG 岛 2、CpG 岛 3 区域的甲基化状态，并进一步探讨 Caveolin-1 基因这四个不同区域甲基化状

态对基因转录及预后的影响。 

方法  应用甲基化特异性 PCR（methylation specific PCR, MSP）及 RT-PCR 的方法分别检测食管

癌细胞株（KYSE150，TE13，Eca109）及 148 例食管鳞癌患者癌及相应癌旁非肿瘤组织中

Caveolin-1 基因四个不同区域的甲基化状态及 mRNA 的表达情况。 

结果  Caveolin-1 基因在三株食管癌细胞系中均呈弱表达或阴性表达。应用甲基化抑制剂 5-aza-2’-

deoxycytidine（5-Aza-Dc）处理细胞株后，该基因 mRNA 表达明显增强；而 MSP 结果则显示这

四个区域的甲基化条带均明显减弱或消失；食管癌组织标本中检测 Caveolin-1 基因不同区域的甲

基化状态，结果显示：食管癌组织中这四个区域的甲基化频率均明显高于癌旁非肿瘤组织，但仅有

CpG 岛旁区域及 TSS 区域甲基化频率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这两个区域的甲基化

状态与该基因的 mRNA 表达呈明显的负向相关（P<0.01）；Caveolin-1 基因 CpG 岛 2 及 CpG 岛

3 区域的甲基化频率在癌及相应癌旁非肿瘤组织中均较高（P>0.05），不具有肿瘤组织特异性，且

对 Caveolin-1 基因的转录抑制无明显影响（P>0.05）；生存分析显示：Caveolin-1 基因 CpG 岛旁

区域而非 TSS 区域的甲基化状态与食管鳞癌患者的预后明显相关（P<0.01）。 

结论  食管鳞癌中 Caveolin-1 基因 CpG 岛旁区域可能为该基因的关键性甲基化区域，该区域的异

常高甲基化状态是引起其表达下调的机制之一，并有望作为食管鳞癌患者预后的甲基化标记物。 

 
 

PU-2987 

青蒿琥酯通过诱导细胞凋亡抑制胃癌细胞生长作用研究 

 
刘亮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探讨青蒿琥酯(Artesunate, Art)抑制胃癌细胞 SGC-7901 生长及诱导细胞凋亡的作用及其相关

机制，以期寻找高效低毒的抗胃癌药物。 

方法  流式细胞术检测胃腺癌组织及胃正常组织细胞增殖指数及细胞中人第 10 号染色体缺失的磷

酸酶及张力蛋白同源基因( PTEN)蛋白表达水平。不同浓度(0、30、60、120 μmol/L)青蒿琥酯

（artesunate, Art）干预胃腺癌 SGC-7901 细胞 24h，0 μmol/L Art 采用生理盐水代替药物作为对

照组，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细胞中 PTEN、Bcl-2、Bax、Caspase-3 蛋白、线粒体膜电位表

达水平。 

结果  胃腺癌组织中 PTEN 蛋白表达水平显著低于正常胃组织中的表达水平(P<0.05)，而增殖指数

显著增高，P<0.05。不同浓度 Art 组与对照组相比，SGC-7901 细胞凋亡率及 PTEN 蛋白表达水平

显著增多(P<0.01)，且具有 Art 剂量依赖性。Art 组与对照组相比，SGC-7901 细胞增殖指数显著降

低(P<0.01)，且具有 Art 剂量依赖性。Art 组与对照组相比，SGC-7901 细胞中 Bcl-2 蛋白表达水平

及线粒体膜电位水平显著降低(P<0.05)，而 Bax 及 Caspase-3 蛋白表达量显著增高(P<0.05)。 

结论  青蒿琥酯具有抑制胃腺癌 SGC-7901 细胞生长及诱导细胞凋亡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与调节

PTEN、Bcl-2、Bax、Caspase-3、线粒体膜电位水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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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88 

激活线粒体凋亡途径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 

抑制食管癌细胞生长作用研究 

 
刘亮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探讨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 (epigallocatechin-3-gallate, EGCG)抑制食管癌 Eca109 及

Ec9706 细胞生长作用及相关机制研究。 

方法  流式细胞术检测食管鳞癌及正常食管组织细胞增殖指数。不同浓度 EGCG (0、25、50、

100、200、400 μg/ml) 作用 Eca109 及 Ec9706 细胞 24、48h 后 MTT 方法检测 EGCG 对细胞生

长抑制率。(0、100、200、300 μg/ml) EGCG 作用 Eca109 及 Ec9706 细胞 24、48 h 后流式细胞

术方法检测细胞凋亡及细胞增殖指数。流式细胞术方法检测 (0、100、200、300 μg/ml) EGCG 作

用 Eca109 及 Ec9706 细胞 24、48 h 后，细胞线粒体膜电位及细胞中 Bcl-2、Bax、Caspase3 蛋

白表达水平。0 μg/ml EGCG 以生理盐水代替作为对照组。 

结果  食管鳞癌细胞增殖指数显著高于正常食管组织细胞增殖指数，P<0.05。MTT 检测结果显示，

不同浓度 EGCG 作用 Eca109 及 Ec9706 细胞 24、48 h 后，均出现细胞生长抑制作用，且具有

EGCG 时间及剂量依赖性。EGCG 作用食管癌 Eca109 及 Ec9706 细胞后，与对照组相比，细胞凋

亡率显著增高，细胞增殖指数显著降低，P<0.05，且具有时间和剂量依赖性。与对照组相比，

EGCG 组 Eca109 及 Ec9706 细胞线粒体膜电位显著降低，P<0.05，且具有时间和剂量依赖性。

EGCG 组与对照组相比，Eca109 及 Ec9706 细胞中 Bcl-2 蛋白表达水平显著降低，而 Bax 及

Caspase3 蛋白表达水平显著增高，P<0.05，且具有时间和剂量依赖性。 

结论  EGCG 具有抑制食管鳞癌细胞生长作用，其作用机制与调控线粒体膜电位、Bcl-2、Bax、

Caspase-3 表达，通过细胞线粒体凋亡途径引起细胞凋亡有关。 

 
 

PU-2989 

长链非编码 RNA C5orf66-AS1 在贲门腺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

表观遗传学失活机制研究 

 
郭炜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长链非编码 RNA C5orf66-AS1 位于染色体 5q31.1。本研究探讨了 C5orf66-AS1 在贲门腺癌

中的表达及其基本的生物学作用，并研究了其在贲门腺癌中的表观遗传学失活机制。 

方法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反转录 PCR（qRT-PCR）的方法研究了 C5orf66-AS1 在贲门腺癌组织中

的表达，应用亚硫酸氢盐转换测序（BGS）及甲基化特异性 PCR（MSP）的方法检测 C5orf66-

AS1 甲基化 CG 位点的分布及在贲门腺癌组织中的甲基化率，应用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检测关

键性 CG 位点发生甲基化后对转录活性的影响，并将 C5orf66-AS1 过表达或敲低后检测对胃癌细

胞系增殖、迁移和侵袭的影响。 

结果  C5orf66-AS1 在贲门腺癌组织及胃癌细胞系中的表达明显降低，且 C5orf66-AS1 在贲门腺癌

组织中的表达与 TNM 分期、组织学分化、淋巴结转移及远处转移和复发密切相关。胃癌细胞系经

DNA 甲基转移酶抑制剂 5-Aza-dC 处理后，C5orf66-AS1 的表达水平显著增高。进一步的甲基化分

析显示转录起始点附近区域 CG 位点可能是关键性 CG 位点，这个区域的异常甲基化与该 lncRNA

的表达密切相关。转录因子 Sp1 可促进 C5orf66-AS1 的转录且 Sp1 结合位点上的 CG 位点发生甲

基化后可影响 Sp1 的结合，从而影响 C5orf66-AS1 的转录。在胃癌细胞系中过表达 C5orf66-A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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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可显著抑制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且 C5orf66-AS1 的表达和转录起始点区域的甲基化与贲

门腺癌的预后密切相关。 

结论  异常甲基化介导的 C5orf66-AS1 的失活在贲门腺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且

C5orf66-AS1 的低表达与贲门腺癌的不良预后密切相关。 

 
 

PU-2990 

探讨调节性 T 细胞的检测在系统性 

红斑狼疮疾病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薛海阔,郭小兵,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患者外周血中调节性 T 细胞

(regulatory T cells, Treg)与疾病严重程度的关系，以期为临床提供有效的诊断指标。 

方法  选取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90 例初诊 SLE 患者，分为轻型 SLE、重型 SLE 和狼疮危象，每

组选取 30 例患者，30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正常对照。采集外周血标本，采用流式细胞术分析各组外

周血 Treg 细胞在 CD4+T 细胞中所占的比率，采用 real time PCR 检测各组 Foxp3 的表达水平，应

用 ELISA 技术分析各组中 TGF-β 的含量。健康对照组和患者组之间的比较用两组独立样本资料的

t 检验分析。 

结果  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外周血中 Treg 细胞在 CD4+T 细胞中的比率分别为：健康对照组

(1.31±0.37)%、轻型 SLE(1.24±0.24)%、重型 SLE(0.96±0.43)%、狼疮危象(0.53±0.32)%，健康

对照组与 SLE 患者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轻型 SLE 与重型 SLE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ELISA 检测结果为：健康对照组（362±6.14）μg/ml、轻型 SLE（313±7.81）μg/ml、

重型 SLE（263±5.26）μg/ml、狼疮危象（212±8.34）μg/ml，健康对照组与 SLE 患者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轻型 SLE 与重型 SLE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 SLE 患者外周血中 Treg 细胞水平显著下降，且有病情依赖趋势，检测外周血 Treg 细胞水

平可为 SLE 疾病的诊断提供临床诊断依据。 

 
 

PU-2991 

某大型医院 2015 年‐2016 年 HIV‐1/2 抗体确证阳性标 

本人群特征及带型分析 

 
张磊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了解我院近两年来 HIV-1/2 抗体确证实验阳性患者的人群特征及免疫印迹法带型特点。 

方法  收集我院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 HIV 抗体初筛（ELISA 法）阳性的标本，采用电化学发

光法及乳胶法复检，复检结果双阳性或一阳一阴的标本采用免疫印迹法进行确证，分析确证阳性患

者的人群特征及带型特点。 

结果   485 例复检结果可疑的患者，经免疫印迹实验证实，HIV-1 型抗体阳性患者 252 例，确证阳

性率 51.85%，男性多于女性（男女比为 2.6:1）。这部分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43.88±16.50 岁，男、

女年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02），学历构成上以初中、小学为主，构成比为 65.08%。与

HIV 抗体阴性患者相比，低学历患者的比例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0）。HIV-1 型抗体阳性患者

带型分布上，GP160 和 GP120 阳性率达 100%，P24、P41、P66、P31 和 P51 阳性率均在 90%

以上，全带型（九带）患者构成比 48.81%，七带以上患者占 9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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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HIV 感染者以青壮年人群为主，男性多于女性，学历水平偏低，带型分布上表现为多带型

（七条带以上）人群比例高，临床症状表现明显。 

PU-2992 

肺癌患者自身抗体与肿瘤标志物相关性研究 

 
徐秋波,黄丽娟 

靖江市人民医院,225300 

 

目的  对肺癌患者的自身抗体进行分析，并研究其和肿瘤标志物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50 例肺癌患者参与研究，对所有患

者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自身抗体，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肿瘤标志物，并采用

Spearman 分析法对患者自身抗体和肿瘤标志物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结果  经过对比统计，肺腺癌患者的 GAGE7 抗体水平和其他类型肺癌相比存在显著差异，而肺腺

癌患者的 P53、GBU4-5、PGP9.5、CAGE、SOX2、MAGE 水平和其他类型肺癌相比没有显著差

异。在肺腺癌患者中，肿瘤标志物 GEA 和 CA125 水平明显上升，而肺鳞癌患者中 SCC 水平明显

上升。根据相关性分析显示，患者自身抗体 P53 和肿瘤标志物 CEA 和 SCC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患者自身抗体 PGP9.5 和肿瘤标志物 NES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患者自身抗体 GBU4-5 和

GBU4-5 与肿瘤标志物 CA199 和 SCC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结论  分析肺癌患者的自身抗体水平，并结合肿瘤标志物检测，能够提高诊断的准确率。 

 
 

PU-2993 

长非编码 RNA Linc00675 通过 miR-942 

和 Wnt /β-连环蛋白信号抑制结直肠癌细胞增殖和转移 

 
单志鸣 3,2,1,杨俊梅 3,2,1 

1.郑州市儿童医院,450000 

2.河南省儿童医院 

3.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理解 lncRNA Linc00675 在 CRC 进展和转移中的作用，基于 Linc00675 在 CRC

中的作用机制，鉴定具有潜在相互作用的 lncRNA-miRNA 和信号传导途径。 

方法  应用实时定量 PCR 检测结肠癌细胞系 HT29，SW620，HCT116 和患者结肠癌组织 lncRNA 

Linc00675 的表达，通过过表达和 CCK8 实验检测 Linc00675 对 CRC 增殖，侵袭和迁移的影响，

最后采用 lncRNA-miRNA 结合位点突变，miRNA 模拟物，蛋白印迹等技术探索 Linc00675 与 miR-

942 的作用并涉及的 Wnt /β-连环蛋白信号传导通路。 

结果  Linc00675 在 CRC 细胞和临床 CRC 组织中的表达下降。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 Linc00675 的

过度表达能够抑制 CRC 细胞的增殖，侵袭和迁移。 同时 miR-942 的表达和 miR-942 在 CRC 细胞

和临床 CRC 组织表达相对较高。在存在 miR-942 模拟物时 Linc00675 对 HCT116 细胞增殖，侵

袭和迁移的抑制作用显著减弱。此外，我们还证实在 CRC 细胞中存在对 Linc00675/miR-942 起抑

制调节的 Wnt/β-连环蛋白信号通路。 

结论   CRC 细胞和组织中 miR-942 下调是 Linc00675 抑制 CRC 增殖和转移的机制之一。在 CRC

的诊断和治疗过程中，Linc00675 是一种潜在的分子标志物，本研究增强了我们对 Linc00675 在

CRC 进展和转移过程中分子机制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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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94 

CaSR 和 PDGF-D 在胃癌中的表达及作用的研究 

 
颉晚林,孙轶华 

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钙敏感受体(CaSR)和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D（PDGF-D）在胃癌中的表达情况及其相

关作用 

方法  用免疫组化法检测胃癌组织及其相应正常胃黏膜组织中 CaSR 和 PDGF-D 的表达情况。体外

培养胃癌细胞系 SGC-7901 和正常人胃黏膜上皮细胞系 GES-1，采用 Western blot 法检测 SGC-

7901 和 GES-1 中 CaSR 和 PDGF-D 的表达。用慢病毒转染 SGC-7901 并成功构建 CaSR 稳定过

表达的胃癌细胞。采用 Western blot 法检测 CaSR 稳定过表达前后与加入 ERK 信号通道阻断剂后

细胞中 ERK1/2、p-ERK1/2、PDGF-D 的表达情况。 

结果  CaSR 在胃癌组织及细胞中低表达，PDGF-D 在胃癌组织及细胞中高表达；Western blot 结

果示 CaSR 过表达 SGC-7901 胃癌细胞中 p-ERK1/2 表达明显升高，PDGF-D 表达明显降低；加入

ERK 信号通道阻断剂后，PDGF-D 表达反而升高。 

结论  在胃癌中，CaSR 通过激活 ERK 相关信号通路从而抑制 PDGF-D 表达，可能与胃癌进展和

转移相关。 

 
 

PU-2995 

EAE 小鼠胸腺萎缩与疾病严重程度关系的初步探究 

 
魏高辉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研究 EAE 小鼠胸腺萎缩与疾病严重程度的关系 

方法  MOG 肽免疫 C57BL/6 小鼠诱导 EAE,分析 EAE 小鼠疾病严重程度与胸腺萎缩的关系，流式

细胞分析胸腺 CD4+CD8+双阳性细胞，CD4+CD8-，CD4-CD8+单阳性细胞与疾病严重程度的关系 

结果  尾部无力小鼠胸腺淋巴细胞数为（20.25±3.49）×106个，双后肢无力小鼠胸腺淋巴细胞数为

（4.93±0.85）×106 个，双后肢瘫痪小鼠胸腺淋巴细胞数为（1.8±0.19）×106 个，四肢完全瘫痪小

鼠胸腺淋巴细胞数为（0.52±0.07）×106个，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EAE 疾病越重，

CD4+CD8+双阳性细胞在胸腺细胞中的比例越低，CD4+CD8-，CD4-CD8+单阳性细胞比例越高，不

同疾病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EAE 小鼠疾病严重程度与胸腺萎缩程度关系密切，EAE 小鼠中活化 T 细胞的定向迁移可能导

致胸腺萎缩 

 
 

PU-2996 

Evaluation of three automated Treponema pallidum 
antibody assays for syphilis screening 

 
Changsheng Xia,Zhihong Yue,Hui Wang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The accuracy of the test is critical for the syphilis serology diagnosis. This study aims 
to evaluate the values of the Mindray syphilis assay, the Architect syphilis assay, and the Elecsys 
syphilis assay, as syphilis screening tests for pregnant women and patients with syphilis or other 
diseases.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684 

 

Methods A reverse algorithm was used for the syphilis serology diagnosis. Serum samples 
(n=584) were tested with three automated screening assays. All reactive sera by one, two, or 
three screening assays were further analyzed with the tolulized red unheated serum test 
(TRUST). Inconsistent results were confirmed by the Treponema pallidum particle agglutination 
assay (TPPA). The final patient diagnosis was mad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syphilis serology, 
clinical evidence, and past medical history. 
Results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ccuracy, and kappa value of each assay were as follows: for 
the Mindray syphilis assay: 100.0%, 97.0%, 97.3%, and 0.862, respectively; for the Architect 
syphilis assay: 100.0%, 94.5%, 95.0%, and 0.770; and for the Elecsys syphilis assay, 100.0%, 
98.5%, 98.6%, and 0.927. McNemar test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erformance between the Mindray syphilis assay and the Architect syphilis assay (P = 0.001), 
and between the Elecsys syphilis assay and the Architect syphilis assay (P < 0.001). 
Conclusions Our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three automated Treponema pallidum antibody 
assays generally showed perfect sensitivities and high specificities, and so, they are suitable for 
use in screening for syphilis. The performances of the Elecsys syphilis assay and the Mindray 
syphilis assay are superior to Architect syphilis assay. 
 
 

PU-2997 

血清 IgG4 和 IgG4/IgG 

比值诊断Ⅰ型自身免疫性胰腺炎的 临界值及性能 

 
夏长胜,樊春红,王辉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100000 

 

目的  探索血清 IgG4 和 IgG4/IgG 比值诊断Ⅰ型自身免疫性胰腺炎的临界值及性能。 

方法  回顾性研究 2012 年至 2016 年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进行 IgG 亚类检测的 255 例受检者，其中

包括Ⅰ型自身免疫性胰腺炎患者 47 例，胰腺癌患者 72 例，胆管癌患者 37 例，以及健康对照者 99

例；血清 IgG 亚类检测采用散射比浊法。定量资料采用中位数（P5～P95）的方式表示，两组间的

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分类变量采用百分比表示，使用卡方检验。以胰腺胆管恶性肿瘤

患者和健康者为对照，分别以Ⅰ型自身免疫性胰腺炎患者的血清 IgG4 和 IgG4/IgG 比值绘制受试者

工作特征曲线（ROC），确定最佳临界值及曲线下面积（AUC）。 

结果  Ⅰ型自身免疫性胰腺炎患者组血清 IgG4 和 IgG4/IgG 比值的中位数分别为 6 410 mg/L（1 

910～34 600）和 0.287（0.120～0.713），高于健康对照组（P﹤0.001）的相应中位数 625 mg/L

（137～1 740）和 0.046（0.011～0.130）；而胰腺胆管恶性肿瘤患者组的血清 IgG4 和 IgG4/IgG

比值的中位数分别为 451 mg/L（71～1705）和 0.037（0.007～0.123），低于健康对照组的相应

中位数（P﹤0.05）。ROC 曲线分析显示血清 IgG4 和 IgG4/IgG 比值作为诊断Ⅰ型自身免疫性胰

腺炎的指标时，其最佳临界值分别为 1 740 mg/L 和 0.103，相应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92 和

0.988，曲线下面积相比无明显差异（P﹦0.182）。在最佳临界值时，血清 IgG4 的敏感度、特异

度和准确度分别为 97.9%、96.2%和 96.5%，而血清 IgG4/IgG 比值的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则

分别为 97.9%、93.8%和 94.5%。 

结论  对于诊断Ⅰ型自身免疫性胰腺炎，升高的血清 IgG4 或 IgG4/IgG 比值均具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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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98 

胸腺瘤致异位 ACTH 综合征 1 例并文献复习 

 
刘建华,钟白云,张冬梅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探讨库欣综合征（cushing syndrome）合并胸腺瘤的临床特点，提高对该病的诊断水平和认

识。 

方法  对 1 例库欣综合征合并胸腺瘤的患者的体查特点、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资料、诊断、治疗及

预后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复习相关文献资料。 

结果  本例患者库欣综合征临床症状典型且男性化特征明显，经胸部增强 CT 发现病变部位为胸

腺，诊断为胸腺瘤，异位 ACTH 综合征。经手术切除肿瘤，术后病理结果回报：神经内分泌癌。患

者手术伤口发生了近 1 个月的感染，提示此类胸腺瘤病人的自身免疫力偏低，值得临床医生关注。 

结论   胸腺瘤合并库欣综合征是一类少见病，临床预后不佳，因此提高诊断水平、早发现、早治疗

尤为重要，评估患者的免疫功能也很重要。 

 
 

PU-2999 

肝癌腹水间皮细胞的相关免疫学研究 

 
张旸,曹颖平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通过检测肝癌腹水间皮细胞膜表面共刺激分子表达水平，以探讨间皮细胞在肝癌细胞在腹水

中的免疫逃逸作用。 

方法  收集标本临床确诊的肝癌患者和排除肿瘤因素的漏出性腹水，应用流式细胞技术，检测两组

患者腹水间皮细胞膜表面共刺激分子 CD80、CD86；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腹水淋巴细胞 T-

bet/GATA-3 mRNA 表达水平，ELISA 检测腹水中 IL-2、IL-10 细胞因子含量。 

结果  肝癌腹水中间皮细胞膜表面膜共刺激分子 CD80、CD86 表达水平明显低于漏出性腹水组（P

〈0.05）；淋巴细胞 T-bet mRNA 表达水平、IL-2 细胞因子含量低于漏出性腹水组（P〈0.05）；

相反淋巴细胞 GATA-3 mRNA 表达水平、IL-10 细胞因子含量高于漏出性腹水组（P〈0.05）。 

结论  肝癌患者腹水淋巴细胞存在有明显的 Th1/Th2 漂移，与 T-bet mRNA 低水平表达,GATA-

3mRNA 高水平表达相关；间皮细胞膜表面共刺激分子 CD80、CD86 低水平表达可能与 Th1/Th2

类细胞因子漂移相关。 

 
 

PU-3000 

呼吸道病原体谱抗体 IgM 检测结果临床意义 

 
孙萍,唐志琴,贾瑛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300000 

 

目的  呼吸道疾病是临床最常见的疾病之一，病毒感染是常见原因，春季发病率较高。其中 80%-

90% 以上呼吸道感染由病毒引起，其他由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立克次体等引起。300 例呼吸

道感染患者呼吸道病原体谱抗体 IgM 结果，进一步明确常见呼吸道感染病原体谱，为临床诊断与治

疗提供快速方便准确的诊疗依据。 

方法  选取诊断明确的儿科、感染科、呼吸科呼吸道感染患者 300 例，年龄 1-90 岁，其中女 130

例，男 170 例。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IFA )进行呼吸道病原体谱抗体 IgM 检测，包括流感病毒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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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A)、流感病毒 B(IV-B)、呼吸道合胞病毒(RSV)、腺病毒(ADV)、副流感病毒 PIV)、肺炎支原

体(MP)、肺炎衣原体(CP)、嗜肺军团菌(LP)8 种病原体。 

结果  在所检测 300 例患者血清标本中，阳性结果 118 例（39.33%），其中流感病毒 A 阳性 20 例

（16.95%）、流感病毒 B 阳性 40 例（33.89%）、呼吸道合胞病毒阳性 15 例（12.71%）、肺炎

支原体阳性 20 例（16.95%）、肺炎衣原体阳性 14 例（11.86%）、嗜肺军团菌 5 阳性例

（4.23%）。 

结论  在所检测 300 例呼吸道感染患者中，流感病毒 A、流感病毒 B、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

嗜肺军团菌是呼吸道感染患者常见病原体，其中流感 B、肺炎支原体感染率较高。，采用 IFA 同时

检测人血清中呼吸道病原体谱病原体的 IgM 抗体检测，灵敏度高、特异度强，荧光形态清晰，结果

判读容易，检测方便、快速。可有效地指导临床医生对肺炎、急性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

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等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临床诊疗，尤其对各型肺炎的诊断具有重要参考意

义，对抗菌药物的选择能够更有针对性。 

 
 

PU-3001 

2011-2016 年福州地区 

就诊人群细小病毒 B19 感染的回顾性分析 

 
陈思妍,张晓琍,曹颖平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了解福州地区就诊人群 B19 病毒感染现状，为研究 B19 病毒感染与临床疾病的相关性提供依

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2016 年就诊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22089 例患者血清 B19V IgM 和

IgG 的检测结果，并按照不同条件进行分组及统计学分析。 

结果   2011-2016 年间，就诊人群中细小病毒 B19 特异性 IgM 抗体阳性率为 4.5%

（998/22089），IgG 阳性率为 36.9%（8155/22089）；女性患者的 B19 IgM 阳性率（4.8%）高

于男性患者（4.2%）（χ2=4.333，P<0.05）；中老年人 IgG 阳性率（53.6%，54.3%）高于幼儿

和青少年（36.0%，25.4%，2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不良妊娠结局妇女 IgM 阳性率

（8.2%）高于正常妊娠妇女（3.3%）（χ2=9.548，P<0.05）。全血细胞减少患者、血小板减少患

者、贫血患者 IgG 阳性率分别为 39.8%、38.1%、35.4%，均高于健康体检人群 IgG 阳性率

（14.4%）（P<0.05）。 

结论  就诊人群中 B19V 感染率较高，是一种常见病毒传染性疾病，其感染可导致不良妊娠结局的

发生，与全血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贫血等造血系统疾病相关，应提高公众卫生意识，做好预防

工作。 

 
 

PU-3002 

河南 1355 例荨麻疹患者特异性 IgE 检测及过敏原筛查分析 

 
平杰丹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荨麻疹的病因复杂，目前尚不十分清楚，其中过敏原引起的变态反应是其重要的始动因素。

本次研究为了解河南地区荨麻疹患者过敏原情况，为该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法对 1355 例荨麻疹患者进行特异性 IgE 及过敏原检测，包括 10 种吸入性过敏

原（螨混合（屋尘螨+粉尘螨）、猫毛、狗上皮、蟑螂、艾蒿花粉、豚草花粉、葎草花粉、梧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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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榆树花粉、霉菌混合（点青霉+烟曲霉+交链孢霉））和 10 种食物性过敏原（牛奶、花生、鸡

蛋、大豆、小麦、西红柿、鱼、虾、蟹、坚果混合（榛子+开心果））。 

结果  1355 例荨麻疹患者过敏原阳性率为 69.0%（935 例），阳性检出率较高的过敏原依次为霉菌

（21.5%）、鸡蛋（23.5%）、螨（17.4%）、梧桐花粉（14.2%）和花生（13.1%），吸入组以霉

菌最高，食物组以鸡蛋最高，男性患者总 IgE 水平明显高于女性患者（χ2=13.121，P＜0.001），

且在 13-18 岁阶段达到峰值。 

结论  本地区荨麻疹患者过敏原阳性检出率较高，以霉菌、鸡蛋、尘螨为主，且过敏情况男女有

别，该发现对该地区荨麻疹患者的临床预防和诊疗有重要指导意义。 

 
 

PU-3003 

过敏原检测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侵袭性曲霉病中的诊断价值 

 
李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血清中霉菌类特异性 IgE 抗体以及烟曲霉特异性 IgE 抗体检测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PD）合并侵袭性曲霉病（IPA）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对 2018 年 1 月到 2018 年 4 月在我院进行霉菌类特异性 IgE 抗体以及烟曲霉特异性 IgE 抗体

检测的 140 例 COPD 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比较在临床确诊中霉菌类特异性 IgE 抗体

和烟曲霉特异性 IgE 抗体对诊断 IPA 的特异性和灵敏度 

结果  140 例患者确认合并感染侵袭性曲霉病的患者 23 例，其中烟曲霉特异性 IgE 抗体阳性 21 例

（91.3%），霉菌类特异性 IgE 阳性 18 例（78.2%）。 

结论  过敏原检测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侵袭性曲霉病中的诊断中具有高度的特异性，烟曲霉特

异性 IgE 抗体的灵敏度优于霉菌类特异性 IgE 抗体。 

 
 

PU-3004 

非诺特罗通过 β-arrestin2 抑制 THP-1 细胞上 LPS 

诱导的 AMPKα1 激活和 IL-1β 产生 

 
张嫄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近年来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AMPK）在炎症反应调节中的作用受到关注，在单核细胞系

THP-1 细胞上，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 β2-肾上腺素受体（β2-AR）激动剂非诺特罗具有抗炎作

用。本项目旨在研究在脂多糖（LPS）存在情况下非诺特罗抗炎作用的机制。 

方法  单核细胞系 THP-1 细胞培养；采用 ELISA 方法检测炎症因子 IL-1β 产生；采用 SiRNA 敲减

β-arrestin2 和 AMPKα1；采用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 AMPKα 磷酸化水平，AMPKα1/2 及 β-

arrestin2 表达；采用 EMSA 方法检测 NF-κB 活性。 

结果   在 THP-1 细胞上，非诺特罗（10-6 M）抑制 LPS（0.1 mg/mL）诱导的 AMPK 激活

（P<0.01）和 IL-1β 产生（P<0.05）；敲减 β-arrestin2，非诺特罗对 LPS 诱导的 AMPK 激活和

IL-1β 产生的抑制作用降低；敲减 AMPKα1，LPS 诱导的 NF-κB 激活和 IL-1β 产生显著降低

（P<0.001）。 

结论  β2-AR 激动剂非诺特罗通过 β-arrestin2 抑制 THP-1 细胞上 LPS 诱导的 AMPKα1 激活和 IL-

1β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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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05 

钩端螺旋体感染人单核细胞 THP-1 前后 

其外膜蛋白抗原表达差异性 

 
孙萍萍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了解感染人单核细胞 THP-1 前后钩端螺旋体（简称钩体）外膜蛋白表达变化，为选择钩体基

因工程疫苗侯选抗原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 Triton X-114 法提取感染 THP-1 细胞前后问号钩体黄疸出血群赖型赖株外膜蛋白。采用

双向电泳技术分离钩体外膜蛋白，银染色法检测感染前后钩体外膜蛋白表达量及其差异。感染细胞

后 4 个表达显著上调和 4 个表达显著下调的钩体蛋白点胰酶水解后，采用 LC-MS/MS 方法进行鉴

定。应用生物信息学软件分析靶蛋白跨膜区和信号肽，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RT-PCR 检测感染细胞

前后靶基因 mRNA 水平变化。 

结果  感染 THP-1 细胞 60 min 后，问号钩体赖株外膜蛋白中 Loa22、GroEL、F0F1 ATP 合成酶 α

和 β 亚单位表达水平均显著升高（P<0.05），FlaB2、LigB、OmpA 和 OmpA 家族蛋白表达显著

下降（P<0.05），实时荧光定量 RT-PCR 检测结果与之基本一致。生物信息学分析结果显示，上

述 8 个外膜蛋白中，OmpA 和 OmpA 家族蛋白为跨膜蛋白，其余均无跨膜结构，Loa22、LigB 和

OmpA 家族蛋白含有信号肽。 

结论  问号钩体赖株感染细胞时外膜蛋白表达谱可发生明显变化。感染后高表达的钩体外膜蛋白、

尤其是 GroEL 和 Loa22 可作为钩体基因工程疫苗抗原。 

 
 

PU-3006 

一例 ELISA 法检测 HSV 1+2 型 IgM 抗体假阳性分析 

 
潘晶晶 1,孟改利 2,黄彬 2,兰良子 2,明亮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2.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类风湿因子(rheumatoid factor, RF)是否干扰单纯疱疹病毒（herpes simplex virus, 

HSV）1+2 型 IgM 抗体的 ELISA 检测。 

方法  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并计算一例孕 28 周 25 岁汉族女子的 HSV 1+2 IgM 抗体的

S/CO 值，贝克曼库尔特 DXI800 平台检测 RF 浓度。包被抗原的抗核抗体膜条（antinuclear 

antibodies，ANA）检测 nRNP/Sm 、Sm、SS-A、Ro-52、SS-B、Scl-70、PM-Scl、Jo-1、

CENP-B、PCNA、dsDNA、核小体、组蛋白、核糖体 P 蛋白、AMA-M2，RF 吸附剂预处理样

本。 

结果  ANA 膜条包被的 SSA，Ro-52，SSB 抗体阳性，其余均为阴性。同时，我们发现 RF 吸附剂

预处理样本后，血清 RF 的浓度从 20.8 IU/mL 降为 9.7 IU/mL，HSV1+2 IgM 抗体的 S/CO 值从

2.946 降为 0.487，平行复孔结果类似（3.240 到 0.449），而阳性对照组的 S/CO 值无明显改变

（3.813 到 3.249）。 

结论   类风湿因子可能造成 ELISA 方法检测 HSV1+2 型 IgM 抗体假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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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07 

系统性免疫性炎症指数、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等 

炎症指标的临床意义及研究进展 

 
常谦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由于这些指标基于血液学参数计算而得，简单易获取且应用广泛，有潜在的临床价值。因此

就这些目前研究的热点指标的临床意义及其进展情况做一综述。 

 
 

PU-3008 

HIV 感染与 MDSC 相关性研究进展 

 
常谦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HIV-1 感染者自身的持续免疫活化程度是决定疾病进展的关键。过度免疫活化导致机体免疫

系统亢进，多种免疫细胞功能改变。MDSC 是具有免疫抑制作用的细胞，参与机体免疫调节。在

HIV-1 感染者中，MDSC 显著增多且与 CD4+T 细胞绝对数等疾病进展指标有关。了解 MDSC 在

HIV-1 感染者中功能的改变有利于进一步探究 HIV-1 感染者免疫活化状态的成因，为 HIV-1 的治疗

以及疫苗的研制提供新思路。 

 
 

PU-3009 

SOX 与 XELOX 围手术期化疗 

对进展期胃癌术后复发转移与预后影响的临床研究 

 
赵群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探讨 SOX 与 XELOX 围手术期化疗对进展期胃癌患者术后复发转移与预后的影响，并阐明围

手术期化疗较单纯术后辅助化疗的优劣，为进展期胃癌患者围手术期化疗及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依

据。 

方法  收集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5 月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外三科前瞻性、开放、随机对照 III

期临床试验（NCT01516944）入组进展期胃癌患者 675 例，随机将患者分为 A、B、C 三组，A 组

直接行胃癌 D2 根治术，术后行 SOX 方案化疗 8 周期。B、C 组术前分别行 SOX 和 XELOX 方案

化疗，2-4 周期后评估未发生进展的患者行胃癌 D2 根治术，术后继续行原化疗方案化疗 4-6 周

期。分析比较各组生存情况；观察三组患者术后的复发转移方式，比较三组患者不同复发方式的术

后复发情况。 

结果  三组患者术后 2 年生存率分别为 70.0%，86.7%，80.6%，A、B 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B、C 两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中残胃及吻合口复发在所有复发方式

中所占比例均最小，A 组 4 例（8.7%），B 组 5 例（18.5%），C 组 5 例（20.8%）；腹膜转移

中，B 组 8 例（29.6%）所占比例最小，A 组 14 例（30.4%），C 组 13 例（54.2%）；远处转移

中，C 组 6 例（25.0%）所占比例最小，A 组 28 例（60.9%），B 组 14 例（51.9%）；三组中肝

转移均为最常见的远处转移方式，其次为肠道转移、肺转移等。在局部复发患者中，三组患者术后

2 年局部复发率分别为 50.0%，40.0%，40.0%，三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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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围手术期化疗较单纯辅助化疗更能延长进展期胃癌患者生存时间，延缓复发。SOX 和

XELOX 两种围手术期化疗方案对进展期胃癌患者远期疗效相近，SOX 方案控制腹膜转移效果优于

XELOX 方案，而 XELOX 方案控制远处转移效果优于 SOX 方案。 

 
 

PU-3010 

胸中段食管鳞癌根治术后腹腔淋巴结复发危险因素分析 

及其对术后放疗的指导意义 

 
沈文斌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分析胸中段食管鳞癌根治术后腹腔淋巴结复发危险因素，并依据结果讨论术后放疗靶区设计

方案。 

方法   对我院符合入组条件的 913 例胸中段食管鳞癌根治性术后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分析影响患

者治疗后出现腹腔淋巴结复发的因素，应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共有 37 例患者出现腹腔淋巴结复发，复发率为 4.1%（37/913），复发时间为 2.2-72.3 个

月，平均 22.4 个月。出现腹腔淋巴结复发患者 1、3、5 年生存率分别为 81.1%、29.7%和

10.8%，显著低于未出现腹腔淋巴结复发患者的 85.7%、 63.5%和 54.2%（ χ2=31.897，

P=0.000）。37 例患者经卡方检验，结果显示病理组织分化程度为未/低分化患者复发率为 7.4%，

显著高于中/高分化患者的 3.5（χ2=4.582，P=0.032）；T3+4 期患者的复发率为 5.7%，显著高于

T1+2 期患者的 1.4%（χ2=10.444，P=0.001）；术后病理阳性淋巴结数≥3 枚患者复发率为

8.9%，显著高于阳性淋巴结数≤2 枚患者的 3.4%（χ2=6.894，P=0.009）；另外术后显示腹腔淋巴

结阳性患者的复发率为 12.9%，亦显著性高于阴性患者的 2.0%（χ2=42.028，P=0.000）。 

结论   T 分期和术后腹腔淋巴结阳性为胸中段食管鳞癌患者根治术后出现腹腔淋巴结复发的重要危

险因素，强烈建议对 pT3+4 期和术后病理显示腹腔淋巴结阳性患者进行术后辅助治疗。相关结论

需要进一步前瞻性研究证实。 

 
 

PU-3011 

pT3N0M0 期胸段食管鳞癌术后复发方式及辅助治疗价值 

 
王玉祥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回顾性分析 pT3N0M0 期胸段食管鳞癌 R0 术后的复发规律及术后辅助治疗的价值。 

方法  收集胸段食管鳞癌 R0 切除、病理 pT3N0M0 期、术前未放疗或化疗、术后生存期≥3 个月者

692 例；其中单纯手术 278 例、术后化疗 331 例、术后放疗者 83 例；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分

析。 

结果  至随访期结束，全组术后总复发率为 40.0%，其中局部区域复发（locoregional recurrence，

LR）率、远处转移（distant metastasis，DM）率和 LR+DM 率分别为 21.0%、10.1%和 9.0%；

LR 占总复发者的 74.7%，纵隔复发占 LR 者的 81.2%。COX 多因素分析显示，肿瘤位置、清扫淋

巴结数、病理分化程度和术后辅助治疗与术后总复发有关，肿瘤位置、清扫淋巴结数和术后辅助治

疗与 LR 有关，肿瘤位置和病理分化程度与 DM 有关（P 均<0.05）。分层分析，术后放疗或化疗均

能显著降低纵隔复发（p<0.05）。 

结论   pT3N0M0 期胸段食管鳞癌 R0 术后复发率很高，主要为 LR 且以纵隔复发最常见，而术后放

疗或化疗均能降低纵隔复发；胸上段癌术后 LR 和 DM 率均很高，清扫淋巴结数少者 LR 率高，而

低分化鳞癌 DM 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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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12 

乳腺浸润性导管癌合并微乳头状癌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分析 

 
董鹏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回顾性分析乳腺浸润性导管癌合并微乳头状癌（ Invasive ductal carcinoma with 

micropapillary carcinoma，IDC＆IMPC）的临床病理特征，探讨其预后及相关因素。 

方法  取 2009 年 5 月至 2014 年 12 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乳腺中心治疗的 IDC＆IMPC 129

例（ IMPC 组），及同时期按照随机数表法 1:2 比例选择的浸润性导管癌（ Invasive ductal 

carcinoma，IDC）258 例（IDC 组）患者的病例资料，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生物学指标，包括年龄、

月经状态、肿瘤大小、临床分期、淋巴结转移状况、有否脉管瘤栓、雌孕激素受体（ER/PR）状

态、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表达、Ki-67 蛋白表达、分子分型、治疗措施、预后等进

行对比分析。 

结果  IDC＆IMPC 发病率约为 1.9％（144/7527）。IMPC 组与 IDC 组在淋巴结转移、有否脉管瘤

栓、ER 阳性表达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在年龄、月经状态、肿瘤大小、临床分期、PR 表

达、HER-2 表达、Ki-67 蛋白表达、分子分型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0.05）。术后辅助治疗中，

IMPC 组中更多的患者接受了放疗及内分泌治疗（P<0.05）。IMPC 组和 IDC 组 3 年、5 年的无病

生存率（Disease free survival，DFS）分别为（88.4％和 94.2％ 、82.0％和 87.5％ ，c2=4.734，

P=0.030），3 年、5 年的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分别为（95.3％和 98.4％ ，90.5％和

95.4％ ，c2=5.961，P=0.015）。 

结论  与浸润性导管癌相比，IDC＆IMPC 患者具有更高的淋巴结转移率，更强的淋巴-血管侵袭

性，较高的 ER 阳性表达率，3 年和 5 年的 DFS 和 OS 均显示 IDC＆IMPC 预后差。淋巴结转移状

况是影响 IDC＆IMPC 不良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PU-3013 

慢性 HBV 感染者 HBV whole-X 基因变化的研究 

 
赵汉东 1,刘红莉 1,周萍 2,陈广磊 3 

1.西安市第八医院陕西省传染病医院,710000 

2.西安市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北京旌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目的  我们前期研究发现 HBV whole-X（HBV wX）基因在 HBV 相关 HCC 的作用与 HBV X 基因存

在差异，但对 HBV wX 基因的研究较为缺乏，本研究拟对不同临床进展阶段的慢性 HBV 感染者中

HBV wX 基因的变异情况进行研究，探索其与 HBV 相关 HCC 的临床转归之间的关系。 

方法  收集不同进展阶段的慢性 HBV 感染者（HBV 载量＞104IU/ml）外周静脉血样本，共计 119

例，包括慢性乙型肝炎患者（CHB）52 例，肝硬化患者（LC）35 例，HBV 感染相关 HCC

（HCC）患者 32 例。采用磁珠法提取试剂盒提取样本中的 HBV DNA；采用 PCR 技术扩增 HBV 

DNA wX 基因区(nt1207-nt1838)；对扩增产物进行测序分析。 

结果  不同慢乙肝进展期患者 HBV wX 区扩增及测序判读成功率差异明显，CHB、LC 及 HCC 患者

组测序判读成功率分别为 52.6%、22.6%及 14.2%。尤其是 HCC 阶段的患者，其判读成功率较

低。HBV-DNA 序列的对比分析发现：HBV X 基区的差异主要集中在 90~135/255~265/350~395

（nt1464~nt1509/nt1629~nt1639/nt1724~nt1639）区域；慢乙肝患者样本主要出现序列缺失，而

HCC 患者样本以序列插入为主。HBV Pre-X 区起始密码子的变异主要为 ATG 变异为 TTG 和

CTG；CHB、LC 及 HCC 患者起始密码子的变异率分别为 30.6%、11.1%及 64.7%，HCC 患者

Pre-X 区起始密码子的变异率显著提高。不同进展期的慢乙肝患者 HBV-DNA 的基因型均为 B 型及

C 型；其中肝硬化患者以 C 基因型为主，占 85.1%，而 HCC 患者则以 B 基因型为主，占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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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随着慢乙肝的病程进展，HBV-DNA wX 区基因变异率增加，序列缺失或插入引起 HBx/HBwx

编码蛋白的改变，与 HBV 相关的 HCC 病程进展可能存在关联；Pre-X 区起始密码子变异与 HBwx

蛋白编码不能密切相关，从而影响了 HBwx 蛋白在慢乙肝病程中的作用。 

 
 

PU-3014 

G+球菌/G-杆菌致血流感染患者的免疫功能对比分析 

 
彭洁雅,温晓茵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510000 

 

目的  血流感染是导致严重临床症状的疾病，随着介入性诊疗和抗生素的广泛应用，血流感染的发

生率逐年升高。本研究旨在分析 G+球菌和 G-杆菌引起血流感染患者的免疫功能变化。 

方法  选择血流感染为阳性的患者，应用流式细胞仪对 G+球菌和 G-杆菌感染患者的外周血进行各

免疫细胞的检测，并用 SPSS20.0 进行数据分析和比较。 

结果   已收集 63 例细菌感染者和 40 例正常对照受试者，共 103 例。与对照组相比，感染组总 T

细胞（P=0.049）、Th 细胞（P=0.005）降低，B 细胞（P=0.018）升高，有统计学意义。细菌感

染患者中，革兰阳性球菌感染患者相对于革兰阴性杆菌感染患者 Ts 细胞（P=0.021）升高，Th/Ts

比值降低（P=0.001）有统计学意义。ESBL 大肠埃希氏菌感染患者各免疫细胞与非 ESBL 大肠埃

希氏菌感染者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细菌感染患者体内的免疫功能紊乱，细胞免疫受到抑制，体液免疫增强，这有利于机体对胞

外病原菌的清除。相比于 G-杆菌感染者，G+球菌感染者的免疫功能受抑制更为明显。ESBL 和非

ESBL 大肠埃希氏菌引起血流感染者的免疫功能改变基本一致。 

 
 

PU-3015 

结核感染 T 细胞检测在拟诊结核患者中的诊断应用价值 

 
王景鸿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全血 γ 干扰素释放试验在结核病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对 92 例拟诊结核病例和 22 例非结核阴性对照病例进行全血 γ 干扰素释放试验，同时将 92 

例拟诊病例根据其结核诊断依据强度分为可能结核病例组（17 例）、疑似结核病组（58 例）和确

诊结核病例组（20 例）3 组，观察各组病例 γ 干扰素释放试验阳性率 

结果  92 例拟诊结核病例中，阳性 73 例，总体阳性率为 79. 34％ 。其中可能病例、疑似病例和确

诊病例组阳性率分别为 38. 89％（7 / 17）、87. 27％（48 / 55）、90. 06％（18 / 20）；22 例阴

性对照组中仅 1 例阳性，特异性为 95. 45％（21 / 22）。所有 14 岁以下拟诊儿童病例阳性率为

57. 14％（4 / 7），明显低于总体阳性率和成人阳性率。在确诊和疑似结核病例的 9 例阴性结果

中，包括 2 例儿童，1 例高龄患者，1 例合并 2 型糖尿病，1 例 HIV 抗体阳性 

结论  全血 γ 干扰素释放试验是一种敏感性和特异性均较高的结核病诊断方法，对肺及肺外结核病

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同时，患者免疫状况和基础疾病（如 HIV 感染、糖尿病

等）对 γ 干扰素释放试验结果存在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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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16 

儿童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患者 FT3 及 25-OH-VitD 水平分析 

 
陈娟娟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621000 

 

目的  探讨儿童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患者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和维生素 D(25-OH-VitD)水平

特征，以便进一步了解儿童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患者病因及病情进展，从而为临床提供此疾病的诊

断、治疗提供更有力的实验室依据。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9 月在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儿童注意力缺陷多动障

碍患者 48 例为病例组，其中男性 32 例，女性 16 例，平均年龄(10.38±4.20)岁。同时选取我院的

健康体检儿童者 40 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性 24 例，女性 16 例，平均年龄(10.03±3.97)岁。两组

在性别和年龄等一般资料基本一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所有观察对象采集静脉血（3-

4ml），及时分离血清（3500r/min 离心 10min）。采用化学发光法进行血清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

酸（FT3）、游离四碘甲状腺原氨酸（FT4）、促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SH）和维生素 D（25-

OH-VitD）水平测定。 

结果  1.病例组与对照组血清甲功三项和 25-OH-VitD 水平的比较，结果显示：病例组血清 25-OH-

VitD 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T3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T4 和 TSH 高

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病例组男女之间甲功三项和 25-OH-VitD 水平比较，结果显示：

男性 FT3、FT4、TSH 及 25-OH-VitD 与女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35.41%的儿童注意力缺

陷多动障碍患者的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升高，47.91%的患者维生素 D 降低。此外，男童与女童

FT3、FT4、TSH 和维生素 D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根据本文研究，得出结论，儿童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患者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和维生素 D

水平存在一定异常，对该疾病的发生发展可能存在影响。儿童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由多基因决定的

发病机制，到目前尚未完全找出病因，因此，对于实验室和临床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进行。 

 
 

PU-3017 

解脲脲原体检验中液体培养法与荧光定量法的相关性分析 

 
伍敏仪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分析液体培养法和荧光定量 PCR 法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本院 2017 年 12 月-2018 年 4 月妇科门诊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标本 62 例，进行固体培

养法、液体培养法和荧光定量 PCR 法平行检测解脲脲原体，以固体培养法检测结果作为金标准，

对液体培养法和定量 PCR 法两种方法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62 例患者标本中，荧光定量 PCR 阳性率为 53.23%（33/62），液体培养法阳性率 58.1%

（36/62），荧光定量 PCR 和液体培养法两者同时阳性为 30 例，同时阴性为 24 例。荧光定量

PCR 与液体培养法的检测结果，进行配对设计的卡方检验，两种方法检测结果差异没有统计学意

义（p>0.05）。一致性系数 kappa=0.74。 

结论  荧光定量 PCR 法与液体培养法两种方法检测 UU 无显著差异，临床可以根据诊断目的需要选

择适合方法诊断解脲脲原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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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18 

IgG4 相关性眼病病例分析及文献复习 

 
卢兴兵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分析以眼部炎性假瘤首发的 IgG4 相关眼病病例，探讨 IgG4 相关疾病的临床特点及其治疗方

法。 

方法  分析 IgG4 相关性眼病患者临床表现，综合组织病理活检、影像学检查、实验室检查及患者

对术后激素治疗的应答以及长期观察等因素 

结果  IgG4-ROD 是以血清高水平 IgG4 为最重要的血清学特征，敏感性高，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本病需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综合治疗，均有较好的激素治疗应答，临床症状和器官功能均可得到改

善，IgG4 和 GLB 水平呈逐渐下降。 

结论  以眼眶假瘤占位为首发的 IgG4-ROD 报道并文献复习，以此增加对该病的认识,提高临床对

IgG4-ROD 的高度警惕和诊治，及时诊断，避免不必要的手术，减少误诊及漏诊。  

 
 

PU-3019 

EB 病毒抗体、血清淀粉样蛋白 A 和肺炎支原体抗体联合检测在

儿童肺炎早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王召宝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 EB 病毒抗体、血清淀粉样蛋白 A 和肺炎支原体抗体联合检测在儿童肺炎早期诊断中的

应用。 

方法  检测 100 例在小儿呼吸综合科住院的患儿作为实验组，50 例同龄儿童查体病人（对照组），

SAA、EB 病毒抗体和肺炎支原体抗体水平。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 SAA、EB 病

毒抗体和肺炎支原体抗体的诊断效能 

结果  小儿肺炎患者 EB 病毒抗体、血清淀粉样蛋白 A 和肺炎支原体抗体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

组，ROC 曲线分析显示 SAA、 CRP 和 CA125 联合检测诊断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的效能最好，

ROC 曲线下面积、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 0.975、96.8%、91.5% 

结论  EB 病毒抗体、血清淀粉样蛋白 A 和肺炎支原体抗体可作为儿童肺炎诊断指标，且联合检测

EB 病毒抗体、血清淀粉样蛋白 A 和肺炎支原体抗体能更加灵敏且特异地诊断儿童肺炎。 

 
 

PU-3020 

Prokaryotic expression and monoclonal antibodies 
preparation of IL-36 

 
Wei Gu 

Bengbu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IL-36 as a new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 play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innate 
immunity and adaptive immunity. Revealing the function of IL-36 protein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roteins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 a variety of disea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munology and molecular biology, especially psoriasis, kidney diseases, and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and so on. In this study, our used prokaryotic expression system to express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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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binant proteins IL-36α, IL-36β, IL-36γ and immunized different BALB/c mice to prepare 
anti-IL-36α, IL-36β, IL -36γ protein monoclonal antibody. 

Methods Full length sequence of IL-36α，IL-36β，IL-36γ gene was amplified from cDNA and 

was cloned into the expression vector pET-28a (+). GST-IL-36α，GST-IL-36β，GST-IL-36γ 

fusion protein was expressed in E. coil under IPTG induction. Using E. coli expression system 
getting the soluble expression, expressed fusion protein was purified by glutathione agarose 

chromagraphy. Using purified protein as an immunogen, mAb against IL-36α，IL-36β，IL-36γ 

was prepared. 
Results The combinant plasmid containing the target gene was expressed in E. coil in soluble 
form. The titer of anti-IL-36 mAb in ascites was 1×104 by ELISA. Four strains of the IL-36α 
antibody types were IgG and the Ig subtype was IgG1. Eight strains of the IL-36β antibody type 
were 3C1 with IgM and others with IgG. The Ig subtype was IgG1. Eight strains IL-36γ antibody 
type were IgG, one Ig subtype was IgG1, and the others were IgG2b subtypes. Specificity of the 
mAb was confirmed by Western blot, a specific band at a molecular weight of 20 KD. Positive 
signal was detected by the firefly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kit. The positive signal of EA.hy926 
cell transfected with recombinant IL-36α protein, and it is monoclonal antibody was lower 
compared with IL-36 protein alone. A decrease or disappearance of the positive signal indicates 
that the monoclonal antibody has biological activity.  
Conclusions The anti-IL-36α, anti-IL-36β and anti-IL-36γ mAb obtained has strong specificity 
and high titer, which provides an useful reagent for further studying the function of IL-6 in 
psoriasis. The high concentration of IL-36 protein inhibits the expression of IL-8 from EA.hy926 
cell. 
 
 

PU-3021 

筛选抑制 HIV-1 复制的 IRF5 下游靶向基因 

 
胡笑梅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逆转录病毒由于其独特的生活周期，能够在感染者体内形成长期的潜伏感染而难以根治，如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1，而干扰素（interferon, IFN）作为机体固有免疫应答反应中发挥抗病毒

作用的关键细胞因子，其表达的时序性直接影响着反转录病毒建立潜伏感染的过程。干扰素的表达

是由干扰素调节因子（interferon regulatory factors, IRFs）家族成员所调控，其中 IRF5 活化后不

仅可以上调 IFN 的表达，同时也可诱导 IL6 及 TNFα 等促炎因子的产生，因此 IRF5 在天然免疫抑

制 HIV-1 复制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以 IRF5 为切入点筛选具有抗病毒作用的下游靶向基

因，可为揭示 HIV-1 形成潜伏感染的原因提供理论基础，为潜伏毒库的清除提供治疗靶点。 

方法  我们通过体外实验，在细胞水平分别过表达 IRF5 的野生型及模拟活化型，随后对两种细胞

进行表达谱芯片分析，比较活化型相对于野生型调控的差异表达基因，并通过后续功能富集分析筛

选出天然免疫中新的抗病毒相关基因。 

结果  实验结果显示 IRF5 活化后引起差异表达的基因数量及倍数的分布范围倍数明显大于野生型

的 IRF5，功能富集分析结果显示野生型 IRF5 调控细胞信号转导及基础合成代谢相关通路的基因，

而活化型 IRF5 调控的下游基因则大多涉及参与抗病毒免疫反应的相关通路，上述现象均符合前期

抗病毒实验的结果。进一步对 IRF5 活化型差异表达基因的倍数进行排序后发现，位于前十位的基

因均为炎症因子家族成员，与文献报道 IRF5 活化后的功能效应相符。 

结论  IRF5 作为天然免疫应答中发挥抗病毒效应的关键调控因子，以其为出发点筛选新的宿主限制

因子，有助于更深入的理解 HIV-1 感染早期进程中，宿主免疫系统与病毒间的相互作用，为清除

AIDS 患者体内的潜伏毒库提供新的治疗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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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22 

某医院住院患者梅毒血清学抗体检测 结 果 分 析 

 
胡翠玲 

潍坊市中医院,261000 

 

目的  对住院患者进行常规检测梅毒螺旋体血清学抗体，以避免医院内感染及其引起的医疗纠纷，

调查某医院近几年住院患者梅毒流行病学特征，并对结果进行动态分析。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对 2014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期间在某医院住院的患者血

清标本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初检，对初检阳性标本再用梅毒螺旋体颗粒凝聚试验(TPPA)法确认。  

结果  9382 份住院患者的标本，男性阳性率高于女性阳性率，男女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1~40 岁年龄组检出的阳性例数最多。用 ELISA 法检出梅毒抗体阳性 28 份，阳性率是 0.30% ，

用 TPPA 对初筛阳性结果进行确认，阳性检出率为 0.30%，梅毒阳性率呈逐年增高趋势。 

结论  梅毒血清阳性者主要集中在 31~40 岁年龄组，是梅毒防治的重点，ELISA 法作为住院患者手

术及输血前梅毒抗体常规检测的筛选方法，与 TPPA 法有较高的符合率，此两种方法联合检测梅毒

抗体可以及时了解掌握医院内输血感染情况，确保医患安全。 

 
 

PU-3023 

化学发光法与其他方法学在检测肺炎支原体抗体中的探讨 

 
陈东妙,王从容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探究化学发光法（CLIA）与 ELISA、被动凝集法（PA）在检测肺炎支原体（Mycoplasma 

Pneumonia，MP）抗体的结果分析，为临床选择检测方法提供详细的参考信息。 

方法  选取 2016 年 8 月-12 月在广东省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就诊的疑似肺炎支原体感染的 280 例

患者为观察对象，采集血清，分别使用 CLIA、ELISA、PA 法进行 MP 抗体的检测，采用 EXCEL

与 SPSS 22.0 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1）280 例样本的 MP 抗体结果：PA 法检测混合抗体，阳性 223 例（79.6%）,阴性 57 例

（20.4%）；CLIA 检测 MP-IgM 阳性 182 例（65.0%）和 MP-IgG 阳性 88 例（31.4%）；ELISA

检测 MP-IgM 阳性 183 例（65.4%）和 MP-IgG 阳性 96 例（34.3%）。（2）CLIA 与 ELISA 检测

MP-IgM 和 MP-IgG 的一致百分比分别为 95.4%和 95.7%，Kappa 值分别为 0.898 和 0.903。

（3）223 例 PA 法阳性样本中：有 74 例（33.2%）CLIA 与 ELISA 检测的 MP-IgM、IgG 均为阳

性， 84 例（37.7%）MP-IgM 均为阳性而 IgG 为阴性，8 例（3.6%）MP-IgG 均为阳性而 IgM 为阴

性，38 例（17%）MP-IgM、IgG 均为阴性，19 例（8.5%）为其他结果组合。57 例 PA 法阴性样

本中：有 42 例（73.7%）MP-IgM、IgG 均为阴性，11 例（19.3%）MP-IgM 均为阳性而 IgG 为阴

性，4 例（7%）为其他结果组合。 

结论  本次探究结果发现，CLIA 与 ELISA 对 MP 抗体的检测结果一致性较好，与 PA 法的结果差异

相对较大，其原因可能是 PA 法检测的是混合抗体而 CLIA 与 ELISA 检测分型抗体。对比分析三种

不同原理的检测方法，CLIA 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和灵敏度，自动化程度高且结果稳定，在临床应用

的综合对比下优于 ELISA 与 PA 法。 

 
 

http://baike.baidu.com/item/CLIA/8892250
http://baike.baidu.com/item/CLIA/8892250
http://baike.baidu.com/item/CLIA/8892250
http://baike.baidu.com/item/CLIA/889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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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24 

参与 HIV-1 建立潜伏感染的宿主限制因子研究新进展 

 
胡笑梅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本文概述了 2015 年以来针对参与 HIV-1 建立潜伏感染的各类宿主限制因子相关研究的新进

展，有利于拓宽人们对 HIV-1 感染进程中宿主与病毒间相互作用的认识，期望为 HIV-1 的抗病毒治

疗提供理论参考和借鉴。 

方法 通过 NCBI 中 Pubmed 数据库检索 2015 年来 HIV-1 相关宿主抗病毒因子的文献。 

结果 21 世纪初期，多个研究组通过 HIV-1 在不同类型细胞中感染状态的差异性及缺陷型毒株与野

生型复制能力不同的现象，发现了许多宿主限制因子的存在，如 BST2/Tetherin，APOBEC3G，

SAMHD1，MxB 及 TRIM 家族的部分成员，近两年来又有两个新的抗病毒蛋白被发现，即

SERINC5 和 GBP5，扩充了宿主限制因子的范围。因此本文对上述 7 种蛋白在天然免疫抵御 HIV-

1 感染作用中的最新研究进展作以综述。 

结论 随着实验手段的进步发展，许多新的抗 HIV-1 感染的宿主限制因子被发现，同时，早期报道

的多个抗病毒蛋白也表现出新的免疫调节作用，体现了病毒作为严格的细胞内寄生微生物，在与宿

主相互博弈的进程中存在共同进化的现象。 

 
 

PU-3025 

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与丙型病毒性肝炎病毒 

清除及疾病进展密切相关 

 
孟宪春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探究 PLR 和 NLR 在病毒性肝脏疾病进展及预后中临床意义。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电子病历系统数据，依据纳入排除标准，纳入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来我

院就诊的 HBV 和 HCV 感染相关肝脏疾病和非病毒性肝脏疾病患者共计 309 例和健康对照 40 例，

比较各组 PLR 和 NLR 差异。 

结果  PLR 和 NLR 在病毒性肝炎及相关疾病变化有意义。HCV-Cl 组 PLR 明显高于 HCV-UT、

HCV-UC 组（90±28 vs 154±85; 88±40 vs 154±85, P＜0.05），HCV-UT、HCV-UC 组 NLR 明显

低于 HC 组（1.33±0.67 vs 1.79±0.63; 1.19±0.69 vs 1.79±0.63, P＜0.05）。HCV-UT、HCV-

Cirr、HCV-HCC 组较之 HC 组，PLR 均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0±28 vs 115±23; 61±31 

vs 115±23; 51±23 vs 115±23, P＜0.05），并且 HCV-Cirr、HCV-HCC 组较之 HCV-UT 组 PLR 也

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61±31 vs 90±28; 51±23 vs 90±28, P＜0.05），但 HCV-Cirr 组与 HCV-

HCC 组 PLR 无差异。 

结论  PLR 和 NLR 在病毒性肝脏疾病的进展、预后中有着一定的指示作用，尤其 HCV 感染中 PLR

与其病毒学应答和疾病进展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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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26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清学指标与肝组织 

HBV tDNA 水平相关性分析 

 
高玉华,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探索可预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抗病毒治疗前肝组织 HBV tDNA 水平的血清学指标。 

方法  收集 20 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清和肝组织样本，定量检测患者血清指标（HBV DNA、

HBsAg、HBeAg 和 ALT 等）和肝组织 HBV tDNA，分析血清学指标与肝组织 HBV tDNA 相关性。 

结果  20 例免疫清除期患者血清 HBV DNA 均值为 6.52 log IU/ml，血清 HBsAg 和 HBeAg 分别为

3.54 log IU/ml 和 3.19 log S/CO。相关性分析表明，血清 HBsAg 和 HBV DNA 均与肝组织 HBV 

tDNA 有较强的相关性，r 值分别为 0.34 和 0.55（P 均<0.05），而血清 HBeAg 和 ALT 与肝组织

HBV tDNA 无相关性（P>0.05）。 

结论  血清 HBV DNA 与肝组织 HBV tDNA 有较强的相关性，可预测肝组织 HBV tDNA 水平。 

 
 

PU-3027 

核苷类药物治疗早期血清 HBeAg 下降水平可较好预测 HBeAg

阳性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病毒学应答和 HBeAg 血清学转换 

 
高玉华,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比较核苷类药物治疗早期血清 HBsAg、HBeAg、HBcAb、HBV DNA 及 ALT 定量水平和下降

水平对患者长期应答情况的预测价值。 

方法  76 例 HBeAg 阳性慢性乙型肝炎（乙肝）患者经核苷类药物（拉米夫定和阿德福韦）治疗 96

周，定量检测各随访点血清 HBsAg、HBeAg、HBcAb、HBV DNA 及 ALT。 

结果  治疗结束分别有 43（56.6%）例和 15（19.7%）例患者获得病毒学应答（VR：血清 HBV 

DNA<300 拷贝/ml）和 HBeAg 血清学转换（SC）。基线时只有 ALT 水平可预测 VR，ROC 曲线

下面积（AUROC）为 0.712，无指标可预测 SC。在 12 周，HBeAg 变化水平是 SC 和 VR 的唯一

独立预测指标（OR 值分别为 2.37 和 2.87，p 均<0.05），AUROC 分别为 0.68 和 0.69。在 24

周，HBeAg 变化水平仍是 SC 和 VR 的独立预测指标（OR 值分别为 2.53 和 3.24，p 均<0.05），

AUROC 分别为 0.83 和 0.78，24 周 HBeAg 下降 1log10 S/CO 预测 SC 和 VR 的敏感度、特异度、

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80.0%、75.0%、44.0%、93.9%和 59.5%、93.9%、92.7%、

64.0%。 

结论  24 周 HBeAg 变化水平可较好预测核苷类药物治疗 HBeAg 阳性慢性乙肝患者的病毒学应答和

HBeAg 血清学转换。 

 
 

PU-3028 

健康老年人与健康青年人免疫细胞功能的比较 

 
李慧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健康老年人与健康青年人免疫细胞功能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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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集本院体检中心 30 例 20-30 岁的青年健康体检者及 30 例 60-70 岁的老年健康体检者外周

血，通过 PEG 法检测血浆循环免疫复合物，流式细胞术检测 NK、CD4+ T 细胞及 CD8+ T 细胞，

靶细胞 K562 杀伤法测定 NK 细胞毒活性。 

结果 老年组与青年组比，外周血循环免疫复合物水平升高；NK 细胞数量无明显变化，但 NK 细胞

毒活性明显下降；老年组 CD4+ T 细胞与 CD8+ T 细胞比率下降。  

结论 健康老年人免疫细胞功能与健康青年人比较存在一定的差异。 

 
 

PU-3029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嗜碱性粒细胞与疾病活动度和 

Th1 应答失衡的关系 

 
唐培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430000 

 

目的  探讨 RA 患者外周嗜碱性粒细胞的活化情况和活化机制，以及与疾病活动度和 Thl/Th2 应答

失衡的关系。 

方法  本研宄运用流式细胞术检测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

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PBMC)中 Thl/Th2 细胞的比值和嗜碱性细胞数量及活化水

平，用 ELISA 法检测血清中 IFN-γ 和 IL-4 水平，用 Western blot 法检测血清中循环的 IgE 型免疫

复合物(IgE-CIC)的水平。 

结果  Thl/Th2 细胞比值与 DAS28 评分呈低度线性正相关关系，RA 患者血清 IFN-γ 水平较对照组

显著升高，且和疾病活动度相关，但 IL-4 的水平则无差异；RA 患者嗜碱性粒细胞数量较对照组显

著降低，且高度活化（高表达 CD203c 和 CD62L)，RA 患者外周血存在高水平的 IgE-CIC，而对

照组则无。 

结论  RA 患者外周嗜碱性粒细胞高度活化、数量显著减少，可能会迁徙至次级淋巴组织和炎症部

位，对抗外周 Thl 应答失衡，有望为 RA 的防治提供新的线索。 

 
 

PU-3030 

大鼠周围神经损伤后瓦勒变性模型的构建 

 
熊乐 

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建立大鼠坐骨神经离断模型，诱导瓦勒变性。 

方法  将 40 只 Wistar 大鼠随机分为 2 组：假手术组 (20 只)和模型组 (20 只)。模型组横断大鼠右侧

坐骨神经后，行神经外膜端端吻合；假手术组仅游离出坐骨神经，然后关闭切口。于术后 24 h 和

7 d 取术侧坐骨神经。实时定量 PCR（qRT-PCR)检测坐骨神经中白介素 1β（IL-1β）mRNA、单

核细胞趋化蛋白-1 (MCP-1) mRNA 水平；免疫荧光法检测坐骨神经中 CD68+巨噬细胞的表达；HE

染色观察坐骨神经的病理变化； LFB 染色观察坐骨神经髓鞘变化；坐骨神经功能指数(SFI)评价大

鼠运动功能的恢复情况。 

结果 与假手术组相比，①q RT-PCR 显示，模型组的 IL-1β 和 MCP-1 m RNA 表达水平均显著升高 

(P < 0.001， P < 0.001)；②免疫荧光可见，模型组中 CD68+细胞表达上调 (P < 0. 01)；④ HE 染

色可见，模型组轴突完全断裂，大量炎性细胞浸润；③ LFB 染色可见，与假手术组相比，模型组

损伤远端发生脱髓鞘 (P < 0.001)；⑤坐骨神经功能指数（SFI）显示，模型组大鼠坐骨神经功能完

全丧失。 

结论  离断大鼠周围神经，成功构建瓦勒变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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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31 

miR-1269 在非小细胞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功能研究 

 
戴素丽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miRNA 参与多种肿瘤的发生发展。本研究中，我们将在非小细胞肺癌组织中检测 miR-1269

的表达水平，并探讨其对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生物学功能影响。 

方法 选取 2016 年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外科收治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术后的癌组织及对应的癌

旁组织 34 例，运用 Real-time qPCR 方法检测 miR-1269 在上述组织中的表达。将 miR-1269-

inhibitor 和 miR-1269-mimics 及其各自对应的 miR-1269-NC 转染至非小细胞肺癌 A549 和 H460

细胞后，应用 MTS 实验、划痕愈合实验、Transwell 等实验方法检测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的增殖、迁

移和侵袭能力的变化。通过生物信息学网站预测 miR-1269 靶基因，并通过 Western blot 技术进行

验证。 

结果 Real-time qPCR 实验结果表明，与癌旁组织相比，非小细胞肺癌组织中的 miR-1269 的表达

明显增高（1.19±0.89 vs 2.74±0.77）（P<0.01）。MTS 实验表明，敲低 miR-1269 能够显著抑制

两种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的增殖活性（P<0.05），而过表达 miR-1269 则能够促进肺癌细胞的生长

（P<0.05）。划痕愈合实验结果显示，敲低 miR-1269 后，A549 细胞的划痕愈合能力明显降低

（P<0.001），过表达 miR-1269 后促进了 A549 细胞的划痕愈合能力（P<0.01）。Transwell 实验

表明，敲低 miR-1269 能够明显抑制两种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P<0.01），而过表达 miR-1269

使 A549 和 H460 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显著升高（P<0.01）。通过 TargetScan、PicTar、

SeqBuster 和 miRanda 等网站预测四个 miR-1269 的靶基因 FOXO1、SOX6、SOX7 和 IGFBP5。

经 Western blot 实验证实，过表达 miR-1269 后肺癌细胞中 FOXO1 的表达明显降低（P<0.05）。 

结论 非小细胞肺癌组织中 miR-1269 表达水平上调，可能通过靶向 FOXO1，抑制其表达，从而促

进肺癌细胞的增殖活性和转移能力。 

 
 

PU-3032 

探讨 miR-124 通过调控细胞自噬对食管癌 KYSE170 

细胞侵袭迁移能力的影响。 

 
刘飞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探讨 miR-124 通过调控细胞自噬对食管癌 KYSE170 细胞侵袭迁移能力的影响。 

方法 食管癌 KYSE170 细胞转染 miR-124 mimic,Transwell 法检测细胞侵袭迁移能力的变化,双荧光

素酶报告基因验证 miR-124 对 BECN1 基因的靶向调控作用, Western blot 分析 BECN1、P62 及

LC3 蛋白表达水平。转染 BECN1 siRNA 靶向沉默 BECN1 的表达,Transwell 法检测细胞侵袭及迁

移能力的变化,Western blot 检测 BECN1、P62 及 LC3 蛋白的表达。同时,将 miR-124 mimic 与

BECN1 过表达质粒共转染至 KYSE170 细胞,Transwell 法检测细胞侵袭及迁移能力的变化,Western 

blot 自噬相关基因表达的变化。 

结果 miR-124 mimic 转染后抑制食管癌 KYSE170 细胞侵袭和迁移能力(P<0.05),miR-124 mimic 转

染后 BECN1 蛋白及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活性均明显下调(P<0.01)。转染 miR-124 mimic 后自噬相关

蛋白 p62 表达增高,LC3 表达水平明显降低(P<0.01)。沉默 BECN1 表达后也能够抑制食管癌细胞侵

袭及迁移能力(P<0.01)。而食管癌细胞转染 BECN1 过表达质粒后,miR-124 mimic 对食管癌细胞自

噬及侵袭和迁移能力的抑制作用明显减弱(P<0.01),自噬相关蛋白 p62 表达降低,LC3 表达水平明显

升高(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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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miR-124 mimic 能够抑制食管癌细胞侵袭及迁移能力；其机制可能与靶向调控自噬相关基因

BECN1 的表达影响细胞自噬有关。 

 
 

PU-3033 

LncRNA NR 通过结合 NF90 促进胃癌进展的研究 

 
魏思思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胃癌是世界上第三大致死性癌症，幽门螺杆菌感染是最强的风险因素，本文探讨了幽门螺杆

菌感染相关的长链非编码 RNA NR (LncRNA NR) 在胃癌中的作用功能及机制研究。 

方法 前期研究使用芯片技术筛选出幽门螺杆菌感染相关的 LncRNA NR，后用新鲜获取的幽门螺杆

菌感染胃正常上皮细胞 GES1，收集并提取 RNA 进行 qPCR，验证芯片结果；用质粒和 siRNA 技

术分别过表达和敲降 LncRNA NR，分别观察胃癌细胞 MGC-803 和 SGC-7901 的生长、侵袭、迁

移和克隆形成能力；利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LncRNA NR 对于细胞周期的影响；RNA-pulldown 技术

联合质谱分析检测与 LncRNA NR 相互作用的蛋白，并用 Western blot 和 RIP 进行验证。 

结果 筛选出经幽门螺杆菌感染表达量升高的 lncRNA NR，其在胃癌组织中表达量显著高于相邻癌

旁组织（p<0.05）；敲低 lncRNA NR 可以降低 MGC-803 和 SGC-7901 细胞的生长、侵袭、迁移

和克隆形成能力而过表达 lncRNA NR 则可以促进 MGC-803 和 SGC-7901 细胞的生长、侵袭、迁

移和克隆形成能力；流式细胞术检测表明，敲低 lncRNA NR 可导致 MGC-803 和 SGC-7901 细胞

的 G2/M 期阻滞。RNA-pulldown 技术联合质谱分析发现 lncRNA NR 可以和蛋白 NF45/NF90 结

合，RIP 实验得以验证。 

结论  这些结果表明幽门螺杆菌感染相关的 LncRNA NR 通过与蛋白 NF45/NF90 结合，一方面影响

复合物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增强 lncRNA NR 的稳定性，从而促进胃癌进展。 

  
 

PU-3034 

Snord105b 通过 ALDOA/C-myc 信号通路促进胃癌进展的研究 

 
张璁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检测临床胃癌组织、血清和细胞系中 snord105b 的表达水平，并探讨其对胃癌细胞生物学功

能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方法 选取 2015-2016 年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进行手术切除的 109 例胃癌组织及相应的癌旁组

织，取初诊胃癌患者血清 68 例并用 30 例健康体检者血浆作为对照，采用 RT-qPCR 方法检测胃癌

组织及血清中 snord105b 的表达水平；构建敲低或者过表达 snord105b 的胃癌细胞株，通过

MTS、transwell、划痕愈合实验等方法检测胃癌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应用 ChIRP 结合质

谱技术，寻找与 snord105b 基因特异性结合的蛋白，并用 western-blot 方法和 RIP 实验技术进行

验证，探索 snord105b 在胃癌中的作用机制。 

结果 胃癌组织中 snord105b 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相应的癌旁组织（P<0.05），并且与肿瘤的大

小、分化程度及肿瘤分期呈正相关（P<0.05），初诊胃癌患者血清中 snord105b 的表达水平显著

高于健康体检者（P<0.05）；胃癌细胞系中 snord105b 的表达水平普遍高于正常胃粘膜永生化细

胞系 GES-1；在胃癌细胞 SGC-7901 和 AGS 中，敲低 snord105b，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

显著低于对照组，而过表达 snord105b，胃癌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则高于对照组

（P<0.05）；ChIRP 实验结合质谱结果显示，snord105b 可以特异性结合 ALDOA 蛋白，敲低或过

表达 snord105b 影响 ALDOA 蛋白的表达水平(P<0.05)。有文献报道 ALDOA 可通过调节 C-myc 促

进胰腺癌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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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胃癌中非编码 RNA-snord105b 表达水平上调，可能通过与 ALDOA 蛋白相互作用，并进一步

上调 C-myc 的表达水平，从而促进胃癌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功能。 

 
 

PU-3035 

snoRA42 对食管癌细胞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单亚楠,赵连梅,单保恩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研究 snoRA42（核仁小 RNA42）对食管癌细胞体内外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响，并探讨

snoRA42 在食管癌细胞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机制。 

方法 应用 MTS 方法、细胞划痕实验、Transwell 迁移和侵袭实验检测过表达和敲低 snoRA42 对食

管癌细胞增殖活性、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响; 应用 western blot 检测过表达 snoRA42 后对周期相关

蛋白表达水平的影响； 应用 western blot 和 Elisa 检测过表达和敲低 snoRA42 后对转移相关蛋白

的影响; 应用 RNA Pulldown 法联合质谱分析检测可以与 snoRA42 直接相互作用的蛋白，并用分析

所得差异条带; 应用 MTS 方法、细胞划痕实验、Transwell 迁移和侵袭实验检测单独敲低 DHX9 以

及 snoRA42 和 DHX9 同时作用对食管癌细胞增殖活性、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响。 

结果 MTS 法检测结果显示，敲低 snoRA42 能够抑制食管癌细胞的增殖活性（P<0.05），而过表

达 snoRA42 对食管癌细胞的增殖活性具有促进作用（P<0.05）;Transwell 实验结果显示，敲低

snoRA42 能够抑制食管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P<0.05），过表达 snoRA42 能够促进食管癌细胞

的迁移和侵袭能力（P<0.05）;Western blot 和 Elisa 实验结果显示，敲低和过表达 snoRA42 能促

进食管癌细胞中转移相关基因表达（P<0.05）; RNA Pulldown 实验联合质谱分析筛选出感兴趣蛋

白：DHX9、SND1; MTS 法检测结果显示，敲低 DHX9 能够抑制食管癌细胞 KYSE30 和 Eca109

的增殖活性（P<0.05），同时敲低 DHX9 和 snoRA42 可进一步抑制两种细胞的增值活性

（P<0.05）， 过表达 snoRA42 同时敲低 DHX9 可以部分恢复过表达 snoRA42 对食管癌细胞增殖

的促进作用（P<0.05）。 

结论  snoRA42 能够促进食管癌细胞的增殖活性，这一过程可能与 snoRA42 通过与 DHX9 相互作

用促进 BCL-2 和抑制 Bax 表达有关。 

  
 

PU-3036 

慢性丙型肝炎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干扰素刺激基因 

及相关信号通路基因表达的研究 

 
杨晓燕,张平安,牛志立,王方平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430000 

 

目的 观察慢性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C，CHC）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PBMC）中干扰素刺激基因（Stimulator of interferon genes，STING）、维甲

酸诱导基因 I（retinoic acid inducible gene 1，RIG-1），以及 I 型干扰素 a（Interferon-a，IFN-

a）和 b（IFN-b）mRNA 的表达，为治疗 CHC 提供新思路。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未经治疗的慢性丙肝患者 113

例，以及同期进行体检的健康人 94 例，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STING，RIG-1 样受体，以

及 IFN-a 和 IFN-b mRNA 表达，用 2-ΔΔCT 的方法计算相对表达量，并对计算结果进行统计学分

析。 

结果 CHC 患者外周血中 STING，RIG-1，IFN-a 和 IFN-b mRNA 的表达分别是健康对照组的

0.018 倍、0.361 倍、0.578 倍、0.573 倍，两组间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8.28，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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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2.07，P 值均<0.05）；健康人 STING 与 IFN-a mRNA，IFN-b mRNA 表达呈正相关性

（r =0.487，0.207，P 值均< 0.05）；CHC 患者 STING 与 IFN-a mRNA，IFN-b mRNA 表达无相

关性（r =0.174，0.091，P 值均> 0.05）；健康人 STING 与 RIG-1 mRNA 表达呈低正相关性

（ r =0.222， p< 0.05），CHC 患者 STING 与 RIG-1 mRNA 表达无相关性（ r =-0.029，

p> 0.05）。 

结论 与健康人相比，CHC 患者 STING，RIG-1，IFN-a 和 IFN-b mRNA 表达均降低，且在健康人

中 STING 基因与 RIG-1 及干扰素基因存在正相关性，而 CHC 中无相关性。 

  
 

PU-3037 

Association between MDR1 gene of gastrointestinal tumors, 
the expression of P-glycoprotein and resistance to 

chemotherapeutic drugs 

 
王成红 

烟台山医院,264000 

 

目的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examine and discus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ultidrug 

resistance 1 gene (MDR1) of gastrointestinal tumors, the expression of P-glycoprotein and 
resistance to chemotherapeutic drugs. 

方法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MDR1 gene were obsreved in the control population and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y fluoresecent quantitative PCR. The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 of P-
glycoprotein was determined using western blotting and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结果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ost of the tumor tissues were sensitive to chemotherapeutic drugs, 

and the sensitivity rate reached 96.4%. Following chemotherapy, the expression of mRNA in 
MDR1 of tumor tissues and the expression of P-glycoprotein decreased (p<0.05). 

结论 the MDR1 gene and P-glycoprotein can be used as references i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diagnosis of gastrointestinal tumors. 
  
 

PU-3038 

Original Article miR-221 promotes growth and invasion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s by constitutive activation of 

NFκB 

 
chenghong wang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Yantaishan Hospital， Yantai， Shandong 

 
Objective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 microRNAs (miRs) are small noncoding RNAs that 
modulate a variety of cellu-lar processes by regulating multiple targets, which can promote or 
inhibit the development of malignant behaviors. Accumulating evidence suggests that microRNA-
221 (miR-221) plays important roles in human carcinogenesis. It has recently found that miR-221 
was overexpressed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and overexpression of miR-221 has a 
bad prognosis in these patients. Thus, down-regulation of miR-221 expression in HCC would 
provide new treatment approaches. This study aimed to study the role of miR-221 on HCC cell 
growth, apoptosis,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in vitro and vivo, and explored the possible 
mechanisms involved. 
Methods Effects of miR-221 upregu-lation or miR-221 downregulation by miR-221 inhibitor (anti-
miR-221) or miR-221 mimic (miR-221) transfection on growth, apoptosis and invasion of HepG2 
cells in vitro was detected. Using p65 siRNA and p65 cDNA transfection to examine the NF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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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ling pathway. A subcutaneously implanted tumor model of HepG2 cells in nude mouse was 
used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anti-miR-221 or miR-221 overexpression on tumorigenesis 
development. Using an intravenously injected tumor model of HepG2 cells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anti-miR-221 or miR-221 overexpression on lung metastasis. The signaling pathway was 
analyzed in vivo. 
Results Anti-miR-221 inhibited growth, invasion and induced apoptosis of HepG2 cells in vitro. 
This was accompanied by concomitant attenuation of NFκB, and downregulation of NFκB 
downstream genes such as Bcl-2, VEGF and MMP-9. In addition, miR-221 overexpression 
promoted growth and invasion of HepG2 cells in vitro, and accompanied by activation of NFκB, 
and upregulation of NFκB downstream genes Bcl-2, VEGF and MMP-9. Targeting P65 or P65 
overexpression reversed the effect of miR-221, and inhibited or induced miR-221 expression, 
creating a positive feedback loop in human HepG2, respec-tively. Morever, stable overexpression 
of anti-miR-221 in HepG2 cells inhibits establishment of xenografts and lung metastasis in nude 
mice; Stable overexpression of miR-221 in HepG2 cells promotes establishment of xenografts 
and lung metastasis in nude mice.  
Conclusions Therapies targeting the miR-221 signaling pathway may be more effective to 
prevent primary tumor formation and organ metastasis. The ability of this therapy to decrease 
tumori-genesis and metastasis may be related to NFκB signals. 
  
 

PU-3039 

乙肝病毒表面抗原定量和病毒载量关系的探讨 

 
张岩,谭延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具有不同血清病毒标志物模式的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乙肝病毒表面抗原(HBsAg)含量、

HBV-DNA 定量的差异，以及二者是否具有相关关系。 

方法  对 115 例“大三阳”标本和 106 例“小三阳”标本分别做“乙肝五项”（HBsAg 为定量测定）检测和

HBV-DNA 定量测定，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大三阳＂组患者 HBsAg 定量、HBV-DNA 定量及其阳性率均高于＂小三阳＂组, “大三阳”血清

标本中 HBsAg 和 HBV-DNA 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r=0.586， y=0.137x+3.549）而“小三阳”患者

血清标本中两种病毒血清标志物相关性不明显。 

结论 乙肝病毒 E 抗原同 HBV-DNA 具有密切的关系，乙肝“大三阳”、“小三阳”血清 HBsAg 含量和

病毒复制活跃程度存在显著性差异，“大三阳”患者血清标本中 HBsAg 定量检测可以反映体内 HBV

病毒复制的程度。 

 
 

PU-3040 

Diagnostic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confirmatory 
algorithm of a kind of chemiluminescent immunoassay 

system for the detection of serum specific antibody against 
T. pallidum 

 
Yanguo Tan 

Affiliated Fuxing Hospital， Capital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s 

 
Objective To correctly interpret the positive result of serum specific antibody against T. pallidum 
screened by a kind of chemiluminescent immunoassay system (TP-CL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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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100 serum samples from different patients positive for TP-Ab screened by TP-CLEIA 
system, were determined concurrently by several methods (TPHA, TP-CMIA and TP-ELISA), and 
further confirmed by EUROLINE-Western Blot (TP-WB) , the results of which were also analyzed.  

Results ⑴ Based on the result obtained by TP-WB, the genuinely positive samples only account 

for 48% of the overall positive samples screened by TP-CLEIA. ⑵ Further analysis by ROC 

revealed the optimal cut-off of 25.915 S/CO, and the correspond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97.67% and 89.47%，respectively, meanwhile,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was 

the utmost; for the TP-CLEIA positive samples, when their S/CO<7.835, the likelihood to be 

negative after confirmation by TP-WB is 100%；when the S/CO>49.77，the probability to be 

positive after confirmation by TP-WB is 100%；⑶ amid the samples screened positive by TP-

CLEIA, and also TP-CMIA positive, the proportion of genuinely positive samples was 81.3%, 
without missing any single genuinely positive sample. 
Conclusions The screening false positive rate by TP-CLEIA is relative high, especially for 
samples of the lower S/CO level, and TP-CMIA system might be a promising approach for further 
rechecking these positive results. 
  
 

PU-3041 

类风湿性关节炎托珠单抗治疗前、后血清基质 

金属蛋白酶 3 浓度变化分析 

 
姚瀚鑫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130000 

 

目的 分析比较血清基质金属蛋白酶 3 在托珠单抗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前、后的变化，为 RA 的疗效

判断提供新的指标。 

方法 分别测定 51 例初诊为 RA 的患者根据 X 线进行分期，检测血清中血清基质金属蛋白酶 3，

CCP，CRP，ESR 水平，并在临床应用托珠单抗治疗 1 周，2 周，4 周后，再进行血清基质金属蛋

白酶 3，CCP，CRP，ESR 检测进行比较，分析变化趋势。 

结果 根据 X 线分期，各项检测指标，在托珠单抗治疗前、后浓度变化比较，ESR 在 1-4 期下降程

度最大，1 周，2 周，4 周后下降幅度最大；CCP 在 1-4 期下降程度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在托珠单

抗治疗 1 周，2 周，4 周下降幅度不具有统计学意义；CRP 在 1-4 期下降程度具有统计学意义，1

周，2 周，4 周后下降幅度具有统计学意义；血清基质金属蛋白酶 3 在 1-2 期下降程度不显著，3-4

期下降幅度显著，在托珠单抗治疗 1 周，2 周，4 周下降幅度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使用托珠单抗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过程中，应对 ESR，CRP 进行检测，并使用血清基质金

属蛋白酶 3 对 3-4 期的具有出现骨质破坏的患者进行疗效检测具有一定临床意义。 

 
 

PU-3042 

PIVKA-II 检测的方法学比较以及对肝细胞癌的诊断价值 

 
杨唯唯 

北京肿瘤医院,100000 

 

目的  比较异常凝血酶原(prothrombin induced by vitaminK absence or antagonist －Ⅱ，PIVKAII)

免疫化学发光法和酶联免疫法检测结果的一致性并初步比较 PIVKA-II 和 AFP 对肝癌诊断的性能。 

方法  采用两种方法（免疫化学发光法和酶联免疫法）检测 119 例肝癌患者和 28 例健康人血清中

PIVKAII 水平，比较两种方法的一致性；采用免疫化学发光法检测肝癌患者 79 例，良性肝病患者

129 例(其中慢性肝炎 90 例，肝硬化 39 例)，采用 ROC 曲线分析不同界值的 PIVKA-II 和 AFP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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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的特异性和敏感度；测定 28 例健康人血清 PIVKAII 和甲胎蛋白(AFP)水平，验证其参考区间的

适用性；检测肝癌患者手术前后两个指标的水平变化，观察其肿瘤负荷的能力。 

结果 两种方法检测的血清 PIVKA-II 水平具有良好的相关性，最大偏差小于 30%；PIVKA-II 和 AFP

无相关性，前者对于肝癌的诊断性能优于后者；本实验小样本 PIVKA-II 和 AFP 分布与说明书一

致；手术前后两个标志物水平显著下降。 

结论  酶联免疫法与免疫化学发光法检测 PIVKA-II 水平有一定差异性； 两个标志物均可反应肿瘤的

负荷，联合检测可提高肝癌检测的敏感度。 

  
 

PU-3043 

Differential circRNA expression profiles in latent human 
cytomegalovirus infection and validation using clinical 

samples 

 
Meimei Lai,Yunyan Lou,Qiongdan Wang,Yutian Lu,Mengyun Tu,Xi Xu,Ying Xia,Xiaoqun Zhe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and Yuy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expression of circRNAs in human leukemia 
monocytes (THP-1 cells) latently infected with HCMV and explored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circRNAs in children with HCMV infection which provide experimental basis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the role of circRNA in HCMV infection. 
Methods 1. The THP-1 cells were cultured in 37 °C, 5% CO2 incubator infected with HCMV 
Towne strain(1 × 106 / ml, MOI = 5), then total RNA of the cells were collected after 24h, 48h, 72h 
and 96h, respectively. The expression of HCMV IE1 (UL123) and UL83 mRNA was detected by 
RT-PCR. 
2. The total RNA was extracted from HCMV latent-infected and mock-infected THP-1 cells at 4 
days post-infection. Following the remove of rRNA and linear RNA, the library was constructed. 
Then the two samples were treated with Illumina HiSeqTM 4000 sequencer (Pair-end sequencing, 
PE) to get the original sequencing sequence. The candidate circRNAs were identificated by the 
find_circ_enhance authentication tool for subsequent analysis. The expression of circRNA was 
calculated by TPM method. 
3. Using GO (Gene Ontology) and KEGG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enrichment to analyze the main function of the host gene of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circRNA. 
4. The microRNA binding site of the identified circRNA was analyzed to predict the interactions 
effect of the circRNA and microRNA. 
5. The clonal sequencing was used to verify the partial circRNAs obtained by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and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was used to verify the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some 
of the circRNAs, thus verifying the reliability of the sequencing results. 
The blood samples of thirty patients with HCMV infection and 34 healthy children were collected. 
Total RNA was extracted from each group and then reverse transcribed into cDNA.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hsa_circ_0001206 and hsa_circ_0001445 in both groups was detected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Results 1. Establishment of HCMV latent infection cell model 
HCMV IE1 mRNA was expressed at 24h after infection following the decrease of its expression 
over time and UL83 mRNA was not expressed suggesting the cellular model of HCMV latent 
infection was established. 
2.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circRNA with the HCMV latent infection in THP-1 
HCMV-infected THP-1 cells and mock-infected THP-1 cells were sequenced by Illumina HiSeqTM 
4000 to obtain 19,837,556 and 18,062,110 reads. A total of 23,591 circRNAs from the mock-
infected THP-1 cells were identified by the use of the find_circ_enhance method, and 4,424 
candidata circRNAs of the identified circRNAs were filtered through the basal filtration. A total of 
26,949 circRNAs from the HCMV-infected THP-1 cells were identified by the us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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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_circ_enhance method, and 3,157 candidata circRNAs of the identified circRNAs were filtered 
through the basal filtration. 4,953 differently expressed circRNAs were screened out, in which 
1,881 were up-regulated and 3,072 were down-regulated. 
3. GO and KEGG enrichment results of the differently expressed circRNAs 
The top 300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circRNAs were assigned GO term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iological process’ mainly included endoplasmic reticulum (ER) stress response, protein 
phosphorylation, kinase activity regulation, and ubiquitin, whereas cellular component mainly 
included the presence of ‘vesicles’, cytoplasmic ribonucleoprotein particles, transport vesicles, 
and molecular function mainly included enzyme activity, ubiquitin transferase activity, tRNA 
binding, protein threonine kinase activity, and nuclease activity. The results of KEGG enrichment 
analysis showed that 18 signal pathways were significantly enriched, mainly for ubiquitin-
mediated proteolysis, protein processing in ER, Wnt and other signaling pathways. 
4. The binding site of microRNA on the circRNA 
It was found that 2,389 and 1,672 circRNAs had target sites of one or more microRNA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HCMV latent infection group, respectively. But mostly only 1 to 3, the most can 
have 98 different microRNA target sites. Hsa_circ_0062984, hsa_circ_0001119, 
hsa_circ_0002857, hsa_circ_0001118, hsa_circ_0002857 and hsa_circ_0008832 has binding 
sites with hsa-miR-21, in which hsa_circ_0062984, hsa_circ_0001119, hsa_circ_0002857 and 
hsa_circ_0001118 downr egulated in HCMV latent-infection group, predicting that circRNA may 
have potential role of Molecular sponge in HCMV infection. 
5. Verification of experimental results 
The 20 circRNAs verified by clone sequencing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results. The results of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18 circRNAs were confirmed by qRT-
PCR (R2 = 0.852). 
6. Different expression of hsa_circ_0001206 and hsa_circ_0001445 in children with HCMV 
infection 
The both expression of hsa_circ_0001206 and hsa_circ_0001445 were down-regulated in 30 

HCMV infected children compared with 34 healthy children ，and the differenc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01）. AUC is separately 0.840(95% CI 0.741-0.939) and 0.779(95% CI 0.660-

0.899). 
Conclusions In this study, our data demonstrat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circRNAs was altered 
during HCMV latent infection.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circRNAs might be involved in the 
mechanisms of immune escape during HCMV latent infection, and could act as microRNA 
sponges to regulate the expression of microRNAs, thereby affecting HCMV infection. In addition, 
the clinical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circRNAs could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diagnosis or 
prognosis of HCMV infection. 
 
 

PU-3044 

MicroRNA let-7a 通过靶向 MAGE-A1 抑制乳腺癌增殖、 

迁移和侵袭的研究 

 
耿翠芝,米蕴喆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探讨在乳腺癌中，Let-7a 能否发挥肿瘤抑制因子作用以调控 MAGE-A1 基因、继而控制乳腺

癌的转移，降低复发风险，也为乳腺癌的治疗提供新的靶点。 

方法  选取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乳腺中心 65 例女性乳腺癌患者的肿瘤组织，运用 RT-qPCR 法检

测 let-7a 和 MAGE-A1 在转录水平的表达。选取 MDA-MB-231 和 MCF-7 两种乳腺癌细胞系，运用

RT-qPCR 和 Western blot 法检测 let-7a 和 MAGE-A1 在转录和蛋白水平的表达；运用 CCK-8 法、

细胞划痕法、Transwell 法检测 let-7a 对乳腺癌细胞功能的影响；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检测 let-

7a 对 MAGE-A1 基因的靶向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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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let-7a 的表达水平在肿瘤> 2cm 和组织学分级为 III 级的乳腺癌患者中显着降低（P=0.049 和

P=0.041）。在其他分组中无显著性差异（P≥0.05）。MAGE-A1 的在 33 例组织中表达，阳性率

为 50.8％（33/65）。在 MAGE-A1 表达阳性的样本中，其表达水平与 let-7a 呈负相关

（P=0.008）。Let-7a 靶向结合 MAGE-A1 抑制其在核酸和蛋白水平的表达。RT-qPCR 和

Western 印迹实验结果显示 let-7a 和 MAGE-A1 在核酸和蛋白水平表达呈负相关。荧光素酶报告基

因实验表明 let-7a 靶向结合了 MAGE-A1 mRNA 3'-UTR 的 451-457 位点。Let-7a 靶向调控

MAGE-A1 抑制乳腺癌细胞系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结论  Let-7a 在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与 MAGE-A1 的表达呈负相关，且其低表达与乳腺癌的增殖和

侵袭有关。Let-7a 通过靶向调控 MAGE-A1 可以抑制乳腺癌细胞系的增殖、迁移和侵袭，为控制乳

腺癌复发、转移提供新的靶点。 

  
 

PU-3045 

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和 C 反应蛋白对糖尿病 

肾病早期的诊断意义 

 
王绪山,李静,王敏,陈开勇 

灌云县人民医院,222000 

 

目的 探讨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和 C 反应蛋白(CRP)在 2 型糖尿病肾病(DN)中的变化及

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 型糖尿病患者 80 例及同期体检健康者 40 例，依据 24h 尿微量白蛋白水平将分为单纯

糖尿病(DM 组)、早期糖尿病肾病组(DN 组)及正常对照组(NC 组)。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及临床指

标，分析 NLR 和 CRP 在各组间的差异，采用 Pearson 分析尿微量白蛋白与各临床指标之间的相

关性，并应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 DN 的危险因素。 

结果 DN 组的中性粒细胞计数、NLR、HbA1c、CRP、尿微量白蛋白水平明显高于 DM 组和 NC

组；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24h 尿微量白蛋白与 NLR、HbA1c、CRP 均呈正相关(r=0.40、

0.52、0.39, 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中性粒细胞计数、NLR、CRP 和 HbA1c 是影响 DN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NLR 和 CRP 在 DN 中明显升高，对于 DN 的早期诊断具有重要的预测价值。 

 
 

PU-3046 

人 Survivin 蛋白的表达、纯化及单克隆抗体的制备 

 
王顺花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survivin 是凋亡抑制蛋白家族的一员，它在正常组织几乎不表达，而在肿瘤组织高表达，因此

是一个潜在的肿瘤标志物，本实验主要目的是制备抗 survivin 的单克隆抗体，为进一步的双抗夹心

ELISA 方法检测膀胱癌尿液做准备。 

方法 表达纯化 survivin 重组蛋白，免疫 Balb/c 小鼠，取脾与 SP2/0 细胞融合，经 HAT 选择性培

养、ELISA 双筛，筛选出稳定分泌特异性抗人 Survivin McAb 的杂交瘤细胞株，进行扩增，小鼠腹

腔注射，收集腹水，经过饱和硫酸铵粗提及亲和层析纯化抗体。之后进行亚类、敏感性、特异性的

鉴定. 

结果 筛选出 3 株分泌特异性抗人 Survivin McAb 的杂交瘤细胞株，小鼠腹腔注射收集腹水 25ml，

纯化 8ml，得到约 4mg 抗体。鉴定亚类主要为 IgG2b 和 IgG1，效价为 3.2×104，与其他蛋白无交

叉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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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实验成功的制备出了特异性抗人 Survivin mAb，为进一步的实验及临床应用奠定了基础。  

 
 

PU-3047 

溃疡诱导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膜炎中枢神经系统 

炎症减轻的机制研究 

 
马攀红,杨潇,郑配国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溃疡诱导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experimental autoimmune encephalomyelitis，

EAE）中枢神经系统炎症减轻的机制 

方法  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myelin oligodendrocyte glycoprotein，MOG35-55）免疫构建小鼠

EAE 模型，免疫后观察小鼠溃疡发生时间，记录临床评分，EAE 小鼠作为对照；流式细胞术分析

溃疡组与未发生溃疡组脾脏、脊髓及脑组织中 CD4+T 细胞、IFN-γ+ CD4+T 细胞（Th1）以及 IL-

17+ CD4+T 细胞(Th17)比例，ELISA 检测脾脏培养上清液中 IFN-γ、IL-17 细胞因子的水平 

结果  与 EAE 组小鼠相比，溃疡组小鼠临床评分减低，脾脏和集合淋巴结未见明显萎缩，EAE 发

病减轻；溃疡组脾脏中 Th1 和 Th17 细胞比例增加，细胞因子 IL-17、IFN-γ 明显增加 

结论  溃疡通过阻滞 Th1 细胞和 Th17 细胞在脾脏，阻止效应性 T 细胞迁移至 CNS 诱导免疫耐受 

  
 

PU-3048 

莲黄子复方对膀胱癌 T24 细胞抑制作用的体内研究 

 
彭克楠 

河北省人民医院,050000 

 

目的  研究莲黄子（半边莲、大黄、五加皮、决明子）复方对膀胱癌 T24 裸鼠移植瘤的抑瘤作用，

并初步探讨其作用机制。 

方法  建立膀胱癌 T24 细胞的裸鼠移植瘤模型，实验分为 4 组：生理盐水组（阴性对照组，

5%NS）、阳性对照组（顺铂，2mg/kg）、低浓度莲黄子配方组（2.5ml/kg/day）及高浓度莲黄子

配方组(5ml/kg/day)，每组裸鼠 5 只, 隔天小鼠灌胃药，共计灌胃 7 次。每隔一天测量裸鼠移植瘤的

体积，末次给药第二天处死小鼠，称量裸鼠体重，瘤重量。HE 和 TUNEL 实验检测瘤组织形态和

凋亡情况。免疫组化法检测凋亡相关蛋白 Bcl2 和 BaX 的表达情况，以及增殖相关蛋白 PCNA 和

ki-67 的表达情况。 

结果  莲黄子配方对膀胱癌 T24 裸鼠移植瘤的生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阳性对照组、低浓度莲黄子

配方组及高浓度莲黄子配方组的肿瘤抑制率分别为： (23.5+3.20)% ， (28.14±2.67)% 、

(60.92±3.46)%。莲黄子配方处理组小鼠肿瘤组织出现明显的凋亡形态学改变，TUNEL 实验显示其

凋亡率明显增高(P<0.01)；莲黄子配方处理组小鼠肿瘤组织中 Bcl2 、PCNA 和 ki-67 表达明显降

低，BaX 表达水平明显升高(P<0.01)。 随着莲黄子配方组浓度的增加，抑瘤率和凋亡率呈增高趋

势，Bcl2 、PCNA 和 ki-67 表达水平呈明显下降趋势（P<0.05），BaX 表达显著增强(P<0.01)。 

结论  莲黄子配方对膀胱癌 T24 裸鼠移植瘤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其作用机制可能与诱导细胞凋亡以

及上调 BaX、下调 Bcl2 、PCNA 和 ki-67 的表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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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49 

质金属蛋白酶（MMP-9）检测在脑水肿中的应用 

 
宋来春 

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聊城市东昌医院,252000 

 

目的  研究血清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的表达及其与水肿体积和预后的关系，并探讨其潜在机

制。 

方法  应用 ELISA 法对脑水肿患者分别在发病后 24h，第 3 天，第 7 天的血清 MMP-9 进行检测，

并与 CT 所示水肿比较。 

结果  血清中 MMP-9 水平在发病后 24h 显著增加，第 3 天达高峰，持续至第 7 天后明显下降，并

对 MMP-9 水平与 CT 所示水肿对比。 

结论  血清 MMP-9 可能成为早期反映脑出血患者血肿周围水肿严重程度和预后的指标 

  
 

PU-3050 

活动性结核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 Toll 样受体 2 表达及其意义 

 
王绪山,李静,王敏,陈开勇 

灌云县人民医院,222000 

 

目的  通过检测活动性结核（TB）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 Toll 样受体 2（TLR2）表达及其活化后单核

细胞功能的变化，探讨单核细胞 TLR2 样受体在机体感染结核过程中的作用。 

方法  收集 32 例活动性 TB 患者和 32 例健康对照者外周血，流式细胞术检测单核细胞 TLR2 表

达；体外分离培养健康人外周血单核细胞，通过脂阿拉伯甘露糖（LAM）活化 TLR2，流式细胞术

检测 LAM 诱导的巨噬细胞比例及细胞凋亡。 

结果  与 HC 组相比，TB 患者外周血 TLR2 阳性细胞比例和平均荧光强度均显著上升（P<0.05）。

体外分离培养健康人外周血单核细胞，与空白对照组相比，LAM 诱导的巨噬细胞 CD86 阳性细胞

比例和凋亡细胞比例均增加（P<0.05），抗 TLR2 封闭型抗体可抑制 LAM 诱导的巨噬细胞分化和

凋亡。 

结论  单核细胞 TLR2 在结核疾病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PU-3051 

核苷（酸）类似物治疗慢性乙型肝炎耐药变异临床分析 

 
雷巧,樊英俊 

四川江油 九〇三医院 

 

目的 探讨核苷（酸）类似物（NAs）治疗慢性乙型肝炎（CHB）过程中乙肝病毒（HBV）耐药变

异及临床意义。 

方法  对 67 例耐药位点阳性的 CHB 患者 HBV 逆转录酶（RT）区与 NAs 相关的耐药突变进行回顾

性分析。 

结果①单用阿德福韦酯（ ADV ）组耐药变异位点 N236T13 例（ 52% ） ,A181V14 例

（56%）,A181T7 例（28%），A181S1 例（4%）。②单用拉米夫定（LAM）组主要耐药变异位

点 M204V/I11 例（73.33%），其中 M204V+L180M7 例、M204I4 例，次要耐药变异位点 L180M7

例（46.67%）、A181T1 例（6.67%）、L229M/V3 例（20%）、Q215H1 例（6.67%）、V173L1

例（6.67%）、L80I2 例（13.33%）、S213T2 例（13.33%）、V207M2 例（13.33%）。③序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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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组耐药变异位点有 LAM 耐药特征：M204V+L180M14 例（51.85%），M204V/I+L180M1 例

（3.70%），M204I5 例（18.52%）；ADV 耐药特征：A181T/V9 例（33.33%），N236T6 例

（22.22%）；恩替卡韦（ETV）耐药特征：S202G7 例（25.93%），T184A/I3 例（11.11%）；

次要耐药变异位点：V214A1 例（3.70%），L80V/I2 例（7.41%），A213T3 例（11.11%），

S85A1 例（3.70%），L229F/M/W3 例（11.11%）。基因型与主要耐药变异位点分布无明显相关

性（P>0.05）。 

结论 NAs 长期治疗 CHB 出现耐药是必然的，出现耐药后及时进行耐药基因检测对耐药患者再治疗

很重要。高耐药、低基因屏障药物序贯治疗容易导致多药耐药。LAM 耐药患者再序贯 ETV 治疗容

易导致 ETV 耐药。耐药变异位点分布与 HBV 基因型别无明显关系。 

  
 

PU-3052 

乙型肝炎三系统检测结果与乙型肝炎病毒前 S1 抗原对比分析 

 
胡红莲 

甘肃省肿瘤医院,730000 

 

目的 对比分析乙型肝炎三系统检测结果与乙型肝炎病毒前 S1 抗原(PreS1)之间存在的关系，以及

乙型肝炎病毒前 S1 抗原在乙型肝炎患者中的意义。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法（ELISA）对 382 例患者分别检测乙型肝炎病毒前 S1 抗原和乙肝三系统进行

检测。 

结果 在 69 例 HBsAg，HBeAg，HBcAb 均为阳性的患者中，乙型肝炎病毒前 S1 抗原阳性 65 例，

阳性率为 94.2%；在 225 例 HBeAg 阴性而 HBeAb 阳性的患者中，乙型肝炎病毒前 S1 抗原阳性

176 例，阳性率为 78.2%；在 88 例 HBeAg 和 HBeAb 均为阴性的患者中，乙型肝炎病毒前 S1 抗

原阳性 46 例，阳性率为 52.3%。 

结论 乙型肝炎病毒前 S1 抗原是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和复制的重要的血清学标志，比 HBeAg 更为敏

感，可做为早期诊断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依据，与乙型肝炎的活动性有关，联合检测乙肝三系统，

对乙型肝炎的诊疗具有重要的补充及完善作用。 

  
 

PU-3053 

几种梅毒检验方法临床应用效果对比分析 

 
樊英俊,田建,黄丽,口津健 

江油市九〇三医院 

 

目的  研究并分析几种梅毒实验室检验的临床应用效果。 

方法  随机选取某医院近年来怀疑梅毒患者 50 例，在实验室分别使用 DIGCA、 TPPA、 TRUST、 

TPHA 和 ELISA 等几种检验方法对这 50 名患者分别进行检验，对比其临床应用效果。 

结果  采用几种检验梅毒的检查方法中， TPPA 和除 TPHA 之外的其他几种方法检测结果不一致，

这两种方法之间具有统计学意义，而其他的方法两两比较均无差别。而 TPHA 和 ELISA 法相比，

两者相互存在差异具有显著性。 

结论  在这几种方法中， TPPA 的灵敏度、特异性高和检测阳性率高，和 ELISA 联合使用是检验梅

毒目前发现最好的方法。适用范围大，准确率高，适合推广使用，为梅毒的检验和早期发现提供了

很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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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54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乳腺癌相关基因 BRCA1 突变的研究 

 
贺沁 1,石英杰 1,马雪虎 2,李玉林 3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2.郑州大学生命科学院 

3.河南省生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目的 乳腺癌是女性比较常见的恶性肿瘤。乳腺癌易感基因 BRCA1 是与乳腺癌相关的重要抑癌基

因，BRCA1 突变的检测对于乳腺癌的筛查、监测以及治疗都具有指导性意义。 

方法 本研究应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对 31 例散发性乳腺癌患者进行了 BRCA1 基因突变检

测。 

结果  31 例样本在检测位点 5589del8 和 1100delAT 均呈阳性结果。 

结论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能够适用于乳腺癌易感基因 BRCA1 突变的筛查。 

  
 

PU-3055 

应用于肿瘤免疫学研究中的活体显微光学成像技术 

 
汪建茹 

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这一技术革新为科学家们深入研究肿瘤免疫治疗的疗效、肿瘤的免疫逃逸机制、以及各种免

疫细胞在肿瘤发生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提供全新的视角。 

方法  荧光蛋白标记技术、光学显微成像技术以及活体成像窗口模型 

结果 近几年来，通过活体显微光学成像技术研究免疫治疗后肿瘤微环境的多种免疫细胞的运动状

态，并对诱导免疫细胞产生不同运动状态所涉及的机理进行深入研究 

结论 随着荧光蛋白和基因操作技术的迅速发展，多色荧光标记和多色成像技术逐渐成为活体成像

研究肿瘤与宿主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手段。通过活体显微成像技术对肿瘤微环境中多种免疫细胞与

肿瘤细胞的相互作用进行动态观察和分析，深入了解一种或多种免疫细胞在肿瘤微环境中所起的作

用，已成为肿瘤免疫学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 

 
 

PU-3056 

M 蛋白影响透射比浊法和散射比浊法检测 

免疫球蛋白的差异性研究 

 
韩建华,程歆琦,吴洁,嵇巍 ,邸茜 ,张俊保 ,金成, 苏薇 

北京协和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单克隆蛋白（M 蛋白）对透射比浊法和散射比浊法定量免疫球蛋白的干扰和影响作用 

方法  选取不同浓度和类型的 M 蛋白血清标本（IgG 型 M 蛋白 20 例、IgA 型 M 蛋白 16 例和 IgM

型 M 蛋白 18 例）和健康对照者血清标本，用 AU5800 (透射免疫比浊法)和 BN II (散射免疫比浊法)

定量检测 IgG、IgA、IgM 的结果并比较二者之间的差异；通过干扰/回收实验评估 M 蛋白对同一样

本中其他免疫球蛋白检测的干扰作用 

结果  采用散射比浊法的 BNII 检测的 IgG、IgA 和 IgM 全部血清标本结果均高于透射比浊法的

AU5800 检测结果，二者有统计学差异（P<0.05）。进一步的比对结果显示，健康人群血清样本中

BN II 与 AU5800 检测的 IgG 和 IgM 结果相对差异均小于其相应的允许总误差，而 IgA 结果相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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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则超过其允许总误差； BN II 与 AU5800 分别检测 IgG 型和 IgM 型 M 蛋白血清标本，所得 IgG

和 IgM 结果相对差异均高于健康对照血清，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IgA 型 M 蛋白

血清标本检测 IgA 所得的结果相对差异则低于健康对照标本，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IgG 型 M 蛋白浓度较高时会干扰 AU5800 检测 IgA 和 IgM 的结果并使回收结果差异超过相应免疫

球蛋白的允许总误差，而相同浓度水平的 IgG 型 M 蛋白对 BN II 检测 IgA 和 IgM 则无明显干扰作

用；AU5800 结果显示，IgA 和 IgM 型 M 蛋白均会干扰 IgG 的检测并使回收结果差异超过其允许总

误差，但是 BN II 结果显示，只有相对较高水平的 IgA 和 IgM 型 M 蛋白才会干扰 IgG 的检测；无论

在 AU5800 或是 BN II，IgA 型 M 蛋白对 IgM 检测或者 IgM 型 M 蛋白对 IgA 的检测均具有干扰作

用，并使其结果差异超过相应的允许总误差 

结论  采用散射比浊法的 BN II 测得的免疫球蛋白 IgG、IgA 和 IgM 结果高于采用透射比浊法的

AU5800 的检测结果； IgG 型、IgA 型和 IgM 型 M 蛋白对 AU5800 和 BN II 检测其他两种免疫球蛋

白均具有干扰作用，且该作用具有浓度依赖性；采用散射比浊法的 BNII 较采用透射比浊的

AU5800 具有更好的抗 M 蛋白干扰作用 

 
 

PU-3057 

抗核抗体谱检测 2967 例分析 

 
秦妍妍,杨延敏 

北京丰台医院 

 

目的  了解抗核抗体谱项目检出率。 

方法  用欧蒙印迹法试剂盒检测 2967 例患者血清抗核抗体谱中不同抗原 IgG 类抗体。 

结果  各种抗体均有一定的阳性检出率。其中检测阳性率最高的前 5 项依次是 Ro-52 为 7.82％；

SSA 为 5.59％；组蛋白为 3.00％；AMA M2 为 2.60％；dsDNA 为 2.49％。 其中，男性检测阳性

率最高的前 5 项依次是 Ro-52 为 6.03％；SSA 为 3.26％；AMA M2 为 2.68％；组蛋白为为 2.51

％；dsDNA 为 2.43％。女性检测阳性率最高的前 6 项依次是 Ro-52 为 13.65％；SSA 为 10.84

％；组蛋白为 5.03％；CENP B 为 4.78%；AMA M2 和 dsDNA 均为 3.84%。 

结论  抗核抗体谱检测为临床诊断与治疗提供可靠依据。 

 
 

PU-3058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combined detection of AnuA, anti-
dsDNA, AHA and anti-Sm antibody in diagnosing SLE 

 
jing bian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oles of anti-nucleosome (AnuA), anti-
double stranded DNA (anti-dsDNA), anti-histone antibody (AHA) and anti-Sm antibody in 
diagnosing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oles of anti-nucleosome (AnuA), anti-double 
stranded DNA (anti-dsDNA), anti-histone antibody (AHA) and anti-Sm antibody in diagnosing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Methods In 150 patients with SLE, and 120 patients with other autoimmue diseases (Non-SLE) 
as control, anti-nucleosome (AnuA), anti-double stranded DNA (anti-dsDNA), anti-histone 
antibody (AHA) and anti-Sm antibody were detected by line immune assay (LIA) 
Results Positive rate of AnuA, anti-dsDNA, AHA and anti-Sm antibody (single or combined 
detection) in SL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compared with Non-SLE (p<0.01). Specificity and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combined detection were higher than any of the single assay, 

app:ds:positive
app:ds: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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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itivity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combined detection were lower than any of the single 
assay 
Conclusions The value of AnuA, anti-dsDNA, AHA and anti-Sm antibody varies in SLE 
diagnosing, combined detection is more conducive to diagnosing and distinguishing diagnose of 
SLE. 
 
 

PU-3059 

血清中 HE4, CA125, CA724 和 CA19-9 的表达对 

子宫内膜癌患者临床诊断意义 

 
边菁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评估目前与妇科肿瘤相关的肿瘤蛋白抗原 HE4, CA125, CA724 and  CA19-9 的诊断效能（敏

感性, 特异度, PPV, NPV） 

方法  。方法—选取 105 例子宫内膜癌患者和 87 例体检女性血清标本，检测如下标志物：HE4, 

CA125, CA724 和 CA19-9。 

结果  结果—子宫内膜癌患者血清标本中的 HE4, CA125, CA724 和 CA19-9 浓度远远高于正常对照

组（p<0.001）。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中，AUC（曲线下面积）最大的是 HE4, CA125, 

CA724 和 CA19-9 联合检测组，达到 82.1%（95%的置信区间，75.3%-86.2%）。单独检测的标

记物中，相对于其他三种标志物，HE4 具有较高的敏感性(58%)，阳性预测值 PPV (60%)和阴性预

测值 NPV (67%),而 HE4, CA125, CA724 和 CA19-9 联合检测组的敏感性和阳性预测值分别达到

59.1% 和 88%，HE4 与 CA125 与年龄的增长有关，HE4 与病理分型和附件浸润有关，CA125 和

CA19-9 与 FIGO 分期相关, CA72-4 与淋巴结转移相关。 

结论  结论—HE4, CA125, CA724 和 CA19-9 联合检测在子宫内膜癌的检测中具有重大意义，可以

作为子宫内膜癌患者预后参数。 

 
 

PU-3060 

外周血中单个核细胞提取影响因素的探讨 

 
陈伟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分析比对住院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提取率，从而有预见的指导临床及时的、有针对性的抽

取足够的送检血量。 

方法 收集湘雅医院 184 例住院患者基本信息、临床抗生素用药史、免疫抑制剂用药史，输血史等

临床信息，采用统计学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8 岁的患者 7 例，其细胞得率(%)为 6.914±3.891，18~44 岁(青年组)的患者 40 例，其细

胞得率(%)为 4.934±2.506，而年龄阶段为 45~59 岁(62 例)、60~74 岁(61 例)及 74 岁以上(14 例)

的患者其细胞得率(%)分别为 7.098±4.910、7.000±6.690、7.120±3.405，青年组与 45~59 岁及

60~74 岁两年龄段间有显著性差异，其 P 值分别为 0.04，0.02。有输血史的患者共 38 例，其细胞

得率(%)为 8.664±9.446，统计 P 值为 0.03，单个核细胞提取率有统计学差异。不使用抗生素组的

患者 60 例，其细胞得率(%)为 5.406±2.187，使用喹诺酮类抗生素的患者 60 例，细胞得率(%)为

7.626±4.658，使用头孢类抗生素的患者 51 例，细胞得率(%)结果为 7.652±2.659，其统计 P 值分

别为 0.01 和 0.03，单个核细胞提取率有统计学差异。使用了除头孢类和喹诺酮类以外的抗生素的

患者 39 例，其细胞得率 (%) 为 7.230±8.407 ，不使用抗生素的患者其细胞得率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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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6±2.187，与不使用抗生素组比较，统计 P 值为 0.112，单个核细胞提取率无统计学差异。

RDW、性别与免疫抑制剂用药史对于本试验单个核细胞提取无明显影响。 

结论  对于临床有喹诺酮类抗生素及头孢类抗生素用药史的患者，其送检血量要求可适当放宽；有

输血史的患者血样中单个核细胞水平有所上升，送检血量要求可适当降低。青年组可根据实际情况

适当的增加送检血量(＞5ml)。RDW、性别与免疫抑制剂用药史对于本试验单个核细胞提取无明显

影响。 

 
 

PU-3061 

糖化血红蛋白测定的临床意义 

 
蔺慧敏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南岗分院 

 

目的 化血红蛋白测定在糖尿病诊断上有重要的作用,糖尿病是一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的

内分泌代谢疾病，以高血糖为主要标志；同时，HbA1c 用于估计糖尿病临床治疗效果和监测治

疗，在临床上 HbA1c 可作为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的一个指标；HbA1c 的测定可协助判断预后；因

此，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对临床应用有重要意义。 

方法 综述分析 

结果 糖化血红蛋白的增高对人体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糖化血红蛋白与血糖浓度呈明显正相关 

的增高对人体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结论 糖化血红蛋白测定具有重要意义，是糖尿病患者疾病控制程度一项良好指标，糖尿病患者应

定期检测糖化血红蛋白，并据此制定、修正相关治疗方案，且试剂易于购买保存，标本易于采集。

目前糖尿病患病率较高，检测的标本量较大，开展此项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PU-3062 

ESR、PCT 和 CRP 在 RA 合并细菌感染中的诊断价值 

 
秦淑云 

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探究细胞沉降率（ESR）、降钙素原（PCT）和 C 反应蛋白（CRP）在类风湿关节炎（RA）

合并细菌感染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将 138 例 RA 患者按其是否合并感染分为两组，两组中根据活动性区分稳定期和活动期再分

组，检测所有患者 ESR、PCT、CRP 血清水平，比较各组的差异，并用 ROC 曲线分析 ESR、

PCT、CRP 对 RA 合并细菌感染的诊断价值。 

结果  将 138 例 RA 患者按其是否合并感染分为两组，两组中有根据活动性区分稳定期和活动期，

检测所有患者 ESR、PCT、CRP 血清水平，比较各组的差异，并用 ROC 曲线分析 ESR、PCT、

CRP 对 RA 合并细菌感染的诊断价值。 

结论  ESR、CRP 可以区分 RA 稳定期和活动期，但是不能作为区分 RA 是否合并感染的实验室指

标，PCT 在诊断 RA 合并感染时其诊断价值较高，可以作为鉴别 RA 是否合并感染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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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63 

L-33 与多囊卵巢综合疾病进展关系的研究 

 
易楠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通过检测 PCOS 患者血清中 IL-33 水平,探讨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017 年 3 月—2018 年 5 月间 20 例多 PCOS 患者,30 例健康对照者作为研究对象,应用 

ELISA 方法检测所有研究对象 PCOS 组和健康对照组血清中 IL-33 水平,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POCS 患者 IL-33 水平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显著升高,具有统计学差异,且 IL-33 水平与 POCS 疾

病的发展呈正相关。 

结论 IL-33 水平升高可能通过调节细胞免疫的变化而促进 PCOS 的进展 

 
 

PU-3064 

MDSCs 在 PCOS 发病机制中免疫抑制作用的研究 

 
易楠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与健康人群 MDSCs 细胞亚群的表达差异，明确 MDSCs 

细胞在 PCOS 的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将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4 月于我院诊疗的 30 例 PCOS 不孕患者作为观察对象，选择 30

例同期就诊于我院的正常非妊娠妇女作为对照组。于月经周期第 2～4 天抽血行性激素检查；使用

流式细胞术检测 MDSCs 细胞及 T 细胞淋巴亚群百分比。 

结果 PCOS 不孕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中 MDSCs 细胞比例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这说明 

MDSCs 细胞在 PCOS 发病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PU-3065 

Worse liver damages in HCV/HIV coinfection than HCV 
monoinfection: linking to HIV-related oxidative stress 

 
Xiangbo Hu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tic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HIV infection aggravates the progression of HCV liver damage in HIV/HCV-coinfected 
patients and the underlying pathogenesis is multifactorial. Although higher oxidative stress was 
frequently delineated in HIV or HCV monoinfection, the status of oxidative stress in HIV/HCV 
coinfection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HCV liver damage are lack of understanding. 
Methods A total of 363 HBsAg negative and anti-HCV positive FBDs from a village of central 
China were recruited in July 2005. Mortality rates of HCV monoinfection and HIV/HCV dual 
infection from 2005 to 2009 were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In 2009, a total of 282 anti-HCV 
positive subjects were follow-up visited, which included 102 HIVneg chronic HCV carriers, 76 
HIVpos chronic HCV carriers, 56 HIVneg HCV resolvers, and 48 HIVpos HCV resolvers. 18 healthy 
adults from the same village were used as controls. The indexes of oxidative stress, including 
total glutathione (tGSH), oxidized glutathione (GSSG), reduced GSH, malondialdehyde (MDA), 
glutathione peroxidase (GSH-Px), and zinc, were analyzed.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stages of 
liver disease and the influence of HIV infection on HCV liver damage, liver ultrasound 
examination was performed and APRI and FIB-4 indexes were calculated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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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higher end-stage liver disease (ESLD)-related deaths in 
HIV/HCV coinfection than HCV monoinfection was found (p=0.027). In addition, poorer liver 
ultrasound manifestation were presented in HIVpos subjects than HIVneg individuals, both in 
chronic HCV carriers and HCV resolvers (p<0.001). HIVpos subjects had higher levels of serum 
tGSH (p<0.001), MDA (p<0.001), GSH-Px (p<0.05), GSSG (p<0.001) and reduced GSH 
(p<0.001) than HIVneg individuals, both in chronic HCV carriers and HCV resolvers. HIV 
coinfection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serum zinc levels in chronic HCV-infected subjects (p=0.017) 
and HCV-resolved subjects (p=0.012). HIV-infected patients with higher ALT/AST had higher 
serum GSSG levels than those with normal ALT/AST (p<0.05). Also, HIV infect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APRI (p=0.008 for chronic HCV group; p=0.002 for resolved HCV group) and FIB-4 
(p=0.014 for chronic HCV group; p=0.027 for resolved HCV group) indexes. Importantly, serum 
level of GSSG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PRI and FIB-4 indexes in HIVpos individuals 
(p<0.001 for both).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study indicated that HIV infection accelerated HCV liver damages in 
chronic HIV/HCV-coinfected patients. The increased oxidative stress, mainly induced by HIV 
coinfection, was involved in aggravated liver damage in HIV/HCV-coinfected patients. 
 
 

PU-3066 

血清中 Anti-Tg 及 Anti-TPO 的测定对诊断甲状腺炎的作用 

 
赵立铭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100000 

 

目的 分析血清中 Anti-Tg 及 Anti-TPO 水平在甲状腺炎患者中的变化，为进一步诊断甲状腺炎提供

实验室检测指标。 

方法 运用美国雅培 I2000 化学发光仪进行测定。 

结果 甲状腺炎患者血清中 Anti-Tg 及 Anti-TPO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人，且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

(桥本甲状腺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患者血清中 Anti-Tg 及 Anti-TPO 水平显著升高，通常以

Anti-Tg>100IU/ml,Anti-TPO>200IU/ml 为多见。 

结论  血清中 Anti-Tg 及 Anti-TPO 水平的测定，对甲状腺炎的诊断具有一定的作用。 

 
 

PU-3067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e Mindray Anti-HCV Assay for 
the Detection of Hepatitis C Virus Infection 

 
岳志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100000 

 

目的  We aim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the Mindray anti-HCV assay compared 

with that of two other widely used assays. 

方法  A total of 1952 clinical samples were tested by the Mindray anti-HCV, Elecsys anti-HCV II, 

and Architect anti-HCV assays.  

结果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pecificity, PPV and LR+ among the three assays 

(P < 0.001).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ensitivity, NPV or LR- among the three 
assays (P > 0.05). 

结论  The Mindray anti-HCV assay displays a similar sensitivity to the Elecsys anti-HCV II assay 

with respect to the early detection of HCV infection. The Mindray anti-HCV assay shows excellent 
diagnostic performance and is suitable for the screening of HCV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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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68 

The immunological pattern of ADCC function mediated by 
natural killer cells in chronic HCV infection and screening 

study on HCV-specific ADCC epitopes 

 
Xiangbo Hu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tic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As main effector cell type in innate immunity, Natural killer (NK) cells are involved in 
every stage of HCV infection. In recent years, antibody dependent cell-mediated cytotoxicity 
mediated by NK cell (NK-ADCC) has been highlighted in the studies of HIV, HSV and influenza 
vaccine. However, the immunological pattern of NK-ADCC in HCV infection is still unclear. Our 
study was designed to focu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K-ADCC effect in chronic HCV-infected 
carriers and HCV spontaneous resolvers, as well as screening the HCV-specific epitopes of NK-
ADCC response, which should provide a theoretical evidence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on noval 
NK-ADCC-based vaccines. 
Methods  Flow cytometry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frequencies of NK cell and its subsets,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receptor species, and the capacity of degranulation and cytokine production 
of NK cell by the antigen-antibody complex model using P815 cell and intracellular cytokine 
staining. The experiments of HCV infection were analyzed using Huh7.5.1 cells transfected with 
HCV/JFH-1. E1/E2 linear antibody epitope polypeptide-coated culture plates were used to screen 
HCV-specific NK-ADCC epitopes. Also, the levels of several cytokines in cell culture supernatant 
were dectected by ELISA. 
Results when the levels of multiple cytokines in NK-ADCC supernatant were detected, we found 
that the levels of IFN-γ and TNF-α in chronic HCV infection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healthy 
control (IFN-γ: p=0.016; TNF-α: p=0.032), whereas the variation of IL-22 presented an opposite 
trend (p=0.064). Specifically, IL-10 was undetected in NK-ADCC supernatant. Furthermore, we 
found that plasma (48.98%, 24/49) from chronic HCV-infected carriers reacted with HCV E1/E2 
mixed peptides can mediate remarkable NK-ADCC response. Finally, the linear antibody epitope 

polypeptides #3、#6、#11、#14 and #17 were verified to induce strong NK-ADCC responses. 

Conclusions NK-ADCC supernatants of healthy donors did inhibit HCV replication in vitro, and 
this effect is significantly weaker for chronic HCV-infected carriers. In response to stimulation by 
P815-Ab, NK cells can release IFN-γ, TNF-α, IL-22, TGF-β, but not IL-10. (3) We observed that 
approxinmate half of plasma from chronic HCV-infected carriers pre-reacted with HCV E1/E2 
mixed peptides can mediate remarkable NK-ADCC response. Importantly, the linear antibody 
epitope polypeptides #3, #6, #11, #14 and #17 can mediate much stronger NK-ADCC than other 
E1/E2 peptides, and the polypeptides #11, #14 and #17 were located in relative conserved region 
in HCV E2 protein. 
 
 

PU-3069 

促甲状腺激素、甲状腺球蛋白抗体及过氧化物酶抗体 

在分化型甲状腺癌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段文冰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分析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血清中促甲状腺激素（TSH）、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和甲状

腺球蛋白抗体（Tg-Ab）水平，探讨 TSH、TPO-Ab、Tg-Ab 水平对分化型甲状腺癌诊断的诊断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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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就诊于山东省立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的甲

状腺患者的临床资料，按术后病理诊断结果分为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 120 例（DTC 组），良性结

节 135 例（良性组），比较术前各组血清 TSH、TPO-Ab、Tg-Ab 的水平；将两组患者按照 TSH 

水平进行再次分组，比较各组间指标的差异，在 DTC 患者中，分析术前 TSH 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

之间的关系。 

结果 ①DTC 组患者 TSH 水平明显高于良性组（P<0.05）；试验组血清 Tg-Ab 阳性率高于良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的 TPO-Ab 阳性率高于良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不同 TSH 水平组间 DTC 患病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Tg-Ab 阳性、TSH 增高为引起分化型甲状腺癌的危险因素。③TSH 与患者病灶直径、

肿瘤分期、淋巴结转移呈显著相关（P<0.05）。 

结论 通过回顾性分析分化型甲状腺癌的临床资料，血清中 TSH、TPO-Ab、Tg-Ab 水平与分化型甲

状腺癌密切相关，对其诊断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PU-3070 

血清促甲状腺素、甲状腺球蛋白抗体和过氧化物酶抗体在良、 

恶性甲状腺结节诊断中的意义 

 
段文冰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分析良、恶性甲状腺结节患者血清中促甲状腺激素（TSH）、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和

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水平，探讨 TSH、TPO-Ab、Tg-Ab 水平在良、恶性甲状腺结节诊断

中的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就诊于山东省立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的甲

状腺患者的临床资料，按术后病理诊断结果分为良性组（230 例）：单纯结节性甲状腺肿 60 例

（NG 组），单纯腺瘤组（TA 组）35 例，结节性甲状腺肿伴腺瘤 135 例（NG+TA 组）；恶性组

（83 例）：单纯甲状腺癌 38 例（TC 组），甲状腺癌、伴结节性甲状腺肿 45 例（TC+NG 组）和

正常对照组 30 例（N 组）。比较术前各组血清 TSH、TPO-Ab、Tg-Ab 的浓度、阳性率及临床病

理特征之间的关系 

结果 ①TC 组和 TC+NG 组 TSH、TPO-Ab、Tg-Ab 的水平显著高于其他 4 组（P<0.05）；NG

组、TA 组、NG+TA 组和 N 组间两两比较无差异（P>0.05）。②TC 组和 TC+NG 组 TSH、Tg-Ab

阳性率也明显高于其他 4 组（P<0.05），TPO-Ab 阳性率与其他 4 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P>0.05）。③TSH、TPO-Ab、Tg-Ab 与患者病灶直径、肿瘤数、肿瘤分期、淋巴结转移及包膜

侵犯呈显著相关（P<0.05），但 TSH、TPO-Ab、Tg-Ab 水平与患者年龄、性别及血管侵犯无相关

性（P>0.05）。 

结论 通过回顾性分析甲状腺患者的临床资料，血清中 TSH、TPO-Ab、Tg-Ab 水平与甲状腺癌的发

生与发展密切相关，在甲状腺良性结节和甲状腺癌的鉴别诊断中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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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71 

锦州市儿童医院 2017 年 12 月份-2018 年 2 月 

呼吸道病原体情况分析 

 
王佳美,赵劲松,李满元 

锦州市妇婴医院,121000 

 

目的 分析锦州地区婴幼儿在全国流感大流行期间呼吸道病原体的感染情况，并为流感早期诊断、

治疗和预防提供数据支持。 

方法 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IFA）检测对锦州市儿童医院 2017 年 12 月份-2018 年 2 月呼吸道感染

患儿血液中的呼吸道合胞病毒（RSV）、腺病毒（ADV）、流感病毒 Ａ型（IFA）、流感病毒 B 型

（IFB）、副流感病毒（PIV）、肺炎衣原体（CP）、肺炎支原体（MP）和嗜肺军团菌（LP）８

种病原体的 IgM 抗体进行检测。 

结果  此时期本院收治患儿 509 例，其中阴性 77 例，占 15.13%，单项感染 158 例，占 31.04%，

混合感染 274，占 53.83%；流感病毒（包括流感病毒 A 型和 B 型）感染患儿 263 例 ，其中流感

病毒单项感染 28 例，占 10.65%，流感病毒合并感染 235 例，占 89.35%；流感病毒合并感染患儿

中流感+病毒+支原体 93 例，占 39.57%，流感+支原体 90 例，占 38.30%，流感+病毒 23 例，占

9.97%。 

结论 本次流感大爆发持续时间长，治疗难度大，以流感病毒合并其他病原体感染为主，且不排除

由其他呼吸道病原体造成的呼吸道感染，却以流感治疗方式治疗影响治疗效果，及时明确病因，对

疾病早期诊断、治疗具有积极作用。 

 
 

PU-3072 

CEA、CK7 和 CK20 联合检测在腹腔积液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王伯玉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130000 

 

目的  探讨 CEA、CK7 和 CK20 在腹腔积液中的表达阳性率以及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恶性腹腔积液 40 例，可疑恶性腹腔积液 20 例，良性腹腔积液 20 例，腹腔积液离心后

收集沉渣，石蜡包埋，切片，免疫细胞化学染色，显微镜下观察 CEA、CK7 和 CK20 免疫标记物

在腹腔积液中的表达情况。 

结果   CEA、CK7 和 CK20 在恶性组中的表达显著高于良性组（P<0.001），CEA 在恶性组中的表

达阳性率为 60%；CK7 在恶性组中的表达阳性率为 91.0%；CK20 在恶性组中的表达阳性率为
40.0% 

结论  CEA、CK7 和 CK20 可作为腹腔积液的特异标记物，其联合检测有助于判断肿瘤细胞的组织

来源、提高腹腔积液的阳性检出率，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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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73 

抗 β2 肾上腺素受体自身抗体对气道平滑肌细胞表型转换的影响 

 
张嫄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近年来免疫反应参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发病机制受到关注，我们的前期研究发现

COPD 患者血浆中抗 β2 肾上腺素受体自身抗体（β2-AAbs）水平升高，且与临床症状恶化显著相

关。本项目旨在通过体外研究观察 β2-AAbs 对 COPD 气道重构的影响及其相关信号通路。 

方法  原代分离培养大鼠气道平滑肌细胞；免疫荧光观察 β2-AAbs 与细胞的结合；real-time PCR、

WB 检测 ERK1/2 抑制剂 PD98059 处理前后 β2-AAbs 对 ERK1/2 磷酸化及 α-SMA 的影响。 

结果 免疫荧光显示 β2-AAbs 与气道平滑肌细胞特异结合。与对照组相比，β2-AAbs（10-7M）处理

15 分钟显著增加 ERK1/2 磷酸化水平（P＜0.05）。β2-AAbs（10-7M）孵育 24 小时显著增加细胞

α-SMA 表达水平（P＜0.05）。ERK1/2 抑制剂预孵育显著降低 β2-AAbs 引起的 α-SMA 表达升高

（P＜0.05）。 

结论 ERK1/2 激活参与 β2-AAbs 促进原代气道平滑肌细胞 α-SMA 表达升高，β2-AAbs 引起气道平

滑肌细胞向收缩型转换，可能参与 COPD 气道功能下降。 

 
 

PU-3074 

AIDS/HIV 患者合并 CMV 病毒感染的调查分析 

 
赵敏,柳丽娟 

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目的  调查分析 823 例 HIV/AIDS 患者 CMV 病毒的感染情况，并比较不同临床样本中 CMV-DNA、

CMV IgG 和 CMV IgM 的检测方法对临床的诊断价值。通过 CD4+T 细胞检测分析病人免疫状态与

CMV 感染率的相关性。 

方法  实时荧光 PCR 定量方法检测血浆、尿液和脑脊液中的 CMV-DNA 含量以及血液 HIV-RNA 病

毒含量；化学发光法定量检测血清 CMV IgG 和 CMV IgM；流式细胞术计数分析患者 CD4+T 细

胞。 

结果  AIDS/HIV 患者合并感染 CMV 病毒的阳性总检出率为 28.9%；尿液、血液和脑脊液的合并感

染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75.25%、59.7%和 8.9%。尿液和血浆 CMV-DNA 检测结果无统计学差异。血

浆中 CMV IgM 抗体检测结果与尿 CMV-DNA、血 CMV-DNA 的检测结果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感

染 CMV 病毒组的 CD4 绝对计数分布为（37.88±57.36），HIV-RNA 定量分布为（5.14±1.61）；

未合并感染 CMV 病毒组的 CD4 绝对计数分布为（170.03±227.82），HIV-RNA 定量对数分布为

（3.98±2.41），两组的 CD4 计数差异和 HIV-RNA 定量检测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AIDS/HIV 患者 CD4 越低、HIV-RNA 定量值越高就越容易感染 CMV 病毒；实时荧光 PCR 定

量方法检测尿液或血浆 CMA-DNA 对 CMV 病毒感染的筛查有重要的诊断价值，而 CMV IgG 和

CMV IgM 的抗体检测有其临床应用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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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75 

CA72-4 高阳性率的分析及其对胃癌诊断价值的探讨 

 
彭秀娟,林思屹,马永能,黄浩峻,陈娟娟,杨自力 

四川省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检测并分析胃癌患者、胃溃疡患者和其他消化道肿瘤患者中糖类抗原 CA72-4 的检测结

果，探讨 CA72-4 对胃癌的诊断价值。 

方法（1）选取 2016 年 10 月到 2017 年 2 月来我院体检的 2637 例体检者的肿瘤标志物芯片

（C12）结果作分析，对 CA724 单独阳性者作统计，并对其中 CA72-4 单独增高明显者（检测值

大于 50U/ml，CA72-4 的参考范围上线是 6.9U/ml）行胃镜检查以确定胃部的病变程度。（2）收

集 2017 年 2 月-2017 年 11 月来我院临床科室治疗或初诊的胃癌患者 30 例（A 组）、胃溃疡患者

30 例（B 组）以及其他消化道肿瘤患者 30 例（C 组），检测 CA72-4。通过以上两组试验拟探讨

CA72-4 在胃癌中的诊断价值和高阳性率的可能原因。 

结果 2637 例体检者中 CA72-4 阳性（CA72-4>6.9U/ml 为阳性）的有 398 例，阳性率为 15.1%；

检测值大于 50U/ml 者中有 29 人进行了胃镜检查，结果显示 11 例胃部无明显病变即正常，16 例检

查者为慢性非萎缩性胃炎（2 例伴有轻度糜烂）,2 例为慢性萎缩性胃炎，胃癌患者数为 0；CA72-4

在胃癌组和其他消化道肿瘤组的阳性率分别为 36.7%和 30.0%，在胃溃疡组的阳性率为 26.7% 

结论 健康人群 CA72-4 单独阳性率高，单独增高不适合作为消化道肿瘤的判断指标；在消化道良性

疾病和恶性肿瘤中 A72-4 阳性均有一定阳性率，但阳性率低，检测值正常不应排除消化道恶性肿

瘤。 

 
 

PU-3076 

不同免疫检验方法检测乙型肝炎病毒感染 

血清学标志物的对比分析 

 
任小红,于永敏,高岭,孔庆飞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ELISE 法与 ECLIA 法检测在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血清学标志物中的对比应用研究。 

方法  对 200 例乙型肝炎患者进行体检，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100 例，并对

患者进行 ELISE 法和 ECLIA 法定量检测，对比两种不同方法对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血清学标志物的

检测阳性率。 

结果 检查乙肝五项结果中，ECLIA 法诊断准确率为 98.50%，ELISE 法诊断准确率为 84.50%，两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患者 HBsAg、HBeAb 的阳性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别

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对 HBsAb、HBeAg、HBcAb 的检测结果，两种方法的阳性率无显

著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ECLIA 法阳性检测率显著优于 ELISE 法，可以用于临床动态观察和检测病情，为临床检查及

治疗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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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77 

Icarrin combined with baicali and doxorubicin in inhibition 
of APRIL expression in hepatoma cells and inhibit the 

growth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 
 

Jing Tang 

Yeda Hospital of Yantai， Yantai， Shandong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ction of APRIL on advancing the growth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 the 

role and mechanism of ICA、Baicali in combition with ADM on inhibiting the expression of APRIL 

and VEGF in HepG2 cells and thus inhibiting the growth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  
Methods MTT assay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proliferation activity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 
ECV304; RT-PCR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APRIL on HepG2 cells and its 
receptor HSPG on ECV304. Immunocytochemistry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VEGF on ECV304.  

Results VEGF protein and APRILmRNA on HepG2 cells 、HSPGmRNA on ECV304 cells have 

high expression level .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APRIL and VEGF have obvious  positive 

relationship（P<0.001）. After treatment with 25 µg/ml ICA、200 µg/ml BAI、2 µg/ml ADM and 

12.5 µg/ml ICA + 1 µg/ml ADM、100 µg/ml BAI + 1 µg/ml ADM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APRILmRNA on HepG2 cells was down-regulated and the related quantitation drop to 0.69、

0.68、0.47、0.43、0.42 from 0.71. HepG2 cells after treated by the five groups for 48 hours, give 

up the supernant, and with the new 10% NBS DMEM for 48 hours, this supernant can inhibit the 

proliferation of ECV304 cells, with the inhibitory rate being (2.79 ± 5.57)%、(15.20 ± 3.79)%、

(12.10 ± 4.50)%、(19.34 ± 8.17)%、(20.27 ± 4.77)%（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VEGF was reduced on HepG2 cells of the five groups, the gray 

degree from 86±4.3 change to 95±5.0、120±6.7、180±8.6、195±7.9 和 201±7.7 

Conclusions APRIL secreted by HepG2 cells can promote the growth of ECV304 cells , because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APRIL and VEGF have obvious positive relationship on HepG2 cells, so 
APRIL can through up-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VEGF promote the growth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 APRIL can also by paracrine act on its receptor HSPG promote the growth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 , ICA、BAI in combition with ADM can down-regulate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APRIL and VEGF and further inhibit the growth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 
 
 

PU-3078 

NT-ProBNT 水平评估心力衰竭患者心功能的临床意义 

 
宋红宝,宋晓冬 

一汽总医院 

 

目的 探讨氨基末端 B 型钠尿肽原（NT-proBNP）水平对心力衰竭患者心功能的评价作用。 

方法 抽取我院 2016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间收治的 80 例心力衰竭患者为研究对象观察组，另设

同期在我院体检的 80 例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对两组患者进行 NT-proBNP 水平测定，比较两组

NT-proBNP 水平和不同心功能分级心力衰竭患者 NT-proBNP 水平。 

结 果  对 照 组 NT-proBNP 水 平 为 （ 124.8±16.9 ） pg/mL ， 观 察 组 NT-proBNP 水 平 为

（456.2±30.9）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比较不同心功能等级心力衰竭患者 NT-

proBNP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检测 NT-proBNP 水平有利于诊断心力衰竭疾病，评估心功能，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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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79 

NT-proBNT 水平评估心力衰竭患者心功能的临床意义 

 
宋红宝,宋晓冬 

吉林大学第四医院（原：第一汽车制造厂总医院）,130000 

 

目的  探讨氨基末端 B 型钠尿肽原（NT-proBNP）水平对心力衰竭患者心功能的评价作用。 

方法 抽取我院 2016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间收治的 80 例心力衰竭患者为研究对象观察组，另设

同期在我院体检的 80 例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对两组患者进行 NT-proBNP 水平测定，比较两组

NT-proBNP 水平和不同心功能分级心力衰竭患者 NT-proBNP 水平。 

结 果  对 照 组 NT-proBNP 水 平 为 （ 124.8±16.9 ） pg/mL ， 观 察 组 NT-proBNP 水 平 为

（456.2±30.9）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比较不同心功能等级心力衰竭患者 NT-

proBNP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检测 NT-proBNP 水平有利于诊断心力衰竭疾病，评估心功能，值得推广应用。 

 
 

PU-3080 

NT-proBNP 水平评估心力衰竭患者心功能的临床意义 

 
宋红宝,宋晓冬 

吉林大学第四医院（原：第一汽车制造厂总医院）,130000 

 

目的 探讨氨基末端 B 型钠尿肽原（NT-proBNP）水平对心力衰竭患者心功能的评价作用。  

方法 抽取我院 2016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间收治的 80 例心力衰竭患者为研究对象观察组，另设

同期在我院体检的 80 例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对两组患者进行 NT-proBNP 水平测定，比较两组

NT-proBNP 水平和不同心功能分级心力衰竭患者 NT-proBNP 水平。 

结 果  对 照 组 NT-proBNP 水 平 为 （ 124.8±16.9 ） pg/mL ， 观 察 组 NT-proBNP 水 平 为

（456.2±30.9）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比较不同心功能等级心力衰竭患者 NT-

proBNP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检测 NT-proBNP 水平有利于诊断心力衰竭疾病，评估心功能，值得推广应用。 

  
 

PU-3081 

降钙素原、白细胞介素-6 和超敏 C-反应蛋白在新生儿感染性疾

病早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比较 

 
张晓洁,黎青,张立涛,张美娟,成祥君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降钙素原（PCT）、白细胞介素-6（IL-6）和 C-反应蛋白(CRP)在新生儿感染性疾病早

期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对我院新生儿科出生 3 天后的 195 例疑为细菌感染的新生儿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所有

患儿通过细菌学或影像学方法判断是否为细菌性感染，检测血清中 PCT、CRP 和 IL-6 的含量，分

为非感染组（A 组）、局部感染组（B 组）及重症感染组（C 组）3 组进行分析。 

结果  重症感染时，血清 PCT、CRP 和 IL-6 浓度均明显升高，与局部感染组和非感染组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05)，其中，PCT 升高更显著（P<0.05）；与 C 组比较，A、B 两组的

PCT 、CRP 和 IL-6 阳性率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C 组的 PCT 阳性率与 CRP、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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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的阳性率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 CRP、IL-6 比较，PCT 在重症感染的诊断中

的特异性及敏感性更高。 

结论  PCT 的诊断价值明显好于 IL-6 和 CRP，可作为早期检测新生儿严重感染的标准，在诊断和

预后中均有重要意义。但三者对感染严重程度的诊断具有高度的统一，感染越严重，患儿的血清

PCT、IL-6 和 CRP 水平越高，三者联合检测可提高对新生儿感染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对临床

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价值。 

 
 

PU-3082 

固态和液态生物芯片研究进展—介绍一种阻抗编码微球 

液态生物芯片新技术平台 

 
王占科 1,常津 2 

1.解放军第九四医院 

2.天津大学生命科学院 

 

目的 综述和总结国内外最新生物芯片的分类，工作原理及在生物医学领域中的应用研究进展，提

出具有中国知识产权的微球阻抗编码液态生物芯片及其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新思路和新方法。 

方法 检索近年来国内外相关文献和发明专利，总结、分析、比较和概括生物芯片的分类方法、工

作原理及其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 

结果 （1）按照不同分类标准，最新的生物芯片可分为固态生物芯片和液态生物芯片(悬浮式生物芯

片); 蛋白质芯片和基因芯片; 微点阵生物芯片、微流路生物芯片和芯片实验室; 固态平面坐标编码生

物芯片(传统固态生物芯片)、微球荧光颜色编码液态生物芯片（传统液体生物芯片）和微球阻抗编

码液态生物芯片。（2）固态生物芯片技术成熟，目前投入临床应用；近几年以液态生物芯片应用

研究为主，其中微球荧光颜色编码的液态生物芯片检测性能良好，已经用于生物医学领域的多种抗

原类、抗体类和核酸类物质检测。（3）液态生物芯片以微球不同特征值编码不同待测物质种类，

微球荧光颜色编码的液态生物芯片通量大小取决于不同荧光颜色微球的种类多少，微球阻抗编码液

态生物芯片通量理论上取决于不同阻抗微球的种类多少，微球阻抗值为理论上无限多；微球阻抗编

码技术拥有中国知识产权，除发明专利授权说明书介绍外，国内外无相关文献报道。 

结论  液态生物芯片研究是国内外的重点和发展方向，微球荧光颜色编码的液态生物芯片及其应用

研究，国内外报道已经很多，然而，微球阻抗编码液态生物芯片研究报道却几乎没有。微球阻抗编

码液态生物芯片作为中国生物芯片编码技术产品，很值得研究和开发，具有良好的潜在应用前景。 

 
 

PU-3083 

抑制 NF-κB 活性对 TNF-α 联合 IFN-γ 诱导肾小管 

上皮细胞表达趋化因子的影响 

 
林滢 1,祝先进 2 

1.福建省人民医院,350000 

2.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探讨抑制 NF-κB 活性对 TNF-α 联合 IFN-γ 诱导肾小管上皮细胞表达趋化因子的影响及 15d-

PGJ2 抑制趋化因子表达的机制。 

方法 将肾小管上皮细胞（HK-2）分为空白组、TNF-α 联合 IFN-γ 刺激组（刺激组）、PDTC 干预

组及 15d-PGJ2 干预组；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各组趋化因子 CXCL9、CXCL10、CXCL11 

mRNA 的相对表达量；ELISA 检测各组上清液中趋化因子 CXCL9、CXCL10、CXCL11 的蛋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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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量；Western blot 检测空白组、刺激组及 15d-PGJ2 干预组中 NF-κB 信号通路相关蛋白 p65、

IκBα 及其磷酸化蛋白 p-p65、p-IκBα 的表达量。 

结果 TNF-α 联合 IFN-γ 刺激 HK-2 细胞后，CXCL9、CXCL10、CXCL11mRNA 表达量及蛋白分泌

量显著增高(P＜0.05)，而经 PDTC 预处理后，趋化因子 CXCL9、CXCL10、CXCL11 的 mRNA 相

对表达量分别下降了 85.44%、45.94%、45.03%(P＜0.05)，蛋白分泌量分别下降了 60.87%、

47.59%及 53.42%(P＜0.05)；15d-PGJ2 预处理后，CXCL9、CXCL10、CXCL11 的 mRNA 相对

表达量分别下降了 93.87%、92.4%、86.81%(P＜0.01)，蛋白分泌量分别下降了 49.74%、

67.13%、62.39%(P＜0.01)，且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 HK-2 细胞中 p65 及 IκBα 蛋白的磷酸化水

平与刺激组相比明显降低(P＜0.01)。 

结论 抑制 NF-κB 活性使 HK-2 细胞分泌趋化因子 CXCL9、CXCL10、CXCL11 减少；15d-PGJ2

通过抑制 NF-κB 信号通路的活化，下调趋化因子 CXCL9、CXCL10、CXCL11 的表达。 

 
 

PU-3084 

60 岁以上人群血清甲状腺标志物参考区间调查 

 
李娜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100000 

 

目的  调查 60 岁以上表面健康人群血清甲状腺功能标志物五项的生物参考区间。 

方法 按照美国国家临床生物化学研究院关于甲状腺疾病诊断与监测的实验室支持中的筛选要求：

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与年龄有密切关系，并提出建立促甲状腺激素（TSH）等甲状腺激素的参考区

间时一定要排除 TPOAb 阳性个体，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就诊及体检的患者中筛选出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 211 例（女性 100 例，男性 111 例），采用 UniCel DXI 800 全自动化学发光分

析仪及 TT3、TT4、 FT3、 FT4 、TSH 试剂和相应校准品购自美国贝克曼库尔特公司测定血清三碘

甲状腺原氨酸（TT3）、甲状腺素（TT4）、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游离甲状腺素

（FT4）、促甲状腺激素（TSH）。 

结果  TT3、TT4、 FT3、 FT4 和 TSH 的正确度验证结果测量范围在 95%可信区间内，精密度验证

结果符合本实验室的认可标准。不同性别间甲状腺激素水平的结果为：男性的 TSH 和 FT4 水平分

别为中位数（0.41~4.95）mIU/L 和中位数（9.51~16.82）pmol/L，女性的 TSH 和 FT4水平分别为

中位数（ 0.37~6.20）mIU/L 和中位数（8.72~16.36） pmol/L，男女组间存在统计学差异

（P<0.05）。不同年龄组间甲状腺激素水平的结果为：60~69 岁 TT3 和 FT3 水平分别为

(1.63±0.33)nmol/L 和(4.80±0.63)pmol/L，≥70 岁以上 TT3和 FT3水平分别为(1.50±0.36)nmol/L 和

(4.52±0.62)pmol/L，年龄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60 岁以上人群血清甲状腺激素五

项的参考区间为：TT3（1.01~2.37）nmol/L，TT4 （108.01~168.56）nmol/L，FT3 （3.51~5.88）

pmol/L，FT4 （8.80~16.63）pmol/L，TSH （0.43~6.05）mIU/L。 

结论 血清甲状腺功能标志物存在年龄和性别差异。本研究初步建立了 60 岁以上人群血清甲状腺功

能标志物的参考区间，为临床诊疗提供判断依据。 

 
 

PU-3085 

ELISA 法检测 HBcAb 阳性的血清中低浓度 HBsAg 结果分析 

 
何成禄,单斌,段勇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ELISA 法检测 HBcAb 阳性的血清中低浓度 HBsAg 的检出情况及原因探讨 

方法 收集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经 ELISA 定性筛查 HBsAg(-)、

HBcAb (+)的标本 458 例（245,25,及 5 三组模式），根据 S/CO 值由低到高将其分为 A、B、C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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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A:S/CO<0.1;B:0.1《S/CO<0.5;C:0.5《S/CO<1），同时采用 CMIA 方法检 HBsAg，分析比较

两种方法对 HBsAg 检出情况，进一步通过 HBV-DNA 加以验证。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结果  458 例 ELISA 定性筛查 HBsAg(-)、HBcAb (+)的结果中，CIMA 法检出 HBsAg（+）33 例占

总数的 7.21%，其中 28 例 HBsAg＜0.1 IU/mL,占 84.85%；245、25、5 三种模式的 HBsAg 检出

率分别为 2.82%、8.94%、15.22%，三种不同模式间 HBsAg 比较，P<0.05。33 例 HBsAg 阳性血

清检测 HBV DNA 结果有 13 例阳性，占 39.39%，其中 8 例 HBV DNA 拷贝数小于 1×104 IU/mL ，

5 例 HBV DNA 拷贝数大于 1×104IU/mL。245、25、5 三种模式的 HBV-DNA 检出率分别为 20%、

28.57%、85.71%，三种不同模式间 HBsAg 比较，P<0.05。458 例血清标本通过 χ2 检验对 A、

B、C 三组的 HBsAg 阳性率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比较 A 组与 B 组的 13

例 HBV DNA 阳性率时，P>0.05，C 组未检出 HBV DNA 阳性。进一步对 HBV DNA 拷贝数大于

1×104IU/mL 的 5 例标本稀释后用 ELISA 法重复测定 HBsAg 以验证是否存在钩状效应，结果显示

5 例标本 HBsAg 均为阳性，其中 4 例标本 S/CO 值>3.0,1 例标本 S/CO 值<3.0。若将 B 组中 HBV 

DNA 拷贝数大于 1×104IU/mL 的 5 例排除后，B 组中 HBV DNA 拷贝数小于 1×105IU/mL 仅有 4

例，此时 A 组与 B 组 HBV DNA 阳性率比较，P<0.05 

结论  EILISA 法对于低浓度的 HBsAg 存在较大的漏检，CIMA 法和 HBV-DA 可作为补充实 

 
 

PU-3086 

miRNA145 和 miRNA196a 在 HPV16,HPV18 阳性 

宫颈分泌物中 

 
陈昌国,刘新萍,陈秋圆,董优优 （解放军海军总医院检验科，北京 100 

北京海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 miRNA145 和 miRNA196a 在 HPV16 型阳性, HPV18 型阳性宫颈分泌物中的表达情况。 

方法 选取 50 例 HPV 阴性宫颈分泌物作为对照组；选取 161 例 HPV 阳性患者（含 101 例 HPV16

型阳性患者、60 例 HPV18 型阳性患者）宫颈分泌物为实验组，以 miRNA145 和 miRNA196a 为检

测对象，U6 为内参，采用 TRIzol 法对宫颈分泌物中 miRNAs 进行提取，采用 miRNA145 和

miRNA196a 特异性反转录引物进行反转录，使用 miRNA145 和 miRNA196a 特异性 PCR 引物对

目的 miRNA 进行荧光定量 PCR 进行扩增，在 SLAN-96P 荧光定量 PCR 仪上进行检测。 

结果（1）miRNA145 和 miRNA196a 和 U6 特异性引物进行反转录后均获得良好的扩增曲线，可

以用于后续实验；（2）阴性对照组宫颈分泌物中 miRNA196a 表达水平低于 HPV16 阳性组，差异

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3）阴性对照组宫颈分泌物中 miRNA196a 表达水平低于 HPV18

阳性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4）阴性对照组宫颈分泌物中 miRNA145 在

HPV16 阳性组及 HPV18 阳性组表达无差异。 

结论  HPV16 阳性组及 HPV18 阳性组宫颈分泌物中 miRNA196a 表达显著增高，为进一步研究

HPV 诱发宫颈癌的分子机制提供重要线索。 

  
 

PU-3087 

郑州市 1665 例育龄妇女 TORCH 感染情况的调查分析 

 
王万海,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了解郑州市育龄妇女中 TORCH 的感染现状，为预防 TORCH 感染和做好优生优育工作提供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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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对 2012 年 6 月至 9 月来我院进行孕前咨询的育龄妇女 1666

名进行 TORCH 感染的特异性 IgM 及 IgG 抗体检测。 

结果  育龄妇女 TORCH IgM 抗体总阳性率为 5.5%，其中 RV IgM 抗体阳性率最高(2.9%)，其次

HSV (1.0%)。在 IgG 抗体方面，HSV IgG 抗体阳性率最高(90.4%)，其次为 CMV IgG (89.7%)，而

RV IgG 抗体阳性率为 48.1%，Tox IgG 为 0.7%。在育龄人群年龄间 TORCH 感染分布方面，

30~39 岁组的育龄人群中 TORCH 各病原体的 IgM 抗体阳性率普遍较低；而 IgG 抗体方面，Tox、

CMV 及 HSV IgG 抗体阳性率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上升趋势，但 RV IgG 抗体阳性率却随着年龄的

增长呈下降趋势。在性别之间，除女育龄人群的 CMV 和 HSV IgG 抗体阳性率显著高于男育龄人群

外，其它 TORCH 抗体阳性率性别间无差异。 

结论  河南省育龄人群中存在一定比例的 TORCH 现状感染及较低 RV IgG 阳性率，建议孕前夫妇

应进行 TORCH 筛查，以便尽早采取相应措施，避免由 TORCH 感染导致出生缺陷的发生。 

  
 

PU-3088 

高速离心对化学发光法检测传染病四项弱反应性 

标本复检结果的影响 

 
高川川,孙艳艳 

北京市石景山医院,100000 

 

目的  观察高速离心对化学发光法检测 HBsAg、HIV-Ag/Ab、抗-HCV、TP-Ab 弱反应性标本复检结

果的影响。 

方法  收集 HBsAg、HIV-Ag/Ab、抗-HCV、TP-Ab 四项初检弱反应性标本，分别高速离心后复检，

并对复检结果和高速离心之前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经高速离心后复检，HBsAg 的复检阳性率为 47.1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8.998，

P<0.001），HIV-Ag/Ab 的复检阳性率为 26.3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2.976，P<0.001）；

抗-HCV 的复检阳性率为 94.5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154，P=0.694），TP-Ab 的复检阳

性率为 98.3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06，P=0.94）。高速离心后夹心法项目和间接法项目

的复检阳性率分别为 44.89%和 96.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8.719，P<0.001） 

结论  高速离心可以明显降低 HBsAg 和 HIV-Ag/Ab 的复检阳性率；传染病四项使用免疫学方法不

同的项目，复检阳性率存在显著差异，高速离心对夹心法项目的复检结果有明显影响。  
  
 

PU-3089 

89 例初次免疫固定电泳 M 蛋白检测阳性患者资料分析 

 
王金英,赵祎,李晓阳,钟玉萍 

北京朝阳医院京西院区,100000 

 

目的  探讨免疫固定电泳（IEF）在 M 蛋白检测中的价值  

方法 采用法国 Sebia Hydrasys 2 琼脂糖凝胶电泳仪进行 IFE，对 89 例初次检测 M 蛋白阳性的患

者的实验室和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在 1908 例送检标本中，共检测出 M 蛋白阳性 274 例，其中初次检测 M 蛋白阳性 89 例。分

型情况以 IgG 型和 IgA 型为多见，占比分别为 47.2%和 21.3%。其他各型各有分布。患者最常以

肾脏疾病、骨骼疾病及球蛋白异常就诊，首诊科室除急诊内科外，位列前三位的分别为血液科、肾

内科和骨科。M 蛋白检测初次阳性患者中 40 例被诊断为多发性骨髓瘤(MM)，阳性预测值为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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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免疫固定电泳对于检测 M 蛋白具有较好的临床价值，对于高危人群应注重 M 蛋白筛查，加强

多学科间的合作，降低 MM 的误诊率和漏诊率。 

  
 

PU-3090 

C/EBPƳ 抑制氧化应激促进肝癌细胞增殖 

 
娄晓丽,侯彦强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201600 

 

目的  C/EBPƳ 对肝癌细胞增殖的作用机制。 

方法  细胞株肝癌细胞系 HepG2，采用 DMEM（10% FBS）培养基 37℃ 5%CO2 常规培养。构建

shC/EBPƳ-pLKO.1 腺病毒载体，与包装载体 pMD2G, pMDLG/REE 和 pRSV/Rev 共转染 293T 细

胞，空白载体 pLKO.1 作为对照，12~16h 后收集病毒上清感染 HepG2 细胞，重复感染 4 次后加入

嘌呤霉素（puromycin 2μg/mL）选择培养 48~72h 后，将 puromycin 浓度改为 1μg/mL 维持选择，

显微镜下观察细胞状态。采用生长曲线（0，2，4，6d）检测细胞干扰后增殖情况；采用无血清培

养基或加入 NAP 无血清培养基培养 0.5h，1h，3h，6h，12h 和 24h 后，DFH-DA 法检测 ROS 的

浓度，采用 Real-time PCR 检测氧化应激相关基因的转录水平变化；采用划痕实验检测细胞干扰后

迁移能力。 

结果  干扰 HepG2 的 C/EBPƳ 后，干扰组细胞生长速度 2d（2.35±0.24），4d（3.43±0.43），6d

（3.78±0.56）与对照组 2d（3.35±0.54），4d（6.78±0.66），6d（28.08±1.43）相比明显降低

（p<0.05）；营养匮乏状态下，干扰组细胞活性氧（ROS）水平与对照度相比明显升高，NAP 组

0.5h 和 1hd 的 ROS 水平与干扰组相比明显降低（p<0.05）；干扰组氧化应激相关基因 Gpx7、

HPRT1、Nrf2、HO-1、NQO1-tv2/3/4 的转录水平在缺乏营养培养 12h 和 24h 后明显升高；划痕

实验显示 C/EBPƳ 干扰组细胞划痕间隙距离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异。 

结论  C/EBPƳ 干扰后，细胞增殖明显抑制，营养匮乏状态下干扰组细胞活性氧水平和氧化应激相

关基因明显升高，NAP 能部分改善细胞的缺氧状态，C/EBPƳ 不影响肝癌细胞的侵袭能力。 

  
 

PU-3091 

钙结合蛋白 S100A10 促进肝细胞肝癌转移的研究 

 
丁夏丽,娄晓丽,赵静静,侯彦强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201600 

 

目的 肝细胞肝癌是我国常见恶性肿瘤，复发转移率高，患者远期生存率低，手术以外的有效干预

手段不足，深入探讨肝癌转移相关分子及其作用机制，是建立针对性预测及干预手段的前提和基

础。钙结合蛋白 S100A10 与 AnxA2 结合形成四聚体，与 F-actin 结合，维持细胞骨架的动态变化

及重构；作为 tPA，uPA 及纤溶酶原的受体，促进纤溶酶活化，参与纤维溶解、细胞外基质降解、

细胞迁移等过程。 

方法 我们采用 WB 及 RT-PCR 检测 S100A10 在 MHCC97H、HCCLM3、 Huh-7 及 PLC/PRF/5 细

胞中的 mRNA 及蛋白表达情况；然后选择高转移潜能的 HCCLM3 细胞，干扰 S100A10 基因表

达，选择低转移潜能的 Huh-7 细胞，过表达 S100A10 基因，WB 检测 S100A10 蛋白的表达情

况，并采用细胞增殖实验、划痕实验、Transwell 实验及集落形成实验检测细胞的增殖、迁移、侵

袭及集落形成情况。构建裸鼠皮下-原位肝移植瘤模型，干扰 S100A10 表达后检测肿瘤大小及远处

转移。 

结果 结果发现，S100A10 在高转移潜能的 MHCC97H 及 HCCLM3 细胞中高表达，而在低转移潜

能的 Huh-7 及 PLC/PRF/5 细胞中低表达；HCCLM3 细胞中干扰 S100A10 蛋白表达后，其增殖、

迁移能力受到抑制，而 Huh-7 细胞中过表达 S100A10 蛋白后，促进其增殖、迁移及集落形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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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此外，在裸鼠皮下-原位肝移植瘤模型中，干扰 S100A10 表达抑制 HCCLM3 细胞裸鼠体内肺

转移能力。 

结论  S100A10 可能在肝癌的转移过程中发挥作用，为研发针对肝癌转移的预测及干预提供新思

路。 

 
 

PU-3092 

血清 let-7a 和 miR-21 在乳腺癌诊断中临床价值的初探 

 
刘新萍,陈昌国,陈秋圆 

北京海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血清中 let-7a 和 miR-21 在乳腺癌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取 62 例非肿瘤人群（含 32 例体检正常人群及 30 例乳腺良性病变患者）血清为对照组；选

取 90 例乳腺癌人群（含 30 例原发乳腺癌、30 例原发乳腺癌伴淋巴结转移及其它器官转移、30 例

原发乳腺癌伴淋巴结转移）血清为实验组，以 Let-7a 及 miR-21 为检测对象，线虫 Cel-miR-39-3p

作为 spike-in 掺入内参，实用 introvgen 公司的 TRIzol 对血清 miRNAs 进行提取，实用 Let-7a、

miR-21 及 Cel-miR-39-3p 特异性反转录引物进行反转录，以反转录产物为荧光定量 PCR 模板，在

SLAN-96P 荧光定量 PCR 仪上进行检测。 

结果  1）乳腺癌患者血清中 Let-7a 表达水平低于非肿瘤人群（P<0.05）；（2）乳腺癌患者血清中

miR-21 表达水平低于非肿瘤人群（P<0.05）；（3）乳腺癌患者血清中 Let-7a 降低程度较 miR-21

明显。 

结论  血清中 let-7a 和 miR-21 的降低在乳腺癌临床诊断中具有一定辅助的价值。 

 
 

PU-3093 

粘附分子 ICAM-1 及血清 sICAM-1 与肿瘤关系的研究进展 

 
陈秋圆,陈昌国 

海军总医院 

 

目的  综述粘附分子 ICAM-1 及血清 sICAM-1 与肿瘤关系。 

方法  通过 CNKI,PUBMED 等数据库查阅最新相关文献完成最新进展综述。 

结果  研究表明，许多良性和恶性疾病中细胞表面 ICAM-1 以及血液中 sICAM-1 的表达会发生改变, 

与肿瘤的发生、发展以及转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肿瘤细胞表面 ICAM-1 的高表达使其黏

附性增加从而容易穿过机体血管的基质细胞进入血循环, 然后到达远端毛细血管床, 在那里黏附并穿

出血管进入器官实质从而增殖形成转移瘤；另一方面，血清 sICAM-1 释放增加可与 T 细胞表面

LFA-1 和 Mac-1 相互作用抑制 ICAM -1/LFA-1 依赖性的 NK 和 LAK 细胞产生的非 MHC 限制性

CTL 的肿瘤细胞杀伤作用,使得肿瘤细胞逃避宿主的免疫攻击，更容易发生侵袭和转移。此外，

sICAM-1 对血管再生和刺激肿瘤细胞生长也起重要作用。 

结论  从目前研究结果看, 大部分学者认为肿瘤患者 ICAM-1 及血清 sICAM- 1 水平比正常人高, 尤其

是在晚期肿瘤患者伴有远端器官转移、或者伴有胸腔积液的患者, ICAM-1 及 sICAM - 1 的水平比早

期患者高，证明 ICAM-1 及 sICAM - 1 与肿瘤的发生、发展、转移及预后有密切关系, 通过检测肿

瘤患者血清 sICAM – 1 有望作为肿瘤是否发生转移及治疗效果指标；同时拮抗 sICAM-1 可作为肿

瘤的生物治疗的潜在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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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94 

GM 试验在继发侵袭性曲霉菌感染中的应用 

 
秦红群,查卫琴 ,马顺高 

大理州人民医院,671000 

 

目的  探讨 GM 试验在长期使用抗生素治疗患者中的应用价值，为继发侵袭性曲霉菌病的早期诊断

和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法对 628 例长期使用抗生素治疗的患者的血清进行 GM 试验及统计分析。 

结果  628 例检测者中，GM 阳性率 18.4%（116/628）。其中男性阳性率 19.5%(87/446)，女性阳

性率 15.9%（29/182），男性略高于女性（P<0.05），按照年龄分组统计分析，<20 岁组阳性率

9.1%（2/22），21-40 岁组阳性率 25.0%（26/104）,41-60 岁组阳性率 16.9%（39/231），61-80

岁组阳性率 16.9%（38/224），>80 岁组阳性率 23.4%（11/47），<20 岁组阳性率最低，各年龄

段阳性率有统计学差异（（P<0.05））；按季节分组统计分析，第一季度阳性率 21.4%

（69/322），第二季度阳性率 18.5%（31/168），第三季度阳性率 12.1%（8/66），第四季度阳

性率 13.9%（10/72）。一、二季度 GM 阳性率高于三、四季度（P<0.05）。 

结论  在长期使用抗生素治疗患者中 ，GM 阳性率为 18.4%，阳性率与季节有关，一二季度高于三

四季度。与性别相关，男性高于女性；与年龄相关，<20 岁组阳性率最低。在在长期使用抗生素治

疗患者中进行 GM 指标检测 ，能及早发现继发性侵袭性曲霉菌感染感染，达到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的目的。 

 
 

PU-3095 

改良冷球蛋白分型技术的建立和临床应用 

 
秦绪珍,苏薇,刘鹏,韩松,李超,齐志宏 

北京协和医院,100000 

 

目的  毛细管免疫分型技术用于冷球蛋白鉴定的方法建立与临床应用。 

方法  严格按照冷球蛋白采样要求，收集 224 例临床标本，78 例冷球蛋白阳性样本分别采用改良的

毛细管免疫分型和免疫固定电泳方法进行分型鉴定，比容法和邻苯三酚红-磷钼酸盐比色法对冷球

蛋白阳性标本进行定量分析。 

结果 毛细管免疫分型优于免疫固定电泳方法，前者检测速度快，受温度和操作影响小，灵敏度

高，与临床疾病分布相符。 

结论 毛细管免疫分型技术是一种准确而简便易行的冷球蛋白鉴定方法，适于临床实验室使用。 

 
 

PU-3096 

降钙素原在慢性肾功能衰竭伴发热患者的临床应用价值探讨 

 
欧洪菊,曾覃平,何芳,张颖,邱倩,马瑜珊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621000 

 

目的  探讨降钙素原（PCT）检测在慢性肾功能衰竭伴发热患者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对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1 月我院住院部肾病内科慢性肾功能衰竭伴发热患者 90 例资料进

行回顾性分析，根据病原学、影像学、症状等，把患者分为感染性发热组和不明原因发热组，感染

性发热组又分细菌感染发热亚组、非细菌感染发热亚组，利用电化学发光法定量检测其血清 PCT

浓度，对比分析各组的 PCT 阳性率水平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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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以 PCT≥0.05μg/L 为阳性标准，细菌感染发热亚组 PCT 检测阳性率为 98.3%，非细菌感染发

热亚组 PCT 检测阳性率为 60.0%。不明原因发热组阳性率为 3.85%，感染性发热组与不明原因发

热组 PCT 比较，细菌感染亚组、非细菌感染亚组分别与不明原因发热组比较，P<0．05，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细菌感染亚组与非细菌感染亚组比较，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感染性发

热组与 CRF 但不伴有发热且无明显感染症状组比较，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慢性肾功能衰竭伴发热诊断中，PCT 可作为细菌感染的初步筛选指标，以此推断病原体、

明确发热原因，针对性地指导临床用药治疗。 

 
 

PU-3097 

社区获得性小儿肺炎患儿血清 25-羟维生素 D 水平及 

肺炎支原体抗体滴度相关性分析 

 
崔晓花,单斌,杜艳,何成禄,段勇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社区获得性小儿肺炎患儿血清 25-羟维生素 D 水平及肺炎支原体抗体滴度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8 年 1 月至 3 月小儿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 100 例血清标

本，根据年龄将患者分为 A、B 两组（A≤1 岁 26 例，1<B≤岁 74 例)，其中男孩 60 例，女孩 40

例，分别采用被动明胶颗粒凝集法检测肺炎支原体抗体滴度，化学发光法检测患者维生素 D 含量。

比较两组间差异，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结果 据性别分组结果为：男性有 60 例，25-羟维生素 D 水平为 51.95±22.66nmol.L-1；女性有 40

例，25-羟维生素 D 水平为 55.02±18.55nmol.L-1。男孩和女孩 MP 抗体滴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3.079,p=0.688>0.05），25-羟维生素 D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712，p=0.279＞

0.05）。据年龄分组结果为：≤1 岁有 26 例，25-羟维生素 D 水平为 53.77±22.41nmol.L-1；＞1 岁

有 74 例，25-羟维生素 D 水平为 52.97±20.74nmol.L-1。不同年龄患儿 MP 抗体滴度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2 =6.146，p=0.234>005），25-羟维生素 D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0.165,p=0.895＞

0.05）。 

结论  年龄和性别不是影响维生素 D 的主要因素。 

 
 

PU-3098 

血清 CRP 与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 在消化道肿瘤中的临床意义 

 
刘淼,王海滨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血清 CRP 和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对于消化道恶性肿瘤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我院 2017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收治的消化道恶性肿瘤患者 95 例作为恶性组，75例消

化道良性疾病患者作为良性组，同时选取同一时间于我院体检的健康者 50 例作为对照组。检测各

组入院时及治疗后 7 天的血清 CRP 和肿瘤标志物（CEA、AFP、CA125、CA19-9）情况，对比上

述指标变化情况。 

结果  恶性组血清肿瘤标记物均高于良性组和对照组，消化道疾病患者血清 CRP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

组，且良性组较恶性组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胰腺癌的患者中，四种肿瘤标记

物的联合检测的阳性检出率不比单独检测 CA19-9 高；在肝癌中，AFP 是阳性检出率最高的肿瘤标

记物，另外，所有的肿瘤标记物对胃癌的敏感度都不高（＜35%）。患者经过治疗后，血清 CRP

和肿瘤标志物阳性检出率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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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清 CRP 和肿瘤标志物检测对于消化道疾病早期诊断以、临床治疗和预后判断均具有重要的

意义，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3099 

联合检测心肌损伤标志物在急性心肌梗死早期诊断中的应用 

 
张洁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621000 

 

目的  探讨心肌损伤标志物监测在早期急性心肌梗死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采取心肌损伤标 志物肌钙蛋白 I ( c T n I )、肌红蛋白 ( My o )、肌酸激

酶同工酶 ( C K - MB)等心肌损伤标志物联合检测，并与单独检测诊断效果进行比较研究。 

结果  心肌梗死组和非典型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P<O ． 0 5)；另外，心肌梗死

组的肌钙蛋白 I ( c T n I )、肌 红蛋白 ( My o)、肌酸激酶同工酶 ( C K - MB)水平明显低于非典型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0 ． 0 5)。 

结论  联合监测 My o 、c T n I 、C K-MB 等心肌损伤标志物有助于提供与梗死面积有关的定性信

息，为临床鉴别诊断提供参考，同时对再梗死发生、预后及观察疗效具 有重要意义。   

  
 

PU-3100 

加酶间隔时间对不同温育条件下 ELISA 法检测 

HBcAb 结果的影响 

 
何成禄,李娅,单斌,段勇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加酶间隔时间”对不同温育条件下 ELISA 竞争法检测结果的影响。 

方法 收集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 ELISA 竞争法检测 HBcAb(+)的标本 273 例，根据 S/CO

值由低到高将其分为 A、B、C 三组（A:S/CO<0.4;B:0.4《S/CO<0.8;C:0.8《S/CO<1），每组各

91 例。A、B、C 三组经 TECAN 仪器各双份平行加样后，于 25℃和 37℃同时放置 0 min、5 

min、10 min、15min、20 min，再加入酶标抗体。分析比较加酶间隔时间在 25℃和 37℃条件下，

对不同 S/CO 的 HBcAb(+)的影响的比较，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 

结果  A、B、C 三组在 25℃温育 5 min、10min、15 min、20 min 后加入酶标抗体，HBcAb 最终比

色的 S/CO 较 0 min 下降率分别为 12. 3%（13.2%，14.9%） 、20. 9%（23.2%，25.9%）、

29.5%（33.2%，35.9%）、34. 2%（38.2%，45.9%） 

37. 3%；37℃同样条件下，HBcAb 最终比色的 S/CO 较 0 min 下降率分别为 5. 3%（6.2%，

8.9%） 、10. 9%（13.2%，15.9%）、19.5%（23.2%，25.9%）、24. 2%（25.2%，27.9%）。

A、B、C 三组在 25℃温育环境下，下降率逐渐增高，5min 与其余各时间间隔比较 p<0.05，5min

与 10min 比较 p>0.05，37℃下降率逐渐增高，10min 与其余各时间间隔比较 p<0.05；25℃与 37

℃下，多组间比较 5min 与其余各时间间隔比较 H<0.05 

结论  随着加入样本与酶标抗体间隔时间的延长，HBcAb 测定的 S/CO 下降率逐渐增加，尤其以

25℃环境下更明显，故应在加样后 25℃5min 内和 37℃10min 内加入酶标抗体，以避免因 S/CO 下

降率增高引起假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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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01 

血清降钙素原、白介素 6 和超敏 C—反应蛋白在 

检测重症肺炎患者的应用 

 
郝潇蕾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150000 

 

目的  研究分析血清降钙素原（PCT）、白介素 6（IL-6）和超敏 C-反应蛋白（hs-CRP）的水平变

化与重症肺炎患者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 66 例重症肺炎患者，患者分为死亡组和生存

组，以 30d 为治疗观察期，对两组患者进行血清 PCT、IL-6 以及 hs-CRP 检测，并对比性分析。 

结果  通过对比三种指标水平结果显示：死亡组第 1d、第 4d 以及第 7d 的 hs-CRP 水平明显高于生

存组，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死亡组第 1d、第 4d 的 IL-6 水平明显高于生存组，

只有第 7d 的 IL-6 水平低于生存组；死亡组第 1d、第 4d 以及第 7d 的 PCT 水平明显高于生存组，

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临床中 hs-CRP、IL-6 以及 PCT 水平检测，对临床治疗重症肺炎的诊断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PU-3102 

异嗜性抗体干扰化学发光方法检测 cTnI 的处理和分析 

 
鲁军,程歆琦,禹松林,侯立安,金成,由婷婷 

北京协和医院,100000 

 

目的  分析和处理异嗜性抗体干扰心肌肌钙蛋白 I(cTnI)免疫测定所导致的假阳性结果。 

方法 分别采用稀释法、更换检测系统(Beckman,Siemens 和 Abbott)及异嗜性抗体阻断剂对 1 例 65

岁男性患者血浆样本进行处理及检测,比较分析稀释一定倍数、更换检测系统和异嗜性抗体阻断剂

处理前后的 cTnI 结果。 

结果  使用 Beckman 系统检测该患者血浆稀释前以及稀释 2 倍、4 倍、8 倍的 cTnI 结果分别为

4.60,4.03,3.45 和 2.62ng/ml;使用 Beckman,Siemens 和 Abbott 系统检测该患者血浆 cTnI 的结果分

别为 4.60,0.023 和 0.022ng/ml;使用 Beckman 系统检测异嗜性抗体阻断剂处理前后的血浆 cTnI 结

果分别为 4.60 和 0.106ng/ml。 

结论  该患者血浆 cTnI 检测受到了异嗜性抗体的干扰,更换检测系统或使用异嗜性抗体阻断剂可以

有效解决此类干扰作用。 

 
 

PU-3103 

维生素 D 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张琪,夏维波 

北京协和医院,100000 

 

目的  对维生素 D 矿骨盐代谢及骨外作用的不断探索，已经证明了维生素 D 缺乏与糖尿病、多发性

硬化症、心脏疾病以及肿瘤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维生素 D 状态的评估急需增加，实验室检测维生素

D 的需求量也日益加剧。 

方法  本文综述了 PUBMED 中检索的近期关于维生素 D 方法和应用的相关文献，就评估维生素 D

状态的维生素 D 标志物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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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血清 25OHD 水平被公认为是维生素 D 状态的最合理指标，但有研究发现其在检测分析以及

结果解读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局限性，近期的研究已经阐明游离维生素 D、生物可利用维生素 D、

24，25（OH）2D 和维生素 D 代谢率等作为新的维生素 D 标志物，可能在日后会帮助临床更全面

的评估机体内维生素 D 的状态。 

结论  维生素 D 代谢率由于不受维生素 D 结合蛋白浓度以及种族特异性的影响，有望成为新的评估

维生素 D 状态的标志物。 

  
 
 
 

PU-3104 

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补体 C3 基因多态性与其功能相关研究 

 
焦长凯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200000 

 

目的  通过研究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补体 C3 基因多态性，探究其与外周血血小板分布宽度的相关

性，研究补体 C3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与外周血血小板表

型参数在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中的改变。 

方法  收集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患者外周血样本 95 例及正常对照外周血样本 76 例，检测外周血中

PDW 及 C3 水平，同时选取 rs7951 及 rs3745568 位点进行基因测序，并对上述数据进行统计学分

析。 

结果  以补体 C3 基因 SNP 位点 rs7951 及 rs3745568 的不同基因型进行分组，发现 rs7951 和

rs3745568 基因型分布在青光眼患者组和正常对照组间无显著差异性（均为 P＞0.05）。针对青光

眼患者组与正常对照组之间的比较分析，发现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患者组 PDW 水平

（15.2±2.97）%明显高于对照组（12.3±1.6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在青光眼

患者组中，补体 C3 基因 SNP 位点 rs7951 及 rs3745568 不同基因型间外周血 PDW 水平有显著差

异（均为 P＜0.05），而在正常对照组中，不同基因型间外周血 PDW 水平无差异（均为 P＞

0.05）。 

结论  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患者外周血 PDW 水平显著升高，补体 C3 基因 rs7951 位点和

rs3735568 位点不同基因型组间在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患者中 PDW 有变化，但在正常对照中无变

化，提示 C3 基因多态性基因型与 PDW 表型间有关联，为探究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的疾病机制中

C3 功能提供了新的思路。 

 
 

PU-3105 

丰富生存环境能通过 NK 细胞抑制肿瘤的生长 

 
宋艳芳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目的  丰富生存环境（Enriched environment, EE）是一种良性心理应激，既往研究显示，EE 能普

遍抑制小鼠不同肿瘤的生长，但其机制目前尚不清楚。本课题将从 NK 细胞和 T 淋巴细胞作用分析

入手，探讨 EE 产生这一肿瘤抑制作用的机理。 

方法  1.3 周龄雄性野生型 C57BL/6 小鼠、Beige 小鼠（NK 细胞杀伤功能缺陷）、Rag1-/-小鼠

（T、B 细胞缺陷）于 EE（和常规环境相比具有更多的空间、更多的玩具以及更多的伙伴）或常规

环境（Standard Environment，SE）中饲养 3 周后，分别建立 Panc02 胰腺癌和 Lewis 肺癌皮下

移植瘤模型，观察肿瘤重量和肿瘤体积的变化。 

2.腹腔注射 anti-asialo GM1 抗体进行体内 NK 细胞敲除实验，观察肿瘤重量和肿瘤体积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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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在野生型 C57BL/6 小鼠中，EE 饲养能显著抑制 Panc02 胰腺癌和 Lewis 肺癌皮下移植瘤的

生长（P 均<0.05），抑瘤率分别为 44.3%和 39.4%；在 T、B 淋巴细胞缺陷的 Rag1-/-小鼠中，EE

同样能显著抑制肿瘤的生长（P 均<0.05），抑瘤率为 40.4%和 36.9%；而在 NK 细胞缺陷的

Beige 小鼠中，EE 对肿瘤的生长没有明显的影响（P 均> 0.05）。 

2.在 T、B 细胞缺陷的 Rag1-/-小鼠中，通过腹腔注射 anti-asialo GM1 抗体敲除 NK 细胞，结果显示

在 NK 细胞敲除的小鼠中，EE 对 Panc02 胰腺癌皮下移植瘤的生长没有明显的影响。 

结论  EE 通过 NK 细胞而非 T、B 细胞介导的抗肿瘤免疫，从而达到抑瘤作用。 

  
 

PU-3106 

Use of the nuclear matrix protein 22 BladderChek test for 
the detection of primary and recurrent urothelial carcinoma 

 
Changsheng Xia,Chunhong Fan,Xiao He,Damin Liu,Chun Di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Urothelial carcinoma (UC) is the most common cancer of the urinary system. This 
study is aimed to access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the nuclear matrix protein 22 (NMP22) 
BladderChek test for the detection of primary and recurrent UC.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1375 patients including 103 patients with primary UC, 90 
previous UC patients, and 1125 patients with other benign disease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NMP22 BladderChek test for the detection of primary and recurrent UC was evaluated. Moreover, 
the performance of urine cytology and the NMP22 BladderChek test for the diagnosis of primary 
UC was compared in 90 available subjects. 
Results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ccurac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 of the NMP22 BladderChek test, respectively, were 37.9, 95.8, 91.0, 45.3 
and 94.4% for the diagnosis of primary UC (n=1228). The corresponding parameters of the 
NMP22 BladderChek test were 31.0, 88.5, 70.0, 56.2 and 73.0% respectively for the diagnosis of 
recurrent UC (n=90).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ccuracy, PPV, and NPV of urine cytology, 
respectively, were 58.3, 97.6, 76.7, 96.6 and 67.2% for the diagnosis of primary UC (n=90); the 
corresponding parameters of the NMP22 BladderChek test were 41.7, 83.3, 67.1, 74.1 and 
55.6% respectively.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erformance between urine cytology 
and the NMP22 BladderChek test (P = 0.007). 
Conclusions Our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NMP22 BladderChek test has a low sensitivity for 
screening primary and recurrent UC. Urine cytology is superior to the NMP22 BladderChek test in 
the detection of primary UC. 
 
 

PU-3107 

肾功不全患者的 BNP 和 NT-proBNP 的相关性研究 

 
李娜 1,郑款云 2 

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100000 

2.河北北方学院 

 

目的 研究肾功不全患者 BNP 和 NT-proBNP 的水平，分析 BNP 和 NT-proBNP 与肾功能受损程度

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015 年 6 月~2016 年 3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80 例肾功受损的患者和 20 例我院体检健

康人作为正常对照组，以血清肌酐为指标将肾功能损害的程度分为四期: 肾功能不全代偿期,肾功能

失代偿期,肾功能衰竭期,尿毒症期,检测患者和健康人的血清 BNP 和血清 NT-proBNP。研究 BNP

和 NT-proBNP 在不同肾功能受损期的变化，分析肾功不全患者的 BNP 和 NT-proBNP 的相关性 

http://baike.baidu.com/view/98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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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肾功受损各期患者血清 BNP 和 NT-proBNP 水平与正常对照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肾功受损各时期血清 BNP 水平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肾功能不全代偿期,

肾功能失代偿期,肾功能衰竭期血清 NT-proBNP 水平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正常对

照组和肾功不全代偿期组血清 BNP 与 NT-proBNP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肾功不全失

代偿期组、肾功能衰竭期组与尿毒症期组血清 BNP 与 NT-proBNP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肾功受损对血清 BNP 和 NT-proBNP 的结果影响较大。随着肾功受损程度的加重，发现 NT-

proBNP 的变化与肾功受损程度相关，而 BNP 的水平变化不明显。综合分析肾功不全患者血清

BNP 与 NT-proBNP 结果，为肾功不全患者早期预防诊断发生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提出参考。 

  
 

PU-3108 

五种梅毒血清学检测方法对比分析 

 
王佳美 1,李娜 1,贾晓晖 2 

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100000 

2.河北北方学院 

 

目的  分析一年来海军总医院实验室常见的几种梅毒血清学检验方法对患者梅毒抗体的检出率，为

梅毒的临床诊断推荐最优检测方式。 

方法  采取来我院门诊患者和住院患者静脉血 3-5mL，分别采用胶体金法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对 59808 例（已排除同一患者多次检测）标本进行初筛实验，其中 25448 例采用胶体

金法检测，另 34360 例做 ELISA。胶体金待复查的采用 ELISA 法进行验证，ELISA 待复查的的采

用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TPPA）法继续验证，并用梅毒快速反应素滴度实验

（TRUST）进行抗体效价的测定。本实验以 TPPA 阳性、历史临床确诊阳性即为阳性。从多方面

对检测方法做出评价，着重分析导致标本假阳性的原因。 

结果  59808 例初筛标本中，共检出阳性标本 634 例，总阳性率 1.1％。 

结论  梅毒在人群中感染比例较高，而对于它的鉴别也足够困难，胶体金、ELISA 对梅毒适用于大

范围的初筛实验，发光法定量可以更直观的看出梅毒抗体的数量，而 TPPA 对梅毒检测灵敏度则比

较高。各种研究表明标本的脂血、老年人标本及自身免疫病患者等对标本假阳性有重要关系。 

  
 

PU-3109 

流式细胞仪法与基因分型法测定 HLA-B27 因子对于强直性 

脊柱炎的诊断意义 

 
王芳 1,赵旭晟 1,2,程建贞 1,3 

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100000 

2.医学检验学院 2014 级 2 班 

3.医学检验学院免疫教研室 

 

目的 通过检测人类白细胞抗原 B27 在外周血 T 淋巴细胞表面的表达，即用流式细胞仪法和基因分

型法测定 B27 因子，以两种方法的比较来探讨对于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诊断意义。 

方法 选取 50 例样本，用流式细胞仪法检测 HLA-B27 抗原的阳性率，同时对 50 个样品进行基因分

型法检测阳性率。 

结果 流式细胞术检测 HLA-B27 阳性的阳性率为 94%，基因分型法为 98%，两种方法检测的阳性

率经统计学分析，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流式细胞仪法与基因分型法测定 HLA-B27 因子对于强直性脊柱炎的诊断都具有临床价值。 

  

http://baike.baidu.com/view/98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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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10 

围非小细胞肺癌手术期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 Bcl-2、NF-κB 和

TNF-α 基因 mRNA 表达及其意义 

 
钱忠萍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15000 

 

目的  探讨围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cell carcinoma NSCLC）手术期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中肿

瘤相关调控基因 Bcl-2、NF-κB 和 TNF-α mRNA 的表达水平及其意义。 

方法  采用实时荧光 PCR 检测 60 名 NSCLC 患者、40 名肺部良性肿瘤患者及 50 名正常对照者外

周血淋巴细胞中肿瘤相关调控基因 Bcl-2、NF-κB 和 TNF-α mRNA 的表达水平。 

结果   NSCLC 术前术后和良性术前术后组 Bcl-2 基因的表达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 (P＜0.01)，

NSCLC 术前显著高于良性术前和术后组(P＜0.01)，NSCLC 术后 1-3 天和 4-7 天均显著低于

NSCLC 术前组(P＜0.01)。NSCLC 术前术后和良性术前术后组 NF-κB 基因表达显著高于正常对照

组 (P＜0.01)，NSCLC 术前显著高于良性术前和术后组(P＜0.01)，NSCLC 术后 1-3 天和 4-7 天均

显著低于 NSCLC 术前组(P＜0.01)。NSCLC 术前 TNF-α 基因的表达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良性术

前和术后组(P＜0.01)，NSCLC 术后组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 (P＜0.01)，NSCLC 术后 1-3 天显著低

于 NSCLC 术前组(P＜0.01)。NSCLC 术后 4-7 天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良性术前术后组及

NSCLC 术前组(P＜0.01)。 

结论  围 NSCLC 手术期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 Bcl-2、NF-κB 和 TNF-α 基因 mRNA 表达 的动态检测

有助于 NSCLC 的临床诊治。 

 
 

PU-3111 

基因突变的多种软件有害性预测值的害阶位计算方法 

 
杨永臣,许无恨,宋小珍,汤晓君,兰小平,吴胜男,孙恒娟,杜成砍,孙嘉鹏,马展,张泓 

上海市儿童医院 

 

目的  鉴于此，我们开发了不依赖于大型数据库的基因突变有害性预测值的害阶位计算方法 

方法  在此基础上我们建立了各种软件的有害性预测值-害阶位对应表，基于此表开发算法，则所包

含的任意一款软件的某个突变的有害性预测值，都可以根据该表和算法计算出对应的害阶位。这

样，对于大量的突变，基于每个突变的多种有害性预测软件的预测结果，就可以通过该表和算法求

出对应的害阶位，并在对同一突变的多个软件的害阶位取平均后进行排序，从而获得预测有害性从

强到弱的突变编秩。 

结果  直观的结果显示，HGMD 数据库判断为有害的突变（DM），或者 ClinVar 数据库判断为有害

的突变（Pathogenic），总是分布于编秩的前端，而数据库判断为不致病的其它突变，总是分布于

编秩的后端，显示该方法与突变有害性数据库的结果有较好的一致性。在定量的研究中我们使用了

集中度的概念。集中度是反映待测数据集中于编秩前端的程度的参数。我们发现，使用害阶位的倒

数，每个突变的多个软件的害阶位倒数求平均后排序，以此测试 DM- Pathogenic 突变，可以获得

更好的集中度。 

结论  害阶位概念和算法是遗传病高通量测序分析的有效工具。通过将这一工具与遗传型、突变频

率、突变类型、ClinVar 数据库结果、表型等数据的配合，可以较好地解决遗传病高通量测序数据

的分析问题，较快地和较准确地找出致病位点，实现分析的标准化、流程化和半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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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12 

人外周血单核细胞经体外诱导向淋巴管内皮细胞分化的实验研究 

 
李鑫 1,张立平 2 

1.淄博市中心医院,255000 

2.山东英才学院 

 

目的  探讨人外周血单核细胞经体外诱导实验能否向淋巴管内皮细胞分化。 

方法 从健康人外周血分离单核细胞，经贴壁法获取单核细胞，用内皮细胞培养基 EGM-2 和体外诱

导培养单核细胞，分别用免疫荧光细胞化学染色法、RT-PCR 及流式细胞术检测单核细胞对淋巴管

内皮细胞标志物 VEGFR-3、Podoplanin、LYVE-1、Prox-1 和内皮共同标志物 vWF、VEGFR-2 的

表达。 

结果  经过诱导培养后的细胞呈纺锤形或者多角形，表达 VEGFR-3、LYVE-1、Prox-1、

Podoplanin 和 vWF,弱表达或者不表达 VEGFR-2。 

结论  人外周血来源的单核细胞经体外诱导培养可分化为淋巴管内皮样细胞。 

 
 

PU-3113 

过敏原特异性 IgE 检测对新生儿湿疹的诊疗价值 

 
陈黎,张泓 

上海市儿童医院 

 

目的  对新生儿湿疹进行过敏原检测，明确其过敏原 ，以便及早进行治疗和干预。 

方法 应用 Pharmacia 公司的 ImmunoCAP250 荧光酶联免疫检测方法，对 26 例临床确诊的住院新

生儿湿疹进行总 IgE、呼吸性过敏原筛查试验 ( Phadiatop ) 、鸡蛋白（f1）特异性 IgE 和牛奶

（f2）特异性 IgE 的检测。 

结果 26 例患儿中 13 例总 IgE 在 3.6—56KU/L，阳性率 50%（13/26），26 例患儿的呼吸性过敏

原筛查试验和鸡蛋白特异性 IgE 都为阴性；其中 9 例患儿的牛奶特异性 IgE 为阳性，且都在Ⅱ—Ⅲ

级之间（Ⅱ级 6 例，Ⅲ级 3 例），浓度为 0.71—6.81KU/L，阳性率 34.6%。另 13 例患儿总 IgE﹤

2.0KU/L，牛奶特异性 IgE 全部为阴性。 

结论 50%的新生儿湿疹患儿血清总 IgE 升高，34.6%的患儿对牛奶过敏。对患有湿疹的新生儿，应

进行[1]总 IgE 和牛奶特异性 IgE 的检测，一旦明确了过敏原，应回避过敏原（牛奶），改用脱敏或

低敏配方奶粉喂养，还应对家长进行告知并进行喂养指导和健康教育，而且要进行随访。  

  
 

PU-3114 

HER2 阴性 Luminal 型乳腺癌中 Ki-67、PR 的临床意义 

及相关复发转移影响因素分析 

 
冯娜娜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探讨 Ki-67、PR 在 HER2 阴性 Luminal 型乳腺癌表达水平的临床意义及价值。 

方法  应用回顾性的研究方法，收集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466 例 HER2 阴性 Luminal 型乳腺癌病

人的临床病理资料和随访结果，以 14%、20%作为 Ki-67、PR 表达的 cutoff 值，将 HER2 阴性

Luminal 型乳腺癌病人分四组，分组标准如下：A 组（PR 高危组）：PR<20%,Ki-67<14%;B 组

（Ki-67 高危组）：PR≥20%，Ki-67≥14%;C 组（双高危组）：PR<20%，Ki-67≥14%，D 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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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危组）：PR≥20%，Ki-67<14%。分析四组间临床病理特征的差异、无病生存状态及探讨 HER2

阴性 Luminal 型乳腺癌各个阶段（1 年、2 年、3 年、4 年、5 年）DFS 的影响因素。组间临床病理

特征比较采用 X2检验，采用 Kaplan-Meier 法、COX 回归进行生存分析。 

结果   1.四组在各个阶段（2 年、3 年、4 年、5 年）DFS 上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0；

P=0.024；P=0.001；P=0.000）；其中四组在 4 年、5 年 DFS 进行两两 K-M 生存分析，A 组较 B

组预后差（P=0.025；P=0.034），A 组较 D 组预后差（P=0.000；P=0.001），C 组较 B 组预后较

差（P=0.024；P=0.005），C 组较 D 组预后差（P=0.000；P=0.000），A 组较 C 组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814；P=0.989），B 组较 D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60；P=0.098）。2.对

各个阶段 DFS 的单因素分析，N 分期、TNM 分期、ER、PR、淋巴结转移水平、家族史有统计学

意义（各因素 P 值均小于 0.05）。 

结论  1）A 组、C 组预后较 B 组、D 组差，A 组和 B 组、D 组，C 组和 B 组、D 组间差异统计学意

义，A 组和 C 组、B 组和 D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ER、N 分期、TNM 分期、家族史为预测

HER2 阴性 Luminal 型复发转移的独立因素，联合检测 Ki-67 和 PR ，很好的预测 HER2 阴性

Luminal 型患者的预后。 

  
 

PU-3115 

ER 和 HER2 共表达阳性乳腺癌中 PR 的表达状况及 临床意义 

 
苏亚芳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回顾性分析并探讨 PR 在 ER 和 HER2 共表达阳性乳腺癌中的表达情况及对患者术后无病生

存的影响，并指导该类型患者的治疗。 

方法  应用 SPSS22.0 统计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对所有变量采用频数、百分比等描述性

分析，计数资料组间分析采用 χ2 检验，应用 Kaplan-Meier 法计算生存率并描绘生存曲线，其中生

存率比较用 Log-rank 检验法，对可能影响 ER 和 HER2 共表达阳性乳腺癌患者术后复发转移的因

素进行单因素和 COX 多因素分析，筛选出影响患者 DFS 的危险因素。 

结果  在 141 例 ER 和 HER2 共表达阳性乳腺癌患者中，PR 阳性患者占 85.1%(120／141)，PR 阴

性患者占 14.9%(21／141)，PR 阴性表达与孕次数存在显著相关(P=0.021)，而与首诊年龄、肿瘤

大小、淋巴结状态、TNM 分期、病理类型、高血压病、糖尿病、产次数、Ki-67、HER2、P53 表

达无相关性(P 均＞0.05)。中位随访 4.07 年，复发患者 15 例，从首诊年龄、肿瘤大小、淋巴结状

态、TNM 分期、病理类型、高血压病、糖尿病、孕次、产次、靶向治疗、PR、Ki-67、HER2、

P53 表达方面对 141 例患者的 DFS 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PR 阴性组和阳性组 4 年无病生

存率分别为 72.4%、91.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38)；淋巴结阴性组和阳性组 4 年无疾病生

存率分别为 95.9%、79.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7)；无靶向治疗组和靶向治疗组 4 年无疾

病生存率分别为 84.5%、96.8%，结果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27）。 

结论 在 ER 和 HER2 共表达阳性乳腺癌患者中，PR 表达阴性与孕次≥4 次有显著相关性，孕次≥4

次的患者多存在 PR 表达阴性。PR 表达阴性与淋巴结阳性是 ER 和 HER2 共表达阳性乳腺癌患者

DFS 的独立危险因素，无靶向治疗是影响患者 DFS 的危险因素，PR 阴性、淋巴结阳性和无靶向

治疗患者无病生存期较短，术后容易复发。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741 

 

PU-3116 

梅毒、单纯疱疹合并感染可能增加艾滋病的感染风险 

 
申婷婷 1,王从容 1,陈东妙 1,成国瑞 1,阮宪东 2,徐银娟 2 

1.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2.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新塘医院 

 

目的  探讨梅毒、单纯疱疹合并感染对增加艾滋病感染风险的可能性，为艾滋病、梅毒和单纯疱疹

的检测流程、方案、管理和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收集南方医院检验科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4 月检测出的梅毒阳性标本 251 例，

HSV(Herpes Simplex Virus, HSV)阳性标本 76 例，HIV（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阳

性标本 49 例，对梅毒阳性标本进行 HIV 抗体、HSV-1IgG 和 HSV-2 IgG 抗体检测；对 HIV 阳性标

本进行梅毒抗体、HSV-1IgG 和 HSV-2IgG 抗体检测；对 HSV 阳性标本进行 HIV 抗体和梅毒抗体

检测。 

结果  HIV 阳性组的梅毒和 HSV-2 IgG 阳性率分别为 28.6%和 49.0%，与正常人群中感染率有显著

性差异（P<0.001）；梅毒阳性组的 HIV 和 HSV-2 IgG 阳性率分别为 0.40%和 47.4%，与正常人

群中感染率有显著性差异（P<0.001）。 

结论  HIV 与梅毒、HSV-2 共同感染的发病率高。其原因可能是三者的感染人群和传播途径相似，

且梅毒和 HSV-2 感染相关的生殖器溃疡增加了 HIV 的感染风险。共同感染会促进 HIV、梅毒和

HSV 在人群中的流行。对性传播疾病进行管理和防控时应考虑到共同感染的影响，对 HIV、梅毒或

单纯疱疹阳性者应定期进行其他性传播疾病的筛查。 

  
 

PU-3117 

Invasion by Trichinella spiralis Infective Larvae affects the 
levels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 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 in vitro 

 
Huijun Ren,Ruoyu Peng,Pin Lv,Liang Ming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In order to identify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between Trichinella  intestinal 
infective larvae (IIL) and muscle larvae (ML) 
Methods Real-time PCR and ELISA detected the mRNA levels of interleukin-1β (IL-1β), IL-8, 
epithelial neutrophil-activating peptide 78 (ENA-78), 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 (iNOS), and 
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 2 (MCP-2) in the IECs after 7 h of infection after invasion by the IIL. 
Results When the IIL were overlaid on the normal mouse IEC monolayers, they quickly within 
seconds invaded the monolayers and move within the IECs, leaving trails of damaged cells. Then 
the larvae were found to have started their molting at 12 h, and the complete cuticle was found at 
24 h. The percentage of the first molt in the larvae was about 62.3%, and the percentage of the 
2nd-4th molt was about 38.2% at 36 h. Real-time PCR showed that the mRNA levels of IL-1β, IL-
8, ENA-78, iNOS, and MCP-2 were elevated in the IECs after 7 h of infection after invasion by the 
IIL, and their levels were enhanced with the increase of larvae number. No changes in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mRNA were observed after the IIL invasion. Secretion increases of IL-
1β and IL-8 from the IEC monolayers invaded by T. spiralis were also detected by ELISA.  
Conclusions Secretion increases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inflammatory mediators in 
normal IECs can launch the acute inflammatory in response to the IIL invasion. This study would 
be helpful in further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ost and T. spiralis, and the 
immune escape mechanisms of the niche established by T. spiralis. -78, iNOS, and MCP-2 were 
elevated in the IECs after 7 h of infection after invasion by the IIL, and their levels were 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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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increase of larvae number. No changes in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mRNA were 
observed after the IIL invasion. Secretion increases of IL-1β and IL-8 from the IEC monolayers 
invaded by T. spiralis were also detected by ELISA.  
 
 

PU-3118 

Identification of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of 
Trichinella spiralis Larvae after Exposure to Host Intestine 

Milieu 

 
Huijun Ren,Xianhan Ma,Liang Ming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In order to detect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between T. spiralis intestinal infective 
larvae (IIL) and muscle larvae (ML). 
Methods In this study, suppression subtractive hybridization (SSH) was performed to identify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between IIL and ML.  
Results SSH library was constructed using cDNA generated from IIL as the ‘tester’. About 110 
positive clone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the library and sequenced, of which 33 T. spiralis 
genes were identified. Thirty encoded proteins were annotated according to Gene Ontology 
Annotation in terms of molecular function, biological process, and cellular localization. Out of 30 
annotated proteins, 16 proteins (53.3%) had binding activity and 12 proteins (40.0%) had catalytic 
activity. The results of real-time PCR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nine genes (Ts7, Ts8, Ts11, 
Ts17, Ts19, Ts22, Ts23, Ts26, and Ts33) from 33 T. spiralis genes in IIL were obviously up-
regulated compared with that of ML.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study provide a group of the potential invasion-related candidate 
genes and will be helpful for further studies of mechanisms by which T. spiralis infective larvae 
recognize and invade the 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 
 
 

PU-3119 

早中孕甲状腺功能异常与妊娠期糖尿病发病风险 之间的关系 

 
胡德宇,唐振华,钱俊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目的 甲状腺疾病在生育期年龄妇女中极其常见，而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GDM）近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呈现升高趋势。鉴于妊娠可对机体整个内分泌系统带来影响。

我们结合不同孕周孕妇的甲状腺激素指标，并探讨其与妊娠性糖尿病之间的关系。 

方法  我们对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4 月的 7033 例孕妇进行了分组，筛选出 6022 例无甲状腺疾

病和糖尿病相关病史的孕妇，进一步并进行了甲状腺激素和 GDM 相关项目的测定，探讨了甲状腺

激素筛查异常与 GDM 患病率的关系。在这 6022 例孕妇经统计，确诊患有 GDM 的孕妇 814 例，

患有 GDM 及甲状腺疾病的孕妇 227 例；我们将甲状腺功能异常孕妇分为了五个亚型，发现以亚临

床甲减和 TPOAb 阳性者比例最高，所占比分别为 6.31%和 3.14%，并对这五个亚型组根据有无

GDM 的情况进行分组；我们对亚临床甲减组加入了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hyroid peroxidase 

antibody, TPOAb）阳性因素后细分为四个组，之后详细分析了四个不同类型的亚临床甲减对

GDM 发病率影响。 

结果  我们发现即使是无相关病史的孕妇，经筛查也有相当比例可发现甲状腺异常或 GDM；在患有

GDM 的孕妇组中亚临床甲减和甲功正常 TPOAb 阳性类型的孕妇所占比例为 5.38%和 2.67%，其

P 值分别为 0.043 和 0.010 ，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四个亚型组详细检测后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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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H(+)TPOAb(+)组在早孕阶段（OR=2.19；95% CI，0.95-5.05）和中孕阶段（OR=4.03；95% 

CI，2.79-8.57）会明显增加羅患 GDM 的风险。 

结论  在无既往史的孕妇中，GDM 可能使妊娠甲状腺疾病的患病率升高，同时妊娠合并甲状腺功能

异常亦可增加 GDM 的患病率。 

 
 

PU-3120 

北川地区妊娠期妇女促甲状腺激素(TSH)正常参考范围建立 

 
杨星 

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目的 建立适合本地区、本实验室实际情况的孕妇妊娠各期促甲状腺激素(TSH)参考范围。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1 月—2018 年 5 月在我院妇产科门诊初次建卡的健康孕妇 429 例。根据孕周不

同，将其分为 3 组。其中孕早期（T1 期，孕周≤13 周）123 例，孕中期（T2 期，孕周 14～27

周 ）141 例，孕晚期（T3 期，孕周 28～40 周）165 例。同时选取在本院体检科进行体检的健康非

妊娠妇女 130 例为对照组。用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法测定血清中促甲状腺激素（TSH）水平。 

结果  以中位数(M 值)及双侧限值(P2.5～P97.5)表示 TSH 在妊娠 T1 期、T2 期、T3 期及健康对照组

的参考值范围。妊娠 T1 期、T2 期、T3 期及健康对照组参考范围分别为 1.66（0.04～4.21 

uIU/mL）、1.90（0.43～5.04 uIU/mL）、2.18（0.63～5.62 uIU/mL）、2.19（0.48～5.80 

uIU/mL）。各孕期 TSH 中位值均低于健康对照组，且各个孕期 TSH 水平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差异均

有统计学差异（P<0.05）。各孕期间相互比较，TSH 中位值在孕早期最低，随着孕周的增加，

TSH 中位值逐渐增加，至孕晚期接近健康对照组 TSH 中位值水平。孕早期 TSH 中位值分别与孕中

期和孕晚期相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孕中期 TSH 中位值与孕晚期相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孕妇的 TSH 水平与非妊娠妇女相比存在明显差异，用非妊娠妇女参考范围评估妊娠妇女的甲

状腺功能状况，容易造成疾病的误诊或漏诊。各孕期之间相比较亦存在差异，因此建立妊娠各期妇

女的促甲状腺激素参考范围是非常必要的，有利于优生优育。 

 
 

PU-3121 

多重荧光 PCR 法检测高危 HPV 及分型在宫颈病变筛查中的价值 

 
张松涛 

安徽省六安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多重荧光 PCR 法检测高危型 HPV 及分型在宫颈病变筛查中的价值。 

方法  选择 65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高危 HPV 核酸检测及分型、TCT 及组织病理学检查，以病

理学检测结果为金标准，对不同方法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  与 TCT 相比，多重荧光 PCR 法检测 HPV12+2 灵敏度显著提高（P<0.001），特异性则明显

降低（P=0.029），两种方法联合可提高检测灵敏度。随着宫颈病变程度加深，未分型 12 种 HPV

阳性率逐渐降低，而 16/18 型 HPV 阳性率逐渐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 R=-0.459，

P<0.001;R=0.493，P<0.001）。 

结论  多重荧光 PCR 法检测高危 HPV 有利于提高宫颈病变检出率，在宫颈癌筛查中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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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22 

Ki-67 在结直肠癌中的临床意义 

 
苏毓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探讨 Ki-67 的表达情况与结直肠癌临床病理参数的相关性，指导临床应用。 

方法 收集 2010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期间于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肿瘤内科住院的 Ki-67 阳性表

达的结直肠癌患者的病例资料，整理患者的随访资料，根据结直肠癌肿物切除术后病理或结肠镜镜

检病理结果 Ki-67 表达的百分数，取中位数，然后分别将不同 Ki-67 表达的患者与性别、肿瘤部位

及淋巴结数阳性比例等临床病理参数用 SPSS21.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最后得出不同 Ki-67 表达与

各项临床病理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至随访结束，共随访 Ki-67 阳性表达的结直肠癌患者 102 例，Ki-67 的中位数为 70%，Ki-67

表达情况对结直肠癌生存期无明显影响（P=0.50）。取 Ki-67 中位数 70%为分界点，采用 χ2 检验

分析，结果显示 Ki-67 表达情况与病理分期存在相关性（P=0.045），而与肿瘤位置、性别、年

龄、淋巴结数阳性比例及术前有无肠梗阻均无明显相关性（P=0.134，P=0.292，P=0.276，

P=0.642，P=0.317）。 

结论 Ki-67 表达水平与结直肠癌患者生存无明显相关性。Ki-67 表达水平与结直肠癌患者病理分期

存在相关性，但与肿瘤位置、性别、年龄、淋巴结数阳性比例及术前有无肠梗阻无显著相关性。 

  
 

PU-3123 

OCT4 在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研究 

 
张超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观察干细胞因子八聚体结合转录因子 4( octamer-bind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4，OCT4) 乳腺

癌中的表达情况及其与乳腺癌上皮-间质转化相关蛋白表达水平之间的关系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手术切除的乳腺癌组织标本 40 例，分别检测 OCT4、E-钙黏着蛋

白和波形蛋白的 mＲNA 和蛋白的表达，分析其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OCT4 和 EMT 相关蛋白

之间的相关性以及与乳腺癌患者生存率之间的关系。 

结果 在乳腺癌组织中，OCT4 表达与浸润性乳腺癌患者的年龄、组织学分级、淋巴结转移以及

Her-2 的表达有关，E-钙黏着蛋白表达与淋巴结转移有关，波形蛋白表达与肿瘤组织学分级和淋巴

结转移有关。OCT4 mＲNA 和蛋白的表达与 E-钙黏着蛋白和 mＲNA 蛋白的表达呈负相关，与波

形蛋白 mＲNA 和蛋白的表达呈正相关，而 E-钙黏着蛋白 mＲNA 和蛋白的表达与波形蛋白 mＲ

NA 和蛋白的表达也呈负相关。OCT4 表达阳性患者的生存率明显低于表达阴性患者( P ＜ 0．05) ; 

而 E-钙黏着蛋白和波形蛋白的表达与患者生存率之间未见明显相关性( P ＞ 0. 05) 。 

结论 干细胞因子 OCT4 可能通过 EMT 促进浸润性乳腺癌细胞的转移，可能是影响浸润性乳腺癌预

后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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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24 

The survival benefit of savotinib for patients with MET-
driven gastric cancers: case reports and literature review. 

 
Hong Chen1,Shi-long Zhang2,Zhi-ming Wang1,Guo Wei3,Tian-shu Liu1, Wei Li1 

1.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3.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Objective Savotinib is a novel mesenchymal-epithelial transition factor (c-MET) inhibitor, to date, 
no relevant study in gastric cancers (GCs) has been reported. Here, we reported two cases of 
MET-driven metastatic GCs treated with savotinib. 
Methods Two patients with MET-amplification primary lesion confirmed by 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FISH) failed first-line treatment. Savotinib was initiated at the dose of 600mg once 
daily, continuous dosing, every 21 days a cycle. Adverse events were graded based on Common 
Terminology Criteria for Adverse Events (CTCAE) 4.02. Tumor assessment was performed 
according to 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s (RECIST) version 1.1. 
Results One patient received savolitinib as the second-line treatment. After one cycle, symptoms 
of cough and dyspnea were diminished and performance status improved. The patient continued 
treatment without any adverse events reported. Partial response with 46% decrease of target 
lesions was observed. The patient progressed on savolitinib due to significant increase of plural 
effusions 4.2 months after the first dosing. The other patient with severe anemia and increasing 
CA19-9 was treated with savolitinib. After two cycles, rapid normalization of anemia and CA19-9 
were revealed. The PFS was 5.6 months. With resection of drug-resistance lesion after 
progression, there was still four-month period of good tumor control. Only grade 2 elevated 
aminotrasferase was reported but soon improved through reduction of savotinib dose. 
Conclusions Both patients benefited from savotinib for rapid tumor regression and delayed 
progression concomitantly manageable adverse events, therefore it might be a potential option 
for patients with MET-driven metastatic GCs after failure of first-line treatment. 
 
 

PU-3125 

环腺苷酸在肿瘤细胞分化中的作用研究进展 

 
马鸣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恶性肿瘤是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之一，2015 年我国恶性肿瘤新发病例达 429 万以上，死

亡病例则超过 280 万[1]。寻找有效的放、化疗替代疗法，改善恶性肿瘤临床疗效、延长患者生存期

成为目前肿瘤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方法  环腺苷酸 （cyclic adenosine monophosphate，cAMP）是细胞内的第二信使，其胞内表达

与细胞生长、代谢、分裂、凋亡及癌变等重要的生命现象密切相关。细胞内 cAMP 还在细胞分化过

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胚胎干细胞向各个器官、组织分化过程中发挥极其重要的调控作用。

近年来发现，cAMP 与多种肿瘤细胞的分化密切相关，因此 cAMP 具备成为临床肿瘤分化治疗作用

靶点及分化诱导剂的潜力[11-14]。本文就 cAMP 在肿瘤凋亡、分化中的作用、机制及其在肿瘤临床

综合治疗应用方面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结果  1 cAMP 的分子结构及其功能。2 cAMP 与肿瘤细胞的凋亡。3 cAMP 与肿瘤细胞的分化 

4 cAMP 衍生物应用于肿瘤治疗方面的相关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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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近年来，cAMP 作为新的靶点应用于肿瘤治疗方面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cAMP 在信号转导过程中的某些功能及其作用机制仍未完全明确，其毒副作用亦有待进一步

观察，特别是在不同肿瘤中 cAMP 究竟是发挥抗肿瘤作用还是促进肿瘤进展也不尽相同[50-53]。这

些问题的存在限制了 cAMP 的应用，相信今后的研究会进一步解释 cAMP 的功能及其作用机制，

并将 cAMP 作为临床治疗靶点或药物，积极探讨肿瘤精准治疗的新策略、新方法，以最大程度发挥

cAMP 的细胞分化诱导作用，进而改善肿瘤的疗效和预后。 

 
 

PU-3126 

CMTM5 对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病机制和诊断意义 

 
韩清珍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15000 

 

目的 现有文献报道 CMTM 家族在血液系统的肿瘤中，表达降低，但是机制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

研究，CMTM5 在多发性骨髓瘤细胞中的异常表达与多发性骨髓瘤（MM）发生发展的关系。 

方法 选取确诊为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骨髓标本 20 例，以未诊断出血液系统恶性疾病的正常骨髓

10 例为对照，qRT-PCR 诊断 CMTM5 的表达水平。比较多发性骨髓瘤细胞株 U266 进行去甲基化

处理前后，qRT-PCR 检测 CMTM5 的表达变化。对不同程度（浓度梯度和时间梯度）去甲基化的

U266 细胞，同时检测 CMTM5、Caspase3 和 Caspase9，并分析 CMTM5 与凋亡因子 Caspase3

和 Caspase9 的相关性。将 pcDNA3.1-CMTM5g 过表达载体转染 U266，建立过表达 CMTM5 的

U266 细胞，CCK8 试验检测细胞的增殖情况。 

结果 MM 患者骨髓中 CMTM5 的相对表达量明显低于正常骨髓细胞，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去

甲基化后 CMTM5 的表达明显升高，且 CMTM5 的表达程度与凋亡因子 Caspase3 和 Caspase9 都

呈现正相关（r=0.9371、r=0.9451）。CMTM5 的高表达可以明显抑制骨髓瘤细胞的增殖。总之，

基因的甲基化导致了骨髓瘤细胞中 CMTM5 表达的缺失或降低，恢复或提高 CMTM5 的表达水平，

能够启动骨髓瘤细胞的内源性凋亡途径抑制细胞的增殖。 

结论 CMTM5 与多发性骨髓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不仅可以作为一种分子指标衡量患者对甲基化

药物的反应，使去甲基化治疗更具有特异性和靶向性，也可以作为监测 MM 发生发展、分级和转归

的一种诊断指标。同时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迅猛发展，CMTM5 也有望成为血液系统肿瘤靶向治疗

的一个重要靶点。 

 
 

PU-3127 

CP-PGN 通过 TLR2-非 MyD88 途径发挥抗感染作用的机制研究 

 
韩清珍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15000 

 

目的 本论文从体内外实验，探索和验证 CP-PGN 通过一种特殊的 toll 受体途径（TLR2-非 MyD88

依赖）的免疫调节途径，发挥非特异性抗感染预防和治疗作用。 

方法 小鼠体内试验：（1）预防感染模型：预防使用 CP-PGN，再体内尾静脉注射感染病原体—耐

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MRSA），与未治疗的感染组比较，通过生存率、生存时间、体内细菌载量

评价预防效果，检测小鼠的免疫状态，检测小鼠脾脏和外周血 TLR2 和 MyD88 的水平。（2）治疗

感染模型，感染少量病原体 MRSA 后，后使用 CP-PGN 治疗，检测指标同上。体外实验研究 CP-

PGN 调节机制对 TLR2 和 MyD88 依赖性，以巨噬细胞系 RAW264.7 为载体，模拟体内 CP-PGN

预防感染和治疗感染的过程，检测 TLR2 和 MyD88 的变化。利用干扰 RNA 技术和基因敲出技术，

使 RAW264.7 中 TLR2 和 MyD88 的表达水平降低，重复上述体外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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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CP-PGN 可以明显提高预防感染和治疗模型中感染小鼠的生存率。体外实验 RAW264.7 模拟

小鼠的体内感染的过程中发现，CP-PGN 可以提高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迁移能力，细胞因子合成

水平等，此过程中伴随有 TLR2 的显著升高，但是 MyD88 活化水平明显降低，且 MyD88 的表达抑

制不影响 CP-PGN 对巨噬细胞的活化。干扰 RNA 和基因敲出实验，进一步证实 TLR2 的表达水平

明显影响 CP-PGN 的免疫活化功能，但是 MyD88 的表达水平不影响。 

结论  CP-PGN 对常见病原体引起的感染具有非特异性预防和治疗作用，且主要通过 TLR2 信号途

径发挥作用，但是并不依赖 TLR2 已知的接头蛋白 MyD88。这说明 TLR2 信号途径中，可能存在

未被发现的 MyD88 之外的下游信号途径，是对 TLRs 信号网络的一个重要补充。 

 
 

PU-3128 

2 型糖尿病与肿瘤标志物 CA19-9 的相关性分析 

 
陈雅斌,张雯,林振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发生发展过程中血清肿瘤标志物 CA19-9 的变化，并研究不同 HbA1c 水平与

CA19-9 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129 例住院 2 型糖尿病患者，依据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分为控制较理想组（6 

%~7 %，25 例）、控制一般组（7 %~8 %，37 例）、控制不理想组（8 %~9 %，30 例）、控制

差易并发症组（>9 %，37 例），另外选取 23 例同期正常健康人群作为健康对照，用电化学发光

法检测各组血清 CA19-9 水平，比较每组之间血清 CA19-9 水平，并应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研究

不同 HbA1c 水平组与 CA19-9 的相关性。 

结果  HbA1c>9 %组 CA19-9 水平明显高于 HbA1c<9 %组（P<0.05），而 HbA1c 在 6 %~9 %的

各组与健康对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分析显示血清 CA19-9 与 HbA1c 呈正相关。

相关性分析显示，健康对照组血清 CA19-9 与 HbA1c 无相关性。 

结论  血糖控制差易发生并发症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CA19-9 水平明显高于血糖控制患者及健康人；

研究认为 2 型糖尿病患者 CA19-9 升高或与长期血糖控制差有关。 

 
 

PU-3129 

自贡地区丙肝基因分型及其临床意义分析 

 
宋立兴 

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643000 

 

目的 调查自贡地区丙型肝炎（HCV）基因型的分布特点，为自贡地区丙肝的诊断和治疗提供帮

助，并对丙型肝炎及其相关研究提供佐证材料和研究基础。 

方法 选取 2016 年 2 月--2018 年 4 月自贡地区 173 例 HCV 患者，分析基因型特点以及不同基因型

与 HBV 、HCV RNA 含量、AST 含量、ALT 含量的相关性。 

结果 HBV、HCV 双重感染者病毒载量与单纯 HCV 感染者病毒载量没有明显差异，但对肝脏的损

害程度比单纯感染者大。HCV 基因分型 1b 型感染者病毒载量高于其他基因型，且 1b 型对肝脏的

损害程度高于其他基因型。而其他各基因型间病毒载量和对肝脏的损伤程度之间没有明显差异。 

结论 自贡地区 HCV 基因型呈现多样化散在分布，发现有 4 个基因型，其中以 1b 型基因型为主，

1b 基因型病毒载量高于其他各基因型，其对肝脏的损伤程度相对要高。HCV 合并乙肝感染者其病

毒载量与单纯 HCV 感染者之间病毒载量没有相关性，但对肝脏的损伤程度比单纯感染者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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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30 

T-SPOT.TB 在风湿性疾病潜伏结核感染筛查中的应用 

 
杨必清, 番云华 

云南省德宏州人民医院 

 

目的  评价结核杆菌感染Ｔ细胞斑点试验（T-SPOT.TB）诊断风湿性疾病潜伏感染结核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73 例风湿性疾病患者资料，所选患者均行外周血 T-SPOT.TB、血清结核抗体

（TB-Ab）测定，并对其检测结果进行分析，比较 T-SPOT.TB 和 TB-Ab 阳性率。 

结果  T-SPOT.TB 阳性率为 12.72%，远远高于 TB-Ab1.73%的阳性率。 

结论 T-SPOT.TB 在结核病中具有一定的辅助诊断价值，其敏感性明显高于临床常规检测方法，该

方法可以针对结核潜伏感染的筛查并根据筛查结果制定下一步诊疗方案，具有很好的推广应用价

值。 

 
 

PU-3131 

自制肿瘤标志物质控品在室内质控中的应用和分析 

 
伍涛 

四川省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因在应用全自动免疫分析系统过程中，遇到原厂提供的质控品为单一项目质控品，在做室内

质控时使用不便，且成本很高等问题；所以探讨自制肿瘤标志物质控品在室内质控中的应用和分

析。 

方法 分别收集日常临床送检血清中 fPSA,PSA,AFP,CEA,Cyfra21-1 的阳性标本和体检人员的阴性

血清 标本。将血清 标本按 照各项目参考 值上 限 2 倍配 制 成 200ml 各肿瘤标 志物

（fPSA,PSA,AFP,CEA,Cyfra21-1）复合血清质控品。对自制质控品批内精密度、批间精密度、有

效期进行评价。 

结果 自制质控品各项目批内精密度 CV 在 1.06%～2.19%之间、批间精密度 CV 在 1.37%～6.39%

之间，连续 6 个月每月的均值经 F 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测 6 个月的数据无升

高或者降低的趋势，提示在 6 个月内，自制质控品的检测结果稳定，证实其有效期可达 6 个月。 

结论 自制质控品，具有良好的稳定性且价格低廉，来源方便，可替代其原装产品。其应用于室内

质控活动，能及时发现检测系统的不稳定性因素，并加以纠正处理，能很好的运用于临床检验中，

确保肿瘤标志物检测结果的可靠性。 

 
 

PU-3132 

CLIA 检测 TSAb 用于 Graves 病诊断的多中心评价 

 
马超超 

北京协和医院,100000 

 

目的  在格雷夫斯病（Graves’disease，GD）中，甲状腺刺激性抗体（ thyroid stimulating 

antibody,TSAb）是 GD 的致病性抗体。最近一种新的免疫法（Immulite TM 化学发光免疫法）声称

可特异性检出 TSAb。基于此，通过此项多中心研究，评估该方法检测 TSAb 用于诊断 GD 的性

能，验证该方法的检测结果与 GD 诊断的临床“金标准”的判定结果是否一致，与电化学发光免疫法

检测结果是否等效。 

方法 收集北京协和医院（328 例）、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340 例）、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332 例）三个中心 1000 例血清标本，使用 Siemens Immulite 2000 TSI 试剂与 Cobas 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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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SR 试剂对受试者的血清样本进行同步平行检测；若二者检测结果相异或 TSAb 检测结果与 GD

的临床诊断“金标准”判断结果不一致，使用生物分析法进行检测确认，对 TSAb 阳性，TRAb 阴性

的标本进行甲状腺刺激阻断性抗体的检测。 

结果 TSAb 和 TRAb 检测结果用于诊断未经治疗 GD 的敏感性为 98.00% vs 98.00% 

（P=1.0000），特异性为 96.86% vs 88.71%（P<0.0001），符合率为 97.00% vs 89.88% 

（P<0.0001）。Kappa 系数分别为 0.8737 vs 0.6520（P<0.0001）;在诊断 GD（包括未治疗和经

治疗的 GD）敏感性为 93.67% vs 92.67%（P=0.6274），特异性分别为 96.86% vs 88.7%

（P<0.0001），符合率为 95.90% vs 89.90%（P<0.0001）,Kappa 系数分别为 0.9027 vs 0.7719

（P<0.0001）。ROC 曲线分析 TSAb 用于诊断 GD 临床诊断界值为 0.42 IU/L（灵敏度：100%，

特异度：96.7%）。 

结论  Immulite TM化学发光免疫法用于诊断 GD 的性能优于电化学发光免疫法。然而，本研究纳入

的健康对照较少，后期应补充健康对照作进一步分析。对于非 GD 组 TSAb 阳性及 GD 组 TSAb 阴

性应做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PU-3133 

LAIR-1 在宫颈癌和子宫内膜癌患者外周血 T 细胞的表达及意义 

 
付爱丽,张乐研 

解放军 107 医院 

 

目的 研究抑制性受体 LAIR-1 在宫颈癌和子宫内膜癌患者外周血 T 细胞的表达情况，并与子宫肌

瘤、子宫癌前病变患者相比较，探讨 LAIR-1 表达与肿瘤免疫的相关性 

方法  采集新鲜外周血肝素抗凝，用 PBSA（含 0.6%抗凝剂 ACD-A 的 PBS）1:1 稀释外周血，应

用 Ficoll 密度梯度离心法分离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s)。

免疫荧光染色和流式细胞术检测 LAIR-1 在 196 例肿瘤患者外周血 T 细胞的表达水平 

结果 流式细胞术检测结果显示，宫颈癌和子宫内膜癌患者外周血 CD3+CD4+T 细胞 LAIR-1 阳性率

均高于子宫肌瘤（P＜0.001，P＜0.05）和癌前病变患者（P＜0.001，P＜0.01）。平均荧光强度

分析结果显示，宫颈癌患者外周血 CD3+CD4+T 细胞 LAIR-1 表达水平显著高于癌前病变患者（P＜

0.01），CD3+CD8+T 细胞 LAIR-1 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子宫肌瘤（P＜0.05）和癌前病变患者（P

＜0.001）。子宫内膜癌患者外周血 CD3+CD4+T 细胞 LAIR-1 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子宫肌瘤（P＜

0.05）和癌前病变患者（P＜0.01），CD3+CD8+T 细胞 LAIR-1 表达水平高于癌前病变患者（P＜

0.05） 

结论  LAIR-1 在宫颈癌和子宫内膜癌患者外周血 T 细胞表达上调，提示 LAIR-1 可能与肿瘤免疫逃

逸存在相关性。对 LAIR-1 在宫颈癌和子宫内膜癌患者外周血 T 细胞表达的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

探讨 LAIR-1 与肿瘤免疫逃逸的相关性以及 T 细胞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PU-3134 

IL-12 和 TNF-α 在军事应激官兵血清中表达的相关性 

 
付爱丽,张乐研 

解放军１０７医院 

 

目的 以苏丹维和为应激源，以苏丹维和官兵为研究对象，研究应激对官兵血清中细胞因子白介素-

12（IL-12）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的影响，探讨军事应激对免疫系统功能改变的影响机

制。 

方法 收集苏丹维和官兵外周血 274 例作为试验组，未参加苏丹维和的现役官兵 50 例作为对照组，

所选官兵均排除躯体及神经精神疾病。采集空腹静脉血 2ml，分离收集血清，-20°C 冻存备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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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其血清中细胞因子 IL-12 和 TNF-α 的水平，全自动酶标仪

450nm 处进行分析。 

结果 与未参加苏丹维和官兵相比，苏丹维和官兵血清中 IL-12 和 TNF-α 的水平均明显升高，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但苏丹维和官兵按年龄进行分组，统计结果显示，26-36 组官兵血

清中 TNF-α 的水平高于 20-25 岁，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6-36 组官兵血清中 IL-12 的

水平与 20-25 岁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苏丹维和官兵血

清中 TNF-α 的水平与 IL-12 的水平呈正相关（r=0.871，P<0.05） 

结论 苏丹维和官兵血清中 TNF-α 和 IL-12 水平升高，提示军事应激可能通过上调血清中 TNF-α 和

IL-12 的水平而影响机体免疫系统的功能。深入研究维和官兵不同个体免疫指标的改变，将有助于

进一步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提高官兵的适应能力，减少官兵因应激而造成的心理生理损害，对保障

官兵的心理健康和提高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 

 
 

PU-3135 

EB 病毒 BARF1 及其变异型基因改变鼻咽癌细胞 

生物学行为机制的初步研究 

 
沈志超 

解放军１０７医院 

 

目的  进一步探讨 BARF1 基因及其变异型对 NPC 细胞系 HONE1 生物学行为的影响及机制，为最

终阐明 BARF1 参与 NPC 的致癌机制提供依据 

方法  以 B95-8 型和 V29A 变异型 BARF1 基因稳定转染 HONE1 细胞及对照细胞为研究对象，进

行 MTT 实验、平板克隆形成实验、凋亡诱导实验、细胞迁移侵袭实验和裸鼠致瘤实验，检测

BARF1 原型和变异型基因对 HONE1 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并采用表达谱芯片检测和筛选

BARF1 基因转染前后差异表达基因，对差异表达基因进行功能注释和 KEGG 分析，绘制差异基因

相互作用蛋白网络图，找出差异倍数大的关键节点基因，选择与细胞增殖、凋亡和迁移相关通路，

在 BARF1 转染细胞及裸鼠瘤组织中用 real-time PCR 进行表达验证 

结果（1）与对照细胞比较，BARF1 原型和变异型基因转染细胞 MTT 吸光度值和平板克隆形成率

增高（P<0.05）；顺铂诱导凋亡后细胞存活率提高，而细胞凋亡率降低（P<0.05）；细胞迁移和

侵袭能力提高（P<0.05）。BARF1 原型和变异型基因转染细胞之间细胞增殖、凋亡、迁移和侵袭

均无显著性差异。（2）与对照细胞比较，BARF1 变异型基因转染细胞裸鼠致瘤能力无明显提高。

（3）聚类分析显示 B95-8 型和 V29A 变异型细胞聚类在同一簇中，与对照细胞比较，共同差异基

因 317 条，其中上调 94 条，下调 223 条。(4)Real-time PCR 显示，与对照细胞比较，BARF1 基

因转染细胞中 CDH1、TP63、MIR205HG、GJA1 和 S100A2 表达下调，ZEB2 表达上调。 

结论  1）BARF1 原型和变异型基因均可促进 NPC 细胞系 HONE1 增殖、提高其抗凋亡能力和迁移

侵袭能力，从而增强 HONE1 细胞肿瘤原性。（2）BARF1 基因过表达可调控多种与细胞增生、凋

亡、迁移和侵袭等肿瘤相关基因的表达。（3）BARF1 基因可能通过下调 CDH1、GJA1 和

S100A2 基因，促进细胞增殖和迁移，通过下调 TP63、 MIR205HG 并上调 ZEB2 而抑制细胞凋

亡，促进细胞迁移和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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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36 

血清外泌体膜蛋白 GPC-1 在乳腺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探讨 

 
马伟立,张金艳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建立血清中外泌体的提取方法，并对提取产物中的外泌体进行鉴定，检测健康对照、乳腺良

性病患者、乳腺癌患者血清外泌体膜蛋白 GPC-1 含量，并探讨其在乳腺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1 建立血清外泌体提取方法，并提取样本血清外泌体；利用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提取产物中的

外泌体形态，应用 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受试对象血清外泌体特异表面标记蛋白 CD9。2 应用

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受试对象血清外泌体膜蛋白 GPC-1 的表达量，比较其表达水平在健康对照

组、乳腺良性病组、乳腺癌组间有无差异。以病理诊断结果为金标准，比较血清学肿瘤标志物、B

超检查、钼靶射线检查、血清外泌体膜蛋白 GPC-1 表达水平诊断乳腺癌的应用价值。 

结果 建立以聚乙二醇 8000 的 50% PBS-NaCl 溶液提取血清外泌体的实验方法；电镜观察提取产

物中包含典外泌体，为杯托样结构，直径 100 nm 左右；Western blot 检测提取产物高表达外泌体

特异表面标记蛋白 CD9。1.GPC-1 在健康对照组、良性病组、乳腺癌组表达水平不全相同

(H=32.051，P<0.05)，其中乳腺癌组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和良性病组。乳腺癌组病人治疗前 GPC-

1 水平与肿瘤分期存在正相关关系（rs=0.536，P<0.05）；在 GPC-1 阳性和阴性病人中，肿瘤分

期、淋巴结转移、Ki-67 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乳腺癌组病人治疗前后 GPC-水平有差异

（Z=856.0，P=0.006），治疗后 GPC-1 水平下降。 

结论  1.聚乙二醇 8000 沉淀法能够从血清中提取出典型外泌体，可用于后续实验。2.乳腺癌病血清

外泌体膜蛋白 GPC-1 表达水平高于健康对照和乳腺良性病组，含量与肿瘤分期正相关，且治疗后

水平下降；GPC-1 阳性患者较 GPC-1 阴性患者易出现淋巴结转移，临床分期较晚，肿瘤细胞增殖

程度较高。3.血清外泌体膜蛋白 GPC-1 水平诊断乳腺癌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均较高，一致性较好，

对乳腺癌的诊断有潜在应用价值。 

 
 

PU-3137 

Hsa-miRNA-203a-3p 过表达慢病毒载体的构建以及对 

APC 基因的靶向调控作用 

 
王利新,董辉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探讨 has-miR-203a-3p 对 APC 基因的靶向调控作用。 

方法   化学合成 miR-203a-3p 前体 shRNA，连接 pHBLV-U6-ZsGreen-PGK-Puro 载体，与

pMD2G,pSPAX2 三质粒共转染至 HEK-293T 细胞，包装慢病毒颗粒。荧光素酶报告系统检测

miR-203a-3p 对 APC 的靶向调控作用；病毒感染 HepG2 细胞，检测 miR-203a-3p 和 APC 基因表

达量变化。 

结果 成功构建 Hsa-miRNA-203a-3p 过表达慢病毒载体，荧光素酶报告系统显示，APC 3’UTR wt

组与 Control 组相比 Rluc/Fluc 的相对活性降低约 60%（P<0.05），APC 3’UTR muta 组与 Control

组相比 Rluc/Fluc 的相对活性降低约 18%（P>0.05），慢病毒感染 HepG2 细胞后，miR-203a-3p

表达显著升高（P<0.05），APC mRNA 显著降低（P<0.05）。 

结论  成功获得高效表达 miR-203a-3p 的慢病毒颗粒，荧光素酶报告系统及细胞感染实验证实 miR-

203a-3p 对 APC 基因有较好的靶向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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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38 

从冠脉非钙化斑块的血清学标志物探讨冠心病 

不稳定型心绞痛中医辩证分型的相关研究 

 
谷春,刘贵建 

广安门医院 

 

目的  探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非钙化斑块的血清学生物标志物与冠心病不稳定型心绞痛中医辩证分

型的关系。 

方法  以冠状动脉血管成像（coronary computer tomography angiography, CCTA）入选非钙化斑

块组（CT 值 ≤ 130 HU）、钙化斑块组（CT 值 > 130 HU）及正常对照组各 20 例，采用 ELISA 法

检测血清髓过氧化物酶（MPO）、嗜酸细胞活化趋化因子（Eotaxin）、正五聚蛋白 3（PTX-

3）、钙结合蛋白（S100A9）含量。冠心病不稳定型心绞痛参照 2011 年《不稳定型心绞痛/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诊疗指南更新》标准，中医辨证分型参照 2002 年《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

则》。 

结果  方差分析显示各组间年龄、性别及血脂等生化指标无统计学差异。ELISA 检测数据显示，

Eotaxin、PTX-3 和 S100A9 的血清含量在正常组、钙化斑块组、非钙化斑块组患者中有依次递增

趋势，但无统计学差异（P > 0.05）；非钙化斑块组患者 MPO 血清含量明显高于钙化斑块组和正

常对照组（233.7±65.9 vs 175.7±37.8 和 132.8±31.3），有统计学差异（P < 0.05）。对冠心病不

稳定型心绞痛血瘀证患者进一步分型后发现，血清 MPO 水平随气虚血瘀证、气滞血瘀证和痰瘀互

阻证的证候变化而逐渐降低（247.9±39.3 vs 220.4±38.6 和 185.9±43.5）, 有统计学差异（P < 

0.05）。 

结论  血清 MPO 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性质相关，可能为冠心病不稳定型心绞痛中医辩证分型

的生物学基础。 

  
 

PU-3139 

Tanshinone I activates 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and 
induces autophagy-dependent cancer cell death 

 
lihua zheng1,Ying Zhang1,Shi Cheng1,Bo Pang1,Shipeng Sun1,Jian Wang1,2,Shanhu Li1,2,Guijian Liu1 

1.Clinical Laboratory， Guang’ anmen Hospital，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2.Institute of Bioengineering， 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al Sciences 

 
Objective Salvia miltiorrhiza,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well known as its clinical efficacy 
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nd cancers. Tanshinone I (T1), a derivative of lipophilic 
phenanthroquinone, is one of components of Salvia miltiorrhiza Bunge. However, it is unknown 
whether Tanshinone I has the same effect of anti-cancer. In our current study, we aim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anshinone I on cancers and its potential molecular mechanisms. 
Methods Breast cancer cells (MDA-MB-231, MCF-7) and hepatic carcinoma cell (HepG2) were 
treated with Tanshinone I. Cell proliferation was measured by MTT assay. Western Blot was 
adopt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cyclin D1 and LC3. Acridine orange (AO) was adopted to 
label autolysosome under the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Autophagosome formation was identified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MTT assay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ffect of T1 combined 
with autophagy inhibitors on cell proliferation. Western Blot was applied to explore the expression 
of phosphorylation of 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AMPK)α, beclin1 and LC3. 
Result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anshinone I suppressed HepG2, MDA-MB-231 and MCF-7 
cells proliferation and decreased the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s of cyclin D1 in MDA-MB-231 and 
MCF-7. Then we found Tanshinone I suppressed the ratios of LC3-I/ LC3-II, which indicated the 
upregulation of autophagy. In addition, the number of autolysosome that stained by AO ra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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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after Tanshinone I induced. We observed autolysosomes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in MDA-MB-231, when Tanshinone I was used to treat it for 
48h. Furthermore, Tanshinone I inhibited the cell proliferation, but the inhibition was suppressed 
when combined with autophagy inhibitors. The phosphorylation of AMPKα was activated by 
Tanshinone I. Beclin1 and LC3, the protein related to autophagy, were activated by Tanshinone I, 
but suppressed when combined with AMPKα inhibitor. 
Conclusions Our data suggest that Tanshinone I induces autophagy-dependent cell death and 
autophagosome formation in cancer cells. The autophagy induced by Tanshinone I is dependent 
on AMPK activation. 
 
 

PU-3140 

溃疡性结肠炎患者食物不耐受检测结果初步分析 

 
胡春枝 

绵阳市肛肠病医院,621000 

 

目的  探讨食物不耐受与溃疡性结肠炎(UC)之间的关系。 

方法  对符合 UC 诊断标准的 71 例患者，检测血清中 14 种食物过敏原特异性 IgG 抗体。 

结果  UC 患者对 14 种食物的不耐受率范围为 1.4%(鸡肉、蘑菇)-38%(蛋黄蛋白)，其中鳕鱼、蟹、

大豆、西红柿 4 种食物存在性别差异(P<0.05 )，不同年龄组之间青少年组、壮年组及老年组对牛

奶、大米不耐受性整体比较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组间比较均存在多种不耐受食物的统计学差

异。 

结论 食物不耐受与 UC 发生发展存在一定关联，且不同性别、年龄组间存在差异性;通过检测食物

不耐受特异性 IgG 抗体，可以指导 UC 的饮食治疗。 

  
 

PU-3141 

酶联免疫斑点试验在脊柱结核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程红燕,王东萍,包训迪,王庆 

安徽省胸科医院 

 

目的  评价酶联免疫斑点(T-SPOT) 试验在脊柱结核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3 年 5 月至 2017 年 1 月期间我院确诊为脊柱结核病患者 98 例和非结核患者 77 例。

采用 T-SPOT 试验检测脊柱结核组和非结核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观察斑点形成细胞的数量，患者

同时接受结核菌素( PPD) 皮肤试验及血结核抗体(TB-Ab)检测，其中 PPD 试验分别采用红肿硬结

直径为≥5mm 和≥15mm 两种标准，标记为 PPD-5 和 PPD-15，并对比分析以上检测方法的敏感

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 

结果   T-SPOT 试验在脊柱结核诊断中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93.88%、92.21%、93.88%和 92.21%；PPD-5 和 PPD-15 皮肤试验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

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86.74%、52.04%，74.03%、89.61%，80.95%、86.44%和 81.43%、

59.48%；血 TB-Ab 试验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48.98%、61.04%、

61.54%和 48.45%。在脊柱结核患者中，T-SPOT 试验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

值明显优于 PPD-5 和 PPD-15 皮肤试验及血 TB-Ab 试验。非结核组标本中早期分泌 ESAT-6 和

CFP-10 特异性 T 淋巴细胞分泌的 γ 干扰素斑点形成频率中位数均为 0，脊柱结核组标本中 ESAT-

6 和 CFP-10 特异性 T 淋巴细胞分泌的 IFN-γ 斑点形成频率中位数分别为 29/（2.5×105 ）｛0～

210/（2.5×105）｝和 20/（2.5×105）｛0～180/2.5×105）｝，脊柱结核组标本的 PMBC 斑点频率

高于非结核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 值分别为 492 和 427，P 值均＜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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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T-SPOT 试验应用于脊柱结核诊断有良好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可作为脊柱结核感染辅助诊断

的有效方法。 

 
 

PU-3142 

T 淋巴细胞亚群在 CML 患者接受 TKIs 治疗前后的变化 

 
沈秀芬 1,何晓娟 2,张哲 2,余景星 2,申政磊 2,尹列芬 2 

1.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检验科 

2.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血液科 

 

目的   通过观察慢性髓性白血病（CML）患者接受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s）治疗前后外周血中 T

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分析 TKIs 对 CML 患者细胞免疫的影响。 

方法  对 68 例确诊 BCR/ABL-P210（+）的 CML 患者，于初诊、TKIs 治疗后 3、6、12、18、24

个月，采集外周血 3～5ml，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CD3+ T、CD4+ T 及 CD8+ T 淋巴细胞。 免疫的影

响。 

结果  与初诊时相比，TKIs 治疗后各组 CD3+、CD3+ CD4+、CD3+ CD8+ T 细胞百分比均降低，

而 CD4+/CD8+逐渐升高。治疗 6 个月后 CD3+及 CD3+CD8+T 细胞百分比较治疗前降低，治疗 18

个月后 CD4+/CD8+ 较治疗前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 CD3+、CD4+ T 细胞百

分比在 TKIs 治疗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TKIs 抑制 CML 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并在治疗 6 个月后对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逐渐表现出

抑制作用，以抑制 CD3+CD8+T 细胞为主。 

 
 

PU-3143 

高危型 HPV 检测在诊断宫颈病变中的意义 

 
柴巨川 

淄博市中心医院,255000 

 

目的  探讨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 HPV-DNA 检测、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测(TCT)联合阴道镜活检在宫颈

癌前病变及宫颈癌筛查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 年在淄博市中心医院妇科进行 HPV 检测的 2700 例宫颈病变患者为研究对象，且

部分病例同期行 TCT 和/或病理学活检，并记录病人年龄、各项检查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2700 例患者 HPV 总阳性率约为 30.40%，61.90%高危型 HPV 阳性患者年龄在 30-50 岁之

间；仅高危型 HPV 阳性者中，TCT 与活检的宫颈上皮内病变检出率分别为 45.20%和 96.87%。

HPV16 型和 18 型诱发 CINⅡ级以上宫颈病变的发生率（71.10%）明显高于高危型 HPV 其它 12

种型别（36.20%）；ASC 组约 88.60%为上皮内瘤变，LSIL 和 HSIL 组约 97.40%的病例发生宫颈

上皮内瘤变，LSIL 组的诊断符合率为 52.00%，HSIL 组（CINⅡ-Ⅲ）的诊断符合率为 84.60%。 

结论  高危型 HPV DNA 检测作为一项重要的筛查手段，能减少宫颈病变的漏诊；高危型 HPV 阳性

病例应及早接受治疗，预防宫颈癌的发生。 

 
 

http://www.medlive.cn/wiki/guidelines/list/10001116_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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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44 

Establishment of 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CR 
for Detection of Serum pgRNA Level in HBV Infections and 

Evaluation of Its Clinical Implication 

 
Aizhu Ye,Can Liu,Qishui Ou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It has recently been confirmed that hepatitis B virus RNA in serum is pregenome RNA 
and present in virus-like particles.Our studies were aimed to establish 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CR for detection of serum pgRNA level in HBV infections and to evaluation its 
performance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 
Methods Recombinant plasmid for HBV pgRNA was constructed.The Real-time qPCR was 
established and evaluated with standard recombinant plasmid.Four hundred HBV-infected 
patients who received NAs therapy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For measurement of pgRNA, total 
nucleic acid was isolated from serum samples according to manufacturer’s instructions.After 
cDNA synthesis from extracted RNA,the PCR was performed to measure the content of pgRNA. 
Results A series of expremen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linear range of assay was 
between1.0×1010copies/ml and 1.0×103 copies/ml.The intra-run and the inter-run CV of standard 
plasmids were 0.13%~0.73%.The recovery rate of the mixture sample of accuracy test was 
93.785%. We analyzed the different serological markers of 400 HBV-infected patients and found 
that the detection rate of HBV pgRNA in the samples with HBV DNA <500 IU/ml was 78.9%. 
Then,we selected 74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 of HBV DNA<20 IU/ml from HBV DNA <500 IU/ml 
group,the HBV DNA level and HBV pgRNA level of 82.43%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HBV were 
lower than the detection limit. 
Conclusions The Real-time qPCR assay which can quantify the serum HBV pgRNA with highly 
accuracy,sensibility and specificity w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Monitoring the HBV pgRNA 
levels and the HBV traditional serological marker levels in HBV-infected persons with different 
clinical outcomes was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HBV infection an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antiviral therapy,which was expected to provide one of the new and potential predictors for the 
assessment of the progress of HBV-infected persons with different clinical outcomes. 
 
 

PU-3145 

乳腺癌转移淋巴结细针穿刺洗脱液中相关肿瘤标志物检测的意义 

 
毛敏静,施新明,史册,王学锋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000 

 

目的  通过检测腋窝淋巴结细针穿刺（FNA）洗脱液中相关肿瘤标志物的变化，为判断淋巴结是否

转移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56 例病理证实的乳腺癌腋窝淋巴结转移患者的血清样本以及腋窝淋巴结超声引导下的

FNA 洗脱液样本（同一病人的阳性和阴性淋巴结样本各一份）。采用免疫化学发光法检测标本中

的癌胚抗原（CEA）、糖类抗原 125（CA125）、人附睾蛋白 4（HE4）、糖类抗原 153

（CA153）、细胞角蛋白 19（CK19）的含量。分别以比值法来判定是否转移，方法一：阳性组/

血清组>1，方法二：阳性组/阴性组>1。比较两种方法的检测性。 

结果  两种方法的比较，各标志物的阳性检出率方法一和方法二分别为 CEA：28.6%（16/56）和

51.8%（29/56）、CA125：14.3%（8/56）和 35.7%（20/56）、HE4：21.4%（12/56）和 26.8%

（15/56）、CA153：28.6%（16/56）和 78.6%（44/56）、CK19：92.9%（52/56）和 100%

（56/56）。各肿瘤标志物指标用方法二的检出率都显著高于方法一（P<0.05）。其中利用方法二

对 CK19 检测的阳性检出率为 100%，超越了传统细胞学检查的 94.6%（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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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洗脱液标本中肿瘤标志物 CK19 和 CA153 含量的检测可以作为判断淋巴结是否转移的参考依

据。选用阳性组/阴性组>1 的方法更优于阳性组/血清组>1 的判断规则。CK19 的检测灵敏度更高于

传统细胞学检查，可用于前瞻性检出淋巴结的微转移。 

 
 

PU-3146 

Antibody avidity method for identific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immune responses in Measles 

 
Jie Liu,Fang Liu,Yan Gao,Tian Tian,Chong Li,Ping Huang,Jianhong Zhao,Fang Wang 

Chaoyang District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eijing 

 
Objective To study IgG antibody avidity method in identific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immune responses in measles cases. 
Methods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was used to detect the IgG antibody and 
antibody avidity of the confirmed measles cases (IgM positive or nucleic acid positive) and the 
paired serum samples of IgM negative were test IgG antibody to confirm the infection, then detect 
the IgG antibody avidity of the positive case. 
Results Eight-six cases were IgG positive in 92 laboratory-confirmed cases (IgM positive or 
nucleic acid positive), the positive rate was 93.48%. Seven cases in 36 paired serum samples of 
IgM negative cases were also confirmed infected after detected IgG antibody. Among all 
confirmed cases, 80 cases were high avidity antibodies (80/99, 80.81%). Seven cases were 
secondary vaccination failure (SVF). One patient had one does of measles-containing vaccine 
(MCV), his paired serum samples with low avidity antibodies in the first blood and the second 
showed high avidity, other 6 twice-vaccinated individuals with high avidity antibodies. 
Conclusions  Most of the cases in this study have secondary immunoreaction and produce high 
avidity IgG antibodies, but they are still infected with the measles virus again.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neutraliz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high avidity antibody still needs further study. In SVF 
cases, the typical secondary immune responses, such as low or undetectable IgM, may not found 
in the laboratory, meanwhile, there are also missed cases associated with secondary immune 
responses. In addition, the cases of SVF transmission also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study the 
role of SVF in the spread of measles. 
 
 

PU-3147 

抗核抗体胞浆型与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的相关性探讨 

 
张迎久,李晔,孟宇 

北京市石景山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抗核抗体胞浆型与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50 例胞浆型阳性患者自身免疫性肝病抗体谱的检测结果。 

结果  150 例标本检测到抗线粒体抗体(AMA)阳性 72 例，抗 M2 线粒体抗体(AMA-M2)阳性 68 例，

阳性率分别为 48.00% 、45.33% 。其中 25 例患者诊断为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阳性率为

16.67%，此 25 例中有 20 例的胞浆型滴度≥1:320。  

结论  抗核抗体胞浆型强阳性进一步检测自身免疫性肝病抗体谱的有重要意义，抗核抗体和自身免

疫性肝病抗体谱联合检测，可提高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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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48 

两种 HCMV 核酸定量检测试剂盒的比对研究 

 
高丹丹,车媛媛,李映潼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130000 

 

目的  比较市售两种试剂盒（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在检测巨细胞病毒核酸（HCMV）载量的检

测效能。 

方法  采用两种国产 HCMV 核酸定量检测试剂盒平行检测 36 例临床样本中的 HCMV DNA，计算两

者的特异性和相关性；同时选取高低浓度各 1 份标本，平行做 3 复孔，连续检测 5 天，计算两种试

剂的精密度；对强阳性血清进行梯度稀释后检测线性范围；对弱阳性血清梯度稀释后检测最低检测

限，比较两种试剂的差异。统计学处理采用配对ｔ检验、回归分析。 

结果   在 36 例临床血清中 ,两种方法检测 HCMV DNA 的阳性率分别为 91.7%(33/36)和

88.9%(32/36),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x2=0.158,P=0.691) ；两种试剂检测水平的相关性较好

（r2=0.992）。同时两种试剂检测水平的精密度均小于 7.5%，线性和最低检测限均能满足需求。 

结论  两种试剂盒在检测 HCMV 病毒载量时，检测效能相当，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和一致性。 

 
 

PU-3149 

Targeting cytokines secreted by 
CD4+CD25highCD127low regulatory T cells 

inhibits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 progression 

 
Xing Ke,Lisong Shen 

Xinhua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CD4+CD25highCD127low regulatory T cells (Tregs) on the 
invasion of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 (EOC), and to analyze the underlying signaling mechanism 
about the related cytokines.  
Methods Flow cytomety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study the percentages of 
CD4+CD25highCD127low Tregs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of EOC (n=34), benign ovarian 
tumor patients (n=26) and healty donors(n=34).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percentage of 
CD4+CD25highCD127low Tregs and clinicopathologic factors were researched. We also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EOC cell line OVCAR3 on phenotype change of CD4+ T cells isolated 
from healthy human blood. The production of IL-10 and TGF-β1 from CD4+ T cells was evaluated 
by the stimulation of anti-CD3 and anti-CD28. Levels of MMP-2 and TIMP-2 were analysed after 
blocking of IL-10R and TGF-β1R in EOC. Cell invasion assay was performed to understand the 
invasion ability change of EOC. 
Results We found higher level of CD4+CD25highCD127low Tregs in patients with EOC compared 
with benign ovarian tumor and healthy donors. The high level of Tregs was associated with 
positive lymphatic metastasis of patients with EOC. Moreover, in the in vitro transwell coculture 
experiment of CD4+ T cells and OVCAR3, expressions of MMP-2 and TIMP-2 in EOC cell line 
were significantly regulated in the coculture experiment with CD4+ T cells. It was aslo indicated 
that OVCAR3 induced IL-10 and TGF-β1 secretion by affecting function of 
CD4+CD25highCD127low Tregs. Levels of MMP-2 and TIMP-2 conversely changed after blocking 
of IL-10R and TGF-β1R in EOC. In addition, pre-blocking of IL-10R and TGF-β1R remarkably 
suppressed invasion ability of EOC. 
Conclusions The cytokines (IL-10 and TGF-β1) secreted by CD4+CD25highCD127low Tregs may 
induce invasion ability of EOC. Thes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cytokines secreted by Tregs could 
be a novel target for inhibiting ovarian cancer pro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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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50 

健康查体人群内因子抗体阳性率和血清维生素 B12 缺乏率调查 

 
程歆琦 

北京协和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健康查体人群血清内因子抗体阳性率、维生素 B12 缺乏率与年龄、性别、红细胞计数、

血红蛋白、平均红细胞体积等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 2015 年 5 月-6 月北京协和医院查体人群共计 1427 名，其中男性 758 例，年龄

52.5±14.5 岁，女性 669 例，年龄 50.3±14.3 岁。使用 Beckman DxI800 全自动免疫分析仪及其配

套试剂检测上述个体血清内因子抗体和维生素 B12 水平，比较查体人群中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个

体内因子抗体的阳性率和维生素 B12 缺乏率（≤145pg/ml）的差异。 

结果  查体人群中<40 岁、40-59 岁以及 60 岁以上各组内因子抗体阳性率分别为 1.48%、5.55%和

5.00%（<40 岁与 40 岁以上组比较， ）；维生素 B12 缺乏率分别为 2.22%、2.51%和 5.50%

（<60 岁与≥60 岁组比较， ）。查体人群中男性和女性组内因子抗体阳性率和维生素 B12 缺乏率

无差别，分别为 5.15% vs 4.04%， 2=0.99，P=0.32 和 3.83% vs 2.69%， 2=1.44，P=0.23。内因

子抗体阳性者的血红蛋白（Hb）比阴性者低 3.05 g/L，但是内因子抗体阳性对 RBC 和 MCV 均无

影响。而维生素 B12 是否缺乏与查体人群的 Hb、RBC 和 MCV 均无相关性。 

结论  查体人群中内因子抗体阳性率和维生素 B12 缺乏率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但维生素 B12

缺乏的发生晚于内因子抗体阳性的出现。内因子抗体阳性与否对血红蛋白浓度有显著影响，可以一

定程度上弥补维生素 B12 检测的局限性。在中、老年人群中开展内因子抗体和维生素 B12 水平筛

查是必要的。 

 
 

PU-3151 

胸腔积液和外周血结核感染 T 淋巴细胞酶联免疫斑点试验 

在结核性胸膜炎诊断中的价值 

 
王东萍,程红燕,王华,王安琪,王庆 

安徽省胸科医院 

 

目的  评估胸腔积液和外周血结核感染 T 淋巴细胞酶联免疫斑点试验（T-SPOT.TB）联合检测在结

核性胸膜炎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安徽省胸科医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0 月收治的胸腔积液患者 102 例，对胸腔积液单个

核细胞（SEMC）和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进行了 T-SPOT.TB 检测，探讨诊断敏感度和特

异度。计数资料采用 c2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 

结果  102 例胸腔积液患者中 71 例（69.61％）为结核性胸膜炎，31 例（30.39％）为非结核性胸

膜炎。结核性胸膜炎组标本 SEMC 对 ESAT-6 和 CFP-10 分泌 γ 干扰素斑点形成频率中位数分别

为 159/ 2.5×105 （ 120/ 2.5×105 ～ 200/ 2.5×105 ）和 160/ 2.5×105 （ 110/ 2.5×105 ～ 210/ 

2.5×105），PBMC 对 ESAT-6 和 CFP-10 特异性 T 淋巴细胞分泌 γ 干扰素斑点形成频率中位数

为 30/ 2.5×105（15/ 2.5×105～55/ 2.5×105）和 40/ 2.5×105（8/ 2.5×105～87/ 2.5×105），SEMC

斑点频率高于 PBMC，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SAT-6 Z =－7.818，P=0.000 ；CFP-10 Z =－

7.12，P=0.000，均 P＜0.05）。SEMC 斑点 ROC 曲线分析，最佳临界值为≥38 个斑点，曲线下

面积为 0.969；PBMC T-SPOT.TB 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90.14％和 77.42％，SEMC 为 95.77％

和 93.55％； PBMC（≥6 个斑点）及 SEMC 联合检测（≥38 个斑点）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90.14％和 96.77％。 

结论  T-SPOT.TB 联合检测 PBMC 和 SEMC 是诊断结核性胸膜炎一项有效的辅助诊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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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52 

人血清外泌体 CEA 检测在结直肠癌诊断中的临床应用 

 
刘万超 1,权文强 2,吴军录 2,潘星昊 2,吉萍 2,孙祖俊 2,李冬 2 

1.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2.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200000 

 

目的  分离鉴定人血清中的外泌体，探讨将外泌体 CEA 作为结直肠癌诊断指标的可行性。 

方法  选择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2 月确诊的结直肠癌病例组 64 例患者

（血清 CEA 正常病例组 41 例及血清 CEA 增高病例组 23 例），良性结直肠疾病对照组 20 例患者

及正常对照者 40 名。采用 ExoQuick 试剂盒从血清中提取外泌体，应用透射电镜、Western blot 对

外泌体进行形态学和分子表型鉴定；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检测血清 CEA 及血清外

泌体 CEA 浓度。利用 U 检验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判断在结直肠癌中的诊断效能。 

结果  采用 ExoQuick 试剂盒成功提取血清中的外泌体。ELISA 法检测 64 例结直肠癌病例组外泌体

CEA 浓度为（1056.36～28637.78）pg/ml，显著高于良性疾病对照组（394.61～2437.83）pg/ml

以及正常对照组（610.89～2076.70）pg/ml（分别 U=124.000，U=119.000，均 P<0.001）；41

例血清 CEA 正常病例组外泌体 CEA 浓度为（1050.36～5832.07）pg/ml，显著高于良性良性疾病

对照组和正常对照组（分别 U=113.000，U=119.000，均 P<0.001）；血清 Exosomal CEA 浓度

对结直肠癌诊断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54（95%CI=0.919～0.988），优于血清 CEA 浓度

[ 0.636（95%CI=0.531～0.742）]对结直肠癌的诊断效能。  

结论  分离并检测血清外泌体 CEA 浓度对结直肠癌具有良好的诊断效能，有可能成为结直肠癌早期

诊断标志物。 

 
 

PU-3153 

乙肝病毒标志物与荧光定量 PCR 检测的相关分析 

 
郝崇华 

山西省人民医院,030000 

 

目的  研究乙肝五项定量检测、乙肝前 S1 抗原（HBV-PreS1）定性检测以及乙肝 DNA（HBV-

DNA）荧光定量 PCR 检测结果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 月-2018 年 5 月在我院就诊的 527 例乙型肝炎患者的血清，分别采用化学发

光微粒子免疫检测乙肝五项、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 HBV-PreS1、荧光定量 PCR 检测

HBV-DNA。 

结果  在乙肝模式 1 俗称大三阳，HBV-DNA 的阳性率为 83.2%，在乙肝模式 2 俗称小三阳，HBV 

DNA 的阳性率为 38.9%；在 HBV-PreS1 阳性的模式下，HBV- DNA 的阳性率为 64.8%，在 HBV-

PreS1 阴性的模式下，HBV-DNA 的阳性率为 8.7%；在乙肝模式 1 下，乙肝表面抗原（HBsAg）

阳性值大于 250ng/ml，占 91.8%，小于 250 的占 7.3%。 

结论  乙肝五项、HBV-PreS1 与 HBV-DNA 检测这三个结果具有相关性，联合检测这三项指标能很

好的反映乙肝病毒的复制及传染性；同时定量分析 HBsAg 用于动态评价患者病情和抗病毒治疗效

果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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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54 

结核感染 T 细胞斑点试验在结核病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高骞 1,张新星 2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2.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目的  探究结核感染 T 细胞斑点试验 (T cell spot test for tuberculosis infection, T-SPOT.TB) 对结核

病的诊断价值，以及分析会对其造成影响的疾病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某医院 2017 年 8 月至 12 月的病人病历资料，明确结核接触史、既往结核病史和

现病史，分析其检验结果和检查结果，影像学检查，PPD 试验，结核抗体检查等，根据临床诊断

标准确诊了 400 例住院病人。分析 T-SPOT.TB 在活动性肺结核中的敏感性、特异性、比值比(OR)

等；T-SPOT.TB 斑点数对活动性和非活动性肺结核的鉴别诊断；T-SPOT.TB 在肺外结核中的敏感

性、特异性等；以及自身免疫性疾病，感染性疾病，炎性疾病和肿瘤对 T-SPOT.TB 结果的影响。 

结果  1.在活动性肺结核中 T-SPOT.TB 敏感性为 92.3%，特异性为 69.7%，比值比 (OR) 为 27.6，

阳性预测值为 54.6%，阴性预测值为 95.8%。2.活动性肺结核的 T-SPOT.TB 斑点数量显著高于非

活动性肺结核。3. T-SPOT.TB 诊断肺外结核的敏感性为 83.3%，特异性为 100%。4. 自身免疫性

疾病，感染性疾病，炎性疾病和肿瘤对 T-SPOT.TB 的影响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它们对

T-SPOT.TB 的影响可能不大。 

结论   T-SPOT.TB 在结核病的诊断中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在包括潜伏性、早期结核分枝杆

菌感染的筛查以及肺外结核的诊断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自身免疫病，感染性疾病，炎性

疾病和肿瘤对 T-SPOT.TB 的影响可能不大，其影响因素还需进一步探究。 

 
 

PU-3155 

雅培 ARCHITECT i2000 化学发光分析仪 

测定 HBV 标记物的性能评价 

 
张文静,郑维威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目的  对雅培 i2000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的性能进行了评价。 

方法  对 Architect i2000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简称 Architect i2000）的准确度、重复性、

线性范围、交叉污染等指标进行评价，并与酶免 ELISA 法进行对比。 

结果  批内 CV 均小于 3％，批间 CV 均小于 5％；各指标回收率都在 95%～110% 之间；携带污染

率<1%，线性评价良好。 

结论  雅培 Architect i2000 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系统能满足临床和科室要求，试验数据可靠，准确

性好，仪器需每年做一次性能验证，有助于提高数据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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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56 

BIO-FLASH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仪 

测定抗磷脂抗体谱的性能评估 

 
殷波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同济医院 

 

目的  评估 INOVA 的 BIO-FLASH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CLIA）检测抗磷脂抗体（aPL）的

性能。 

方法  按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CLSI）EP 系列文件的要求及体外诊断仪器试剂性能分

析指导原则，对 CLIA 法的精密度、线性范围、生物参考区间、偏倚以及方法学比对等进行评估。

参考厂家声明标准进行验证。 

结果  CLIA 法测得不同浓度各项指标的批内 CV％和批间 CV％均小于 10％，精密度符合要求。

CLIA 法检测 aCL IgG/IgM/IgA 的线性范围分别是 23.6-1807.8CU、11.5-774CU 和 9.5-274.8CU，

检测抗 β2GP1 IgG /IgM/IgA 的线性范围分别是 38.9-4379.8CU、8.9-841CU 和 10.4-238.3CU。健

康成人血清中 aCL 抗体和抗 β2GP1 抗体的水平均在正常参考范围以内； CLIA 法在不同仪器上检

测上述项目的定量结果线性回归 R2均>＝0.99。结果差异均小于 12.5%；ELISA 和 CLIA 两种方法

测得 aCL-IgG 定量结果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阳性样本浓度变化趋势一致。aCL-IgM 定量结果线

性关系不佳，但两者结果总体趋势一致。ELISA 和 CLIA 两种方法检测 aCL-IgG、aCL-IgM、抗

β2GP1 抗体定性符合率分别为 83.7%、95.3%、95.3%，其 Kappa 值分别为 0.545、0.847、

0.907，p 值均<0.01，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各项参数的评估符合要求，具有全自动程度高、检测机动性性

强、线性范围宽、特异性高、变异系数小等优点，明显明显优于 ELISA 法。使用 CLIA 法检测 aPL

抗体可以为提高 APS 及其它自身免疫疾病的临床诊断提供更准确的检测指标，具有重要临床价

值。 

 
 

PU-3157 

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相关性血管炎患者血清 RF 水平检测 

与 BVAS 相关性分析 

 
殷波涛 1,苏斌涛 2,岳艳玲 1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同济医院 

2.武汉市第一医院检验科 

 

目的  检测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相关性血管炎（AAV）患者血清中类风湿因子（RF）的表达，并

讨论 RF 与 2003 版伯明翰血管炎活动性评分（BVAS2003）量表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2017 年 3 月至 2017 月 9 月确诊的 76 例 AAV 患

者，全部研究对象于空腹抽取静脉血，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测定血清中 IgM-RF、IgG-RF 和 IgA-

RF 的水平，同时采用免疫比浊法分析 C 反应蛋白（CRP）的浓度，利用 BVAS2003 量表对所有

AAV 患者进行评分。 

结果  36.8%的 AAV 患者血清中 IgG-RF 为阳性，且 IgG-RF 阳性患者 CRP 浓度较 IgG-RF 阴性患

者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 IgG-RF 水平与 BVAS2003 分值呈正相关

（r=0.26，P<0.05）。 

结论  AAV 患者血清 IgG-RF 滴度与疾病活动度具有相关性，提示 IgG-RF 水平可用于 AAV 疾病的

活动度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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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58 

Development of a Hollow Mesoporous Silica Nanoparticles 
Vaccine to Protect Against House Dust mite Induced 

Allergic Inflammation 

 
Xia Peng,Yuting Liang,Yue Yin,Huanjin Liao,Li Li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Allergen specific immunotherapy (SIT) is the only preventive and specific therapeutic 
way for dust mite allergy. To improve the efficacy of SIT, we used Hollow mesoporous silica 
nanoparticles (HMSNs) as delivery vehicle and adjuvant for allergen and investigated its immune 
regulatory effect in mouse model of dust mite allergy. 
Methods The major house dust mite allergen (Der f2) was loaded into HMSNs, and the 
characterization were determined. The drug loading capacity was evaluated using BCA protein 
assay and TGA method. The release profile of Der f2-HMSNs was also determined. Then the Der 
f2 loaded HMSNs were injected s.c. to mouse model of Der f2 induced allergic asthma. And the 
Der f2 specific antibody in serum, cytokines in BALF and supernatant of cultured splenocytes 
were detect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s. The spleen lymphocyte proliferation 
was measured by the MTT method. The inflammatory cells in lung tissues were analyzed by H&E 
staining.  
Result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Der f2 loaded HMSNs were spherical like morphology. Both 
BCA and TGA assays demonstrated successful load of Der f2 into HMSNs. The max loading 
capacity is 90 ug Der f2/1 mg HMSNs. The Der f2 loaded in HMSNs released very slowly in 72h. 
The in vivo results showed that treatment with Der f2 loaded HMSNs could decrease the levels of 
Der f2 specific IgE levels, inflammatory cells infiltration in lung tissue, and Th2 cytokine IL4 levels 
in BALF. In the meanwhile, it could increase the Der f2 specific IgG levels, Th1 cytokine IFN-γ 
levels, and induce proliferation of spleen cells to Der f2 accompanied by increased IFN-γ levels.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showed that Der f2 loaded HMSNs were efficient in regulating 
allergic inflammation. It may be may a potential vehicle for SIT of dust mite allergy. 
 
 

PU-3159 

北京地区食物特异性 IgG 抗体的检测分析 

 
卢山,万极硕,苏玉,吴俊 

北京积水潭医院,100000 

 

目的   对北京地区疑似食物不良反应患者血清中的食物特异性 IgG 抗体水平进行检测分析，为患者

剔除饮食中引起疾病的食物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分析法（ELISA）检测 2386 例患者血清中 14 种食物特异性 IgG 抗体浓

度。 

结果  2368 例患者食物 sIgG 检出率为 82.7%，鸡蛋、虾和牛奶 sIgG 阳性率较高，猪肉和牛肉

sIgG 阳性率最低。女性的鸡蛋和虾 sIgG 存在性别差异，女性明显高于男性（P＜0.05）。鸡蛋、

虾、牛奶、大豆、小麦、鳕鱼、蟹、玉米、西红柿、鸡肉、猪肉和牛肉 sIgG 阳性率在不同年龄段

存在显著差异（P＜0.05），其中虾和蟹 sIgG 阳性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升高，西红柿 sIgG 阳性率

先是随年龄增长而降低，到了 45 岁以后又略有上升；而鸡蛋、牛奶、大豆、小麦、鳕鱼、玉米、

西红柿和鸡肉表现出的规律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阳性率下降。 

结论  北京地区食物不良反应与 IgG 抗体水平升高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不同性别和年龄的患者应根

据自身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膳食结构的优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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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60 

国产迈瑞化学发光免疫法检测 Ca242 的性能评价 

 
韩厅蓄,钱娜,杨唯唯,王国洪,徐国宾 

北京肿瘤医院,100000 

 

目的  评价迈瑞化学发光法检测肿瘤标志物糖类抗原 242（Ca242）的性能及其与康乃格 ELISA 的

一致性。 

方法  参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EP 系列文件和相关行业标准，对迈瑞糖类抗原

242 测定试剂盒（化学发光法）的分析性能（精密度、准确度、最低检测限、线性范围、分析特异

性等）进行了验证；同时采用迈瑞化学发光法和康乃格酶联免疫法分别检测血清样本 CA242 浓

度，比较方法之间的相关性和一致性。 

结果  迈瑞化学发光法检测 CA242 高值、低值质控品和高值、低值血清样本的批内不精密度

（CV）小于 1.4%，天间不精密度（CV）小于 2.72%；线性范围为 0.5～239.78 U/mL；检测血清

内源性干扰物（甘油三酯 1500 mg/dL、胆红素 70 mg/dL、血红蛋白 2000 mg/dL、总蛋白 10 

g/dL）的相对偏差均在可接受范围内（±10%范围内）。化学发光法和康乃格酶联免疫法检测 303

例血清样本，相关性和一致性良好（结果分别见图 1、2 和表 1）。 

结论  迈瑞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Ca242 测定试剂盒具有良好的线性、敏感度、精密度和抗干扰能

力，与当前临床实验室广泛应用的康乃格酶联免疫法一致性好。 

 
 

PU-3161 

52 973 例妇科门诊患者人乳头瘤病毒亚型感染情况分析 

 
杨翌翔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201600 

 

目的  分析上海市松江地区女性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及亚型的分布情况，为预防 HPV 感染提供理论依

据。 

方法  使用基因芯片检测技术对 52 973 例妇科门诊女性患者进行 HPV 亚型检测。 

结果  共计 12 139 例患者感染 HPV，阳性率为 22.92%。共计检出阳性病毒株 16 637 株，高危型

HPV 毒株占 78.61%。感染率最高的五种亚型依次为：HPV16、58、52、51、68 型，均为高危

型。单一感染 8 933 例，多重感染 3 206 例，二重感染中最常见的组合为 HPV16 型和 58 型。≥61

岁组 HPV 感染率最高，其次是≤20 岁组与 51~60 岁组，感染率分别为 33.88%、31.83%、

30.35%。 

结论  就诊于松江地区妇科门诊女性 HPV 总感染率 22.92%，最常见的 HPV 亚型为 16、58、52、

51、68 型，有必要开发覆盖更多针对性亚型的多价疫苗以帮助不同地区妇女预防 HPV 的感染。 

 
 

PU-3162 

胃癌患者血清中 SP70 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金菲,潘世扬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 SP70 在胃癌患者血清中的表达及术前术后的变化，分析 SP70 与临床病理分期的关

系，探讨其是否可以成为胃癌潜在的肿瘤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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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以实验室建立的双抗体夹心 ELISA 法为检测方法，采用该法对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3 月从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病理确认的 140 例胃癌患者、50 例胃病良性疾病和 66 例健康体检者

血清中 SP70 进行检测；同时将 SP70 与用电化学发光的方法检测的肿瘤标志物 CEA、CA724、

CA199 进行比较；各组间 SP70 水平分布差异的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各组间阳性率比较采用 χ2 

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 

结果  SP70 在胃癌患者组血清中的分布明显高于胃良性病变组以及健康体检组［8.0（6.8，10,6）

和 6.5（5.5,7.5），P<0.0001；8.0（6.8，10,6）和 7.0（6.0,7.8），P <0.001］，而胃良性病变

组与健康体检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6.5（5.5,7.5）和 7.0（6.0,7.8），P >0.05］。SP70、CEA、

CA724 和 CA199 诊断胃癌的 AUC 分别为 0.722、0.649、0.499 和 0.539，SP70 的诊断效率优于

CEA、CA724 和 CA199（P<0.05）。SP70 和 CEA 联合诊断的灵敏度（71.1%）优于 SP70 和

CEA 单项检测（灵敏度分别为 58.3%和 44.3%）。在 140 例胃癌患者中，SP70 血清水平与组织

浸润深度和淋巴结转移有关（P<0.05）。 

结论  胃癌患者血清中 SP70 水平分布较高，SP70 诊断效能优于 CEA、CA724 和 CA199，且与组

织浸润深度和淋巴结转移有关，可能是潜在的用于胃癌辅助诊断的血清学肿瘤标志物。 

 
 

PU-3163 

单抗 NJ001 对肺腺癌细胞基因表达调控研究 

 
张伟,徐建,张洁心,潘世扬 

江苏省人民医院,210000 

 

目的  分析 NJ001 作用于肺腺癌细胞后的基因表达谱芯片结果，探讨 NJ001 杀伤肺腺癌细胞的机

制。 

方法  分别提取 NJ001 作用后的肺腺癌细胞株（SPC-A1）以及正常对照 SPC-A1 的总 RNA 用于

检测单抗 NJ001 作用后基因表达谱的改变。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结果以预测 NJ001 杀伤肺腺癌细

胞的机制。 

结果  与正常对照 SPC-A1 相比，NJ001 作用 36 h 后共有 1361 个基因（543 个上调和 818 个下

调）差异表达（倍数变化≥2 和 P ＜0.05）。GO 分析表明差异表达的基因主要涉及基因转录调

控、RNA 代谢调节、细胞程序性死亡调节、细胞增殖、细胞周期等功能；KEGG 信号通路分析表

明差异表达的基因在剪接体，类固醇生物合成，单纯疱疹病毒感染，癌症中的 MicroRNA，AMPK

等信号通路中可能参与 NJ001 杀伤肺腺癌细胞。 

结论  表达谱芯片结果的生物信息学分析可能为探讨 NJ001 杀伤肺腺癌细胞的机制提供客观依据，

也为肺腺癌的治疗和分子靶标药物的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 

 
 

PU-3164 

NK 细胞在流感病毒诱导 COPD 急性加重中的作用研究 

 
李婷婷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30000 

 

目的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PD 是呼吸系统炎症性疾病，COPD 急性加重（AECOPD）是患者入

院或死亡的主要原因，流感病毒感染是我国 AECOPD 最常见诱因，自然杀伤细胞 NK 具有重要的

抗病毒效应。因此，本项目将着眼于 NK 细胞与 COPD 病程的发生、发展的相关性，重点探究流

感病毒感染诱导 COPD 急性加重中 NK 细胞发挥的效应功能。 

方法  本研究通过荧光定量 PCR 检测 AECOPD 患者的咽拭子中病毒基因型，筛选出流感病毒感染

的 AECOPD 患者，通过流式细胞术持续检测患者外周血中 NK 细胞的比例和功能变化。同时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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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炎性状态和疾病转归情况，结合体内外试验，综合分析 NK 细胞的功能与 AECOPD 患者的

病程发生发展的关系。 

结果  前期研究通过清除和缺陷等方式在小鼠模型中发现 NK 细胞具有重要的抗流感病毒感染的效

应。为了研究 COPD 患者中 NK 细胞的功能，我们检测不同临床分期的 COPD 患者外周血中 NK

细胞的比例。初步结果显示，COPD 急性加重期患者的外周血中 NK 细胞的比例最低，COPD 稳定

期或恢复期 NK 细胞的比例略有回升，但相较于正常人外周血中 NK 细胞的比例均显著的减少。 

结论  NK 细胞作为抗病毒因子，在流感病毒感染导致的 COPD 急性加重过程中，也受到机体炎症

因子网络的调控，其抗病毒能力受损。本课题将从细胞和分子水平上深入探究 NK 细胞功能变化的

原因，为临床 COPD 急性加重期的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PU-3165 

肺泡灌洗液和外周血 T 淋巴细胞亚群对肺部疾病的诊断价值 

 
于文俊,王琳,郭巧梅,娄加陶 

上海市胸科医院检验科 

 

目的  探讨血浆、肺泡灌洗液 T 淋巴细胞免疫活性对肺部疾病的临床诊断价值。 

方法  同步收集上海市胸科医院检验科 160 例肺部良性疾病，其中肺结节病 40 例，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 40 例，间质性肺疾病 38 例，肺癌 42 例，流式细胞术检测患者的血浆和肺泡灌洗液中 T 淋巴

细胞亚群的水平。 

结果  血浆中 CD3、CD4、CD8 在肺部疾病中变化不明显，肺泡灌洗液中 CD3、CD4、CD8 在肺

癌组和肺结节组变化最明显，与其他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肺泡灌洗液中肺结节

组 CD4+升高,CD8+降低,CD4+/CD8+明显升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间质性肺疾病组 CD3+、

CD4+、CD8+及 CD4+/CD8+均接近正常值肺癌组 CD3+、CD4+下降,CD8+升高,CD4+/CD8+明显

下降 

结论  肺泡灌洗液 T 淋巴细胞亚群检测在一定程度上可用于肺部疾病鉴别诊断，尤其是肺癌和肺结

节病的诊断尤为重要，并且可以评估患者的免疫功能。 

 
 
 

PU-3166 

全自动流式点阵免疫发光法测定抗 MPO 

和抗 PR3 抗体的性能评估 

 
殷波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同济医院 

 

目的  评估全自动流式点阵免疫发光法（MBIA 法）测定抗 MPO 和抗 PR3 抗体的检测性能。 

方法  按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CLIS）EP15-A3 文件进行精密度验证，按照 EP28-A3

文件验证参考区间。比较 MBIA 法和 ELISA 法检测抗 PR3 和抗 MPO 结果，结合间接免疫荧光法

（IFT）评价不同方法对 ANCA 相关血管炎（AAV）的诊断效能。 

结果  MBIA 法检测抗 PR3 和 MPO 抗体批内、批间不精密度分别为 3.65%、4.10%和 2.28%、

3.32%，小于厂家声明允许不精密度批内 4.70%、批间 8.60%，符合要求。MBIA 和 ELISA 两种方

法检测抗 PR3 和抗 MPO 的阳性、阴性、总符合率分别是 40.00%、90.89%、90.72%和

80.49%、97.65%、96.10%。MBIA 法和 ELISA 法的敏感性、特异性以及阳性预示值分别是

53.85%、91.69%、67.31%和 55.38%、79.71%、46.45%。与 IFT 结果结合后，阳性预示值可分

别提高至 83.56%、7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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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MBIA 法检测性能符合要求。其诊断 AAV 的效能要优于 ELISA 法，与 IFT 法结果结合可提高

对 AAV 诊断的阳性预示值。 

 
 

PU-3167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 

和新生儿脑损伤性疾病的相关性分析 

 
林昕迪,陈辉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水平与新生脑损伤的相关性。 

方法  从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收集在泉州市第一医院住院分娩的新生儿 83 例，其中窒息

新生儿 53 例，分为窒息脑损伤组 26 例和窒息无脑损伤组 27 例，另外对照组正常新生儿 30 例。

分别采集两组新生儿出生后 48h 内的外周静脉血，采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检测血清 NSE 浓

度，评估血清 NSE 水平与新生儿窒息及患儿发生新生儿脑损伤的相关性。 

结果  窒息组新生儿的血清 NSE 水平于出生后 48h 内高于对照组[（81.25±57.25）μg·L-1、

（41.32±9.27）μg·L-1 比（38.72±6.25）μg·L-1]，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窒息

脑损伤组新生儿的血清 NSE 水平明显高于窒息 MRI 正常组新生儿[（81.25±57.25）μg·L-1 比

（41.32±9.27）μg·L-1]，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出生后 48h 内，血清 NSE 水平与新生儿窒息以及新生儿脑损伤密切相关，提示检测血清 

NSE 水平有助于判断新生儿发生窒息后神经组织的损伤情况，也可以提示新生儿是否出现脑损

伤，同时对于判断新生儿脑损伤的预后有一定参考价值，有助于早期辅助诊断新生儿脑损伤性疾

病。 

 
 

PU-3168 

两种反向梅毒检测方案性能的比较：一项大型队列前瞻性研究 

 
彭静,路艳芳,吴士及,李婷婷,李辉军,邓玲艳,孙自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430000 

 

目的  分别由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和欧洲 CDC 推荐的两种梅毒血清学检测方案常被用

于梅毒筛查。然而，哪一种方案的梅毒诊断效能更佳仍无定论。 

方法  我们开展了一项包含 119 891 例受试者的前瞻性试验来评估两种梅毒检测方案的诊断一致

性。美国 CDC 推荐方案以一种梅毒螺旋体试验（TT）作为初筛试验，初筛阳性者需接受一种定量

的非梅毒抗体试验（NTT），如快速血浆反应素试验（RPR）。TT 阳性，NTT 阴性样本则需采用

梅毒螺旋体颗粒凝集试验（TPPA）进一步确证。欧洲 CDC 推荐方案以一种 TT 为筛查试验，筛查

阳性者需接受另一项 TT 进行确证。如果确证试验阳性，则需采用一种定量 NTT 对疾病的活动度和

治疗反应进行评估。本研究中所有受试者均采用一种化学发光免疫试验筛查梅毒特异性抗体。筛查

阳性者同时接受 RPR 和 TPPA 检测。通过计算一致百分比和 κ 系数来确定两种梅毒检测方案的诊

断一致性。 

结果  依据美国 CDC 和欧洲 CDC 推荐方案，本研究人群的梅毒阳性率分别为 1.43%、1.42%。两

种筛查方案的总的一致百分比和 κ 值分别为 99.996%、0.999。 

结论  我们的结果表明美国 CDC 推荐方案和欧洲 CDC 推荐方案在梅毒低流行人群中具有相似的诊

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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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69 

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中 SP70 的表达水平及临床意义的研究 

 
王琳,顾春荣,潘世扬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中 SP70 的表达水平及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双抗体夹心 ELISA 法对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4 月经江苏省人民医院病理诊断的 286

例原发性肝癌（包括 242 例肝细胞癌，44 例胆管细胞癌），89 例肝脏良性疾病及 66 名健康体检

者血清进行 SP70 检测，并将 242 例肝细胞癌患者按照年龄，性别，肿瘤大小，病理分级，临床分

期，有无转移等进行分组，分析组间 SP70 表达差异，同时对患者病情进展进行追踪，分析 SP70

水平变化与预后之间的关系。 

结果   SP70 在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的中水平明显高于肝良性疾病组及健康对照组（P 均＜

0.001），且肝细胞癌组的血清 SP70 水平明显高于胆管细胞癌组（P＜0.001）。在 242 例肝细胞

癌临床特征分析中，肿瘤体积＞5cm 的患者血清 SP70 水平明显高于≤5cm 组，临床分期中晚期患

者的 SP70 水平高于早期患者，且转移组明显高于无转移组。病例追踪显示，术后 SP70 水平升高

组较降低组更易预后不良。 

结论  SP70 的表达与原发性肝癌的临床分期、结转移及预后密切相关，该抗原有望成为检测肝癌

进展的新的标志物。 

 
 

PU-3170 

丙型肝炎诊断中 HCVRNA 和肝功能联合检测的意义 

 
牛登冉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丙肝患者超敏丙肝病毒核糖核酸 HCVRNA 与 AST、ALT 和 AFU 的相关性及其临床应用

价值。 

方法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 904 例丙肝患者的超敏丙肝病毒核糖核酸（HS-HCVRNA）、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AST、ALT 和 α-L-岩藻糖苷酶（α-L-fucosidase ，AFU）。 

结果  HS-HCVRNA 阳性率女性明显高于男性（χ2=28.165，P＜0.05）；HS-HCVRNA 病毒载量不

同分组间 AST、ALT 和 AFU 的水平有显著性差异（P＜0.05）；异常率最高的是 AST

（41.58%）；肝功能单项检测 AUC 最高是 AST（0.747），联合检测的 AUC 为 0.894；ALT 的特

异度最高（80.15%）；AST 检测的灵敏度最高（76.65%）；联合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度高于单项

检测。 

结论  肝功能单项检测与联合检测均有诊断价值，可以全面了解患者病情进程，为患者和临床治疗

提供可靠的依据。 

 
 

PU-3171 

The mechanism of CD8+T cells in promoting the 
maturation and function of liver resident NK cells 

 
Ling Tang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Nature killer (NK) cells are important lymphocytes of the innate immune system. As an 
organ with predominant innate immunity, the liver contain high proportion of NK cells which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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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erogeneous. The investigation by our team and other groups suggest that the liver have a 
specific NK cells subset, termed liver-resident NK cells,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conventional NK 
cells and other tissue resident NK cells in terms of phenotype, transcriptional factor regulation 
and functions. Although research into the developmental origin and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of 
liver resident NK cells have been well investigated, the signals guiding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function of liver resident NK cells are not well understood. During liver and other mucosal disease, 
it’s important to reveal the mechanism of T cells in regulating the maturation and function of liver 
resident NK cells. 
Methods In this study, the phenotype and function of liver resident NK cells during mouse 
ontogeny were investigated and the adoptive transfer and culture of liver resident NK cells with 
different phenotype were performed to prove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liver resident 
NK cells. Moreover, T cells depletion and adoptive transfer were c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subset of CD8+T cells that regulating the maturation and function of liver resident NK cells. At last, 
we used cytokines knockout mice, antibody blocking, cytokines overexpression in the liver and 
cell-cell contact assays to investigate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liver resident NK cells 
regulation by CD8+T cells. 
Results Our recent data shows that liver resident NK cells ar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stages of 
maturation, just like conventional NK cells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Moreover, CD8+T cells and 
IFN-γ have the capacity to induce the maturation and activation of liver resident NK cells in the 
steady state. 
Conclusions Thus, we hypothesize that the maturation and function of liver resident NK cells 
may be promoted by CD8+T cells through IFN-γ/STAT1 pathway. Moreover, we also clarify the 
cells and signals regulating the maturation and function of liver resident NK cells and serving as a 
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 other tissue resident NK cells. 
 
 

PU-3172 

维生素 D 和 G0S2 基因表达与大鼠结肠癌关系的研究 

 
李升,王薇雅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构建大鼠结肠癌模型，研究维生素 D（vitamin, VD）与 G0S2 基因表达在大鼠结肠癌组

织中的作用，从而探讨其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为临床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  选用 Wistar 大鼠 60 只，进行适应性喂养后随机分为实验组 20 只、对照 A 组 20 只、对照 B

组 20 只。对实验组、对照 A 组大鼠腹腔注射经细胞培养后处于对数生长期的人结肠癌细胞株

HCT116（每只大鼠细胞接种量为≥1×106/mL 的细胞悬液 0.2mL），使大鼠成为患有结肠癌的大

鼠。造模后，实验组给予 7IU/只维生素 D 灌胃 2 周，对照 A 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灌胃 2 周;对照 B

组大鼠不造模，进行腹腔注射等量生理盐水的对照处理，随后的两周给予同实验组的等量生理盐水

灌胃。在造模完成后的 1 周、2 周两个时间点分别对三组大鼠各随机 10 只进行取样，运用酶联免

疫吸附法测血清 1,25-(OH)2-VD3，取其肠道肿瘤组织或正常肠道组织研磨行 RT-PCR 检测 G0S2

基因的表达。 

结果  在 1W 时实验组与对照 A 组相比，血清 1,25-(OH)2-VD3的含量明显升高，P <0.01 差异有显

著统计学意义；G0S2 的表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在 2W 时实验组与对照 A 组相比，

血清 1,25-(OH)2-VD3的含量高于对照 A 组，G0S2 的表达明显升高，两者 P <0.01，差异有显著统

计学意义；实验组与对照 B 组相比，血清 1,25-(OH)2-VD3 的含量降低，P <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对照 B 组中 G0S2 的表达在不同饲养时间后没有明显改变，但是实验组和对照 A 组大鼠随着

饲养时间的延长，G0S2 的表达有所降低。 

结论  结肠癌大鼠血清 1,25-(OH)2-VD3含量和 G0S2 的表达均低于正常大鼠，且随着肿瘤发展，两

者的水平可能呈现降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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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73 

梅毒抗体（CMIA 法）在梅毒感染筛查中的效能分析 

 
黄声凯,李学祥,崔婵娟,王国婧,魏葆珺,崔巍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法（CMIA）检测梅毒抗体用于梅毒感染筛查的效能。 

方法  用一份低值患者血清和一份高值患者血清对 CMIA 检测血清梅毒抗体进行精密度评价；将梅

毒抗体标准品稀释至临界值附近，对血清梅毒抗体（CMIA 法）检出限进行验证；用阴阳性样本以

不同比例混合，对 Cutoff 值附近的重复性进行验证。应用 CMIA 法检测 38902 例患者血清梅毒抗

体，以 S/CO≥1 为阳性，对阳性标本进行 TP-PA 确证，同时进行快速 RPR 试验，此外对 CMIA 法

检测 S/CO<1 的 384 例标本进行 TP-PA 检测，评价 CMIA 检测梅毒抗体的检测效能。 

结果  CMIA 检测梅毒抗体的批内和批间精密度 CV 均小于 8%，检出限为 4NCU/ml，Cutoff 值附近

样本重复性结果显示低于 Cutoff 值 20%的 20 份样本均为阴性，高于 Cutoff 值 20%的 20 份样本均

为阳性。38902 例血清样本经 CMIA 检测 615 例（1.58%）梅毒抗体阳性，经 TP-PA 验证后真阳

性率为 65.20%（401/615），其中 RPR 阳性为 110 例（27.43%）。384 例 CMIA 检测 S/CO<1

样本经 TP-PA 验证后均为阴性。ROC 曲线显示 ROC 曲线下面积（AUC）为 0.97，当 CMIA 检测

S/CO 值为 2.785 时，尤登指数最大，灵敏度为 92.3%，特异度为 87.0%。 

结论  梅毒抗体（CMIA 法）可用于有效筛查梅毒感染，但对于弱阳性结果应进一步验证。 

 
 

PU-3174 

利用 CRISPR/Cas9 技术 

构建人肝癌细胞 TLR4 基因敲除的稳转细胞株 

 
陈秋莉,徐恩君,王莲子,吴宪,刘嘉清,李涛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30000 

 

目的  利用 CRISPR/Cas9 技术构建慢病毒载体，敲除 SMMC-7721 细胞的 TLR4 基因，得到稳定

表达 Cas9 蛋白的 SMMC-7721-Cas9 细胞株和 TLR4 基因敲除的 SMMC-7721- TLR4-/-细胞株，初

步探讨 TLR4 基因敲除后 SMMC-7721 细胞的生物学性状变化。 

方法  1、用 Lenti-Cas9-puro 重组病毒感染肝癌细胞 SMMC-7721 细胞，获得带有抗 puro 基因的

SMMC-7721-Cas9 细胞，然后将 Lenti-sgRNA-Cherry 重组病毒感染入带有抗 puro 基因的 SMMC-

7721-Cas9 细胞，得到 SMMC-7721- TLR-4-/-/TLR-4+/+混合细胞株。使用 PCR、DNA 测序和

Western blot 等技术方法对 Pool 克隆细胞在基因和蛋白水平上进行验证。2、将 SMMC-7721- 

TLR-4-/-/TLR-4+/+混合细胞株在 96 孔板上进行倍比稀释，挑选单克隆，并在基因及蛋白水平上对单

克隆稳转细胞株进行敲除验证。3、利用化学发光法测定细胞培养上清液 IL-1B、IL-6、IL-8、IL-

10、TNF-α 和 IL-2R 水平，用 CCK8 对细胞增殖活性进行测定。 

结果  1、SMMC-7721-TLR4-/-单克隆细胞挑选成功，TA 克隆有两种不同的结果，说明对应的细胞

克隆为两条姐妹染色单体发的生不同突变的纯合克隆；在蛋白水平上，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

TLR4 基因敲除 SMMC-7721-TLR4-/-细胞中 TLR4 蛋白几乎完全不表达。2、SMMC-7721-TLR4-/-

单克隆细胞培养上清液的 IL-6、IL-8 降低，TNF-α 升高，IL-1B、IL-10 和 IL-2R 水平无变化，

CCK8 培养 1 小时后的 OD 值降低。 

结论  1、成功挑取 TLR4 两条姐妹染色单体发生不同突变的 SMMC-7721-TLR-4-/-单克隆细胞，为

研究 TLR4 信号通路在肝癌细胞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提供实验基础。2、SMMC-7721-TLR4-/-单克隆

细胞的凋亡能力增强，细胞增殖活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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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75 

食物过敏原特异性 IgG 检测 

 
兰丽媛,郭亚明 

吉林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目的  探讨 14 种食物过敏原特异性 IgG 检测的临床意义及有效价值，为疑似患者提供新的食物过

敏诊断提供线索,为进一步营养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收集门诊患者 120 例过敏性疾病血清中 14 种食物过敏原特异性

IgG 浓度。 

结果  阳性结果分为 3 个水平,总的检出阳性百分数依次为鸡蛋﹥芒果﹥蟹﹥牛奶﹥大米﹥番茄﹥玉

米﹥小麦﹥大豆﹥鳕鱼﹥牛肉﹥蘑菇﹥猪肉=羊肉。并在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不同疾病患者间

比较各种食物 IgG 阳性率。结果：120 例患者中,食物过敏原特异性 IgG 阳性者 102 例(93.4%)。14

种食物中,鸡蛋的特异性 IgG 阳性率(80.2%)最高、其次为芒果（75.6%），未见番茄和羊肉的特异

性 IgG 升高。采用问卷调查形式详细询问并采集患儿的基本情况、过敏史及家族过敏史等一般情

况；0～12 个月年龄组患者以鸡蛋为首要过敏原,其余年龄组均以芒果为次要过敏原。芒果特异性

IgG 阳性率在各年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食物过敏原特异性 IgG 阳性率在男女患

者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湿疹患者食物过敏原特异性 IgG 阳性率(95.9%)最高,慢性腹泻患者阳

性率(86.8%)最低;但各种疾病间比较,牛肉特异性 IgG 阳性率在各种疾病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过敏性紫癜患者对 12 种过敏原(猪肉和羊肉除外)均显示阳性反应。 

结论  食物不耐受是一种复杂的变态反应,血清食物过敏原特异性 IgG 的检测对过敏性疾病的诊疗具

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PU-3176 

血清 SP70 在胰腺良恶性肿瘤鉴别诊断及疗效评估中的价值 

 
杨璐,顾春荣,潘世扬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 SP70 在胰腺癌诊断预后和疗效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研究 入选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于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胰腺中心住院的

胰腺占位患者 260 例，另选择健康体检者 85 例作为对照组，检测血清中 SP70 的表达水平；动态

观察 30 例胰腺癌患者根治性手术前后血清中 SP70 表达的变化情况；采用 Cox 比例风险模型进行

预后因素筛选，Kaplan-Meier 法进行无病生存期（DFS）影响因素的分析。 

结果  173 例胰腺癌患者血清 SP70 的中位数表达水平为 11.3（IQR9.1-14.85）ng/ml，高于 66 例

胰腺良性疾病患者的表达水平 9.0（IQR7.4-9.9）ng/ml，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的 7.2（IQR6.2- 

8.9）ng/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胰腺癌根治手术前后 SP70 的表达水平呈进行性下降，手术前

和手术后 7 天的表达水平分别为（13.86±4.48）ng/ml 和（9.69±3.51）ng/ml，差异有显著统计学

意义（P＜0.05）；21 例胰腺导管内乳头状黏液肿瘤患者中，恶性 IPMN 患者的 SP70 表达水平高

于良性 IPMN 患者；COX 比例风险模型提示血清 SP70 表达水平是胰腺癌根治性手术后早期复发

的独立危险因素，手术前 SP70 高表达的患者术后复发时间早于手术前 SP70 低表达的患者。 

结论  血清 SP70 可以应用于胰腺占位患者的良恶性鉴别；高表达的 SP70 不仅可以预示 IPMN 的

恶性程度，同时也是胰腺根治性手术后早期复发的独立风险因素。SP70 可以弥补 CA19-9 检测的

不足，对于胰腺癌的诊断预后和疾病的疗效评估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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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77 

Establishment of reference intervals for serum 
p2PSA, %p2PSA and Prostate Health Index (phi) in healthy 

men and the application in diagnosis of prostate cancer 

 
zhiyu wu,Cheng Yang,Jie Luo,Bin Wu,Ming Che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Medicine， Daping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Prostate cancer (PCa) is the second-ranked cancer among men worldwide. 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 isoforms 2 (p2PSA), %p2PSA and prostate health index (phi) as new 
biomarkers have been discovered for the early diagnosis and grading of PCa. However, little 
studies were done in healthy population. We aimed to establish reference intervals for p2PSA, 
%p2PSA and phi of healthy men based on age stratification, and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in PCa. 
Methods  Healthy subjects and subjects newly diagnosed as PCa were collected during April 
2016 to March 2018. Healthy men were stratified into four age groups: <40 years, 40-49 years, 

50-59 years and ≧60 years. Total PSA(tPSA), free PSA(fPSA), %fPSA, p2PSA, %p2PSA and 

phi were detected and then establish reference intervals for p2PSA, %p2PSA and phi.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was evaluated b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nd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Results 732 healthy men and 121 PCa patients were enrolled. The reference intervals based on 
age stratification for p2PSA, %p2PSA and phi were established. The reference values at the age 

of 40-49 years were generally higher than those at ≧60 years. The AUC values of tPSA, fPSA, 

%fPSA, p2PSA, %P2PSA and phi were 0.999, 0.984, 0.969, 0.976, 0.653 and 0.980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six biomarkers other than %p2PSA are suitable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in healthy individuals and PCa patients. The cutoff values of p2PSA and phi for optimal diagnostic 
efficacy are 14.16 and 33.63. 
 
 

PU-3178 

计算 T-SPOT 实验中 TBAg/PHA 比值 

在肺外结核的诊断及治疗监测中的应用 
 

汪峰,孙自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430000 

 

目的  近年来肺外结核（EPTB）呈上升趋势，然而该疾病的诊断仍然是一个难题。我们在本研究中

评估了 T-SPOT.TB 实验中结核杆菌特异性抗原（TBAg）与植物血凝素（PHA）的比值

（TBAg/PHA 比值）在 EPTB 的诊断和治疗监测中的性能。 

方法  从 2012 年至 2017 年，本研究在同济医院共入组 734 名 EPTB 患者和 1,137 名诊断明确的非

EPTB 患者。为了验证本研究，我们还从同济医院中法新城分院招募了另一组 EPTB 和非 EPTB 患

者。 

结果  我们的研究表明，EPTB 组与非 EPTB 组 T-SPOT.TB 实验的阳性率分别为 88.15%与

32.28%。在 T-SPOT.TB 检测阳性的患者中，单独使用 T-SPOT.TB 的抗原孔定量结果区分 EPTB

和非 EPTB 价值有限。然而，通过进一步计算 T-SPOT.TB 实验中 TBAg/PHA 比值可以明显提高各

类型 EPTB 患者的诊断效果。如果以 0.20 作为 TBAg/PHA 比值的临界值，该比值区分 EPTB 与非

EPTB 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 70.79%和 91.55%。我们的验证组结果也表明，TBAg/PHA 比值在

区分 EPTB 与非 EPTB 时表现较好，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达到 81.82%和 97.56%。此外，

TBAg/PHA 比值的优势是该比值较少受免疫抑制的影响。我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PHA 值可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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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患者的免疫抑制状态，因此 PHA 值也有助于判断 T-SPOT.TB 结果在不同免疫状态时用于诊断

EPTB 的可信度。最后，我们发现 TBAg/PHA 比值在抗结核治疗过程中显著降低，表明该比值还可

以用于抗结核治疗效果的监测。 

结论  通过计算 TBAg /PHA 比值，我们发现了一种 T-SPOT.TB 检测新用途，即 TBAg/PHA 比值可

用于临床 EPTB 患者的诊断和治疗监测。 

 
 

PU-3179 

糖尿病自身抗体在 1 型糖尿病检测中的应用 

 
张培莉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 1 型糖尿病(T1DM)患者血清谷氨酸脱羧酶抗体(GADA)、抗胰岛细胞抗体(ICA)和抗胰岛

素抗体(IAA)胰岛自身抗体检测的临床价值。 

方法  对 278 例 T1DM 患者和 80 例正常对照者血清中 3 种胰岛自身抗体进行检测、比较。 

结果  GADA、IAA、和 ICA 在 T1DM 患者中的阳性率分别为 43.2％、40.5％和 32.1％，阳性率明

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检测总阳性率为 61.2％，联合检测与各

单项检测阳性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GADA、ICA、IAA 的测定对 T1DM 的诊断具有辅助诊断价值,联合检测糖尿病自身抗体对

T1DM 的诊断具有较高诊断价值，以利于对患者尽快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胰岛 B 细胞功能，减少进一

步的损伤。 

 
 

PU-3180 

三种实验室检测方法在小儿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诊断中的应用分析 

 
李洁,徐元宏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30000 

 

目的  了解 EB 病毒 DNA（EBV DNA）、EB 病毒抗体检测及异型淋巴细胞计数在小儿传染性单核

细胞增多症（infectious mononuleosis，IM）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并比较我院儿科 2016 年 11 月—2018 年 5 月诊断的 19 例 IM 患儿的 EBV DNA、

异型淋巴细胞计数结果、EB 病毒核抗原 IgG（EBNA-IgG)、EB 病毒早期抗原 IgG（EA-IgG)、EB

病毒衣壳抗原 IgG（EB-VCA-IgG）、EB 病毒衣壳抗原 IgM（EB-VCA- IgM)、EBVIgA，比较三种

实验室检测方法中 7 个指标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结果  EBV DNA、异型淋巴细胞计数、EBNA-IgG、EA-IgG、EB-VCA-IgG、EB-VCA-IgM、EBV-

IgA 及对 IM 检测的灵敏度分别为 52.6%、16.7%、11.1%、44.4%、77.8%、83.8%、0%。将

EBV DNA、异型淋巴细胞计数、EBVCA-IgM、EA-IgG 联合应用对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诊断灵

敏度可达到 88.9%。 

结论  三种实验室检测方法联合应用，可以进一步提高 IM 诊断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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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81 

UPLC-MS/MS 法同时测定血浆 9 种精神类 

药物浓度方法建立及临床应用 

 
白杨娟,邹远高,吴逸宁,唐江涛,王兰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抗精神病药物是目前治疗精神类疾病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研究已证明常用的多种抗精神病

药物均应进行治疗药物浓度监测（TDM）以保证药物的合理使用。本研究拟建立同时快速检测血浆

中 9 种抗精神病药物（氯氮平、阿立哌唑、阿米替林、多虑平、万拉法辛、地西泮、氯硝西泮、阿

普唑仑、劳拉西泮）浓度的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UPLC—MS／MS)方法，并分析其临床应

用。 

方法   采用 Waters UPLC BEH C18 柱 (50mm×2.1mm)1.7μm ，流动相 A （ 0.02mmol/L 

NH4Ac•H2O+0.3%甲酸）和流动相 B（乙腈）梯度洗脱，以赛庚啶为内标，采用电喷雾正离子化

（ESI+）、多反应监测（MRM）进行分析。待测血浆样本经前处理、挥干后以流动相溶解上样。

以 9 种精神病药物与内标的峰面积比对浓度绘制标准曲线并定量计算药物血浆浓度。使用该方法分

析临床样本相关抗精神病药物浓度，收集患者临床信息进行分析。 

结果  9 种药物的保留时间 1.84-2.53 分钟，最低检测限为 0.0125-0.1000ng／ml，具有较高的灵敏

度，线性关系良好。9 种药物相对回收率 87.67%-102.50%，日内、日间精密度均小于 15%。室温

放置 6 小时、冻融一次及-20℃保存 8 天样本具有较好稳定性。分析 286 例次（134 名患者)临床标

本检测结果，发现以氯氮平血浆浓度检测最多。临床患者血浆氯氮平浓度存很大变异，且患者的氯

氮平浓度与给药剂量间相关性差（r=0.085）。 

结论  本研究建立了能同时快速分析 9 种常用抗精神病药物的灵敏、稳定、可靠的 UPLC-MS／MS

方法，可以满足临床抗精神病药物浓度监测的需要。抗精神病药物的临床治疗药物浓度监测尚需进

一步推广和规范，以帮助抗精神病药物的合理化个体使用。 

 
 

PU-3182 

血清抗磷脂酶 A2 受体抗体在特发性膜性肾病中的意义 

 
亓琳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血清抗磷脂酶 A2 受体抗体在特发性膜性肾病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择 100 例肾脏病患者以及 20 例健康对照者，用肾穿刺的方法证实特发性膜性肾病患者 50

例，非特发性膜性肾病患者 50 例。采用酶联免疫法检测 PLA2R 抗体水平，同时进行肾功能相关

指标的检测；以病理组织检测结果作为金标准，计算抗 PLA2R 抗体诊断特发性膜性肾病敏感性、

特异性、以及进行各组肾功能指标的比较。 

结果  50 例特发性膜性肾病患者中，抗 PLA2R 抗体阳性 44 例、阴性 6 例;在 50 例非特发性膜性肾

病患者中抗 PLA2R 抗体阳性 5 例，阴性 45 例;健康对照组阳性为 0 例；与肾穿刺活检进行对照，

发现抗 PLA2R 抗体在特发性膜性肾病的敏感性为 91.3％，特异性为 71.4%；在非特异性膜性肾病

组敏感性 16.7%，特异性 9.1%。在特发性膜性肾病组与非特发性膜性肾病组中的尿素氮，肌酐，

尿酸，24 小时尿蛋白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有意义。 

结论  抗 PLA2 抗体可作为特发性模型肾病的特异性标志物，可用于其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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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83 

探讨 SP70 检测在甲状腺结节良恶性鉴别诊断及预后价值 

 
衣鲁江,徐建,潘世扬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新型肿瘤标志物 SP70 在甲状腺癌诊断和预后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5 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的 200 例甲状腺结节患

者，另选择健康者 99 名作为对照组，应用肿瘤特异性蛋白 70（SP70）检测试剂盒检测血清中

SP70 表达水平；并比较 42 例甲状腺癌患者手术前后血清 SP70 表达的变化情况，应用 ROC 曲线

分析血清 SP70 的表达对甲状腺结节鉴别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同时应用 SP70 免疫组化检测试

剂盒检测甲状腺组织的 SP70 分布情况；根据 B 超甲状腺结节分级对病例分组比较血清 SP70 表达

情况，分析相关性。 

结果  甲状腺乳头状癌（PCT）、良性甲状腺结节和正常对照组血清 SP70 值分别为 10.6(9.6,11.6) 

ng/ml、9.3(8.4,10.2)、7.5±2.1，恶性结节血清 SP70 表达水平高于良性结节，明显高于正常对

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2 例甲状腺癌根治术前后血清 SP70 表达水平分别为（13.1±8.2）ng/ml

和（11.1±5.5）n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血清 SP70 对甲状腺结节良恶性的鉴别特异度为

80.3%，敏感度为 52.1%。8 例恶性甲状腺组织 SP70 均有表达，程度 1+~4+，2 例良性结节组织

SP70 未见表达。根据 B 超 TI-RADS 分级 I、II、III、IV/V 级分别对应血清 SP70 表达均值是

（7.5±2.1）ng/ml、（7.8±1.5）ng/ml、（9.5±2.8）ng/ml、（10.3±6.1）ng/ml，成明显上升趋

势，III 级与 IV/V 级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血清 SP70 在甲状腺结节良恶性鉴别具有良好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可以作为辅助诊断甲状腺

癌的血清肿瘤标志物，结合 B 超分级，提高诊断效率。 

 
 

PU-3184 

SP70 与乳腺肿瘤侵袭转移的相关性研究 

 
成祥君,顾春荣,潘世扬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 SP70 在乳腺组织及血清中的表达，探讨 SP 70 与乳腺肿瘤侵袭转移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研究，收集 2012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就诊于江苏省肿瘤医院的乳腺癌手术患者资

料及石蜡乳腺癌组织 49 例，采用免疫组化的方法检测 SP70 在乳腺癌组织的表达，同时收集 2017

年 3 月至 2017 年 12 月就诊于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28 例乳腺癌患者术前血清及 105 例健

康人和 187 例乳腺良性疾病患者的血清作为对照，采样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中

SP70 的浓度。同时检测血清 CEA、CA 125 和 CA 153。 

结果  多变量分析乳腺癌组织中 SP70 的过度高表达与无进展生存期（PFS）显著相关(P<0.05)。

乳腺癌患者血清中 SP70 浓度明显高于乳腺良性表达组及正常对照组，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5)，且 SP70 的高表达与肿瘤分期和淋巴结转移均呈正相关(P<0.005，P<0.01)。而 CEA

仅与肿瘤分级相关，CA153 与肿瘤大小相关。 

结论  SP70 在乳腺癌组织和血清中的过度表达，与乳腺癌的转移有一定的相关性，可以早期监测

乳腺癌的转移，优于其他常规肿瘤指标，可作乳腺肿瘤侵袭转移的新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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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85 

HIV 患者体内肠道微生物易位与单核 

和巨噬细胞活化标志物 sCD163 的相关性研究 

 
杨恺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HIV 感染患者病情进展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慢性炎症和免疫活化。肠道微生物易位是导致 HIV

感染患者慢性炎症和免疫活化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且与其病程进展相关。目前大多数研究仅限于检

测 LPS 来表明肠道微生物易位，但由于 LPS 检测的特异性和灵敏性较差，所以寻找新的免疫标志

物对肠道微生物易位的研究至关重要。目前文献报道肠道微生物易位与单核和巨噬细胞活化标志物

水平呈正相关，所以我们将探索单核和巨噬细胞活化标志物 sCD163 是否与 HIV 感染患者体内的

肠道微生物易位存在相关性。 

方法  采用鲎试剂 (Limulus Amebocyte Lysate, LAL)法定量血中的 LPS 和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血中的细菌 16S rDNA，主要用于检测肠道微生物易位。之后我们将采用 ELISA 法检测 HIV 患者和

健康对照者血清中 sCD163 的浓度。 

结果   与健康对照者相比，19 例 HIV 感染患者中的 LPS 含量明显增高（56 pg/mL vs 42 

pg/mL），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健康对照者相比，19 例 HIV 感染患者中的 sCD163 含

量明显增高且有统计学意义（760 ng/mL vs 485 ng/mL, p<0.05）。更重要的是，HIV 感染患者中

的 sCD163 含量与 16S rDNA 拷贝数呈正相关并且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HIV 患者的血液中存在肠道微生物易位，目前检测肠道微生物易位的常规方法 LAL 并不能很

好地反应肠道微生物易位。sCD163 作为单核和巨噬细胞的活化标志物能够反应体内肠道微生物易

位的水平并且与常规的标志物 16S rDNA 拷贝数呈正相关。 

 
 

PU-3186 

Plasma cytokine signatures in patients with active 
tuberculosis and individuals with latent tuberculosis 

infection in a Chinese cohort 

 
Jie Luo,Mingxu Zhang,Ming Chen,Shaoli Deng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Institute of Surgery Research， Daping Hospita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We aimed to identify plasma cytokine biomarkers that differentiate the infection stages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MTB). 
Methods This study included a total of 227 subjects consisting of active tuberculosis (ATB) 
patients, latent tuberculosis infection (LTBI) individuals, and healthy controls (HC). We analyzed 
the expressions of 38 plasma cytokines in the discovery cohort to identify the biosignatures for 
differentiating MTB infection states,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The AUC of unique plasma biomarker was confirmed in the validation 
cohort. 
Results  In the discovery cohort, the AUC of the 8-marker biosignature (eotaxin, MIP-1α, MDC, 
IP-10, MCP-1, IL-1α, IL-10, and TNF-α) in diagnosing ATB was 1.0.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the 5-marker biosignature (IP-10, MCP-1, IL-1α, IL-10, and TNF-α) in diagnosing LTBI were 
94% and 81.25%, respectively. The AUC of the 3-signature biosignature (eotaxin, MDC, MCP-1) 
in differentiating ATB from LTBI was 0.9350, with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87.76% and 
91.84%, respectively. Moreover, among all the single cytokine biomarkers, MCP-1 exhibited the 
highest AUC in diagnosing ATB (0.9832) and differentiating ATB from LTBI (0.9075).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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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equent validation cohort analysis, we identified that the AUC of MCP-1 in diagnosing ATB 
and differentiating ATB from LTBI were 0.9718 and 0.8936, respectively, which was gener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discovery cohort. 
Conclusions Cytokine levels in plasma can be used as biosignatures to diagnose ATB. The 
cytokine concentrations vary during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MTB infection, which might serve as 
biomarkers in differentiating ATB from LTBI. Future studies with a larger population and data from 
multiple institutions are needed to validate our findings. 
 
 

PU-3187 

他克莫司高个体内变异与肾移植受者慢性移植物失功关系研究 

 
唐江涛,马建军,陈瑶,李亚梅,李壹,王兰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他克莫司（Tac）浓度个体内变异度（intra-patient variability，IPV）是指在移植受者 Tac 剂

量保持恒定不变的前提下，Tac 血药浓度在移植受者个体内一段时间内的波动程度。本研究的目的

是探讨高 IPV 是否与肾移植受者慢性移植物失功密切相关。 

方法  回顾性分析从 2013 至 2016 年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进行肾移植的 1298 名肾移

植受者。随访监测肾移植受者的肾脏功能（肌酐，eGFR）以及 Tac 血药浓度，根据移植后 7 至 12

月动态 Tac 浓度监测结果计算移植受者 Tac IPV，按照 IPV 的平均值作为判断限值将患者分为低

IPV 以及高 IPV 组。肾移植受者移植物失功的判断标准：1.肌酐升高超过随访起点的 1 倍或 eGFR

《15 ml/min；2. 活检证实的慢性排斥反应。分析不同 IPV 组肾移植受者肾脏功能差异，生存时间

差异以及出现慢性移植物失功的情况。 

结果  所有肾移植受者移植后 7-12 月 Tac IPV 平均值为 29.4%；高 IPV 组移植后第 15 个月和第 24

个月的血清肌酐显著高于低 IPV 组(P<0.05)，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高 Tac IPV 与肾移植受者慢性移

植物失功密切相关（hazard ratio: 1.026, 95% CI: 1.006-1.046，P = 0.009）；生存分析显示低

IPV 组累计生存率显著高于高 IPV 组。 

结论  高 Tac IPV 是肾移植受者慢性移植物失功的独立危险因子，Tac IPV 是简单可靠的鉴别高移

植排斥风险的预测指标。 

 
 

PU-3188 

结核杆菌特异性抗原（TBAg）/植物血凝素（PHA）比值 

在免疫功能低下患者活动性结核诊断中的应用 

 
汪峰,孙自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430000 

 

目的  结核感染 T 细胞斑点试验（T-SPOT）结果在免疫功能低下患者活动性结核（ATB）中降

低，这种情况增加了使用 T-SPOT 试验结果区分 ATB 和潜伏性结核感染（LTBI）的难度。本研究

的目的是探讨 T-SPOT 检测中 TBAg/PHA 比值在免疫功能低下患者 ATB 诊断中的表现。 

方法  根据常规检测和 T-SPOT 检测，分别入组 143 例免疫功能低下的 ATB 患者和 124 例 LTBI。 

结果  T-SPOT 结果在用于诊断免疫功能低下患者 ATB 时基本无价值。然而，相比于 LTBI，T-

SPOT 检测中的植物血凝素（PHA）斑点形成细胞数明显降低。受试者工作曲线（ROC）分析显

示，进一步计算 TBAg/PHA 比值（ESAT-6/PHA 与 CFP -10/PHA 比值较大者）用于区分免疫功能

低下患者 ATB 于 LTBI 表现更佳。当使用 0.316 作为临界值时，使用 TBAg/PHA 区分免疫功能低

下患者 ATB 与 LTBI 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79.21%和 94.05%。 

结论  计算 T-SPOT 试验中的 TBAg/PHA 比值在免疫功能低下患者结核病诊断中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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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89 

血清 IgG4 及 beta2－MG 在恶性淋巴瘤中的诊断价值及应用 

 
杨红芳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近年来关于 IgG4 相关性自身免疫病的研究和报道越来越多，干燥综合征、类风湿性关节

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已经证实和淋巴瘤的发生存在相关性。Beta2-MG 在恶

性淋巴瘤的临床诊断提供较早较可靠的灵敏指标。 

方法  本研究拟收集淋巴瘤患者病历及检测淋巴瘤患者血清 IgG4 及 beta2－MG 的水平，同时观察

分析患者的临床表现和部分组织病理的 IgG4 组化结果及疗效，探讨 IgG4 及 beta2－MG 在恶性淋

巴瘤中的价值。 

结果  研究发现自身免疫病中亦发现 IgG4 型自身抗体或 IgG4 阳性浆细胞的浸润。在恶性淋巴瘤血

清中 IgG4 亚类升高、组织中 IgG4 阳性浆细胞浸润，以及软组织肿大和纤维化。其中血清

IgG4/IgG 比值的升高也有很高的临床价值。此外，beta2－MG 在恶性淋巴瘤中浓度升高。 

结论  血清 IgG4 及 beta2 微球蛋白的水平在恶性淋巴瘤诊断中具有重要价值，在疾病诊断､评估疗

效和预后中均有重要意义，并将其视为判断疾病活动和复发的生物学标志物。评估 IgG4 与其他肿

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在淋巴瘤分期、远处转移、疗效观察、判断预后的应用价值。 

 
 

PU-3190 

乳腺癌患者手术前后 T 淋巴细胞亚群变化的实验研究 

 
曹林林 

淄博市中心医院,255000 

 

目的  探讨乳腺癌患者手术前后机体免疫功能的变化。 

方法  用流式细胞仪对 60 例乳腺癌患者与 30 例健康对照组进行 CD3、CD3+CD4+、CD3+CD8+、

CD3+CD4+/CD3+CD8+四项指标测定，对治疗前、治疗后及对照组的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与对照组相比，治疗前患者 CD3、CD3+CD4+、 CD3+CD4+/CD3+CD8+降低，CD3+CD8+

升 高 （ P<0.05 ） ； (2) 而 与 治 疗 前 患 者 相 比 ， 治 疗 后 患 者 CD3 、 CD3+CD4+ 、

CD3+CD4+/CD3+CD8+指标升高，CD3+CD8+降低（P<0.05）； (3)尽管治疗后患者 CD3、

CD3+CD4+、CD3+CD4+/CD3+CD8+三项指标有所升高，CD3+CD8+有所降低，但是与对照组相比

未见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乳腺癌患者在治疗后 T 淋巴细胞免疫功能得到提高，T 淋巴细胞亚群分析可以作为判定乳腺

癌治疗是否成功的指标。 

 
 

PU-3191 

IL-6 和 TNF-α 在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 

血清中的表达水平及临床意义 

 
傅锦芳 1,毛心如 2,向满林 1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2.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检验系 

 

目的  通过检测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血清中 IL-6 和 TNF-α 的水平，研究 SLE 患者体内的

炎症反应情况，探讨 IL-6 和 TNF-α 这两种炎症因子检测在 SLE 发病和活动性评估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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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以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4 月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临床确诊的 59 例 SLE 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中 IL-6 和 TNF-α 含量，免疫比浊法测定血清中 C3、IgA、IgG、IgM

水平，并进行相关性分析；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抗 dsDNA、抗 Sm、抗 SSA、抗 SSB、抗核小体

和抗核糖体 P 蛋白表达情况，并分析其阳性组和阴性组之间各炎症因子的水平差异。 

结果  SLE 患者的血清 IL-6 和 TNF-α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参考值（P＜0.05），但与血清中 C3、

IgG、IgA、IgM 水平无明显相关性（P＞0.05）；抗 dsDNA、抗 Sm、抗 SSA、抗 SSB、抗核小

体、抗 ANP 阳性组与阴性组相比，IL-6 水平和 TNF-α 水平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SLE 患者血清中炎症因子 IL-6 和 TNF-α 水平升高，表明 SLE 患者体内可能发生了炎症反

应。而 IL-6 和 TNF-α 水平与血液中 C3、IgA、IgG、IgM 的水平无明显相关性，提示 IL-6 和 TNF-

α 水平与 SLE 疾病活动度关系不明，可能与各炎症因子的产生受到体内多种物质的促进与抑制有

关，IL-6 和 TNF-α 在 SLE 发病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PU-3192 

高敏化学发光检测血清梅毒特异性抗体的临床应用价值评估 

 
杨卫华,王文惠,杨乐园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目的  应用免疫印迹法（WB）比较高敏化学发光法（high sensitivity chemiluminescence enzyme 

immunoassay，HISCL）和临床常用的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TPPA）在检测血清梅毒螺旋体

特异性抗体的符合率及其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5568 份临床检测的血清标本，分别用 HISCL 和 TPPA 进行检测，对于检出的阳性结果

和两种方法不一致的结果应用 WB 验证。 

结果  5568 份血清标本中，HISCL 和 TPPA 的共同检出阳性标本 201 例，无结果不一致的情况。

对所有 201 份阳性均采用 WB 检测验证，结果确认阳性的标本数为 185 例，确认为阴性的 10 例，

可疑 6 例。在本次研究中 HISCL 和 TPPA 的符合率为 100%，灵敏度为 100%，特异性为

99.70%，阳性预期值为 92.04%，阴性预期值为 100%。HISCL 出现的 16 例不符合中，COI 值大

多在 4.0 以下。确认的 10 例阴性结果中，主要为 6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孕妇和 1 周岁以下儿童，

均为免疫状态不稳定的人群；可疑的 6 例经 WB 验证均为非阴性结果，需临床跟踪随访。 

结论  高敏化学发光法 HISCL 与 TPPA 有很好的一致性，且 HISCL 具有检测快速、结果客观、重

复性好、适合大批量检测的特点，适合进行梅毒的筛查和确认。但 HISCL 仍存在一定的假阳性，

对于 COI 值较低的标本应结合临床资料 

 
 

PU-3193 

CXC 类趋化因子在癌症中的研究现状 

 
曹宇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150000 

 

目的  恶性肿瘤俗称癌症，是由于体内正常细胞长期在不同的致癌因素作用下突变而引起的，主要

表现为细胞恶性转化、克隆性增生、局部浸润以及远端转移。根据 2008 年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

球共有 760 万人死于癌症[1]。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升高可能和人们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等众

多因素密切相关。在我国，癌症位列城市死因的第一位 [2]，据相关调查显示，肺癌、乳腺癌、胃

癌、结直肠癌、前列腺癌在我国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中仍有上升的趋势[3]。 

趋化因子（Chemokine）是一类能使细胞发生趋化作用的细胞因子，广泛参与细胞的生长、发育、

分化、凋亡等多种生理功能，并在多种病理过程中如肿瘤的生长和转移、淋巴细胞向炎症部位的聚

集等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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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趋化因子的深入认识，其与相应受体在肿瘤的形成和进展中是否起作用的研究

逐渐成为一个热点。 

方法  细胞培养 

PCR 
Western Blot 
Transwell 

结果  趋化因子受体是一类介导趋化因子行使功能的 GTP 蛋白耦联的跨膜受体，通常表达于免疫细

胞、内皮细胞等细胞膜上，分子由 330 个氨基酸组成，根据其所结合的配体不同，可将趋化因子受

体分为四个亚家族：CXC 类受体（CXCR）、CC 类受体（CCR）、C 类受体（CR）和 CX3C 类

受体（CX3CR）。CXC 趋化因子受体主要表达于骨髓来源的各白细胞亚群，同时也表达于上皮细

胞、血管内皮细胞、神经细胞等类型的细胞上。 

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肿瘤微环境中的血管对肿瘤的生长是至关重要的，所有实体肿瘤都需要血

管系统来支持其生长，如果没有新生血管的生成，肿瘤在缺少血液供应的情况下就不能迅速增大，

也不能够向远处转移。 

肿瘤细胞也可以自分泌趋化因子作用于肿瘤细胞和肿瘤间质细胞而促进其存活和生长。 

趋化因子及其受体在肿瘤细胞的转移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受体与配体的结合可以引起肿瘤细胞的运

动、转移。 

结论  CXC 类趋化因子在肿瘤的生长和迁移中已被证实起到重要的作用。趋化因子及其受体作为一

种标志物和治疗的靶点，将在临床中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PU-3194 

miRNA 和炎症因子在自身免疫性肝病中的诊断价值 

 
王科勇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血清循环 miR-122、miR-155、miR-181b 和 IFN-γ、TNF-α、IL- 2 在自身免疫性肝病患

者中的表达水平及其在鉴别诊断以及预后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2017 年间于我院就诊的慢性肝病患者的临床资料 119 例，分为自身免疫

性肝炎（27）、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42）、非自身免疫性肝病（50）三组，并根据肝功能损伤

程度及是否发生肝硬化分为轻度肝损伤、重度肝损伤、肝硬化三组。收集患者血清，采用 RT-PCR

检测 miR-122、miR-155、miR-181b 表达水平，Elisa 方法检测炎症因子 IFN-γ、TNF-α、IL- 2 的

表达水平，同时取得患者自身免疫性抗体指标 AMA-M2、SLA/LP、LK-M、gp-210、LC-1、

SP100，肝功能指标 ALT、AST、TBIL、DBIL、ALP、γ-GT，肝纤维化指标透明质酸、层黏连蛋

白、Ⅲ型前胶原、Ⅳ型胶原的临床数据。分析各组间 miRNA 和炎症因子的表达水平是否存在显著

性差异，与各项生化和自身免疫指标间是否存在相关性，是否可以独立或者联合用于自身免疫性肝

病的鉴别诊断、长期监测以及预后判断。 

结果  自身免疫肝病与非自身免疫肝病患者血清的 miR-122 和 miR-155 表达水平高于健康对照，但

无显著性差异，而 miR-181b 在自身免疫肝病的表达水平高于非自身免疫肝病患者，具有显著差异

（P<0.05），并且随着肝损伤程度增加，miR-181b 表达也随之上调。同时三种 miRNA 的表达与

炎症因子具有良好的相关性，可用于疾病预后的动态观察。在肝硬化患者中，miR-181b 显著高于

非硬化患者，与肝纤维化指标正相关，对于早期肝硬化判断有较大价值。AMA-M2，SP100 联合

miR-181b 鉴别自身免疫肝病的特异性分别为 76.3%和 70.5%，敏感度分别为 92.1%和 89.3%，高

于其独立诊断价值。 

结论  miR-181b 的表达在免疫与非免疫肝病患者血清的表达具有显著差异，联合自身抗体可用于自

身免疫性肝病的鉴别诊断，并且能够用于肝脏损伤以及硬化程度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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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95 

尿微量白蛋白、尿转铁蛋白、尿 ɑ1 微球蛋白、尿 N-乙酰 

-β-D-氨基葡萄糖苷酶联合检测在早期肾损伤的临床应用 
 

齐立民,沙德顺 

冠县人民医院,252000 

 

目的  （1）探讨肾小球损伤指标尿微量白蛋白、尿转铁蛋白与肾小管损伤指标尿 ɑ1 微球蛋白、尿

N-乙酰-β-D-氨基葡萄糖苷酶联合检测筛查早期肾损伤。 

（2）讨论尿液中特种蛋白检测方法散射比浊法，在实际工作应用，检测方法确实灵敏有效，有利

于在肾病早期筛查中应用，尤其是对高危人群筛查，有利于肾病早发现早治疗。 

方法  对 359 例住院及门诊尿液样本，进行尿液项目尿微量白蛋白（MA）、尿转铁蛋白(TRF)、尿

ɑ1 微球蛋白(ɑ1-MG)及 N-乙酰-β-D-氨基葡萄糖苷酶（NAG）检测。根据尿常规蛋白质含量，将其

分为两个组，阴性组和阳性组。另取 21 例健康人群标本为正常对照组。对各项目均值，异常率及

相关性进行分析。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阳性组 ACR、TRF 有极显著性差异，（p<0.01）.ɑ1-MG 有显著性差异，

（p<0.05）；联合 4 项检测，检出率高于各个项目，其中阴性组存在 ɑ1-MG 检出率高于 MA 检出

率；MA 与 TRF 有相关性，ɑ1-MG 与 NAG 有相关性。 

结论  （1）联合肾小球指标与肾小管指标共同检测，更有利于筛查出肾功能早期损伤，避免漏检。 

（2）早期肾损伤时，肾小管损伤可能比肾小管更早出现。 

（3）透析病人在增加，爱护肾脏，对肾病早发现早治疗尤其重要。 

 
 

PU-3196 

四种梅毒血清学检测在先天梅毒诊断中的价值 

 
李宇 1,娄金丽 1,刘意 1,张巨 2 

1.北京佑安医院,100000 

2.首都医科大学燕京医学院 

 

目的  评价荧光密螺旋体抗体吸附试验（FTA－ABS－IgM）、梅毒螺旋体颗粒凝集试验试验

(TPPA)、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和快速血浆反应素试验（RPR）在先天梅毒诊断中的价

值。 

方法  对梅毒孕妇所产 64 例新生儿血清标本进行 FTA-ABS-IgM、TPPA、ELISA 和 RPR 检测，并

每隔 3 个月对 TPPA、ELISA 和 RPR 结果进行随访至 18 个月，根据随访的最终结果回顾性分析四

种方法在先天梅毒早期诊断及排除诊断中的价值。 

结果  64 例梅毒孕妇所产新生儿中 13 例诊断先天梅毒，51 例排除先天梅毒； FTA-ABS-IgM 敏感

性为 92.31%、特异性 100%；在非先天梅毒儿的转归分析中 RPR、TPPA 、ELISA 转阴时间中位

数分别为：5 个月、10 个月、12 个月；先天梅毒组新生儿 ELISA OD（3.41±0.13）值显著高于非

先天梅毒组（2.39±0.16），（p＝0.000）； 

结论  FTA-ABS-IgM 试验较其他方法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可作为先天梅毒的早期诊断指

标；在对先天梅毒的排除诊断中可根据不同方法的转阴时间对结果进行评估； ELISA OD 值在先天

梅毒的早期诊断和排除诊断中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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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97 

小干扰核酸纳米药物联合阻断 T 细胞免疫 

抑制受体增强抗肿瘤效应 

 
夏金星 1,黄玮 2,徐元宏 1 

1.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 

2.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 

 

目的  肿瘤组织浸润 T 细胞（包括调节性 T 细胞）与肿瘤发展和侵袭密切相关。以 T 细胞免疫抑制

受体为靶点的肿瘤免疫疗法成为肿瘤治疗研究热点，其中多靶点给药成为未来肿瘤联合治疗的趋

势。小干扰核酸（siRNA）在肿瘤疾病治疗中渐显高效、特异等特点。纳米载药系统输送多靶点

siRNA 药物能快速有效实现多靶联合给药。靶向肿瘤浸润 T 细胞免疫抑制受体(CTLA-4 和 PD-1)纳

米载药系统联合输送 siRNA 药物抑制肿瘤生长与转移，为肿瘤治疗提供新途径。 

方法  选取乳腺癌细胞 4T1、黑色素瘤细胞 B16 以及人源肿瘤细胞建立多种原位肿瘤动物模型，通

过静脉给予包载 CTLA-4 和/或 PD-1 的 siRNA 纳米颗粒，监测肿瘤生长变化和动物存活期；通过

实时定量 PCR、免疫印迹法检测靶基因表达丰度，通过流式细胞术、激光共聚焦检测治疗前后肿

瘤组织中效应性（Granzyme B+）CD8+T 细胞、Foxp3+调节性 T 细胞、MDSC、肿瘤相关巨噬细

胞等细胞比例变化，通过 ELISA 检测肿瘤部位 IFN-γ、TGF-β、MMP-9、CCL2 等表达水平，同时

通过组织学手段检测肿瘤血管形成、肝肺转移等情况。 

结果  体外及体内水平纳米载药系统能够载荷特定 T 细胞免疫抑制受体 siRNA 药物，并有效进入组

织浸润 T 细胞发挥靶基因沉默效应。在肿瘤部位纳米颗粒将 siRNA 递送至 CD4+和 CD8+T 细胞亚

群，并显著提高浸润淋巴细胞中抗肿瘤 CD8+T 细胞百分数，同时降低抑制性调节性 T 细胞的比

例。最终增强肿瘤浸润性 T 细胞活性和抗肿瘤免疫应答，延长荷瘤动物生存期。 

结论  siRNA 纳米药物联合阻断 T 细胞免疫抑制信号通路可有效激活自身免疫系统增强抗肿瘤能

力。 

 
 

PU-3198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 及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结合蛋白-3 与乳腺癌的关系 

 
史册,迪力达尔,俞骅,张景全,林瀚,施新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000 

 

目的  分析乳腺癌患者、乳腺良性疾病患者与正常人血清中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IGF-I）、胰岛素

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3（IGFBP-3）的水平，探讨其与乳腺癌的相关性，并分析 IGF-I 及 IGFBP-3

与乳腺癌患者各临床因素间的关系。 

方法  研究对象分为乳腺恶性肿瘤患者（n=305）、乳腺良性病变患者（n=383）和表观健康体检者

（n=220）,利用化学发光法检测三组人群血清 IGF-I 与 IGFBP-3 浓度，乳腺恶性肿瘤患者检测标本

为术前血清标本。根据绝经状态，分别比较已绝经和未绝经两组人群两指标水平的差异。并探讨两

指标水平与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有无淋巴结转移、肿瘤直径及 TNM 分期、乳腺超声分型等

的相关性。 

结果   乳腺癌患者血清 IGF-I 及 IGFBP-3 水平均显著高于乳腺良性病变者和健康体检者

（P<0.05），而乳腺良性病变者与健康体检者无显著差异（P>0.05）。未绝经的乳腺癌患者血清

IGF-I 浓度与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呈负相关，即 ER、PR 阴性组血清 IGF-I 浓度显

著高于阳性组（P<0.05），有淋巴结转移的乳腺癌患者血清 IGFBP-3 浓度显著高于无淋巴结转移

者（P<0.05）。已绝经的乳腺癌患者中，肿瘤直径>2CM 的患者血清 IGF-I 浓度显著高于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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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M 者（P<0.05）。未绝经和已绝经的乳腺癌患者血清 IGF-I、IGFBP-3 浓度均与 TNM 分期呈

正相关，浓度差异有显著意义（P<0.05）。而与乳腺超声分型无相关性（P>0.05）。 

结论  乳腺癌患者血清 IGF-I 与 IGFBP-3 水平显著升高。两指标水平与肿瘤 TNM 分期、雌激素受

体与孕激素受体阴阳性等因素呈显著相关性。提示血清 IGF-I 与 IGFBP-3 水平可作为乳腺癌早期诊

断的一个指标。 

 
 

PU-3199 

脑脊液 IL-10、IL-6 检测在原发中 

枢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诊断中的作用 

 
史册,郑兵,施新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000 

 

目的  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CNSL）是一类少见的累及中枢神经系统的侵袭性非霍奇金淋巴瘤，

可分为原发性与继发性两种，原发性中 90%以上的病理类型为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其诊断尤为

困难，仅依靠影像学难以鉴定，而该疾病病程凶险，预后差，早期诊断与治疗尤为重要，亟待开发

有效的早期诊断方法。近年来陆续有研究报道脑脊液 IL-10、IL-6 检测有助于 PCNSL 的诊断，本

文将就其价值进行探讨。 

方法  收集瑞金医院 2017 年 10 月-11 月共 30 例患者脑脊液标本，其中包括 3 例原发中枢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1 例原发中枢神经系统外套 T 细胞淋巴瘤，26 例血液恶性肿瘤，用化学发光法对其

IL-10、IL-6 进行检测。 

结果  3 例原发中枢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 IL-10 水平分别为 85.5 pg/ml、21.5 pg/ml 和 270 pg/ml，

而其他标本均为<5 pg/ml，小于检测限，有显著差异(p<0.05)，而 IL-6 水平在两组之间则无明显差

异。此外，3 例原发中枢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 IL-10/IL-6 值分别为 1.15、1.68 和 37.09。 

结论  根据文献报道，CSF 的 IL-10 的 cut off 值为 8.2 pg/ml,本文中 3 例均达到诊断标准，而 IL-

10/IL-6 值的 cut off 值为 0.72，本文中 3 例均达到诊断标准。综上，原发中枢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

脑脊液 IL-10、IL-6 检测有助于早期诊断，可以有效鉴别原发中枢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与其他血液

恶性肿瘤继发的神经系统并发症，并且有可能能够区分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与其他病理类型，以

后，我们将收集更多标本，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PU-3200 

浅谈动脉粥样硬化与自身抗体 

 
孙喜娟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150000 

 

目的  动脉粥样硬化是多因素所致疾病，以前认为的吸烟、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危险因子已

不足以解释 AS 的发生发展，有关动脉粥样硬化的自身免疫因素越来越受到关注。近年来国外有研

究认为自身免疫因素与 AS 的发病相关，并有相关自身抗体的研究报道。 

方法  本文对动脉粥样硬化相关自身抗体如抗 oxLDL 抗体，抗 HSP 抗体，抗 β2GPI 抗体等在动脉

粥样硬化形成中的作用进行简述。 

结果  抗 oxLDL 抗体、抗热休克蛋白抗体、抗 β2GPI 抗体参与了 AS 的发生发展。 

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对动脉粥样硬化相关自身抗体的了解，为认识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机理提供

了免疫学思路，为有效预防和治疗动脉粥样硬化提出新的途径。但一些确切的机制尚需要进一步深

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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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01 

血清 Cyfra21-1、NSE 与 BAP 在肺癌骨转移中的应用 

 
张倡誌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肺癌患者中血清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 Cyfra21-1、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NSE 与骨碱性

磷酸酶 BAP 的变化与肺癌骨转移的关系及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山东省立医院确诊为肺癌的患者 282 例（肺癌组），其中发生骨转移的肺癌患者 192 例

（骨转移组），未发生骨转移的肺癌患者 90 例（未转移组），随机抽取来健康志愿者 140 例为正

常对照组。检测并比较各组的血清 Cyfra21-1、NSE 与 BAP 水平。 

结果    骨转移组 Cyfra21-1 明显高于未转移组［28.80(26.46，31.42)比 9.8(8.62，10.28)］

（n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骨转移组 NSE 明显高于未转移组［68.18(66.16，

71.24)比 29.23(28.31，30.15)］（n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骨转移组 Cyfra21-1

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28.80(26.46，31.42)比 3.21(3.02，3.45)］（ng/ml），未转移组 Cyfra21-1

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9.8(8.62，10.28)比 3.21(3.02，3.45)］（n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骨转移组 NSE 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68.18(66.16，71.24)比 9.32(8.17，10.11)］

（ng/ml），未转移组 NSE 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29.23(28.31，30.15)比 9.32(8.17，10.11)］

（n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骨转移组 BAP 明显高于未转移组［17.11(10.21,31.21)

比 9.21(8.03，11.23)］（u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骨转移组 BAP 明显高于对照组

［17.11(10.21,31.21)比 9.02(7.89,10.11)］（u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未转移组

BAP 与对照组［9.21(8.03，11.23)比 9.02(7.89,10.11)］（ug/l）比较无差异。 

结论  血清 Cyfra21-1、NSE 与 BAP 在肺癌骨转移中均有高表达。对于鉴别诊断肺癌骨转移有诊断

意义。 

 
 

PU-3202 

HCV-cAg 的检测对丙肝诊断的意义 

 
闫洪宇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130000 

 

目的  研究 HCV-cAg 的检测对丙肝感染的早期诊断的意义。 

方法  HCV-cAg 的检测是近几年来一种新兴的检测方法,为 HCV 感染的主要标志。HCV-cAg 一般

是在 HCV 感染后的 12-15 天后可检测到 ，相比抗-HCV 来说，提前出现了 5-7 周，但是，HCV-

cAg 只能存活 27-70 天左右, 因此不能单一的检测 HCV-cAg，还需结合 HCV 抗体的结果来综合分

析。 HCV-cAg 的出现时间仅较 HCV-RNA 晚 1 天，所以对于两者的检测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但能

否替代 RNA 检测，仍有待研究。针对 HCV-cAg 的检测是以化学发光法为基础，并且对于 HCV 的

各种基因型均有效。相对来讲，当检测高危以及免疫功能低下人群的 HCV 感染或者当抽取其血液

后不能立即送检时，应检测结果稳定性更好的 HCV-cAg。用 500 份血液样本分别检测 HCV-cAg和

HCV 抗体。 

结果  研究证明，联合检测 HCV-cAg 和抗-HCV 可以发现 38%～47%的未出现抗－HCV 血清学阳

转的急性感染者。 

结论  HCV 核心抗原检测适用于丙型肝炎"窗口期"感染者及免疫功能缺陷的 HCV 感染者，可区分现

症感染与既往感染。将筛查 HCV-cAg 作为丙肝感染的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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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03 

Plasma YKL-40: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tumor invasion in 
esophageal cancer 

 
Huiming Ye1,Rongfu Huang2,Xin Ding4,Chunmei Fan2,Hongbing Duan3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Xiamen’s Maternity and Child Care Hospital， Teaching Hospital of 

Xiamen University，and Department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Xiamen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3.Department of thoracic surgery，Zhongshan affiliated Hospital Xiamen University 

4.Department of Pathology， Zhongshan affiliated Hospital Xiamen University 

 
Objective YKL-40, a chitinase-like glycoprotein associated with inflammation and tissue 
remodeling, has been reported to be highly expressed in some tumors and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 candidate tumor marker. However,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plasma YKL-40 in esophageal 
cancer has not yet been well described. Hence, the current study evaluated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plasma YKL-40 in esophageal cancer patients. 
Methods We enrolled 127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ncer, 11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non-
malignant tumors and 29 healthy controls. Plasma YKL-40 levels were measured through ELISA. 
ROC curve analysi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and biomarker potential of 
plasma YKL-40 in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ncer.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plasma YKL-40 
and typical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sophageal were analyzed.  
Results Plasma YKL-40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than those that were non-metastatic (P = 0.005). The median levels of plasma YKL-40 in distal 
lymph node metastasis, proximal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non-lymph node metastasis were 
135.49, 95.19 and 76.7 ng/mL, respectively. Patients with tumor thrombus formation presented 
with significantly higher YKL-40 levels than those without thrombus formation (160.3 vs. 74.72 
ng/mL, P = 0.012). YKL-40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stage (III and IV) lymph node 
metastasi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early stages (I and II, P = 0.016). ROC 
curve analysis of YKL-40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esophageal cancer, non-
malignant esophageal cancer and healthy subjects were performed. The AUC was 0.791, and the 
best diagnostic threshold for esophageal cancer was 82.06 ng/mL with 68.9% sensitivity and 
80.0% specificity. The concordance rate, positive likelihood ratio, negative likelihood ratio, 
negative and accuracy predictive values were 71.08%, 3.44, 0.39, 38.56%, and 93.39%,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is study found that plasma YKL-40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elevated in 
esophageal patients with thrombus formation,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those in advanced 
stages, indicating that YKL-40 may be a biomarker for esophageal cancer tumors. ROC curv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plasma YKL-40 could potentially be used as a diagnostic biomarker for 
identification of invasive esophageal cancer. 
 
 

PU-3204 

男性少精弱精症患者生殖激素水平及比值的检测分析 

 
王承缙,张娜,张月香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300000 

 

目的  探讨男性少精弱精症与生殖激素水平如睾酮（T）、促卵泡生成素（FSH）、促黄体生成素

（LH）的关系，为临床诊疗男性少精弱精症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本文回顾性分析了 2017 年 1 月至 3 月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诊治的男性不育患者 292 例，选

取健康男性 40 例作为对照组。检测不育组与对照组 T、FSH、LH 的血清水平，计算比值 T/LH、

FSH/LH，并进行组间比较，分析不育组 T、FSH、LH 与精液主要质量参数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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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无精组与对照组相比，FSH、LH 水平和 FSH/LH 比值呈显著升高（P<0.01），T 水平和

T/LH 比值呈显著降低（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少弱精组与对照组相比，FSH、LH 水平呈

显著升高（P<0.01），T 水平明显降低（P<0.05），T/LH 比值呈显著降低（P<0.01），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弱精症与对照组相比，T 水平和 T/LH 比值降低（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少精

组与对照组相比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利用 FSH/LH 比值绘制 ROC 曲线诊断无精症，ROC

曲线下面积（AUC）为 0.755，有统计学意义（P<0.01），当 FSH/LH 比值为 1.685 是最佳截断

值，该点的灵敏度为 0.578，特异度为 0.850。通过不育组生殖激素水平与精液主要质量参数相关

性分析得出，T 与精子前向运动力呈正相关（r=0.135，P<0.05），与精子总数和精子浓度不具相

关性（P>0.05）；FSH 与精子总数（ r=-0.189，P<0.01）、精子前向运动力（ r=-0.270，

P<0.01）呈显著负相关，与精子浓度呈负相关（r=-0.119，P<0.05）；LH 与精子前向运动力呈显

著负相关（r=-0.240，P<0.01），与精子总数（r=-0.148，P<0.05）、精子浓度（r=-0.115，

P<0.01）呈负相关。 

结论  以无精、少精、弱精为特征的大多数男性不育患者其血清 FSH、LH 水平升高，T 水平降低，

生殖激素水平异常与无精症和少精弱精症的发生密切相关，因此检测血清生殖激素水平对临床辅助

诊断及治疗方案的选择等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PU-3205 

化学发光法和胶体金法检测 HIV 抗体的结果对比分析 

 
单鹤,忽胜和 

大理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调查某医院就诊患者 HIV 抗体阳性情况，了解不同的检测方法之间的相关性，以提高对 

HIV 感染诊断和感染风险的评估，为医院院内感染与医护人员防护工作提供重要依据 

方法  采用化学发光法( CLIA) 与胶体金法对 2017 ～ 2018 年入院患者输血前 HIV 抗体筛查检测，

筛查阳性标本用重组免疫印迹法( WB 法) 进行确诊，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总结 

结果  化学发光法 HIV 筛查阳性标本 14  6 例，胶体金法筛查阳性标本 87 例，经重组免疫印迹法最

终确证 10 5 例，CLIA 法阳性符合率 71.9% ( 105 /146) ，胶体金法的阳性符合率 82.8% ( 87 

/105)  

结论   CLIA 法抗 HIV 抗体筛查检测灵敏度高、特异性强、自动化程度高，可用于临床批量检测 

HIV 抗体筛查。胶体金法操作简单，检测时间快、保存携带方便，可于急诊等快速检测中 

 
 

PU-3206 

昆明地区 4857 例 TORCH 感染检测结果分析 

 
肖雪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 torch 五项（弓形虫 TOX- lgM、风疹病毒 RV- lgM、巨细胞病毒 CMV -lgM 、单纯疱疹

病毒 HSV-1- lgM 、HSV-2- lgM）在本地区孕前和孕早期妇女中的阳性率，探讨 Torch 五项检测在

优生优育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检测方法对 2017 年 1 月至 12 月期间昆明地区 4857 例已怀孕妇女和孕前妇女

进行 TORCH 检测 

结果  4857 例孕前及早期妊娠妇女 TOX- lgM、RV- lgM 、CMV- lgM、HSV-1- lgM、HSV-2- lgM 

阳性率 分别为 0.07%、0.07%、1.7%、0、0.41%。总阳性率为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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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 TORCH 因子中，CMV 感染率最高，HSVⅡ感染率次之，HSVⅠ感染率为 0。提示了我们

需要在一级预防工作中需要加强 CMV 病毒的防护。推广和普及孕前及孕早期进行 Torch 五项检测

对预防出生缺陷，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PU-3207 

两台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检测促甲状腺素的比对分析 

 
李妮 

昆明市中医院,650000 

 

目的  探讨同一个实验室内不同的仪器检测同一个项目的结果之间有无可比性。 

方法  依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NCCLS)EP9-A 文件，分别使用德国罗氏 COBAS e601

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和国产安图 A2000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同时检测 40 例血清

TSH 浓度水平，对两种不同检验仪器测定的两组结果进行回归分析和偏倚分析。 

结果  两台仪器测定血清促甲状腺素的相关系数(r)为 0.979，回归方程为 y=0.9797x+0.3363，在医

学决定水平处得预期相对偏差为 1.7%、1.9%，两台仪器检测结果之间具有很好的相关性。 

结论  当同一个实验室内有两台仪器检测同一项目时，必须对两种方法检测的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

和偏倚评估，以确保两台仪器测定同一项目时的结果具有可比性和一致性。 

 
 

PU-3208 

昆明地区儿童肺炎支原体抗体阳性 影响血细胞分析参数的研究 

 
何增品,钟敏,李娅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昆明地区儿童肺炎支原体（MP）IgM 抗体对血细胞分析检测结果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7 年 7 月-11 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的肺炎支原体感染患儿 502 例作为观

察组，从同期健康体检儿童中选取 221 例作为对照组，对这两组儿童的血细胞检测结果进行回顾性

统计分析。 

结果  502 例肺炎支原体感染患儿中，滴度为 1:40、1:80、1:160、1:320、1:640 及 1:1280 的患儿

例数分别为 185、160、95、43、8、11 例，构成比分别为 36.85%、31.87%、18.92%、8.56%、

1.59%、2.19% ；观察组和健康组之间淋巴细胞总数、血红蛋白浓度、红细胞压积、红细胞平均体

积、平均血红蛋白量、平均血红蛋白浓度、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结果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而白细胞总数、中性粒细胞总数、单核细胞总数和红细胞总数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并且在观察组中不同的抗体滴度间，白细胞总数、单核细胞总数以及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肺炎支原体（MP）感染患儿与健康儿童之间血细胞分析参数之间有差异，并且肺

炎支原体（MP）IgM 抗体影响血细胞分析检测结果，必要时需进行血涂片镜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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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09 

血清 YKL-40 在可疑过敏性疾病患儿的临床应用 

 
叶辉铭 1,赖歆 2,李德法 1,陈自敏 2,吴星东 1 

1.厦门市妇幼保健院,361000 

2.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目的  评价血清 YKL-40 在可疑过敏性疾病患儿诊断、病情监测等方面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应用美国 QUIDEL 公司 Microvue YKL-40 试剂盒检测 162 例 12 岁以下可疑过敏性疾病患儿

血清 YKL-40 浓度，同时应用德国欧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食入物与吸入物变应原特异性 IgE 检测

试剂盒检测患儿血清变应原，SPSS19.0 和 Numbers 软件整合分析患儿血清 YKL-40 与各变应原的

相关性。 

结果  可疑吸入性过敏患儿血清 YKL-40 显著高于过敏原结果全部阴性患儿（p＝0.018），其中葎

草 IgE 阳性者差异最显著（p＝0.015）；而可疑食入物过敏患儿血清 YKL-40 与过敏原阴性患儿无

显著差异（p＝0.439）。需要注意的是血清 YKL－40 浓度与白细胞（r=0.347， p＝0.000）、单

核细胞（r=0.312，p＝0.000）和中性粒细胞（r=0.335，p＝0.000）具有一定相关性。 

结论  可疑吸入过敏患儿血清 YKL-40 显著升高，YKL-40 在吸入性过敏患儿发病过程中起何作用需

要进一步研究。 

 
 

PU-3210 

NT-proBNP 在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中的预后价值研究 

 
李杰,赵晓颉,杨娅 

大理学院附属医院,671000 

 

目的   探讨 NT-proBNP 在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预后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纳入本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共 246 例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按预后分

为预后良好组（192 例）和预后不良组（54 例），比较两组患者 NT-proBNP 水平，分析预后良好

组和预后不良组入院及出院 NT-proBNP 水平差异。 

结果  在预后不良组中出院 NT-proBNP 水平为 4416.0（2485.0-12009.0）pg/ml，高于入院 NT-

proBNP 水平 1705（426-5418）pg/ml（P<0.05）。预后良好组入院和出院时的 NT-proBNP 变化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预后不良组出院 NT-proBNP 水平 4416.0（2485.0-12009.0）

pg/ml，高于预后良好组出院时的 NT-proBNP 水平 1275.0（559-2583）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出院时的 NT-proBNP 水平比入院时增加预示患者预后不好，动态分析

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 NT-proBNP 水平对患者的预后判断有重要价值。 

 
 

PU-3211 

性激素 6 项在多囊卵巢综合征诊疗中的应用 

 
李妮 

昆明市中医院,650000 

 

目的  观察性激素作为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患者的诊断及治疗前后的临床意义。 

方法  以月经周期正常的健康妇女为对照组，选择我院 2016 年 7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院妇科门诊

经阴道 B 超初步诊断为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 23 人，采用电化学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分别测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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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睾酮（TESTO）、黄体生成素(LH)、促卵泡生成素(FSH)、雌二醇（E2）、催乳素（PRL）、

孕酮（PROG）治疗前后的基础水平，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治疗前 PCOS 组血清中 TESTO、LH、E2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FSH 水平明显

低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经中医辩证中药治疗后 PCOS 组血清中 TESTO、

LH、E2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FSH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经中医辩证中药治疗前后 PCOS 组血清中，而治疗后的 TESTO、LH、E2 水平明显低于治

疗前（P<0.05），治疗后的 FSH 水平明显高于治疗前（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生育期女性血清中高 LH、TESTO、E2 水平可能是引起 PCOS 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医中

药治疗对 PCOS 有一定的疗效。 

 
 

PU-3212 

云南省 HIV/HCV 共感染患者乙肝病毒感染情况分析 

 
钟敏,何增品,何成禄,朱敏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云南省昆明地区接受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AART)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丙肝

病毒（HCV）共感染人群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情况。 

方法   对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的 256 例 HIV/HCV 共感

染人群和同期 172 例 HIV 病毒单感染患者进行乙肝两对半检测并对感染模式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云南省昆明地区 256 例接受 HAART 治疗的 HIV/HCV 共感染患者和 172 例 HIV 病毒单感染

患者中主要有 5 种乙肝感染模式，其中以 HBcAb 阳性多见，构成比为 33.9%，并且 HIV/HCV 共

感染患者和 HIV 病毒单感染患者乙肝两对半模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当前云南省昆明地区接受抗病毒治疗的 HIV 患者中，无论是合并 HCV 共感染患者还是

单感染患者，均存在乙肝感染风险，并由此存在 HIV、丙肝与乙肝三种病毒共感染的

危险性，应在治疗过程中及时定期检测乙肝两对半以监测乙肝病毒感染情况。 

 
 
 

PU-3213 

心肌标志物对急性心肌梗死的诊断价值 

 
姜雪,忽胜和 

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心肌标志物对急性心肌梗死的诊断价值。 

方法  随机选取某院 2018 年 1 月～ 2018 年 4 月收治的经临床诊断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对其

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选取 60 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作为研究组，选同期 60 健康体检者作为对

照组，检测并比较两组心肌标志物肌红蛋白( MYO)、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血肌钙蛋白

(cTnT)水平。 

结果   研究组入院时、入院后 6h、12h、24h 的 MYO、血 cTnT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P＜0．05)；

CK－MB 入院后 6h、12h、24h 时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0．05) ；cTnT 诊断特异性为 97．86%，

敏感度为 96．23%；MYO 诊断特异性为 71．22%，灵敏度为 93．45%； CK－MB 诊断特异性为

81．38%，灵敏度为 89．13%。 

结论  心肌标志物对急性心肌梗死的诊断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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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14 

CCL2 in the glioma microenvironment decreases tumor 
cells temozolomide sensitivity through inducing 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 

 
Lin Zhang,Yang Xu,Xun Qu 

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Despite combined therapeutics for glioma with radio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patients’ recurrence rate is still high and the prognosis is poor. It is believable that glioblastoma 
resistance to chemotherapy is one of major factors responsible for tumor recurrence and short 
survival tim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look for a new strategy to reverse glioblastoma resistance or 
to enhance the sensitivity of chemotherapy to improve the treatment of glioma patients.  It is 
known that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umor microenvironment and malignant 
biological behaviors of tumors. 
Methods CCL2 expression levels were examined in glioma tissues. CCL2 functions were 
examined by  loss-of function analyses.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CCL2 decreases tumor cells 
temozolomide sensitivity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Herein, we analyzed public glioma microarray datasets and found that high expression of 
CCL2 in tumor microenvironmen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umor grade and inversely 
associated with glioblastoma patient prognosis. In vitro studies implicated that recombination 
human CCL2 could induce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and related protein 
expression in glioblastoma. And we further demonstrated that correlation of CCL2 with Twist 1 
expression in human glioma tissues. Then we found that rhCCL2 could decrease glioma cells 
sensitivity to temozolomide (TMZ), and Twist1 konckout abrogated rhCCL2-mediated sensitive 
decrease. In addition, in vivo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combination therapy with anti-CCL2 mAb 
and TMZ prolonged the survival of U87-bearing mice.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CCL2 in glioma microenvironment could 
decrease glioma cells sensitivity to TMZ via Twist1, and target CCL2 from tumor 
microenvironment may be a promising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glioblastoma. 
 
 

PU-3215 

抗 AKA、抗 CCP 和 RF 在类风湿性关节炎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何雯 

昆明市中医院,650000 

 

目的  探讨类风湿因子(RF)、抗角蛋白抗体(AKA)及抗环瓜氨酸多肽(ccp)抗体检测对类风湿性关节

炎(RA)的临床诊断价值。 

方法  对 168 例 RA 患者用免疫透射比浊法检测 RF，间接免疫荧光染色法检测 AKA，酶联免疫吸

附法检测抗 CCP 抗体，并对 3 种指标检测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3 种抗体单独检测对 RA 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分别是：RF 为 71.1％、74.5％，AKA 为 

59.4％、93．3％，抗 CCP 抗体为 65.1％、94．5％；不同方式联合检测对 RA 诊断的敏感性、特

异性分别是 RF 十 AKA 为 64.8％、95.8％，RF+抗 CCP 抗体为 67.6％、94.9％，RF+AKA+抗 

CCP 抗体为 53.9％、96.3％。 

结论  单独检测 RF 对 RA 诊断的敏感性最高，特异性最高的是 AKA，抗 CCP 抗体有较高的的敏感

性及特异性，3 种指标各有优点，可互为补充，联合检测 RF、AKA 及抗 CCP 抗体可提高对 RA 诊

断的特异性，有助于早期 RA 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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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16 

中、高强度正加速度对人体尿微量蛋白含量的影响 

 
刘成刚,董利洁,郑军 

空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从临床角度维护飞行员肾脏功能健康，探讨中、高强度正加速度（+Gz）暴露对人体尿微量

白蛋白（MA）、α1微球蛋白（α1M）含量的影响，验证+Gz 暴露是否会对人体肾功能产生影响。 

方法   62 名青年健康男性受试者接受载人离心机训练，分为 A（n=15）、B（n=11）、C

（ n=23）、D（n=13）四组， +Gz 暴露强度依次为 +6.5G/10s、+6.5G/45s、+8G/10s 和

+9G/10s。采用速率散射免疫比浊法检测受试者离心机训练前及结束后 2h、24h 尿 MA 和 α1M 含

量。统计学分析采用配对 t 检验比较离心机训练前、后组内差异，采用方差分析比较四组间差异。 

结果   离心机训练结束后 2h，四组受试者尿 MA 和 α1M 平均含量均较训练前显著增多

（P<0.05），且 B、D 两组尿 MA 平均含量显著高于 A、C 两组（P<0.05）。A、B、C、D 四组

中，尿 MA 含量超过正常值水平者占比分别为 13.3%、54.5%、17.4%和 53.8%，尿 α1M 含量超过

正常值水平者占比分别为 26.7%、36.4%、26.1%和 38.5%。离心机训练结束后 24h，四组受试者

尿 MA 和 α1M 平均含量显著减少，与离心机训练前水平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并于离心机

训练结束后 48h 内全部恢复至正常水平。 

结论  中、高强度+Gz 暴露可造成人体肾小球和肾小管功能一过性异常，并且随着+Gz 暴露峰值增

加、持续时间延长，影响效应加重，表现出一定个体差异性，提示在战斗机飞行员离心机训练和特

技飞行中应注意加强肾功能监测和保护，该结果为临床维护战斗机飞行员肾功能健康提供了基本支

持思路。 

 
 

PU-3217 

M2-like 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 drive  
vasculogenic mimicrythrough amplification 

 of IL-6 expression in glioma cells 

 
Lin Zhang,Yangyang Xu,Xun Qu 

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Vasculogenic mimicry (VM) has offered a new horizon for understanding tumor 
angiogenesis, but the mechanisms of VM in glioma progression have not been studied explicitly 
until now. As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immune infiltration in tumor microenvironment, 
macrophages have been demonstrate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umor growth and 
angiogenesis. However, whether macrophages could play a potential key role in glioma VM is still 
poorly understood. 
Methods CD163 and IL-6 expression levels were examined in glioma tissues. IL-6 functions were 
examined by gain- and loss-of function analyses.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IL-6 promotion 
of gliom VM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Herein we reported that both VM and CD163+ cells were associated with WHO grade 
and reduced patient survival, and VM channel counting was correlated to the number of infiltrated 
CD163+ cells in glioma specimens. In vitro studies of glioma cell lines implicated that M2-like 
macrophages (M2) promoted glioma VM. We found that conditional medium derived from M2 

amplified IL-6 expression in glioma cells. Furthermore ， our data indicated that IL-6 could 

promote glioma VM，as blocking IL-6 with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abrogated M2-mediated VM 

enhancement . In addition, the potent PKC inhibitor bisindolylmaleimide I could prevent M2-
induced IL-6 upregulation and further inhibited glioma VM fac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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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M2-like macrophages drove glioma VM through amplifying IL-6 secretion in glioma 
cells via PKC pathway. 
 
 

PU-3218 

596 例丙肝病毒感染者乙肝两对半情况分析 

 
何增品,钟敏,杨永平,崔晓花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丙肝病毒感染者血清乙型肝炎病毒两对半模式的情况。 

方法  对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的 596 例丙型肝炎抗体阳

性患者进行乙肝两对半检测并进行模式分析。 

结果   发现这些丙型肝炎抗体阳性患者中主要有 5 种乙肝感染模式，其中以 HBsAb、HBcAb 与

HBsAb、HBsAb 与 HBeAb、HBcAb 三种模式多见，构成比分别为 25.3%、15.9%、13.9%。5 种

乙肝感染模式均与全阴模式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感染过丙肝病毒的患者，应同时关注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情况，因存在丙肝与乙肝

共感染的危险性，应引起高度重视。 

 
 

PU-3219 

GP73, a novel TGF-β target gene, provides selective 
regulation on Smad and non-Smad signaling pathways 

 
Ning Liu1,Xiaoli Yang1,Congwen Wei2,Jiankang Chen1,Cui Wang1,Hui Zhong2,He Xiang2 

1.The General Hospital of Chinese People’s Armed Police Forces 

2.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athogen and Biosecurity， Beijing Institute of Biotechnology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linkage between GP73 and TGF-β signaling and the role GP73 

played in promoting HCC tumorigenesis。 

Methods  
For each subject in this study, the corresponding clinical information was obtained, and a blood 

sample was collected，Mammalian expression vectors encoding Flag-fusion proteins tagged at 

the amino terminus were constructed by inserting PCR-amplified fragments into pcDNA3；

Western Blotting and Immunoprecipitation；First-strand cDNA was synthesized as described 

previously；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was performed in the iQ5 Real-time PCR System (Bio-

Rad) using iTaq universal SYBR Green supermix (Bio-Rad).；Flotillin staining and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Immunohistochemistry staining for GP73 and Flotillin was performed on the 

paraffin-embedded tumor and its adjacent paired tissue 

Results 1.GP73 is a transcriptional target of TGF-β。 

2.GP73 inhibits the Smad pathway and enhances the ERK pathway induced by TGF-β1. 
3.GP73 attenuates TGF-β1 growth inhibition function via ERK signaling. 
4.GP73 induces Caveolae upregulation. 

5.Caveolae induction by GP73 modulates TGF-β signaling。 

6.GP73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lipid rafts in Patients with HCC。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establish the linkage between GP73 and TGF-β signaling and confirm 
GP73 as a key player in TGF-β signaling. GP73 may selectively regulate TGF-β signaling via lipid 
raft modulation, and probab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HCC tumori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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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20 

一种新型间日疟复合多价疫苗： 

PvTRAg/CSP 免疫原性及免疫效果研究 

 
汪波 1,沈继龙 2,3,范利平 1,夏慧 4,方强 4,Eun Taek-Han5,徐元宏 1 

1.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 

2.安徽省人兽共患病重点实验室 

3.安徽省病原微生物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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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疟疾的广泛流行，高致死率以及日益严重的原虫耐药性，使得其疫苗研制成为当今疟疾防治

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疟原虫生活史复杂, 蛋白种类多且具有期特异性, 免疫逃避机制健全等特点成

为疫苗发展的瓶颈，构建多期复合高效疫苗已成为疫苗研发的关键。近年有报告，恶性疟原虫色氨

酸富集蛋白(TRAgs)具有一定的免疫保护价值。而间日疟含有更多的 TRAgs，具有高度保守性，且

能粘附正常红细胞。我们前期研究发现，PvTRAgs 为受染 RBC 膜相关蛋白，在东南亚间日疟患者

中具有强力而稳定的抗原性，强烈提示其具有作为疫苗候选抗原的价值。PvCSP 具有多个 T、B 细

胞表位，能够诱导细胞、体液免疫双重应答，是感染阻断疫苗中最主要的候选抗原之一。 

方法  本课题拟筛选最具潜力的 PvTRAg 与 PvCSP 形成复合疫苗并与三种佐剂组合，运用一系列

动物实验，包括动物体内接种后抗体和 CKs 产生水平和持续时间、记忆 B 细胞测定等，以评价疫

苗的效果。 

结果  为阐述 PvTRAg 免疫机制、评估其作为疫苗候选抗原以及与 PvCSP 构成复合多价疫苗提供

理论和实验依据。 

结论  评价新型多价疫苗的免疫效果 

 

PU-3221 

ESR、PCT 和 CRP 在类风湿性关节炎 

合并细菌感染中的诊断价值 

 
秦淑云,张君龙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探究红细胞沉降率（ESR）、降钙素原（PCT）和 C 反应蛋白（CRP）在类风湿性关节炎

（RA）合并细菌感染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将 138 例 RA 患者按其是否合并感染分为两组，再根据疾病活动性分稳定期组和活动期组，

检测所有患者 ESR、PCT、CRP 血清水平，比较各组的差异，并用 ROC 曲线分析 ESR、PCT、

CRP 对 RA 合并细菌感染的诊断价值。 

结果  未合并感染组中，活动期 RA 患者的 ESR、CRP 显著高于稳定期 RA 患者。活动期 RA 患者

中，合并感染组的 PCT 显著高于未合并感染组，其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CT 对 RA 合并细菌感

染诊断价值较高。 

结论  ESR、CRP 可以区分 RA 稳定期和活动期，但是不能作为区分 RA 是否合并感染，PCT 在鉴

别 RA 合并感染时其诊断价值较高，可以作为鉴别 RA 是否合并感染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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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22 

外周血降钙素原联合 CD4+CD25+Treg 细胞 

对脓毒症 患者诊断及预后的临床价值 

 
赵燕 

淄博市中心医院,255000 

 

目的  探讨外周血降钙素原与 CD4 +CD25+ Treg 细胞的联合检测对 ICU 脓毒症患者诊断及预后的临

床价值。 

方法  35 例确诊感染性休克且经治疗休克得以纠正的患者作为感染性休克好转组，15 例确诊感染

性休克并死亡患者作为病死组，其他以非感染性休克入住 ICU 的 150 例作为非感染性休克组，同

时选取同时间段内在本院进行健康体检的 100 例健康者作为健康对照组。患者入 ICU24h，留取外

周血，分别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中 CD4 +CD25+ Treg 细胞比例，分离血清用电化学发光法检

测 PCT 水平，计算急性生理学及慢性健康状况评分 II（APACHEII）等，比较感染性休克组、非感

染性休克组及健康对照组之间的 PCT 水平、CD4 +CD25+ Treg 细胞比例及 APACHEII 评分，计量

资料假设检验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感染性休克好转组、感染性休克病死组及非感染性休克组患者的 PCT 水平、CD4 +CD25+ 

Treg 细胞比例及 APACHEII 评分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感染性休克

好转组与感染性休克病死组患者各值的检测水平均高于非感染性休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同时感染性休克病死组各值检测水平也均高于感染性休克好转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35 例患者的 PCT 水平、CD4 +CD25+  Treg 细胞比例与 APACHEII 评分均为正线

性相关，且 PCT 水平与 CD4 +CD25+ Treg 细胞比例均升高时，APACHEII 评分也升高。 

结论  感染性休克患者外周血 PCT 水平、CD4 +CD25 Treg 细胞比例及 APACHEII 评分均存在较好

的正相关， PCT 水平和 CD4 +CD25+ Treg 细胞比例的高低可以反映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对预后

的判定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PU-3223 

神经精神性狼疮实验室指标及临床症状研究 

 
武永康,扎西曲宗,王鹭,黄卓春,胡静,李立新,项松,严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分析神经精神性系统性红斑狼疮（NPSLE）患者的实验室指标和临床症状，为 NPSLE 患者

的早期诊断和有效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对确诊的 136 例 NPSLE 和 146 例 non-NPSLE 患者的相关实验室指标及临床症状进行分

析。 

结果  血清白蛋白、碱性磷酸酶、肌酸激酶、C 反应蛋白、红细胞沉降率、免疫球蛋白 G、E、淋

巴细胞数、淋巴细胞比例、中性粒细胞数、中性粒细胞比例及抗核抗体、尿隐血、乙肝病毒

DNA、类风湿因子的分布比例在两组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癫痫、合并精神症状、狼疮

性头痛、器质性脑病、低补体、蛋白尿、发热等症状在 NPSLE 组中分布比例显著高于非 NPSLE

组（P<0.05）。 

结论  尚未发现实验室指标及相关临床症状可对 NPSLE 进行早期诊断，但 NPSLE 患者累及肝脏和

肾脏、体内自身免疫反应强度均高于 non-NPSLE 患者，该类患者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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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24 

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阳性患者的凝血功能研究 

 
廖娜,黄卓春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为了探究 ANCA 抗体与凝血功能损害之间的关系，以期能为 ANCA 阳性患者的凝血功能监测

和临床诊疗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方法  本文通过研究 95 例华西医院 ANCA 抗体阳性患者的凝血指标，包括反映内源性凝血途径的

APTT，外源性凝血途径的 PT，共同凝血途径的 TT 以及纤维蛋白。首先将 95 例 ANCA 抗体阳性

的患者与正常对照组的凝血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并将 ANCA 抗体按照其靶抗原的具体成分不同分

为常见的 MPO-ANCA 和 PR3-ANCA 亚组来判断不同 ANCA 抗体对凝血指标有无影响。同时进一

步按照其临床诊断进行分析，诊断完全按照相关指南标准，将上述患者按照诊断分为血管炎组和非

血管炎组，比较其凝血指标结果之间有无统计学差异。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ANCA 抗体阳性患者的 APTT 时间延长，PT 时间延长，TT 时间缩短，纤

维蛋白含量增加，且 P 值<0.05，具有统计学差异。但 MPO-ANCA 和 PR3-ANCA 两亚类之间凝血

指标无统计学差异。根据患者的临床诊断发现其中诊断为 ANCA 相关性血管炎的患者有 49 例，自

身免疫性疾病 33 例，单纯性肾功能不全共 4 例，其他不含上述三类诊断的共 8 例。结果发现血管

炎和非血管炎组的病人与正常对照组的之间都出现 APTT 时间延长，PT 时间延长，TT 时间缩短，

FbG 含量增加，且具有统计学差异；但两组之间凝血指标却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由上述结果可推测 ANCA 抗体与患者的凝血功能密切相关，可以通过某一途径使患者 APTT

和 TT 时间延长，出血风险增高；  TT 时间缩短，FbG 含量增加，患者易出现高凝状态，血栓风险

增高。 

 
 

PU-3225 

一例具有抗-Jka、抗-c 特异性的类自身抗体的案例分析 

 
闫烨 

郑州市颐和医院 

 

目的  由于 Kidd 系统抗体较弱，抗体产生后又很容易消失，一般很难检测，临床上常常被遗漏。因

Kidd 抗体可造成严重的溶血性输血反应，因此工作中比较重视。近期工作中发现一例患者血清中

检出具有抗-Jka、抗-c 特异性同种抗体，放散液检出具有类抗-Jka、抗-c 特异性自身抗体，通过对

抗体特异性的分析及鉴定，研究其性质及特点，对其引起的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原因进行探讨。 

方法  采用试管法对患者进行 ABO 血型、Ｒh 分型鉴定及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毛细血管分离试

验。采用盐水法、微柱凝胶卡以及 PEG 增强法对患者血清进行抗体特异性鉴定；采用 AB 型，Rh

表型为 CCDee、Kidd 表型为 Jk(a-b+)的献血员红细胞进行吸收放散试验、对吸收后的上清液和放

散液分别进行抗体鉴定。用经典的抗人球蛋白法进行抗体效价检测，并对三次输血后的抗体效价进

行对比分析。采用盐水法、凝聚胺法和抗人球蛋白法对患者进行交叉配血试验。 

结果  患者血清及放散液中检出抗-Jka、抗-c 同种抗体及类抗-Jka、抗-c 特异性自身抗体，给予 AB

型 Rh 表型为 CCDee、Kidd 表型为 Jk(a-b+)洗涤红细胞输注，输后均无发生输血反应，三次输注

洗涤红细胞后，检测血红蛋白值未见明显提升。 

结论  类抗体常见于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配血时选择避开类抗体特异性的红细胞输注，经输注

相应抗原阴性的洗涤红细胞后患者血红蛋白未见明显提升，结合患者因使用多种抗生素及假苯环的

药物等，高度怀疑药物导致患者自身抗体的产生，致使血液输注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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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26 

布氏杆菌病误诊社区获得性肺炎 1 例 

 
张会峰,刘叶,田荣英,汤菲,刘培红,王巧改,宋静静,安黎云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050000 

 

目的  分析布氏杆菌病的临床表现、流行病学及实验室检查，以提高对布氏杆菌病的认识和诊断水

平。 

方法  对 1 例布氏杆菌病误诊为社区获得性肺炎布临床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该例患者因饮食布氏杆菌污染的羊奶，导致社区获得性肺炎的发生。临床主要表现为发

热，发热时间无规律，伴有畏寒无寒战，无心律、气短、喘息，无鼻塞、流涕，无咳嗽、咳痰。影

像学表现为双下肺可见斑片影。实验室检查血清虎红平板凝集试验阳性，标准试管凝集试验滴度为

1∶ 200。经口服盐酸多西环素治疗后，患者临床症状明显好转，3 天后患者再无发热，双肺未闻

及干湿罗音，患者要求出院治疗。 

结论   布鲁氏菌病肺部受累罕见，临床表现和体征不典型，布氏杆菌病患者临床表现和体征复杂，

无特异性，累及多系统，多脏器。布氏杆菌病急性期，发热是最常见的临床症状。以弛张热最为常

见，以波状热为典型特点，部分患者可出现不规则热和低热；多汗也是布氏杆菌病的主要临床症

状。另外，布氏杆菌病还表现为乏力，肌肉和关节痛，肝、脾及淋巴结肿大等临床症状。布氏杆菌

病慢性期呈低热，咳嗽、咳痰，多为粘液脓性痰或偶有血丝，常累及胸膜，发生胸膜炎。肝、脾及

淋巴结轻度肿大，病程长，可导致关节僵直或挛缩。易被误诊为普通细菌性肺炎。加强对布氏杆菌

病的认识，尤其对于不明原因发热的患者，详细询问患者的职业、生活和饮食习惯、居住地区等，

做到全面、细致。对患者进行全面体格检查和必要的实验室辅助检查。布氏杆菌病临床表现和体征

复杂、不典型，常累及多系统，多脏器。临床医生要提高临床诊断水平，区分与布氏杆菌病有类似

临床表现的其他疾病。减少对布氏杆菌病的误诊率。做到早诊断、早治疗。尽早治疗还可防止本病

向慢性布氏杆菌病的发展及并发症的发生。 

 
 

PU-3227 

潍坊地区健康人群胃蛋白酶原Ⅰ 

和胃蛋白酶原Ⅱ化学发光法参考范围的建立 

 
赵丽娜 

潍坊市中医院,261000 

 

目的  建立潍坊地区健康人群血清中胃蛋白酶原Ⅰ(PGⅠ)和胃蛋白酶原Ⅱ(PGⅡ)含量参考值范围。 

方法  利用化学发光法对潍坊地区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6 月来院体检的 439 例健康人群进行血清

中 PGI 和 PGⅡ含量的测定,并计算 PGⅠ/PGⅡ。 

结果  血清中 PGⅠ和 PGⅡ各组数据呈偏态分布。血清中 PGⅠ、PGⅡ和 PGⅠ/PGⅡ的 95%正常

参考范围分别为 70—240ng/ml、0--13 ng/ml 和>3.00。 

结论  建立该地的血清 PG 参考范围有助于对胃相关疾病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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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28 

抗棒环状抗体的临床应用价值研究 

 
王鹭,武永康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抗棒环状抗体其抗原的成分及其产生机制尚不完全清楚，目前认为该抗体的产生与使用利巴

韦林/长效干扰素治疗的丙型肝炎相关。分析抗棒环状抗体阳性患者的疾病诊断、实验室指标及临

床症状，为找出该抗体与疾病的诊断、治疗以及预后的相关性提供依据； 

方法  对抗棒环状抗体阳性的 38 例患者（其中有明确诊断的 22 人，包括已确诊丙肝患者 15 人，

非丙肝患者 7 人）的所患疾病、实验室指标及临床症状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抗棒环状抗体除见于丙肝患者血清中，还可见于除丙肝以外的患者血清中（包括类风湿性关

节炎、乙型肝炎、未分化结缔组织病、前列腺肥大、骨质疏松、高血压、心瓣膜病），丙肝组与非

丙肝组该抗体滴度无显著性差异（P>0.05）。使用间接荧光免疫法测定 ANA，在已有确定诊断的

22 人中，仅含棒环型占 36.3%，同时含有高尔基型占 54.5%； 

结论  抗棒环状抗体除可存在于治疗后的丙肝患者中，还存在于非丙肝患者中，该抗体可能还与除

丙肝以外的其他疾病的发生、发展、治疗效果及预后相关。在 ANA 荧光模型中，棒环型多与高尔

基体型共存，推测高尔基型与棒环型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目前尚未明确该抗体在疾病诊治过程的具

体意义，此类患者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PU-3229 

ca125 与 HE4 的联合应用诊断 

 
肖含,李姗姗 

吉林金域检验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目的  卵巢恶性肿瘤是女性生殖器官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仅次于子宫颈癌和子宫体癌而列

居第三位。故探讨人附睾蛋白 4（HE4）与 CA125 联合应用诊断卵巢癌的价值。 

方法    采用雅培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检测法定量分别对 100 例卵巢癌患者和 100 例卵巢良性疾病

患者进行血清 HE4 和 CA125 测定。 

结果  卵巢癌患者组 HE4，CA125 的水平要明显高于卵巢良性疾病组，95%的健康成年妇女

CA125 的水平≤35U/ml，但 CA125 的受影响因素过多，特异性较低。近年来，我们发现有一些患

者在送检肿瘤标志物的过程中，会出现 125 升高，但是并未患有卵巢癌，甚至是一些男性患者出现

CA125 异常增高，患者会对此结果产生疑问，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发现传染病医院的患者

CA125 的阳性率相较高一些，经调查表明，这类患者一般患有肝炎，肝硬化等传染性疾病，此

外，有些专家已经指出单独的 CA125 这个指标特异性较差，会更推荐作为筛查指标。经查看资

料，在其他非卵巢恶性肿瘤 CA125 也有一定的阳性率,如乳腺癌 40％,胰腺癌 50％,胃癌 47％,肺癌

44％,结肠直肠癌 32％,其他妇科肿瘤 43％，由此可见 CA125 的特异性是较差的，胰腺炎,肝炎,肝

硬化等也会导致 CA125 不同程度升高。甚至肾病综合征等肾脏类疾病也对 CA125 有一定影响。随

着研究的深入，发现了人附睾蛋白 4（HE4）诊断卵巢癌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较高，经研究表明在卵

巢恶性病变组中,HE4 和 CA125 的阳性率分别为 57.69%和 60.25%,在 HE4 和 CA125 联合检测中

阳性率为 80.76%。 

结论   HE4 在卵巢癌患者中高表达,与卵巢癌的恶性进展相关,可能成为与 CA125 作为卵巢癌监测的

互补指标。二者的联合检测大大提高了诊断卵巢癌的特异性。现通过 CA125 与 HE4 计算出绝经

前，绝经后 ROMA 指数更加提高了卵巢癌的诊出率。 可以用于辅助监控卵巢上皮癌患者病情复发

与病情进展情况。故二者作为新的诊断卵巢癌的指标更好为临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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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30 

他克莫司对肾移植受者术后骨代谢指标的影响分析 

 
罗俐梅,石运莹,李壹,白杨娟,安云飞,唐江涛,邹远高,王兰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在目前的临床实践中，肾移植术后关注点主要在于移植肾的功能存活。然而，由于大部分肾

移植受者术前存在慢性肾脏病-矿物质和骨异常（CKD-MBD），且肾移植术后长期使用免疫抑制

剂，使得肾移植术后骨病更为常见，骨折风险的增加严重影响肾移植受者生活质量，已越来越受到

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由于目前国内外关于免疫抑制剂他克莫司对肾移植受者骨代谢的影响研究结论

不一，本研究旨在探讨他克莫司对肾移植受者骨代谢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纳入 2015 年 12 月到 2016 年 12 月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接受同种异体肾移植手术的肾

移植受者共 91 例，治疗方案为基于他克莫司（FK506）三联治疗方案（FK506+MMF+激素）。所

有研究对象的临床信息采集包括：年龄、性别、身高、体重、移植时间、用药情况等。采用 Merck 

Millipore 液相芯片检测骨代谢相关指标 DKK1、OPG、OC、OPN、SOST、PTH、FGF23，电化

学发光法检测 N-MID、CrossL，微粒子化学发光法检测 B-ALP，ELISA 法检测 TRAP-5b，25-羟

维生素 D，RANKL，EMIT 法检测血浆 FK506 浓度。 

结果  研究对象根据 FK506 血药浓度检测结果分为：低血药浓度组（FK506≤6ng/mL）和高血药浓

度组（FK506＞6ng/mL），比较两组在上述骨代谢生化指标上的差异，结果显示 FK506 低浓度组

与高浓度组相比，两组间 N-MID、CrossL、B-ALP、OC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FK506

血药浓度与反映骨代谢生化指标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FK506 血药浓度与 B-ALP、CrossL、

OPN、N-MID、PTH、TRAP-5b 成负相关（P<0.05，相关系数分别为-0.444、-0.3006、-0.239、-

0.3518、-0.296、-0.241）。 

结论  肾移植受者术后高 FK506 血药浓度可能与骨代谢紊乱相关。肾移植术后应常规监测骨代谢状

态及 FK506 血药浓度，制定更好的治疗策略以提高肾移植受者生活质量。 

 
 

PU-3231 

肺炎支原体 P1 蛋白羧基端基因片段 的克隆及原核表达 

 
王云龙 1,刘小聪 1,2 

1.1 郑州大学生物工程系，2 河南省生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淄博市中心医院,255000 

 

目的  肺炎支原体是原发性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感染后以持续性剧烈干咳为主要临床表现，症状

不典型，很难与细菌、病毒所致呼吸道感染相区别。除呼吸系统症状往外，Mp 感染尚能诱发肺外

并发症，如心绞痛、肾炎、肺炎支原体脑炎、溶血性贫血、皮疹、关节炎等，症状复杂，不利于诊

断。为避免延误治疗，建立快速、早期、准确的诊断方法尤为重 

方法  本实验采用套式 PCR 方法扩增 P1 蛋白羧基端序列，并对其进行序列分析及原核表达。表达

产物经纯化和生物活性鉴定后，可用于检测方法的建立及基因工程疫苗的制备。 

结果  根据 GenBank 公布的肺炎支原体(Mycoplasma pneumoniae，Mp) P1 蛋白羧基端序列

(AF290001.1)，设计合成 2 对特异性引物，采取套式 PCR 方法，以肺炎支原体培养物中提取的

DNA 为模板，扩增肺炎支原体 P1 蛋白羧基端基因序列，将其克隆至 pET32a 表达载体，构建重组

质粒 pET32a/P1（3802~4695），转化大肠杆菌 Bl21gold，测序验证后 IPTG 诱导表达，经 SDS-

PAGE 表明重组蛋白表观分子量与预期一致且呈可溶性表达，Western blot 证实重组蛋白具有免疫

原性 

结论  免疫印迹实验表明表达产物具有良好的免疫原性，纯化后可用于单克隆抗体的制备，为下一

步研发亚单位疫苗及制备快速检测试剂奠定了基础 

 

https://www.sogou.com/link?url=DSOYnZeCC_owkDvmYG0gMz-JrNZwwuWKgX-EZvWNEIy5OZTadEEXfDpf8otcrorGYb-gRkO62AuuLaNMGv04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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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32 

一例具有抗-Jka、抗-c 特异性的类自身抗体的案例分析 

 
闫烨 1,赵俸涌 2,向东 2,吕毅 1 

1.郑州颐和医院 

2.上海血液中心参比室 

 

目的  由于 Kidd 系统抗体较弱，抗体产生后又很容易消失，一般很难检测，临床上常常被遗漏。因

Kidd 抗体可造成严重的溶血性输血反应，因此工作中比较重视。近期工作中发现一例患者血清中

检出具有抗-Jka、抗-c 特异性同种抗体，放散液检出具有类抗-Jka、抗-c 特异性自身抗体，通过对

抗体特异性的分析及鉴定，研究其性质及特点，对其引起的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原因进行探讨。 

方法  采用试管法对患者进行 ABO 血型、Ｒh 分型鉴定及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毛细血管分离试

验。采用盐水法、微柱凝胶卡以及 PEG 增强法对患者血清进行抗体特异性鉴定；采用 AB 型，Rh

表型为 CCDee、Kidd 表型为 Jk(a-b+)的献血员红细胞进行吸收放散试验、对吸收后的上清液和放

散液分别进行抗体鉴定。用经典的抗人球蛋白法进行抗体效价检测，并对三次输血后的抗体效价进

行对比分析。采用盐水法、凝聚胺法和抗人球蛋白法对患者进行交叉配血试验。 

结果  患者血清及放散液中检出抗-Jka、抗-c 同种抗体及类抗-Jka、抗-c 特异性自身抗体，给予 AB

型 Rh 表型为 CCDee、Kidd 表型为 Jk(a-b+)洗涤红细胞输注，输后均无发生输血反应，三次输注

洗涤红细胞后，检测血红蛋白值未见明显提升。 

结论  类抗体常见于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配血时选择避开类抗体特异性的红细胞输注，经输注

相应抗原阴性的洗涤红细胞后患者血红蛋白未见明显提升，结合患者因使用多种抗生素及假苯环的

药物等，高度怀疑药物导致患者自身抗体的产生，致使血液输注无效。 

 
 

PU-3233 

全自动化学发光分析系统检测 17α 羟孕酮性能验证及评价 

 
张玥 

山东省立医院检验科 

 

目的  对 AutoLumo A2000 全自动化学发光测定系统检测 17α 羟孕酮的性能指标进行验证及评价。 

方法  参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指南等相关文件，对 17α 羟孕酮的精密度、准确度、线性范

围和携带污染率进行验证 

结果  检测 17α 羟孕酮批内精密度变异系数(CV)和批间精密度变异系数(CV)在 6.09%～7.01%和

6.31%～8.84%之间。准确度偏倚分别为-9.72%，4.72%， 5.78%，8.03%和 7.46%。17α 羟孕酮

在 0.05ng/ml～30ng/ml 范围内呈线性。携带污染率在 0.04%～0.97%之间 

结论  AutoLumo A2000 全自动化学发光测定系统检测 17α 羟孕酮的结果与厂家所提供的数据相

符，检测结果准确可靠，可用于临床样本的检测。 

 
 

PU-3234 

五种项目在乳腺癌患者中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赵宗晨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乳腺癌患者外周血红细胞分布宽度（RDW-CV）、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血

小板分布宽度（PDW）、白蛋白（ALB）及血红蛋白与红细胞分布宽度的比值（HGB/RDW-CV）

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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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2010 年 7 月至 2012 年 2 月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乳腺癌住院患者 400 例为研究组，体

检健康志愿者 300 例为健康对照组。比较两组 RDW-CV、NLR、PDW、ALB 及 HGB/RDW-CV 比

值的结果及与其他病理参数的关系。 

结果  乳腺癌患者组的 RDW-CV、NLR、PDW、ALB、HGB/RDW-CV 比值均显著高于对健康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绘制 ROC 曲线，RDW-CV 曲线下面积为 0.333，确定最佳截

点后，将 400 例乳腺癌患者组分为低 RDW-CV（≤12.55，146 例）组和高 RDW-CV（>12.55，

254 例）组。NLR 曲线下面积为 0.446，分为低 NLR（≤2.37，301 例）组和高 NLR（>2.37，99

例）组。PDW 曲线下面积为 0.652，分为低 PDW（≤12.15，211 例）组和高 PDW（>12.15，189

例）组。ALB 曲线下面积为 0.951，分为低 ALB（≤44.65，334 例）组和高 ALB（>44.65，66

例）组。HGB/RDW-CV 曲线下面积为 0.749，分为低 HGB/RDW-CV（≤10.78，253 例）组和高

HGB/RDW-CV（>10.78，147 例）组。高低组 RDW-CV、NLR、PDW、ALB 在病理分级中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高低组 HGB/RDW-CV 在病理分级分级中有统计学意义（P<0.05）。高

低组 RDW-CV、NLR、PDW、ALB 在 TNM 分级中无统计学意义（P>0.05），高低组 HGB/RDW-

CV 在 TNM 分级中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NLR、RDW-CV、PDW、ALB 及 HGB/RDW-CV 在乳腺癌诊断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且

HGB/RDW-CV 与乳腺癌的恶性程度有关。 

 
 

PU-3235 

AFP、AFP/AFP-L3、PIVKA-Ⅱ及 GGT 四种项目检测 

对肝癌的诊断价值及其临床意义 
 

赵宗晨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AFP、AFP/AFP-L3、PIVKA-Ⅱ及 GGT 四种项目对肝细胞肝癌的诊断价值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6 年 9 月~2017 年 9 月于山东省立医院就诊的肝病患者 174 例，其中肝细胞肝癌的

患者 89 例作为研究组，年龄为 35~81 岁，肝硬化未合并肝癌患者 85 例作为对照组，年龄为

30~77 岁。另外选取 80 例体检健康者作为健康对照组，年龄为 34~83 岁，三组分别进行 AFP、

AFP/AFP-L3、PIVKA-Ⅱ及 GGT 的检测，比较三组 AFP、AFP/AFP-L3、PIVKA-Ⅱ及 GGT 的结

果及与其他病理参数的关系。 

结果  肝细胞肝癌患者外周血 AFP、AFP/AFP-L3、PIVKA-Ⅱ三项指标均高于肝硬化患者组及健康

对照组，且肝细胞肝癌患者的 GGT 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ROC

曲线分析 AFP、AFP/AFP-L3、PIVKA-Ⅱ及 GGT 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54、0.713、

0.922、0.85。AFP 阳性患者与阴性患者在脉管内癌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性别、年

龄、肿瘤直径、HBsAg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AFP/AFP-L3 阳性患者与阴性患者在肿

瘤直径、脉管内癌栓、HBsAg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性别、年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PIVKA-Ⅱ阳性患者与阴性患者在性别、肿瘤直径、脉管内癌栓、HBsAg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与年龄无统计学意义（P>0.05）。GGT 阳性患者与阴性患者在肿瘤直径及脉

管内癌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性别、年龄、HBsAg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AFP、AFP/AFP-L3、PIVKA-Ⅱ及 GGT 四种项目联合检测，可以有效提高肝癌检出，在肝细

胞肝癌中有较高的诊断价值。且利用 AFP、AFP/AFP-L3、PIVKA-Ⅱ及 GGT 在判断癌灶的大小及

脉管内癌栓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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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36 

六种肿瘤标志物检测对结肠癌的诊断价值及其临床意义 

 
赵宗晨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血清癌胚抗原（CEA）、糖链抗原 125（CA125）、糖链抗原 199(CA199)、糖链抗原

724(CA724)、糖链抗原 211(CY211)和血清胃泌素释放肽前体（Pro-GRP）六种肿瘤标志物检测对

结肠癌的诊断价值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6 年 6 月~2018 年 1 月于山东省立医院就诊的结肠患者 25 例（结肠癌组），45 例

结肠息肉良性疾病患者（息肉组），70 例体检健康者（健康对照组）的上述指标及其对应的阳性

检出率，分析 6 项指标单个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结果  结肠癌组的血清 CEA、CA125、CA199、CA724、CY211 及 Pro-GRP 水平明显高于息肉组

和健康对照组（P<0.05）, ROC 曲线分析 CEA、CA125、CA199、CA724、CY211 及 Pro-GRP

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56、0.719、0.87、0.823、0.871、0.734。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60%、28%、52%、44%、60%、48%。六种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阳性率可达 84%。 

结论  六种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能为结肠癌的早期诊断提供有力的依据。 

 
 

PU-3237 

外周血 RDW 和 NLR 对前列腺癌诊断价值 

 
张玥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研究前列腺癌患者外周血红细胞分布宽度（RDW）和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的变

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随机选取 207 例前列腺癌患者并检测 RDW、NLR 及其他检查指标，完全随机抽取 186 例前

列腺增生患者对照组，并将数据进行组间比较和分析 

结果  前列腺癌患者组与前列腺增生对照组的外周血 RDW、TPSA、FPSA 和尿液 RBC 有显著性

差异（P＜0.05）。根据 ROC 曲线分析显示，RDW 和 NLR 评估前列腺癌的 AUC 分别为 0.707 和

0.553，95%CI 分别为 0.656~0.759 和 0.496~0.610，RDW 和 NLR 最佳的截点分别为 12.650 和

4.305，灵敏度分别是 73.90%和 20.40%，特异性分别是 59.70%和 91.30%，以 12.65 和 4.305 截

点为界，将前列腺癌患者的 RDW 分别为高组（RDW＞12.65）和低组（RDW≤12.65），NLR 高

组（NLR＞4.305）和低组（NLR≤4.305）。RDW 高组和低组的 TPSA 及 FPSA 有显著性差异（P

＜0.05），NLR 高组和低组的尿 RBC 及尿 WBC 有显著性差异（P＜0.05）。低 RDW 组和高

RDW 组的前列腺癌 Gleason 评分≥7 分别占 17.87%(48/207)和 56.04%（116/207），经卡方检

验，差异有显著性（χ2=4.144，P＜0.05）；NLR 与前列腺癌 Gleason 评分无统计学意义（P＞

0.05）。前列腺癌患者在单独采用手术、药物去势或联合去势治疗后，NLR、TPSA 和 FPSA 差异

有显著性（P＜0.01）；外周血 RDW、尿 RBC、尿 WBC 和尿 EC 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前列腺癌患者 RDW 水平显著升高可区分癌症和前列腺增生，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

还可反映前列腺癌的恶性程度，此外 NLR 还可作为前列腺癌患者术后病情评估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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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38 

IgG 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发病的相关性分析 

 
李婷娜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 lgG 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发病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0 年 2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我院治疗的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患者 147 例，其中

Graves＇病患者 84 例（GD 组），桥本甲状腺炎患者 63 例（HT 组），同时选取健康志愿者 100

例作为对照组，检测各组 TSH、FT4、FT3、TgAb、TPOAb 和 TRAb 以及 lgG 亚型水平 

结果  HT 组 TSH、TgAb 和 TPOAb 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FT4 和 FT3 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GD 组 FT4、FT3、TgAb、TPOAb 和 TRAb 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TSH 明显低

于对照组（p＜0.05）；GD 组 TSH、TgAb 和 TPOAb 明显低于 HT 组（p＜0.05），FT4、FT3 和

TRAb 明显高于 HT 组（p＜0.05）；GD 组 lgG1 水平为（8.11±0.53）g/L，明显高于对照组和 HT

组（p＜0.05）；HT 组 lgG2 水平为（7.24±0.60）g/L，明显高于对照组和 GD 组（p＜0.05）；

HT 组和 GD 组 lgG3、lgG4 水平分别为（0.26±0.11）g/L 和（0.24±0.12）g/L、（0.49±0.21）g/L

和（0.47±0.22）g/L，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GD 组、HT 组患者 lgG1、1gG2、lgG3 和

lgG4 水平与 TSH、FT4、FT3、TgAb、TPOAb 和 TRAb 无相关性（p＞0.05）。 

结论  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患者 IgG 有所差异，但其与疾病发生的关系需进一步研究 

 
 

PU-3239 

Six-Year Seroprevalence of HBV, HCV, Syphilis and HIV in 
a large medical center in Nanjing, China 

 
Huaguo Xu 

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 

 
Objective Hepatitis B (HBV) & C (HCV), Syphilis (TP) and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are the common and important causes of blood borne infection worldwide. This study is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seroprevalence of HBV & C, TP and HIV in a large medical center in 
China.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the patients who were screened for hepatitis 
B & C, Syphilis and HIV from January 2010 to December 2016.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newly diagnosed HBV, HCV, Syphilis and HIV was 8.36%, 1.12%, 
2.01% and 0.055% in 2010, and it changed to 6.45%, 0.76%, 2.06% and 0.041% in 2016 
respectively. Males constitute 83.59% (275/329) of this newly diagnosed HIV population. In males, 
route of transmission was predominantly sexually transmitted 82.91% (228/275) and 53.51% 
(122/228) of them were MSM (man who have sex with man).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show declining prevalence of HIV, HBV, and HCV over time from 
2010 to 2016, and the change in the mode of transmission of HIV infection mainly from blood and 
blood products to sexual transmission. These suggest the testing of the associated infections 
such as HBV, HCV and TP before transfusion or invasive examination and treatment is not only 
useful for both of the healthcare facility and personnel, but also to the patients. These practices 
ensure patient safety, enhance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prevent life threatening nosocomial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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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40 

SCC、CEA、CA125 化学发光法联合诊断早期肺癌的价值研究 

 
李婷娜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研究 SCC、CEA、CA125 化学发光法联合诊断早期肺癌的价值，为临床诊断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收集我院于 2015 年 11 月-2017 年 11 月收治的 172 例肺癌患者、184 例肺部良性病变患者

及 192 例健康体检者。采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其血清中鳞状细胞癌抗原（SCCAg）、癌

胚抗原（CEA）及糖类抗原 125（CA125）这 3 种肿瘤标志物水平，对比不同患者、不同肺癌病理

分型间 3 种肿瘤标志物差异，对比肺癌诊断中单项及联合肿瘤标志物检测效能 

结果  肺癌组患者血清 SCC、CEA、及 NSE 水平均高于肺良性病变组及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而鳞癌患者血清中 SCC 水平较高，腺癌患者血清中 CA125、CEA 水平较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肿瘤标志物联合诊断敏感度均高于单项诊断，其中 SCC

＋CEA 具有较高的特异度和准确度，而 3 项联合诊断虽然灵敏对最高，但特异度较低，仅为
81.5% 

结论  对于不同病理类型早期肺癌，SCC、CEA、CA125 化学发光法单项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差

异较大，而联合诊断可相互互补协调，提高敏感度及准确度，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PU-3241 

外周血红细胞分布宽度在 EBV 病毒感染中诊断价值  

 
张玥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研究 EB 病毒感染患者外周血红细胞分布宽度（RDW）的变化及临床意义。方法  同时检测

280 份 EB 病毒感染患者的 RDW 和肝功能检测指标，150 例正常人为对照组，并将数据进行组间

比较和分析。 

方法  同时检测 280 份 EB 病毒感染患者的 RDW 和肝功能检测指标，150 例正常人为对照组，并

将数据进行组间比较和分析 

结果  EB 病毒患者组的 RDW、AST、ALT、GGT 和 SOD 中位数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根据 ROC 曲线分析显示，以正常人为参照组，RDW 评估 EB 病毒感染

患者的 AUC 为 0.751，95%的置信区间为 0.574～0.684。RDW 最佳的截点为 12.32，灵敏度是

40.30%，特异性是 79.50%，以 12.32 截点为界，将 EB 病毒感染患者的 RDW 分别分为高组

（RDW＞12.32）和低组（RDW≤12.32）；EB 病毒感染患者的外周血 RDW 高、低组与 EBVDNA

定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EB 病毒感染患者的 RDW 水平显著升高， RDW 可作为 EB 病毒感染患者病情评估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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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42 

Intratumoral distribution of CD68- and CD204-positive 
macrophages influences the prognosis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Zhuo Li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Cellular and Organ Pathology，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Akita University 

 
Objective 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 (TAMs) are believed to influence tumor progression 
and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larif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AM density or location and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of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NSCLC) as well as to explore the prognostic impact of TAMs in NSCLC. 
Methods CD68- and CD204-positive macrophages were detected in tumor islets, tumor stroma 
and alveolar space in 297 patients with NSCLC using immunochemistry.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and genetic factors surveyed were the disease-free survival, age, gender, smoking status, 
histological type, disease stage, histological grade, pleural invasion, lymph node metastasis, 
EGFR gene mutations and ALK rearrangements.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CD68+ macrophages than CD204+ macrophages in each 
location, and they were strongly correlated (P<0.0001 each). Factors such as male gender, being 
a smoker, an advanced disease stage and histological grade, positive pleural invasion and node 
status and wild-type EGFR gene statu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a higher density of 
CD68+/CD204+ TAMs in tumor stroma (P<0.05 each). In contrast, the age of patients and ALK 
rearrangement status in NSCLC were not correlated with CD68+/CD204+ TAMs (P>0.05 each). 
Furthermore, survival analysis revealed that a high number of CD68+/CD204+ TAMs in tumor 
stroma, but not in tumor islets or alveolar space, was a significant prognostic factor for the 
disease-free survival time of NSCLC (P<0.05, respectively). Moreover, both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es confirmed that higher numbers of CD204+ TAMs in tumor stroma were an 
independent worse prognostic predictor for adenocarcinoma. 
Conclusions The tumor stroma is the most suitable intratumoral area for the evaluation of TAMs 
in the setting of the prognostic prediction of NSCLC patients. CD204+ TAMs are the preferable 
marker for prognostic prediction in NSCLC, especially in lung adenocarcinoma. 
 
 

PU-3243 

SUMO：一种新型独立的 PBC 特异性抗原研究 

 
祁双 1,舒李鑫 2,韩崇旭 1,刘向东 2 

1.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南京东南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 

 

目的  通过构建质粒和鉴定类泛素化蛋白（SUMO）并初步研究其在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 PBC 和其

他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阳性率表达。 

方法  利用 PCR 和 ET 克隆技术制备出含有 SUMO1，SUMO2，SUMO3 片段的质粒，将其分别导

入大肠杆菌进行蛋白的诱导和表达，最后大量纯化蛋白；采用斑点印迹法初步筛查 PBC 患者血清

样本中的 SUMO 阳性标本，并用 Western blot 进行验证，获取阳性参考血清；通过实验条件的不

断改善，建立最适的抗 SUMO 抗体 ELISA 诊断体系；通过建立的 ELISA 方法，分别检测抗

SUMO 抗体 3 种亚型在 PBC 和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即非 PBC 自身免疫性疾病组：包括系统性

红斑狼疮 SLE，干燥综合征 SS，类风湿性关节炎 RA 以及结缔组织病 CTD）两组间的阳性率，并

通过卡方检验分析其差异性；最后采用斑点印迹法和 Western blot 验证 ELISA 诊断体系的有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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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抗 SUMO 抗体标记物在 PBC 中的特异性高达 99%，其敏感性保持在 86%左右；与其他非

PBC 自身免疫性疾病和健康对照相比，抗 SUMO1 抗体，抗 SUMO2 抗体，抗 SUMO3 抗体在

PBC 中的阳性检出率高，经卡方检验分析，阳性率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抗 SUMO 抗体

在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人群中的阳性率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高特异性的抗 SUMO 抗体有望成为 PBC 诊断的一种新型抗体，对于提高 PBC 的临床诊断效

率意义重大。 

 
 

PU-3244 

血清 CA72-4、CEA 及 CA19-9 检测 

对胃癌诊断及淋巴结转移的临床应用研究 

 
翟宏,周媛,闫洪宇,刘民,王胜,衣首民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130000 

 

目的  探讨血清 CA72-4、CEA 及 CA19-9 在胃癌诊断及胃癌淋巴结转移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应用电化学发光分析仪测定 82 例胃癌患者及 17 例胃良性病变患者血清中 CA72-4、 CEA 及

CA19-9 的含量，建立 ROC 曲线，确定 CA72-4、CEA 及 CA19-9 鉴别胃良、恶性病变及胃癌是否

发生淋巴结转移的实验室最佳临界值，计算单项及联合检测的灵敏度及特异度。 

结果   CA72-4、CEA 及 CA19-9 鉴别胃良、恶性病变的最佳诊断临界值分别为：2.9U/ml、

3.10ng/ml 及 20.02U/ml，灵敏度分别为 50.8%、36.9%及 32.3%，特异度分别为 82.4%、94.1%

及 88.2%；判断胃癌是否发生淋巴结转移 CA72-4、CEA 及 CA19-9 的最佳诊断临界值分别为：

3.81ng/ml、33.91U/m 及 10.9U/ml，灵敏度分别为 27.0%、43.2%及 32.4%，特异度分别为

89.4%、89.3%及 85.7%；三者联合检测鉴别胃良、恶性病变的灵敏度为 51.6%，特异度为

88.2%，判断胃癌是否发生淋巴结转移的灵敏度为 37.8%、特异度为 92.9%。 

结论  检测 CA72-4、CEA 及 CA19-9 的血清水平对胃癌的辅助诊断有一定意义，三者联合检测能

提高胃癌及淋巴结转移检出的灵敏度及特异度  

 
 

PU-3245 

白藜芦醇对肥胖哮喘小鼠模型中抗炎作用的研究 

 
贾晓云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东院 

 

目的  研究白藜芦醇在高脂饮食和 OVA 诱导肥胖哮喘小鼠哮喘模型中抗炎作用以及它的抗炎作用与

血红素加氧酶-1(HO-1)表达的关系。 

方法  建立高脂饮食和 OVA 诱导的肥胖小鼠哮喘模型，对小鼠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嗜酸

性粒细胞计数；用 ELISA 法检测小鼠 BALF 中炎症因子、IgE 及血清中 IgE 的表达水平；用 HE 染

色法检测小鼠鼻粘膜及肺组织的炎症浸润及形态学变化；用 Western Blot、Real-time PCR 及

Immunohistochemical 检测小鼠肺组织中 HO-1 的表达。 

结果  经过白藜芦醇处理的小鼠相对于高脂饮食+OVA 诱导组可以明显的降低气道中的嗜酸性粒细

胞、炎症因子 IL-4、IL-5、IL-13 和 TNF-α 的表达水平，提高 IFN-γ 的表达水平；降低 BALF 和血

清中 IgE 的表达水平；减弱鼻粘膜和肺组织中粘液产生和炎症细胞的侵润；诱导肺组织中 HO-1 的

表达。 

结论  白藜芦醇可以抑制高脂饮食+OVA 诱导的肥胖小鼠哮喘模型中炎症因子产生，减弱粘液产生

和炎症细胞的侵润，在肥胖型哮喘小鼠中起重要的抗炎作用，并且它的抗炎作用可能与 HO-1 的表

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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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46 

基因检测在 NSCLC 治疗中的作用 

 
江秀娟 

甘肃省肿瘤医院,730000 

 

目的  肺癌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非小细胞肺癌约占所有肺癌的 80%。当发生非小细胞

肺癌时，以往临床通过放疗或者化疗的方式来进行治疗，通常只是控制非小细胞肺癌临床治疗的盲

目性很大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对患者有很大的毒副作用。近年来分子靶向治疗已经成为肺癌研究热

点,越来越多分子靶点的发现及靶向药物的研发给肺癌患者长期生存带来了希望 

方法  医学研究已经证实肺癌的发生与各种环境因素刺激体内相关癌基因，使其突变与呈现激发态

有很大的关系，体内癌基因（EGFR\KRAS\BRAF、PI3K 等）以及抑癌基因（P53 等）发生突变积

累是机体发生癌变的内在因素和结果。基因是 DNA 分子上的一个功能片断，是遗传信息的基本单

位，基因检测是通过血液、其他体液、或细胞对 DNA 进行检测的技术。 

结果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除外伤外，几乎所有的疾病都和基因有关系。随着分子医学的进展和靶

向药物的不断涌现，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cell carcinoma，NSCLC）的治疗已进入到个

体化治疗的时代。 

结论  通过癌基因检测技术，利用手术切除组织、活检组织或通过患者体液（血液、腔内积液、分

泌物等）进行肿瘤 DNA 的基因提取或检测，进行化疗药物敏感性试验，有针对性地选择更敏感的

化疗药物，大大提高治疗效果。基因检测推进小分子靶向药物在 NSCLC 中的应用。 

 
 

PU-3247 

多项血清骨转换标志物对老年乳腺癌患者骨转移的诊断价值 

 
陈阳阳 

中日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老年乳腺癌患者血清骨转换标志物包括Ⅰ型原胶原氨基端前肽（PINP）,骨特异性碱性磷

酸酶（BAP）,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TRACP5b）和Ⅰ型胶原羧基端肽 β 特殊序列（β-Crosslaps）

及其组合对骨转移的诊断价值 

方法  2016 年 8 月-2017 年 6 月前瞻性纳入 125 例老年浸润性乳腺癌患者，经全身骨扫描明确诊断

骨转移阳性的患者 37 例，可疑阳性的患者 27 例，阴性的患者 61 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分析方法

(ELISA)检测所有患者血清 BAP 和 TRACP5b 水平，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 PINP 和 β-Crosslaps

水平。通过 ROC 曲线评价几种骨转换标志物在乳腺癌骨转移上的诊断效能。 

结果  与骨转移可疑组，阴性组相比较，骨转移阳性组的骨形成标志物 PINP 和 BAP 及骨吸收标志

物 β-Crosslaps 和 TRACP5b 的水平明显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骨转移阴性组

和可疑阳性组两组间的任何一种骨转换标志物水平均无显著差异（P>0.05）。在保证诊断骨转移

达到 100%特异度情况下，单一骨转换标志物对乳腺癌骨转移的诊断敏感度最高的是 TRACP5b

（ 55.6% ），而联合 4 种骨转换标志物可以把诊断敏感度提高到 97.9% 。另外，在

95%,97.5%,100%特异度下，联合两骨吸收指标（β-Crosslaps 和 TRACP5b）比联合两骨形成指

标（ PINP 和 BAP ）诊断乳腺癌骨转移的敏感度高（ 37%vs34.7% ； 70.4%vs40.7% ；

85.2%vs70.4%）。 

结论  联合多项血清骨转换标志物可提高诊断老年乳腺癌骨转移的敏感度，尤其在骨扫描假阳性时

对骨转移提供更有力的诊断依据。 

 
 
 
 

http://tag.120ask.com/jibing/fangliao/
https://baike.so.com/doc/5739230-5951980.html
https://baike.so.com/doc/4005859-42026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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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48 

南京地区表观健康女性人群 FT3（游离三碘甲状腺素）、 

FT4（游离甲状腺素）、TSH（促甲状腺素）参考值区间建立 

 
赵中建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建立南京地区不同年龄段、表观健康女性 FT3（游离三碘甲状腺素）、FT4（游离甲状腺

素）、TSH（促甲状腺素）的参考值区间。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12 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体检的 12147 例健康女性作为观

察人群,受检者均经甲状腺 B 超的筛查，采用全自动发光免疫分析仪检测血清中 FT3、FT4、TSH

的浓度。将受检者按年龄分为六组(<20 岁，20～30 岁，30～40 岁，40～50 岁，>60 岁)，依据美

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C28-A3 文件及国际临床化学和检验医学联合会(IFCC)的相关要求

制定参考区间的合理方法和可靠依据,以非参数法确定 TSH、FT3 和 FT4 的 95%参考区间(百分位

数范围为 2.5%-97.5%)。分别统计 FT3、FT4、TSH 的中位数，2.5％分位数和 97.5％分位数。 

结果  12147 例女性按年龄由低到高各组 FT3 分别为：2.16-6.98(5.04),0.894-11.68(5.01),2.01-

6.04(4.32),1.13-5.98(4.50),1.08-7.6(4.63) ， 1.47-10.81(4.52) 。 FT4 分 别 为 ： 14.37-22.13 

(16.46) ， 4.62-26.22 （ 16.24 ） ,11.25-27.44(16.28),8.17-21.68(15.58),10.18-28.95(16.09),3.65-

25.69(15.72) 。 TSH 分 别 为 ： 0.43-6.2(2.22) ， 0.01-22.66(2.10),0.01-10.73(2.05),0.01-

63.7(2.47),0.01-14.4(2.56),0.06-89.97(2.49)。各年龄组间 FT3、FT4 及 TSH 中位数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 值<0.05)。 

结论  建立了南京地区健康女性按年龄分组 TSH、FT3 和 FT4 的参考区间。利用以上参考区间能够

更加合理解释甲状腺功能的检测结果，有助于诊断、治疗和监测甲状腺疾病。 

 
 
 

PU-3249 

CA125 与 HE4 联合检测在卵巢肿瘤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王耀飞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目的  探讨卵巢肿瘤患者应用肿瘤标志物 125（CA125）单独检测、人附睾蛋白 4（HE4）单独检

测、肿瘤标志物 125（CA125）与人附睾蛋白 4（HE4）联合检测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999 例疑似卵巢肿瘤患者作为研究组，其中 333 例单独进行 CA125 检测，其中 333 单

独进行 HE4 检测，其中 333 例进行 CA125 和 HE4 联合检测，用标准采样管或含有分离凝胶的试

管采集血清，用电化学发光发检测，用罗氏公司的 ElecsysE601 电化学发光免疫测定系统检测，

用病理切片报告作为确诊报告。 

结果  CA125 单独检测可鉴别诊断出卵巢肿瘤的良性或恶性，但由于子宫内膜异位症、盆腔炎症等

也会导致 CAl25 升高，CA125 是不完美的“金标准”, 特异性低,敏感性低,有些病人虽然已确诊为卵

巢恶性肿瘤，但她的血标本 CA125 仍然为阴性。HE4 也可单独检测可鉴别诊断出卵巢肿瘤的良性

或恶性，HE4 是一种适宜的卵巢癌血清标志物，其主要特性为 HE4 可分泌入体液，正常卵巢不表

达，而在卵巢癌高表达，在早期和晚期卵巢癌 HE4 表达均呈高度上调 ，且 HE4 的表达独立于

CA125 的表达。在卵巢癌、子宫内膜癌、肺癌（腺癌）和间皮瘤表达升高；对卵巢癌的早期诊

断、治疗监测、早期发现复发和转移、预后评估均有较好效果。但生理情况下，生殖系统、上呼吸

系统、乳腺上皮、肾脏远曲小管、 结肠粘膜、胰腺均表达，特异性也较差。HE4 与 CA125 联合检

测，通过计算罗马指数，得出患上皮卵巢癌风险程度，减少单一生物标志物阴性卵巢癌的漏诊，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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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发现尚处于早期阶段的卵巢癌，更好的鉴别诊断子宫内膜异位症，女性盆腔肿块卵巢癌的风险评

估。 

结论  CA125 与 HE4 能独立鉴别卵巢良性肿瘤和卵巢恶性肿瘤，但 HE4 优于 CA125，特异性和敏

感性更高 ，但二者联合运用， 减少卵巢癌的漏检，有助于发现早期卵巢癌患者，更好的鉴别卵巢

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更好的监测卵巢患者治疗效果和复发，值得临床借鉴。 

 
 

PU-3250 

唐氏综合征实验筛查进展及问题 

 
王丽娜,曹永彤 

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目的  如何选择高效价比的筛查方案，更好地对高龄孕妇进行产前筛查和诊断，既可以检出染色体

异常的胎儿，又尽量减少有创检查，提高产前筛查和诊断效率 

方法  临床常见的多采用孕中期三联联合筛查。 

结果  目前北京地区对 35 岁以上的初次怀孕的孕妇直接进行产前诊断，而生育过健康胎儿的 35 岁

以上孕妇则在征求孕妇同意的原则下可以先行无创 DNA 筛查，而后根据筛查结果再决定是否进行

产前诊断。对 35 岁以下未有不良孕史的孕妇先进行常规血生化筛查，筛查灰区孕妇，再根据后续

无创 DNA 筛查结果来决定是否进行产前诊断。而筛查高危的孕妇则直接进行产前诊断。北京地区

的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已经考虑到不同年龄及孕妇的实际情况，也算是在孕妇个体化产前筛查和诊

断策略上一个极大的进步。 

结论  孕妇血清学标志物筛查已被证实可在孕期有效检出 DS 患儿，便于大规模筛查，又为高危孕

妇进一步做羊膜腔穿刺进行细胞染色体检查提供了必要依据，从而减少了盲目性，又降低了漏检

率，是预防 DS 患儿出生的重要途径。因此为减少出生缺陷有必要推广产前筛查，使之成为每一个

孕妇产前常规检查项目。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具体情况，选择最佳筛查方案，以提高检出率，降低

假阳性率，减少有创检查，则是今后着重研究的方向。 

 
 

PU-3251 

电化学发光法与微粒子酶联免疫分析法 

检测甲肝病毒抗体及甲肝病毒抗体 IgM 的比较 

 
部小霞 

中日医院,100000 

 

目的  对微粒子酶联免疫分析法（MEIA）测定甲型肝炎病毒抗体及甲型肝炎病毒抗体 IgM 方法学进

行验证，采用微粒子酶联免疫分析法（MEIA）与电化学发光法(ECLIA)进行比较，对其测量准确性

及特异性、重复性进行评估分析。 

方法  电化学发光法与微粒子酶联免疫分析法检测 340 份血清标本甲型肝炎病毒抗体及甲型肝炎病

毒抗体 IgM。 

结果  微粒子酶联免疫分析法与电化学发光法比较阳性符合率为 98.7%，阴性符合率为 97%，总符

合率为 98.3%。RF 因子阳性、重度溶血、脂血、黄疸血清对检测无明显影响。 

结论  微粒子酶联免疫分析法与电化学发光法具有临床等效性，加上其自动化操作，可以满足临床

检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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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52 

自身抗体及生化指标在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诊断中的价值分析 

 
张晓梅 

甘肃省人民医院,730000 

 

目的  探讨自身抗体及生化各项检测在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我院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住院并接受自身抗体检测的 PBC 患者 50 例及对照组 60

例，对两组自身抗体及生化指标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ANA 、AMA(IF)、AMA-M2 的阳性率分别达到 88％、82％、76％，均显著高于对照组。RO-

52、其它抗核核型在 PBC 组的阳性率分别为 26.0％、28.0％，与对照组差异无显著性。PBC 组抗

核抗体的核型以胞浆颗粒型为主，着丝点型次之。TBiL、DBiL、ALT、AST、GGT、ALP、TBA、

IgG、IgM 在 PBC 组均显著升高，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 IgA 与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的

差异。 

结论  AMA(IF)、AMA-M2、ALP、IgM 等并存对 PBC 有确诊意义，结合临床特征、生化指标、多

种自身抗体检查提高诊断率。 

 
 

PU-3253 

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检测法检测抗环瓜氨酸多肽抗体的临床应用 

 
张兴旺,Xingwang,张晓梅 ,王 平,马华瑜,马成霞 

甘肃省人民医院,730000 

 

目的  分析比较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检测法和酶联免疫吸附法( ELISA) 两种方法检测血清中抗环瓜

氨酸肽抗体(抗 CCP 抗体) 的灵敏度与特异度及其优缺点。 

方法  采用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检测法和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 202 例研究对象的血清抗 CCP 抗

体，其中 63 例临床确诊的ＲA 患者、139 例非ＲA 患者( 包括 42 例关节痛、8 例结缔组织病、23

例风湿性关节炎、66 例健康对照者) 。 

结果  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检测法检测抗 CCP 抗体的灵敏度为 85.71%，特异度为 97.12%;酶联免

疫吸附法( ELISA) 检测抗 CCP 抗体的灵敏度为 88.89%，特异性为 95.68%。两种方法共检测 202 

份血清标本，其中阳性 55 例，阴性 137 例，两种方法总符合率为 95.05%，两种方法经配对卡方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检测法和 ELISA 检测血清抗 CCP 抗体结果有较好的一致性，值得临床

推广应用。 

 
 

PU-3254 

CK-MB 质量浓度 POCT 性能评估 

 
李阳,蔺亚晖,杨冰花,张洋,康金锁,周洲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100000 

 

目的  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质量浓度是诊断急性心肌梗死中最佳备选标志物，同时也是判断

再梗死的重要标志物，检测 CK-MB 质量浓度的 POCT 仪器种类繁多，为方便临床应用中对 CK-

MB 质量浓度 POCT 方法的选择，本研究比较了三种 CK-MB 质量浓度 POCT 仪器的检测性能。 

方法  依据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检准化协会(CLSI) EP15-A2、EP6-A、EP9-A 文件评估三菱、雷度和

VIDAS 三种品牌的 POCT 仪器的精密度、线性和一致性性能。精密度选取参考值下限范围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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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值上限范围处和 2 倍阳性值范围处三个浓度水平的血清样本。线性采用高浓度和低浓度血清样本

按一定比例稀释为 6 个浓度。以大型全自动发光仪贝克曼库尔特 DxI 800 的结果为标准，选取覆盖

临床可见范围的 40 例患者样本，分析 3 种 POCT 仪器的一致性。 

结果  精密度结果显示三菱 POCT 仪器 CK-MB 质量浓度的总精密度为：低值 9.3%、中值 9.8%、

高值 7.0%；雷度 POCT 仪器 CK-MB 质量浓度的总精密度为：低值无值、中值 6.7%、高值

5.2%；VIDAS POCT 仪器 CK-MB 质量浓度的总精密度为：低值 3.6%、中值 3.1%、高值 3.6%。

根据卫生部行业标准，三种仪器的总精密度均达到低于 10%的标准。线性分析中，三菱、雷度和

VIDAS POCT 的相关系数 R2 分别为 0.991，0.992，0.989；斜率分别为 1.058，1.043，1.052。

与全自动发光仪贝克曼库尔特 DxI 800 相比，三菱 POCT 的相关系数 R2为 0.997，斜率为 2.462；

雷度 POCT 的相关系数 R2为 0.981，斜率为 1.75；VIDAS POCT 相关系数 R2为 0.984，斜率为

0.870。 

结论  三种检测 CK-MB 质量浓度的 POCT 总精密度、线性均符合质量要求，与大型全自动发光仪

有良好一致性，可满足临床应用需求。 

 
 

PU-3255 

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患者血清 LP-PLA2 检测的意义 

 
张兴旺 1,何莉莉 2,王平 1,马成霞 1 

1.甘肃省人民医院,730000 

2.甘肃卫生职业学院 

 

目的  探讨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患者血清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Lp-PLA2) 的意义。 

方法  选取甘肃省人民医院 2016 年 3 月-2017 年 12 月收治的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患者 120

例 (观察组) ，非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性脑梗死患者 60 例(对照组) ，比较两组血清 Lp-PLA2; 观

察组按颅内动脉血管狭窄率分为轻、中、重度狭窄(分别为 38、50、32 例)，按颅内动脉血管病变

范围分为单、多支病变( 分别为 25、95 例) ，比较其 Lp-PLA2 水平。 

结果  观察组血清 Lp-PLA2 及 LDL-c 高于对照组( P＜0.05) 。轻度狭窄者血清 Lp-PLA2 低于中、

重度狭窄者，中度狭窄者低于重度狭窄者( P＜0.05)。单支病变者血清 Lp-PLA2 低于多支病变者

( P＜0.05)。观察组血清 Lp-PLA2 与 LDL-c、血管狭窄程度、血管病变范围呈正相关。 

结论  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患者血清 Lp-PLA2 水平升高，且随颅内动脉血管狭窄程度、病变范围

的变化而变化，检测此指标可以有效评估颅内动脉血管狭窄程度及血管病变范围。 

 
 

PU-3256 

hs-CRP，LP-PLA2，Hcy 及 D-dimmer 与冠心病的相关性研究 

 
张兴旺,高志凌,叶 华,张晓梅,马华瑜 

甘肃省人民医院,730000 

 

目的  探讨冠心病患者的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1ipoprotein associated phospholipase A2，Lp-

PLA2)、超敏 c 反应蛋白 (hypersensitive C reactive protein ， hs—CRP)、同型半胱氨酸

(homocysteine ，Hcy)和 D-二聚体（D-dimmer）的相关性情况，从而为冠心病的预测和诊治提供

理论依据。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期间在甘肃省人民医院心内科就诊的 190 例冠心病患者作为

观察组，根据病情分为急性心肌梗死(AMI) 组 46 例、不稳定心绞痛(UAP)组 68 例、稳定型心绞痛

(SAP)组 76 例;并取同时期的 69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对两组者的血清 hs-CRP、Lp-PLA2、

Hcy 以及 D-dimmer 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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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观察组血清 hs-CRP、Lp-PLA2、Hcy、D-dimmer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冠心病各组血清 hs-CRP、Lp-PLA2、Hcy、D-dimmer 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P＜0.05); AMI 组血清 hs-CRP、Lp-PLA2、Hcy、D-dimmer 水平高于 UAP 组和

SAP 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 UAP 组血清 hs-CRP、Lp-PLA2、Hcy、D-dimmer 水

平高于 SAP 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结论  血清 hs-CRP、Lp-PLA2、Hcy、D-dimmer 水平与冠心病有明显相关性，对于冠心病患者，

可以通过 hs-CRP、Lp-PLA2、Hcy、D-dimmer 等指标来预测其预后情况。 

 
 

PU-3257 

WB 法检测梅毒螺旋体 IgM 抗体在先天梅毒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张兴旺 1,何莉莉 2,王芳 1,张晓梅 1 

1.甘肃省人民医院,730000 

2.甘肃卫生职业学院 

 

目的  评价 WB 法检测梅毒螺旋体 IgM 在诊断先天梅毒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 98 例梅毒孕妇及其所产 98 例新生儿于刚出生时和 6 个月时采用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聚

实验(TPPA)、快速血浆反应素试验（RPR）检测和 WB 法检测梅毒螺旋体 IgM 抗体，探讨后者在

先天梅毒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结果  在 98 例梅毒感染孕妇所生的 98 例新生儿中，TPPA 和 RPR 两方法联检早期诊断先天梅毒

48 例，WB 法检测梅毒螺旋体 IgM 方法诊断先天梅毒 60 例，TPPA 和 RPR 同时阳性的 75 例患儿

中，其中 A 组 60 例患儿经治疗 6 个月后梅毒螺旋体 IgM 抗体 52 例转为阴性，TPPA 仍为阳性，

RPR 有 12 例转阴；B 组 15 例未经治疗 6 个月后梅毒螺旋体 IgM 抗体仍为阴性，TPPA 和 RPR 均

转为阴性。经 Χ2 检验 6 个月时 A、B 两组 TPPA、RPR 及 IgM 抗体阳性率有统计意义

（P<0.01）。 

结论  WB 法检测梅毒 IgM 抗体对新生儿先天性梅毒灵敏度高，值得临床推广。 

 
 

PU-3258 

GTF2IRD1-GTF2I 区域单核苷酸多态性与中国汉族系统性红斑狼

疮临床特征的相关性分析 

 
孟妍明,何瑶,武永康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位于 7q1.23 的 GTF2Ird1-GTF2I 区域近期被发现与多种自身免疫疾病相关。本研究目的是探

讨 GTF2IRD1-GTF2I 区域多个 SNP 位点与中国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的遗传易感性及临床

特征的相关性，并分析位点间的连锁不平衡关系。 

方法  共纳入年龄、性别无差异的 SLE 患者和健康对照各 400 例。利用聚合酶链反应高分辨率熔解

法（PCR-HRM）测定了该区域 3 个 SNP 位点。 

结果  在 rs12667901，rs117026326 和 rs73366469 这 3 个基因位点中，等位基因分析显示

rs73366469 与 rs117026326 的病例组和对照组间存在差异（ rs117026326：OR=3.265， 

95%CI=2.452-4.348 ，  X² =70.419 ，  P<0.001 ； rs73366469 ： OR=0.420 ，  95%CI=0.325-

0.543， X²=45.350，P<0.001），且显性、隐性及共显性模型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关系（P 均

≤0.005）。临床指标及临床表现分析显示 rs73366469 CC、CT、TT 三种基因型 SLE 患者的抗-

dsDNA 抗体表达和蛋白尿存在显著差异（P<0.05）；rs117026326 位点 CC、CT、TT 基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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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 患者的蛋白尿发生率存在显著差异（P<0.05 ）。连锁不平衡分析表明 rs73366469 与

rs117026326 之间存在较强连锁关系（r²=0.711，D’=0.395，LOD=158.03） 

结论  rs73366469 与 rs117026326 基因位点多态性与 SLE 遗传易感性及肾脏损伤的发生有关。研

究 rs117026326 和 rs73366469 基因在 SLE 发病中的相关性，将有望找到新的治疗靶点，为 SLE

患者临床治疗带来福音。 

 
 

PU-3259 

微阵列芯片法联检呼吸道病原体 IgM 抗体的应用及评价 

 
张兴旺,马华瑜,张晓梅,叶华,马成霞 

甘肃省人民医院,730000 

 

目的  评价微阵列芯片法对呼吸道病原体 IgM 抗体检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及其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微阵列芯片法与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呼吸道病原体 IgM 抗体检测试剂盒进行比

对，验证腺病毒（ADV）、呼吸道合胞病毒（RSV）、流感病毒 A 型（IFV-A）、流感病毒 B 型

（IFV-B）、副流感病毒（PIV）、肺炎支原体（MP）、肺炎衣原体（CP）等 7 种呼吸道病原体

IgM 抗体在临床应用中的检测敏感性和特异性。 

结果  微阵列芯片法检测 7 种病原体 IgM 抗体，其中 ADV 敏感度为 96.04%，特异性为 98%；

RSV 敏感度为 95.10%，特异性为 98.40%；IFV-A 敏感度为 96%，特异性为 98.8%；IFV-B 敏感

度为 94%，特异性为 98.8%；PIV 敏感度为 97%，特异性为 97.2%；MP 敏感度为 93.33%，特异

性为 99.20%；CP 敏感度为 95%，特异性为 98%。 

结论  微阵列芯片法检测 7 种呼吸道病原体 IgM 抗体的检测敏感度和特异度均较高, 且与 ELISA 法

有较高的符合率，能满足临床检测呼吸道病原体 IgM 抗体的要求。微阵列芯片法具有高通量、操作

简便、敏感性高、特异性强等特点，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3260 

NT-pro BNP POCT 的性能评价 

 
李阳,蔺亚晖,崔凯,张洋,康金锁,周洲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100000 

 

目的  N 末端脑钠肽（NT-pro BNP）是心力衰竭诊断和预后评估中最重要的标志物。随之涌现出众

多检测 NT-proBNP 的 POCT 仪器，如何选择合适的仪器已经成为临床实验室关注的问题。为此本

研究比较了三种品牌（三菱、雷度、VIDAS）的 NT-proBNP POCT 仪器性能。 

方法  在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检准化协会(CLSI) EP15-A2、EP6-A、EP9-A 文件的基础上进行评估三

菱、雷度和 VIDAS 三种品牌 POCT 仪器的精密度、线性和一致性。在精密度评价中，选取临床可

见范围内的高值（2 倍阳性值）、中值（参考上限值）和低值（参考下限值）三个不同浓度的血清

样本。在线性评价中选取 1 个阳性高浓度样本和 1 个阴性低浓度样本，按一定比例稀释成 6 个水

平，每个水平检测两次。一致性评价中，以大型全自动发光仪罗氏 Cobas E602 作为参考，选取临

床上可见的病人样本 40 例，数值由低值到高值均匀分布。 

结果  在三种仪器的性能评价中三菱 POCT 仪器 NT-pro BNP 的总精密度为：低值 14%、中值

7.4%、高值 7.7%；雷度 POCT 仪器 NT-pro BNP 的总精密度为：低值无值、中值 6.6%、高值

3.8%；VIDAS POCT 仪器 NT-pro BNP 的总精密度为：低值 6.8%、中值 3.9%、高值 2.6%。三种

POCT 仪器的总精密度均小于厂家声明的精密度范围。三菱、雷度和 VIDAS 三种仪器的相关系数

R2分别为 0.996、0.994、0.992；斜率分别为 1.004、1.006、1.035。较全自动发光仪罗氏 Cobas 

E602 的结果相比，三菱 POCT 仪器的 R2 为 0.992；斜率为 1.198；雷度 POCT 仪器的 R2 为

0.988，斜率为 1.023；VIDAS POCT 仪器的 R2为 0.994，斜率为 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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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三种 NT-pro BNP 的 POCT 仪器在精密度和线性均能达到质量标准，其中精密度均在 15%以

内。相对于罗氏 Cobas E602 结果的比较，三种仪器一致性良好，能够满足临床需求。 

 
 

PU-3261 

Elecsys HBeAg 定量检测的临床评价 

及其与 HBV-DNA 的关系探究 

 
李冬冬,方奕元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通过稀释与换算因子，可将 Elecsys HBeAg 定性结果（COI）转换成定量结果（IU/ml）。本

文旨在对 Elecsys HBeAg 定量检测方案进行临床评价，并探讨 Elecsys HBeAg 定量检测与慢性乙

型肝炎患者 HBV-DNA 载量与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369 例慢性乙肝患者血清标本，分别用电化学发光法、时间分辨荧光免疫法

(Fenghua）、直接化学发光法(maccura)检测 HBeAg 浓度，比较三种试剂对阳性标本的定量检测

结果进行一致性和线性比较；将 Elecsys HBeAg 方案应用到 111 例已知 HBV-DNA 阳性且 e 抗原

阳性的慢性乙肝患者血清标本的 HBeAg 定量检测中，利用 SPSS18.0 和 GraghPad Prism7.0 软件

做统计学分析，探究两者相关性。 

结果  Bland—Ahman 分析结果显示 Elecsys HBeAg 定量结果分别与 Fenghua 和 Maccura HBeAg

定量结果有很好的一致性性（γ 均大于 0.9，P<0.05）；化学发光法和电化学发光法阳性标本的定

量线性回归 y = 0.686x + 4.1317(R2=0.938)；电化学发光法和时间分辨荧光免疫法阳性,直线回归

分析为 y = 2.5173x - 8.2175R2=0.906)；111 例 HBV-DNA 阳性且 HBeAg 阳性标本，随着 HBV-

DNA 拷贝数的增高，HBeAg 总体中位数呈增加趋势，且各组的总体中位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Elecsys HBeAg 定量检测方案与同类产品具有很高一致性和良好的线性关系，可将 Elecsys

试剂应用于临床 HBeAg 定量检测。 

 
 

PU-3262 

自身抗体检测在肺癌早期诊断中的作用 

 
单洪丽,宋佳星,尹建洁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130000 

 

目的  探讨七种自身抗体在肺癌早期诊断中的作用。 

方法  应用酶联免疫法检测 2018 年 1 月至 6 月期间共 45 例患者血清中 p53、PGP9.5、SOX2、

GAGE7、GBU4-5、MAGE A1 和 CAGE 抗体水平，分别统计其阳性例数及阳性率，并跟踪病理诊

断。 

结果  45 例患者中 18 例患者自身抗体水平升高，其中 p53 阳性为 3 例、阳性率为 6.67%；

PGP9.5 阳性为 1 例、阳性率为 2.22%、SOX2 阳性为 1、阳性率为 2.22%、GAGE7 阳性为 4

例、阳性率为 8.88%、GBU4-5 阳性为 6 例、阳性率为 13.33%、MAGE A1 阳性为 3 例、阳性率

为 6.67%和 CAGE 抗体阳性为 0 例、阳性率为 0。其中 5 例诊断为肺癌。 

结论  7 种瘤相关抗原自身抗体联合检测可作为潜在的肺癌辅助诊断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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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63 

负载耐药乳腺癌细胞抗原的树突状细胞  

在临床生物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庄伟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256600 

 

目的  探索一种耐受性乳腺癌抗原负载的 DC 疫苗制备方法、以及临床应用方案和标准。 

方法  本课题是指将初诊乳腺癌患者术后切除的癌瘤做原代细胞培养，体外耐药处理后，裂解融合

到患者自身外周血分离的树突状细胞，获得负载耐药乳腺癌抗原信息的树突状细胞，通过其专职的

抗原提呈作用，特异性诱导、激活针对癌细胞表达多种抗原的 T 细胞克隆(CD8+ T 与 CD4+ T)，从

而降低癌细胞逃避机体免疫监视的可能性。 

结果  本研究创新性在于：克服了现有以普通癌细胞为靶标的 DC 治疗方法面临的放疗和化疗后耐

药、复发和转移的问题，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一种耐受性癌细胞抗原负载的 DC 疫苗制备方法、以

及临床应用方案和标准。 

结论  本课题是指将负载了患者自身的耐受性乳腺癌抗原信息的 DC，回输给患者可激发患者自身

的抗癌瘤免疫反应，最终清除包括放、化疗耐受在内的癌细胞。因此，DC 免疫治疗的最大优势就

是适应个性化治疗趋势，其宗旨在于通过提高机体的免疫识别能力(或提高癌细胞抗原的免疫原性)

以及免疫介导的恶性肿瘤杀伤能力(免疫反应性)从而打破患者的免疫耐受和免疫抑制状态。 

 
 

PU-3264 

免疫介导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小鼠模型的建立 

及其病理性 T 细胞的特征分析 

 
林赠华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建立新型免疫介导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再障，AA）并分析该模型中病理性 T 细胞在不同器官

的动态归巢过程及活化特征。 

方法  C.B10 雌性小鼠在 5Gy 的全身辐照(TBI)4 小时后通过尾静脉注射 5×106/只剂量的 DsRed 小

鼠的淋巴结单个核细胞造模。在注射淋巴细胞后不同时间采集外周血和骨髓对模型进行验证，并通

过流式细胞术分析供者来源的病理性 T 细胞的在不同淋巴器官中分布过程，同时分选模型体内不同

部位的供者来源的 CD3+CD4+和 CD3+CD8+T 淋巴细胞，通过 PCR Array 方法分析其活化相关基

因的表达。 

结果  与 TBI 组小鼠相比，AA 组小鼠在 12 天时股骨骨髓有核细胞计数和外周血全血细胞显著减少

(P 均＜0.05)。在 AA 组小鼠体内，骨髓、脾脏和 LNs 内 DsRed 小鼠来源的 T 淋巴细胞比例随时间

增加；在第 3 天和第 6 天，骨髓中的 DsRed+T 淋巴细胞比例显著低于脾脏或 LNs 中的比例(P 均

＜0.05)，但在第 12 天，其比例却显著高于其他淋巴器官中的比例(P 均＜0.05)。在模型的骨髓

中，供者来源的 T 细胞中 CD38、IFN-γ、Lag3、Csf1、Spp1 及 Tnfsf13b 基因的 mRNA 表达增

高，但 CD4+T 淋巴细胞中 Foxp3 和 Ctla4 基因的 mRNA 表达降低。 

结论  DsRed 小鼠淋巴细胞输注在 C.B10 小鼠体内可以导致骨髓衰竭并且可以在该 AA 模型小鼠体

内追踪供者来源的病理性 T 淋巴细胞。在 DsRed 小鼠淋巴结细胞介导的 C.B10 AA 小鼠模型体

内，供者的 CD8+和 CD4+T 淋巴细胞先归巢到脾脏和 LNs，然后转运至骨髓，最终在骨髓中变为

效应记忆性 T 细胞。在该 AA 小鼠模型中，归巢到骨髓的供者来源的病理性 T 淋巴细胞较迁移到脾

脏及淋巴结的病理性 T 细胞具有更强的免疫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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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65 

西罗莫司对免疫介导的再生障碍性 

贫血小鼠骨髓调节性 T 细胞的影响 

 
林赠华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比较西罗莫司（雷帕霉素，Rapa）和环孢素 A（CsA）对免疫介导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再

障， AA ）小鼠模型的治疗作用，研究西罗莫司 AA 模型小鼠骨髓淋巴细胞亚群及

CD4+CD25+Foxp3+调节性 T 细胞（Treg）的影响。 

方法  采集 C57BL6-DsRed 雌性小鼠（DsRed 小鼠，B6 源）的淋巴结，制成单个核细胞悬液，

C.B10 雌性小鼠在 5Gy 的全身辐照 4 小时后通过尾静脉注射 5×106/只剂量的 DsRed 小鼠的淋巴结

细胞悬液造模。随机分为 TBI 组（仅辐照处理）、AA 组、Rapa 组和 CsA 组（n 均=4）。自注射

淋巴细胞后第一天起，Rapa 组给予腹腔注射每只 2mg/kg 剂量的 Rapa 治疗 11 天，CsA 组给予腹

腔注射每只 50mg/kg 剂量的 CsA 治疗 5 天。第 12 天采集眼眶静脉血和骨髓细胞进行外周血细胞

分析、骨髓单个核细胞计数和淋巴细胞亚群分析。 

结果  Rapa 组小鼠外周血 WBC、RBC 及 PLT 计数均显著高于 AA 组(P 均<0.05)，其骨髓单个核

细胞计数均显著高于 AA 对照组和 CsA 组(P 均<0.01)，和 TBI 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AA 小鼠骨髓

细胞中 CD8+T 细胞/CD3+T 细胞值均高于其他三组(P 均<0.01），而 Rapa 组小鼠骨髓中 CD4+T

细胞/CD3+T 细胞值高于 TBI 组和 AA 组(P 均<0.001）；Rapa 组小鼠骨髓中 Treg 占 CD3+T 细胞

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三组(P 均<0.01)，且 Treg 占 CD4+T 细胞的比例显著高于 CsA 组(P<0.05)。 

结论  和 5 天 50mg/kg 剂量的环孢素 A 治疗比较，11 天 2mg/kg 剂量的西罗莫司治疗对该免疫介导

的再障模型小鼠的治疗效果更好，这可能和西罗莫司可以更有效抑制 CD8+T 细胞及提升

CD4+CD25+Foxp3+调节性 T 细胞比例有关。 

 
 

PU-3266 

浆细胞瘤克隆演变一例 

 
吴飞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200120 

 

目的  Ｍ蛋白是多发性骨髓瘤细胞分泌的单克隆免疫球蛋白或其片段。不同的多发性骨髓瘤细胞分

泌不同的Ｍ蛋白，我们将其分为：IgG 型、Ig 型、IgＤ型、IgM 型、IgE 型、单独轻链型、双克隆

型以及不分泌型。少数浆细胞瘤患者血、尿中也出现“M”成分，Ｍ蛋白性质的改变被认为是克隆演

变的标志之一。我们通过血清蛋白电泳和免疫固定电泳对已确诊的一例浆细胞瘤病人进行随访。发

现其发生克隆演变。 

方法  实验室检查：血常规，血凝，肝肾功能，电解质，血清蛋白电泳，免疫固定电泳，骨髓细胞

形态检查 

结果  患者在 2017 年 9 月刚入院时为免疫球蛋白 IgG 阳性、λ 阳性，后经胸椎后路肿瘤切除植骨融

合内固定术，2 个月后复查免疫固定电泳，转变为免疫球蛋白 IgG 阳性、λ 阳性、免疫球蛋白 IgA

弱阳性、κ 弱阳性。期间患者并未进行血液科的化疗，这在临床上是十分罕见的。患者在治疗过程

中出现了克隆演变 

结论  可能的两种机制为：浆细胞瘤获得了新的基因突变，产生克隆转化；患者体内浆细胞瘤存在

异质性，既存在着几种不同的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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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67 

西罗莫司对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模型小鼠脾脏 CD4+CD25+T 细胞凋亡的影响 

 
林赠华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探讨西罗莫司(雷帕霉素, RAPA)对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severe aplastic anemia, SAA)模型小

鼠脾脏中 CD4+CD25+调节性 T(Regulatory T cell, Treg)细胞凋亡情况的影响及可能的机制。 

方法  以正常小鼠作为对照(対照组)，应用 γ 干扰素腹腔注射联合白消安灌胃的方法建立 BALB/c 

SAA 小鼠模型(SAA 组)，并使用 RAPA 腹腔注射治疗 SAA 小鼠(RAPA 组)。通过骨髓活检病理学

检查观察各组小鼠的骨髓造血变化；免疫磁珠分选出各组小鼠脾脏 Treg 细胞，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其凋亡率；通过蛋白免疫印迹法检测各组小鼠脾脏 Treg 细胞的 Akt、p-Akt、Stat3、p-Stat3 的表

达水平；收集各组小鼠外周血和脾脏中单个核细胞，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其中 CD4+CD25+Foxp3+ 

Treg 的比例变化。 

结果  (1)与 SAA 组相比，RAPA 组小鼠骨髓造血未有明显恢复；(2)对照组、RAPA 组脾脏中 Treg

细胞的凋亡率分别为 (20.69±1.22)%和 (22.35±4.14)%，低于 SAA 组的 (29.85±2.72)% (p 均

<0.05)；(3)对照组、RAPA 组脾脏 Treg 细胞中 Akt、Stat3 的表达水平高于 SAA 组(p 均<0.05)，

而 p-Akt 和 p-Stat3 表达水平低于 SAA 组(p 均<0.05)；(4)对照组、RAPA 组的脾脏及外周血中

CD4+CD25+ Foxp3+Treg 细胞中所占比例均高于 SAA 组的(p 均<0.05)。 

结论  干扰素联合白消安诱导的 SAA 模型小鼠脾脏 Treg 细胞存在过度凋亡现象，而 RAPA 可能通

过抑制 Treg 细胞内 Akt 及 Stat3 的磷酸化上调 Foxp3 的表达，从而抑制该细胞的凋亡。 

 
 

PU-3268 

血清 CEA、Cyfra21-1、NSE 

在肺原位腺癌和微浸润腺癌患者中的表达与应用 

 
张倡誌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 CEA、Cyfra21-1、NSE，在肺原位腺癌（AIS）和微浸润腺癌(MIA)患者中的表达 

方法  选取 AIS 的患者 101 例（AIS 组），MIA 的患者 89 例（MIA 组），健康志愿者 100 例为正

常对照组。检测并比较各组的血清 CEA、Cyfra21-1、NSE 水平。 

结果   MIA 组 CEA 水平明显高于 AIS 组［64.32(58.68，69.12)比 24.11(18.62，26.12)］

（ng/ml）；MIA 组 CEA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64.32(58.68，69.12)比 4.21(3.08，4.56)］

（ng/ml）；AIS 组 CEA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24.11(18.62，26.12)比 4.21(3.08，4.56)］

（n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MIA 组 Cyfra21-1 水平明显高于 AIS 组［

52.12(48.18，57.11)比 22.31(19.12，24.22)］（ng/ml）；MIA 组 Cyfra21-1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

照组［52.12(48.18，57.11)比 3.32(3.06，3.61)］（ng/ml；AIS 组 Cyfra21-1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

照组［22.31(19.12，24.22)比 3.32(3.06，3.61)］（ng/ml）。MIA 组 NSE 水平明显高于 AIS 组［

88.32(81.32，92.46)比 31.61(29.16，34.32)］（ng/ml）；MIA 组 NSE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88.32(81.32，92.46)比 8.72(7.96，9.21)］（ng/ml）；AIS 组 NSE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31.61(29.16，34.32 比 8.72(7.96，9.21)］（ng/ml）。 

结论  血清 CEA、Cyfra21-1、NSE 在肺原位腺癌和微浸润腺癌患者中均有高表达，但在微浸润腺

癌患者中的表达均高于肺原位腺癌患者，可辅助诊断区别肺原位腺癌与微浸润腺癌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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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69 

不同检测血清抗 HCV 抗体方法学的一致性比较 

 
段柳 1,杨瑞峰 2,蔺亚晖 1,孔祥莎 2,冯泓琳 1,高小晶 1,张月新 1, 周洲 1 

1.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100000 

2.北京大学人民医院,100000 

 

目的  丙型肝炎是一种由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 HCV）引起的、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血

液转染疾病。化学发光法是目前临床常用的方法学，但是不同发法学间检测结果间，仍存在差异，

影响临床判断。本研究比较了两种化学发光方法检测抗 HCV 抗体的一致性，并用重组免疫印迹法

（RIBA）和荧光定量 PCR 法进行比较。 

方法  收集患者样本 100 份，使用罗氏 Cobas E602 与雅培 i2000 两台仪器同步测定，对检测结果

进行对比分析，判断结果的一致性。随后选出 100 例样本中两台仪器检测结果不一致的样本，采用

RIBA 和荧光定量 PCR 法进行检测。 

结果  罗氏 Cobas E602 检测 100 例的结果显示，COI 小于 1.0 的阴性样本为 47 例，其中有 15 例

在雅培 i2000 的检测结果为弱阳性。罗氏 Cobas E602 检测结果的 COI 值大于 25 的强阳性样本为

32 例，雅培 i2000 也同样判定为阳性，一致性为 100%。在 COI 值为 1.01-5.0、5.01-10.0 和

10.01-25.0 的检测结果中，与雅培 i2000 的一致率分别为 22%、50%和 50%。对不一致的 27 例样

本进行 RIBA 检测显示，罗氏 Cobas E602 检测结果阳性和阴性一致率分别为 7.4%和 25.9%；雅

培 i2000 检测结果阳性和阴性一致率分别为 11.1%和 33.3%。RIBA 检测结果判读为不确定的结果

为 41.6%。而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结果显示 27 例样本中仅有一例为 HCV 弱阳性，其余均为阴

性。与荧光定量 PCR 法相比较，罗氏 Cobas E602 和雅培 i2000 检测结果阴性一致率分别为

55.6%和 44.4%。 

结论   雅培 i2000 S/CO>4.0，罗氏 Cobas E602 COI>25.0 时，两台仪器的阴阳性符合率为

100%。而雅培 i2000 的 S/CO 为 1.01-4.0、罗氏 Cobas e602 的 COI 为 1.01-15.0 时，即抗-HCV 

S/CO 值处于低值范围时，两台仪器的符合率较低，其中雅培与 RIBA 检测结果一致性略高于罗

氏，而罗氏与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结果一致性略高于雅培。 

 
 

PU-3270 

三种化学发光法甲状腺素检测系统与同位素稀释液相色谱串联质

谱法测定结果的一致性分析 

 
张瑞苹 1,禹松林 2 

1.中日医院,100000 

2.北京协和医院,100000 

 

目的  比较两种国产和一种进口化学发光法检测系统测定甲状腺素（Total Thyroxin, 总 T4）与同位

素稀释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Isotope diluted Liquid Chromatography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ID-LC/MS/MS)测定结果的一致性。 

方法  参考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CLSI）EP-15A 方案评价三个检测系统在不同浓度水平

的不精密度。留取北京协和医院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 月间 144 份剩余血清样本,浓度覆盖总

T4 分析测量范围。参考 CLSI EP-9A 方案，以 ID-LC/MS/MS 候选参考方法为参比方法，分别评估

安图、迈瑞及西门子的配套化学发光系统检测总 T4 时与参比方法的一致性。以 Passing & Bablok

回归分析两种方法之间的相关性，绘制 Bland-Altaman 图，并比较医学决定水平处的偏倚。 

结果  三个化学发光检测系统的实验室内不精密度均小于说明书标示值，但是在低浓度水平 CV%均

大于来源于生物学变异的允许不精密度（3.7%），各化学发光检测系统总 T4 结果与 ID-

LC/MS/MS 结果相关良好（R 均>0.975），斜率在 0.900-1.228 之间，截距在-1.024- -0.578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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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与 ID-LC/MS/MS 比较所得的平均偏差超过了最低偏倚要求(4.5%)，且各免疫学方法在医学决

定水平处均未能全部满足最低偏倚要求。一致性分析显示安图和迈瑞均与 ID-LC/MS/MS 具有较好

的一致性（CCC:0.95-0.99）,西门子与 ID-LC/MS/MS 具有中度一致性（CCC:0.90-0.94）。 

结论  两种国产甲状腺素试剂与参考方法一致性良好，但是在精密度等方面各免疫系统均仍需进一

步提高。 

 
 

PU-3271 

血清 CEA、Cyfra21-1、Progrp 

在肺腺癌和肺鳞癌患者中的表达与应用 

 
张倡誌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血清癌胚抗原 CEA、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 Cyfra21-1、胃泌素释放肽前体 Progrp，在肺

腺癌和肺鳞癌患者中的表达的变化与临床应用。 

方法  取肺腺癌的患者 30 例（腺癌组），肺鳞癌的患者 29 例（鳞癌组），志愿者 30 例为正常对

照组。检测并比较各组的血清 CEA、Cyfra21-1、Progrp 水平。 

结果  腺癌组 CEA 水平与鳞癌组［74.22(67.21，76.15)比 72.96(68.31,73.11)］（ng/ml）相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腺癌组 CEA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74.22(67.21，76.15)

比 3.21(3.08，3.38)］（ng/ml）；鳞癌组 CEA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72.96(68.31,73.11)比

3.21(3.08 ， 3.38) ］ （ ng/ml ） 。 腺 癌 组 Cyfra21-1 与 鳞 癌 组 ［ 51.12(48.81 ， 55.17) 比

52.36(49.12，54.22)］（ng/ml）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腺癌组 Cyfra21-1 水平

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51.12(48.81，55.17)比 3.22(3.07，3.40)］（ng/ml）；鳞癌组 Cyfra21-1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52.36(49.12，54.22)比 3.22(3.07，3.40)］（ng/ml），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腺癌组 Progrp 与鳞癌组［98.31(92.37，103.46)比 98.61(96.51，101.6)］

（ng/ml）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腺癌组 Progrp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98.31(92.37，103.75)比 18.72(17.96，19.25)］（ng/ml）；鳞癌组 Progrp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

组［98.61(96.51，101.6)比 18.72(17.96，19.25)］（ng/ml）。 

结论  血清 CEA、Cyfra21-1、Progrp 在肺腺癌和肺鳞癌患者中均有高表达；但在腺癌患者与肺鳞

癌癌患者中，未见明显表达区别。 

 
 

PU-3272 

NSE、CYFRA211、CEA 和 FEER 的检测 

对诊断 NSCLC 恶性胸腔积液的价值 

 
卢兴兵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探讨胸水 NSE、CYfra21-1、CEA 和 FEER 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合并恶性胸腔积液

辅助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筛选 121 例非小细胞肺癌伴胸水患者为研究组，同时选取 98 例肺良性疾病所致的胸水患者

为对照组，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胸水中 NSE、CYfra21-1、CEA 和 FEER 四种标志物水平，分

析单项或者联合检测在 NSCLC 诊断及临床分期中的临床价值。 

结果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胸水中的 NSE、CYfra21-1、CEA 和 FEER 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转移组高于非转移组；各标志物升高程度与非小细胞肺癌 TNM 分期呈正相关；四项指标

联合检测结果的敏感度和准确性明显高于单项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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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四种胸水中的肿瘤标志物在 NSCLC 患者中呈异常高水平表达，与 TNM 分期具有显著相关

性。同时联合检测能显著提高肺癌辅助诊断的灵敏度和阳性率，为临床诊断和优化治疗方案提供依

据。 

 
 

PU-3273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不同免疫阶段的 IFN-γ 斑点水平 

及其免疫发病机制的研究探讨 

 
马东宵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130000 

 

目的  慢性乙型肝炎是一种高发病率的传染病,目前各国科学家对慢性乙肝免疫发病机制进行了大量

的研究与探讨，尤其是对不典型慢性乙型肝炎、免疫耐受性乙型肝炎的免疫机制非常感兴趣，希望

能找到两者之间的差异及免疫分子机制。对慢性乙肝感染者不同免疫阶段的 IFN-γ 斑点水平和其免

疫发病机制进行分析探讨，为今后的临床研究与诊治工作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 

方法  抽取在 2016 年 11 月-2017 年 4 月间在我院确诊为慢性乙型肝炎的患者 104 例，将其分成不

典型状态组、免疫耐受组、免疫清除组，另抽取同期健康体检者 60 例，对其采取 HBsAg 对

PBMC 进行刺激后，检测各组研究对象 IFN-γ 斑点水平，并展开对比分析。 

结果  慢性肝炎各组患者 IFN-γ 斑点水平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均存在明显差异（P<0.05），不典型状

态组与免疫耐受组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免疫清除组与免疫耐受组、不典型状态组比较均

存在明显差异（P<0.05）。 

结论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不同免疫阶段的 IFN-γ 斑点水平存在差异，这对于免疫发病机制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值得关注。 

 
 

PU-3274 

慢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患者幽门螺杆菌抗体分型 

及相关肿瘤标志物检测的临床意义 

 
刘伟平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643000 

 

目的  了解慢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患者中幽门螺杆菌（Hp）感染率及抗体分型，并探讨

相关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对其临床诊断的意义。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4 月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科收治的 68 例慢性胃炎、31 例

十二指肠溃疡、17 例胃溃疡患者血清标本，采用免疫印迹法进行 Hp 抗体分型检测，采用全自动化

学发光免疫分析系统检测相关肿瘤标志物，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检测胃蛋白酶原 PGⅠ、PGⅡ及其

比值。 

结果   慢性胃炎患者 Hp 感染率为 25%（17/68）、十二指肠溃疡患者 Hp 感染率为 80.65

（25/31）、胃溃疡患者 Hp 感染率为 41.18%（7/17）.三组患者的 HP-CAgA 抗体、HP-VAcA95

抗体、HP-UreB 抗体、HP-UreB 抗体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患者 HP-

VAcA91 抗体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患者 PGⅠ/PGⅡ比值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三组患者血清 CEA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血清 AFP、CA-

125、CA-199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慢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患者 HP 抗体谱存在差异，联合检测 HP 抗体、PGⅠ/PG

Ⅱ比值和 CEA，有助于疾病的早期诊治和病情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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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75 

血清 C 反应蛋白和前白蛋白联合检测的临床意义 

及两者相关性分析 

 
孙双双,靳梦彤 

山西省人民医院,030000 

 

目的  通过检测血清样本中的 C-反应蛋白和前白蛋白的含量，并进一步分析两者在多种疾病中的相

关性，从而评价两者在实际应用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本医院 2017 年 6 月至 12 月期间，同时检测 C-反应蛋白和前白蛋白项目的同期样本，通

过筛选，共纳入 84 例住院患者组成实验组，依据其临床诊断进行疾病组分类；与此同时选取 84例

健康体检人群组成对照组，通过分析实验组与对照组样本的 CRP 和 PA 的水平，以及实验组的不

同疾病组中 CRP 和 PA 的相关性，从而探讨两者在实际临床应用中的意义。 

结果  实验组血清 C 反应蛋白检查结果为（85.6±30.7）mg/L，对照组血清 C 反应蛋白检查结果为

（4.7±1.3）mg/L，实验组较对照组偏高，和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实验组血清

前白蛋白检查结果为（95.5±22.0）mg/L，对照组血清前白蛋白检查结果为（243.6±43.2）mg/L，

实验组较对照组偏低，和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实验组的不同疾病组 CRP 和 PA

均呈负相关，且在肾病组中两者相关性最强。 

结论  血清 C 反应蛋白含量在急性炎症、、肝病、肾病、外科手术、肿瘤等患者中明显升高，血清

前白蛋白水平明显下降，两者联合检测对炎症性疾病以及机体的应急状态的判断评估具有协同作

用，可作为较单一检测更为敏感的指标，对临床监测患者病情更具指导意义。 

 
 

PU-3276 

高敏和普通肌钙蛋白 I 检测一致性比较 

 
蔺亚晖,李阳,苏保满,康金锁,周洲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100000 

 

目的  心肌肌钙蛋白（cTn）是诊断急性心肌梗死（AMI）和急性冠脉综合征（ACS）风险评估的重

要心脏标志物，第三版通用心肌梗死定义已经将 cTn 作为首选实验室诊断标志物。高敏感与普通敏

感型检测方法之间仍缺乏统一的比较评估，成为临床实验室选择 hs-cTn 时关注的问题。本研究比

较了二者间诊断心肌梗死的一致性。 

方法  收集患者新鲜血清样本 80 份，分装成两份，用雅培高敏感型（hs-cTnI）与贝克曼普通敏感

型（con-cTnI）方法同时进行检测，对检测结果进行 Deming 回归分析，建立回归方程，评价两者

相关性。分别根据性别统一和性别特异性的第 99 百分位值作为 cutoff 值，对上述的 80 例患者血清

进行判定。采用 Venn Diagram 进行诊断一致性的比较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比较雅培 hs-cTnI 和贝克曼 con-cTnI 时，cTnI 浓度低于 50 ng/L 范围内二者的 Deming 回归

方程的截距接近于 0，斜率接近于 1，相关性达到 0.833。在 50-1000ng/L 范围内，贝克曼 con-

cTnI 的检测结果略有升高，但二者有较好的相关性。但是当 cTnI 浓度高于 1000ng/L 时，贝克曼

con-cTnI 的检测结果明显偏低，但二者仍有一定相关性（R=0.580）。对上述的 80 例患者血清进

行判定，结果显示采用性别特异性第 99 百分位值时有 30 例（37.5%）在两种检测方中同时高于

cutoff 值，而 42 例（52.5%）同时高于性别统一的 cutoff 值。 

结论  本研究对两种检测 cTn 的方法进行了比较，发现中、低浓度时 hs-cTnI 与 con-cTnI 的结果相

关性良好，但数值上也具有差异。而高浓度时二者检测结果差异较大。采用性别特异性的第 99 百

分位值作为 cutoff 值可以显著增加三种检测平台的诊断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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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77 

无乳链球菌临床感染情况及耐药性分析 

 
曹雪萍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200000 

 

目的  了解妇产科医院三年内无乳链球菌感染和耐药情况。 

方法   回顾分析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2015-2017 年产科、妇科及男性科患者无乳链球菌阳性率;

选取 2017 年所有无乳链球菌共 374 例进行药敏试验，其中对红霉素耐药、克林霉素敏感的菌株做

D 试验检测。 

结果  2015 年我院产科、妇科及男性科患者无乳链球菌阳性率分别为 2.69%（88/3267）、3.10%

（101/3255）、5.93%（28/472），2016 年分别为 3.94%（378/9578）、3.42%（92/2685）、

7.49% （ 14/187 ）， 2017 年分别为 3.90% （ 251/6429 ）、 4.10% （ 110/2682 ）、 7.22%

（13/180）；产科孕妇无乳链球菌带菌率为 3.72%（717/19274）。无乳链球菌对红霉素、克林霉

素、左氧氟沙星的耐药率分别为 63.37%（237/374）、53.48%(200/374)和 25.13%(94/374)，未

发现对青霉素、头孢曲松、利奈唑胺、万古霉素耐药的菌株 

结论   无乳链球菌感染有严重趋势，应受到重视；对孕妇进行无乳链球菌筛查有重要意义；需提高

对非孕妇成人患者的无乳链球菌的筛查；青霉素类抗生素仍是治疗无乳链球菌感染的首选药物。 

 
 

PU-3278 

MALDI-TOF MS 检测接种玻璃体标本的阳性培养瓶细菌 

 
梁嘉晖,林丽萍,易海粟,谭奕炜,刘秀平,吴开力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510000 

 

目的  眼内炎致病菌的快速鉴定对挽救患者视功能至关重要。本文探讨应用 MALDI-TOF MS 直接

鉴定接种玻璃体标本的培养瓶阳性的细菌，以缩短眼内炎细菌感染的报告时间。 

方法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6 月共收集 90 份玻璃体培养瓶（BacT/ALERT® 培养瓶，梅里埃）阳

性的标本，常规对阳性培养瓶标本进行转种培养，取纯菌落质谱鉴定。同时抽取阳性培养瓶的培养

液，经过离心和洗涤等前处理后，取沉淀用质谱进行细菌鉴定，最后对这两种方法的鉴定结果进行

比较分析。 

结果  90 份眼内炎玻璃体培养瓶报阳性的标本，分纯菌落鉴定出了 18 个属 37 种细菌，其中 1 例为

2 种细菌感染。阳性培养液直接用质谱分析，有 84 份鉴定出阳性细菌（93.33%），它们均和用纯

菌落鉴定的细菌种类一致（1 份 2 种细菌感染能鉴定出其中 1 种）。另 6 份未能用质谱鉴定细菌。

同时，对阳性培养瓶直接鉴定使细菌报告时间平均缩短近 1 天时间。 

结论  应用 MALDI-TOF MS 直接检测玻璃体阳性瓶培养液的结果与传统分纯菌落鉴定有较高的符

合率，可推广应用于常规检测，以缩短眼内炎细菌报告时间。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821 

 

PU-3279 

常规阴道微生态检测技术在女性不孕症的应用 

 
陈玲 1,曾鑫 2,陈小丽 1,吴佳音 1,黄舒莹 1,叶辉铭 1,2 

1.厦门市妇幼保健院,361000 

2.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目的  评价现有阴道微生态检验技术，探讨阴道微生态菌群检测对女性不孕症患者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通过自行配制革兰染色二步法和三步法染液及珠海贝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快速革兰染

液对质控菌大肠埃希杆菌 ATCC20922、金黄色葡萄球菌 ATCC29213 及女性阴道分泌物标本染

色，统计学分析评价三种染色方法；选取女性阴道分泌物标本，革兰染色进行形态学检测和采用泰

普生物科学有限公司提供的细菌性阴道病联合检测试剂盒进行功能学检测，统计学分析对比两种方

法在 BV 检测中的引用；收集 124 例女性不孕症患者及 184 例怀孕妇女阴道分泌物，行形态学检

测，统计学分析对比两组阴道微生态菌群差异。统计学软件使用 SPSS20.0，统计学方法采用 χ2检

验，P<0.05 时认为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  革兰染色二步法、三步法、快速四步法在染色背景、脱色情况、混色情况、主要菌种染色情

况各项对比中除大肠埃希杆菌染色情况一项外，均有统计学差异，革兰染色三步法与快速四步法无

统计学差异，在染色时间上，革兰染色快速四步法最优，其次为三步法，二步法最后；BV 形态学

与功能学检测对比部分，Nugent 评分检测结果与 pH、H2O2、唾液酸苷酶、白细胞酯酶各项对比

中 P<0.05，有统计学差异；女性不孕症患者与健康怀孕者在真菌和滴虫感染率、阴道菌群密集

度、菌群多样性、优势菌菌群密集度主要集中于Ⅱ度和Ⅲ度，菌群多样性主要集中于Ⅰ度和Ⅱ度，

优势菌主要是革兰阳性杆菌，与正常女性阴道主要为乳酸杆菌结论相符，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快速四步革兰染色法对于阴道微生态形态学评价具有较好应用，阴道微生态功能学评估中唾

液酸苷酶特异性较高而敏感度较低，pH、H2O2、白细胞酯酶三项特异性不如唾液酸苷酶，但灵敏

度较好；女性不孕症患者与健康怀孕女性阴道微生态菌群分布无统计学差异。 

 
 

PU-3280 

大肠埃希菌血流感染患者危险因素及预后分析 

 
任玉吉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大肠埃希菌血流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特点，探讨影响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为临床诊疗

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至 12 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86 例大肠埃希菌血流感染成年患者

的临床资料，根据疾病转归进行分组，分析病原菌大肠埃希菌的耐药性，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致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 

结果  89 株大肠埃希菌中， ESBLs 阳性率为 65.1％，在生存组与死亡组之间存在的耐药性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5)。大肠埃希菌血流感染患者总体病死率为 25.6％(22／89)。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

分析显示，免疫功能受损为大肠埃希菌血流感染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大肠埃希菌血流感染中产 ESBLs 比例较高，影响预后的危险因素主要为免疫功能缺陷。患者

病程进展后期可出现大肠埃希菌血流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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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81 

127 例人工髋膝关节置换术后感染的病原菌及耐药分析 

 
郭宇,吴俊 

北京积水潭医院,100000 

 

目的  人工关节假体感染是关节置换术后严重并发症，本研究回顾性调查人工髋膝关节置换术后感

染的病原菌及耐药情况。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 至 12 月我院收治的人工髋膝关节置换术后感染且培养阳性者共 127 例，进行

术前穿刺、术中取材培养，对两次培养为同一菌株者进行分析，采用仪器法稀释法测定抗菌药物的

最低抑菌浓度，研究不同病原菌对临床骨科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结果  127 例人工髋膝关节置换术后感染的病原菌中，革兰阳性球菌占 75.6%（96/127），其他阴

性杆菌占 22.8%（29/127），真菌感染占 1.5%（2/127）；在所有革兰阳性球菌中以葡萄球菌为

主，占 80.2%（77/96），肠球菌占 10.4%（10/96），链球菌占 9.3%（9/96）。在所有病原菌

中，金黄色葡萄球菌检出 23 株，占 18.1%，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检出 53 株，占 41.7%。本研究

对占主要比例的葡萄球进行耐药分析，MRSA 和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methicillin-

resistant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MRCoNS）的发生率分别为 30.4%（7/23）和

76.9%（40/53）；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利福平、庆大霉素的敏感性较高，分别为 91.3%（21/23）和

82.6%（19/23），对环丙沙星敏感性 82.6%（19/23），对红霉素、克林霉素的敏感性为 47.8%

（11/23）和 56.5%（13/23），未发现对替考拉宁、万古霉素、利奈唑胺耐药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对利福平、庆大霉素的敏感性为 88.5%（47/53）和 79.2%（42/53）；对环丙

沙星敏感性 81.1%（43/53），但对红霉素、克林霉素的敏感性较金黄色葡萄球菌明显降低，分别

为 20.8%（11/53）和 37.7%（20/53），对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和利奈唑胺均敏感。 

结论  人工关节置换术后感染的病原菌以革兰阳性球菌为主，其中主要为凝固酶阳性葡萄球菌和金

黄色葡萄球菌，MRCoNS 的发生率高于 MRSA，对骨科常用抗菌药如庆大霉素、利福平、环丙沙

星敏感性较高，但对大环内酯类抗菌药敏感性较低。 

 
 

PU-3282 

细菌甲酸法提取蛋白质谱鉴定和细菌直接质谱鉴定的效果比较 

 
魏利龙,王春雷,赵兴波,韩呈武,曹永彤 

中日医院,100000 

 

目的  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技术(MALDI-TOF MS)能够对微生物进行快速鉴定，然

而对有些细菌的鉴定效果不佳，如何对细菌进行更好的鉴定是质谱技术的挑战之一。本实验拟对细

菌甲酸法提取蛋白后质谱鉴定和细菌直接质谱鉴定的效果进行分析评价，尝试寻找更优的实验方

法。 

方法  分别留取 20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和 20 株铜绿假单胞杆菌，直接进行 MALDI-TOF MS 鉴定，

同时使用甲酸法提取细菌蛋白，进行 MALDI-TOF MS 鉴定，分别使用配对 T 检验，对质谱鉴定的

峰的数量和使用布鲁克公司的细菌鉴定打分进行差异性分析。 

结果  细菌甲酸法提取蛋白后进行质谱鉴定，获取的谱图数量明显多于细菌直接鉴定。细菌鉴定结

果打分，甲酸法也优于细菌直接鉴定。实验表明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铜绿假单胞菌略有差异。 

结论  甲酸法提取细菌蛋白，有利于质谱对细菌的鉴定，同时未匹配的其它谱图也可能蕴含更丰富

的细菌信息，需要进一步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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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83 

致病菌药物敏感性的快速分子诊断研究 

 
牛浩芙,刘浩,刘猛,韦良婉,赵长健,张鹏 

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 

 

目的  抗生素的滥用和耐药菌的产生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严重问题。传统的临床药敏检测手段如纸片

扩散法、稀释法耗时较长，并且许多生长慢或不容易培养的细菌不能通过该法完成检测。新提出的

PCR 和基因测序法对技术和成本要求较高，并不能完全满足临床的需求。纳米孔技术已经用于多

种疾病生物标记物的筛选，研究利用其设计全新的快速药敏检测手段，以期能够更早更准确测定致

病菌的耐药性。 

方法  本实验中选取在临床诊断中具有代表意义的常见致病菌，根据该致病菌保守区域中的特异性

片段设计探针。将耐药菌株和敏感菌株与药物共同培养一段时间后提取总 RNA，利用纳米孔技术

在单分子水平检测核酸通过纳米孔的信号，并定量统计分析两者差异，以核酸量来反映活菌数。从

而判断在各培养时间下能否区分出耐药/敏感菌株核酸量的差异，确定所需最短培养时间。 

结果  在对菌株与药物培养 4 小时后的样品检测结果发现，不同对照组中耐药菌株检测到的信号数

量相较于敏感菌株都有增多，并且通过设计的结合探针也可以特异性区分出菌株特异性核酸量的差

异。 

a.                                                                      b.                                                              c. 

     

图. 纳米孔检测致病菌核酸信号结果（No.4 annealing:敏感菌株培养 4 小时核酸与探针退火；No.8:

耐药菌株培养 4 小时提取核酸样品;No.8 annealing:耐药菌株培养四小时核酸与探针退火） 

结论  该结果证明通过纳米孔检测短期培养后核酸量的差异来反映药敏结果是可行的，初步估算该

法在 24 小时内可以得到药敏结果。相比于传统方法的两至三天，时间有了较大缩短,有望作为一种

全新的快速药敏检测方案应用于临床之中。 

 
 

PU-3284 

基于 CRISPR 特异识别技术的 HPV 检测分型新方法研究 

 
夏欣一 1,罗涛 1,李卫巍 1,张贝贝 1,2,王进科 2 

1.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210000 

2.东南大学生物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目的  研发一种新的基于 CRISPR/Cas9 系统检测核酸的方法，该方法通过三个步骤检测靶 DNA：

(1) 用一对特异结合靶 DNA 的 sgRNAs 与 Cas9 复合物将检测到的 DNA 样本进行切割；(2) 用

DNA 连接酶连接被切割的靶 DNA；(3) 反向 PCR 扩增靶 DNA。我们将该方法称为 Cas9/sgRNAs

相关的反向 PCR，简称 CARP。 

方法  构建 sgRNA 并扩增、纯化；利用已有质粒扩增并纯化 9 种 HPV 亚型的 L1 基因；分别用

CARP 对 HPV 16 和 18 L1 基因进行定量检测；将各亚型 HPV L1 基因 DNA 进行浓度梯度稀释，

CARP 检测验证敏感性；将 HPV16/18 L1 基因与多种亚型 L1 基因或与 E6-E7 基因进行混合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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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CARP 检测，验证其特异性；收集临床已知感染 HPV 患者宫颈粘液脱落细胞，利用 CARP 进行

临床样本 HPV 检测并进行 HPV16 与 18 分型。 

结果  Cas9/sgRNA 对 HPV 16 和 18 L1 基因切割结果显示出 Cas9 良好的切割效率；利用 CARP

对 HPV 16 和 18 L1 基因检测结果显示出能够特异性剪切靶基因，在靶 DNA 连接时表现出多为环

状；浓度梯度实验显示 CARP 具有较高灵敏度，线性范围：0.002-200ng/mL；在多种合成的 L1 基

因干扰下能够特异性识别 HPV 16 和 18 L1 基因；在 50 例阴性样本中检测 HPV 未出现假阳性；在

20 例阳性 HPV 临床样本中检测出 HPV 16、18 亚型与医院检测结果一致，证明该方法可用于临床

样本 HPV16、18 的检测。 

结论  通过上述系列验证实验，证明 CARP 为一种新的快速、特异、敏感的 DNA 检测和分型方

法，成功避免了目前核酸检测和分型领域中核酸杂交和扩增等关键瓶颈问题，并在临床 HPV 检测

方面具有可行性。 

 
 

PU-3285 

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技术 

快速筛查 VanA 型耐万古霉素屎肠球菌 

 
刘山泉,吴思颖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了解临床分离屎肠球菌对万古霉素的耐药特征，给临床诊断和治疗屎肠球菌感染提供依据，

探讨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 MS)快速筛查 VanA 型耐万古霉素屎肠球菌

（VRE）。 

方法  收集 2009 年 1 月到 2012 年 12 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ICU 肛拭子分离的 4 5 株万古霉素耐药

定植菌为实验组，随机抽取 2016 年 1 月到 2017 年 4 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分离的 34 株万古霉素敏

感菌为对照组.屎肠球菌 ATCC29212 为本实验标准菌株。通过 VITEK 2 Compact 全自动细菌鉴定

及药敏分析系统对所有菌株进行菌种鉴定和药敏分析。应用 MALDI-TOF Ms 检测两组菌株。应用

ClinPro Tools 软件分析 45 株 VRE 和 34 株 VSE 的质谱峰，分析 2 组之间的差异质谱峰值。 

结果  MALDI-TOF Ms 鉴定所有菌株均为屎肠球菌，两组菌株之间存在 2 个差异蛋白质谱峰，相对

分子质量 m/z 分别为 3880.58 和 5972.14。 

结论  VRE 与 VSE 之间存在差异蛋白质谱峰，MALDI—TOF Ms 对 VRE 和 VSE 有一定的鉴别能

力，在菌株鉴定同时快速筛查 VRE 

 
 

PU-3286 

重症患者的病原菌特征分析 

 
熊樱 1,杨友华 1,李媛 1,李敏 1,尹贵平 1,何超 1,2 

1.绵竹市人民医院,618000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了解从重症医学科（Intensive Care Unit, ICU）患者分离的病原菌菌种分布和耐药性，为抗

菌药物合理使用和医院感染防控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入住 ICU 患者的标本中分离出的病原菌的菌种

及体外药敏结果 

结果   近三年来我院 ICU 患者送检标本 7758 份，分离出 1888 株病原菌（阳性率 24.3%），包括

革兰阴性菌 1437 株（占 76.1%），革兰阳性菌 354 株（占 18.8%）和真菌 97 株（占 5.1%）这些

菌株主要分离自呼吸道 (1175 株，62.2%)、血液（344 株，18.2%）、尿液（158 株，8.4%）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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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物（76 株，4.0%）。。主要细菌菌种分别是鲍曼不动杆菌（528 株， 27.9%）、肺炎克雷伯菌

（234 株，12.4%）和铜绿假单胞菌（216 株，12.38%）。鲍曼不动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对三种或

三种以上药物耐药的菌株分别占，87.7%和 36.1%对亚胺培南耐药率分别为 85.8%和 19.6%。肺炎

克雷伯菌对头孢他啶、头孢吡肟和亚胺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 15.3%、14.6%和 2.5%，产生 ESBL

的菌株占 23.42%。 

结论  近 3 年来 ICU 患者病原菌主要分离自呼吸道标本，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多重耐药菌株较多，

应作为院感监测和经验治疗的重要目标。 

 
 

PU-3287 

2015 年-2016 年尿路感染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情况分析 

 
王丽萍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了解某院 2015-2016 年尿路感染的常见病原菌分布及耐药特征，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

供科学依据。 

方法  收集某院 2015-2016 年门诊和住院尿路感染患者中段尿标本，采用手工生化法、Vitek2 

compact、Vitek-MS、API 等方法进行细菌鉴定，采用 Vitek2 compact 仪器法进行（链球菌除外，

K-B 法）药敏试验，依据 CLSI 2017 年版标准判读结果，使用 WHONET 5.6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剔除来自同一患者的重复菌株，共分离病出原菌 2721 株，其中革兰氏阴性杆菌 1885 株

（69.27%），革兰氏阳性球菌 519 株（19.07%）、真菌 173 株（6.35%）。检出病原菌前三位的

是大肠埃希菌（1370 株，50.35%）、肠球菌（447 株，16.43%）、肺炎克雷伯菌（213 株，

7.83%），真菌主要是白色假丝酵母菌。药敏结果显示，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对亚胺培南、

美罗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及头孢哌酮/舒巴坦保持较高的敏感性，碳青霉烯耐药的大肠埃希菌

和肺炎克雷伯菌分别为 1.97%、5.34%；肠球菌主要是屎肠球菌和粪肠球菌，粪肠球菌对呋喃妥因

和青霉素 G 保持较高敏感性，屎肠球菌耐药性较粪肠球菌严重，检出万古霉素耐药的肠球菌

1.3%，未发现利奈唑胺耐药的肠球菌。 

结论  医院尿路感染以革兰氏阴性菌为主，各院尿路感染的病原菌分布和耐药变化不同，临床应重

视尿培养检测及药敏试验，根据试验结果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减少耐药菌株的产生。 

 
 

PU-3288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of Acinetobacter baumanii 
isolated from 2017 to 2018 

 
Xufeng Ji,Chun Yang,Jing Huang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of 
Acinetobacter baumanii . To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rational use of antimicrobial 
agents and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control the drug-resistant strains. 
Methods 1. The Acinetobacter baumanii were isolated from the clinical laboratory of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2. The resistance of Acinetobacter baumanii  for 20 antimicrobial agents were determined using 

paper disk method and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method, analyzed the drug-

resistant spectrum. The results were evaluated based on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CLSI-M100-S27).WHONET-5.6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rug resistance data. 
Results 1. Most of 1060 Acinetobacter baumanii  strains were collected from abdominal fluid (15 
strains), broncho-alveolar lavage (31 strains), bile (12 strains), blood (21 strains), ear (1 str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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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utum (889 strains), urine (40 strains), shunt fluid (4 strains ), secretion (3 strains) during the 
whole year. 
2. The drug-resistant rates of the 1060 isolated strains to meropenem and imipenem were 51.8% 
and 52% respectively. 1060 strains were all resistant to ceftriaxon, cefotaxim, cefuroxim. The 
rates of Acinetobacter baumanii  resistant to ceftazidime, cefepime, were 58.2% and 52.5% 
respectively. The rates of Acinetobacter baumanii  resistant to levofloxacin and ciprofloxacin were 
19.3% and 52% respectively. The rates of Acinetobacter baumanii  resistant to 
piperacillin/tazobactam and gentamicin were 60.5% and 45.3% respectively. 
3.One thousand and sixty strains of Acinetobacter baumanii   mainly from the surgical ward, 196 
case from ICU, 8 cas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department, 112 from neurology, 14 from pediatric 
respiratory medicine, 161 strains from department of respiration, 92 strains from neurosurgery, 45 
strains from emergency department, 20 strains from oncology department, 35 strains from 
hepatobiliary pancreatic surgery, 20 strains from urinary surgery, 71 strains from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5 strains from the outpatient department, three strains from trauma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three strains from spine surgery and only one strain from obstetrical department. 
Conclusions 1. One thousand and sixty strains strains of Acinetobacter baumanii  were 
screened by analyzing the drug resistance spectrum in the research, which has different resistant 
rates to different antimicrobial agents. 
2. Most of the 1060 Acinetobacter baumanii  were isolated from sputum. Department of 
respiration is the department that isolated most numbers of Acinetobacter baumanii. The rates of 
Acinetobacter baumanii  resistant to levofloxacin is lowest. Monitoring of the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of Acinetobacter baumanii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change of the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should be investigated in order to direct rational drug usage in clinic. 
 
 

PU-3289 

多基因检测在综合性医院分枝杆菌分型中的临床应用 

 
杨辉,贾红兵 

中日友好医院 

 

目的  使用分枝杆菌种属特异性基因的核酸检测方法，对临床分离得到的分枝杆菌菌株进行菌种分

型。 

方法   对实验室固体培养基分离得到的 32 株分枝杆菌的 rpoB 基因进行扩增，对 PCR 产物进行序

列测定，在 NCBI 基因序列数据库中进行比对，根据与标准序列的相似度分析其菌型，并用 hsp65

基因进行复核。 

结果  32 株分枝杆菌经 rpoB 基因与 hsp65 基因核酸分析，其中结核分枝杆菌 22 株，非结核分枝

杆菌 10 株。NTM 分离率为 31.2％ ，包括脓肿/龟分枝杆菌 5 株，鸟分枝杆菌复合群 3 株，海分枝

杆菌 1 株，产黏液分枝杆菌 1 株。 

结论  用分枝杆菌的菌型特异性基因 rpoB 与 hsp65 基因进行核酸扩增和序列分析，对临床菌株能

有效区分结核分枝杆菌和非结核分枝杆菌。该方法可应用于临床诊断,为鉴别肺结核和非结核分枝

杆菌肺病提供有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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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90 

创面感染病原菌的分布特征及耐药性分析 

 
赵艳丰,赵水娣,徐新艳,胡慧敏,骆晓凤,戴建芬,朱叶飞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江苏省第二红十字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

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本院三年创面分泌物检出的病原菌分布特征及抗生素耐药情况，为创面感染者的

诊断和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选取 2015 年 6 月至 2018 年 6 月本院住院患者创面分泌物标本检出的病原菌监测资料作回顾

性分析。对创面分泌物培养阳性的样本，采用 Vitek-2 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及配套的细

菌鉴定卡，真菌药敏则采用 ATB Fungus 3 药敏试验条进行药敏试验。 

结果  2375 份创面分泌物标本共分离出非重复病原菌 999 株，检出率为 42.1%，其中革兰阴性杆

菌 628 株，占 62.9%，革兰阳性球菌 347 株占 34.7%，检出真菌 15 株，占 1.5%。科室分布以烧

伤整形科、普外科、骨外科和 ICU 为主,分别占 38.5%、14.2%、7.5%和 6.5%。病原菌占比前四

位的细菌依次为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大肠埃希菌和鲍曼不动杆菌。药敏试验结果显

示，227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有 89 株耐甲氧西林，MRSA 检出率为 39.2%，未发现耐万古霉素、替

考拉宁和利奈唑胺的葡萄球菌；127 株铜绿假单胞菌中 16 株碳青霉烯类耐药，CRPA 占 12.6%；

85 株鲍曼不动杆菌 67 株碳青霉烯类耐药，CRAB 占比高达 78.8%；65 株肺炎克雷伯菌中 17 株碳

青霉烯类耐药，CRKP 占比达 26.2%。 

结论  本院创面感染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其次为革兰阳性球菌。碳青霉烯类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占

比很高，应注意联合用药。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菌占比增长趋势明显。临床医生要高度重视

创面分泌物培养，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有效减少耐药菌株的产生。 

 
 

PU-3291 

Comparative genomics of Ureaplasma parvum clinical 
isolates from China 

 
Liang Ma,Tianjun Jia 

Hebei North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genomic information of Ureaplasma parvum from China 
Methods we sequenced whole genome of four Ureaplasma parvum isolates with Ion PGM 
sequencer, and run comparative genomics analysis. In addition, we conducted antibiotic 
susceptibility test and analysis of the resistance mutations. 
Results Our analyses revealed a core set of 543 conserved orthologous proteins in the 
Ureaplasma parvum genome. Compared with reference strain ATCC 27815, the four strains all 
lacked a genomic island, and added some small insertions (for example, iron ABC transporter). 
Besides, we found several point mutations in parC, parE, 23s rRNA, and L22 ribosome, some of 
them were known for drug resistance. 
Conclusions Our study provides some new sequence data and evolutionary information of 
Ureaplasma parv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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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92 

肺炎衣原体包涵体膜蛋白 Cpn0308 与 ACBD3 相互作用的鉴定 

 
马良,贾天军 

河北北方学院 

 

目的  进一步确定与肺炎衣原体包涵体膜蛋白 Cpn0308 相互作用的宿主蛋白。 

方法  利用免疫共沉淀技术、GST pull-down 技术和亚细胞共定位技术，对 Cpn0308 和前期初筛得

到的配体蛋白 ACBD3 间相互作用进行鉴定。 

结果  免疫共沉淀实验和 GST pull-down 实验结果显示，在细胞内环境和体外缓冲液环境中

Cpn0308 和 ACBD3 均存在特异性结合，激光共聚焦实验结果显示两者在多个层面存在共定位。 

结论  证实了 Cpn0308 与 ACBD3 存在相互作用，为后续 Cpn0308 的生物学功能研究提供了依

据。 

 
 

PU-3293 

降钙素原、C 反应蛋白和白细胞计数 

对肺部感染引起的菌血症的诊断价值 

 
莫少华 

新疆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降钙素原（PCT）、C 反应蛋白（CRP）和白细胞计数（WBC）对肺部感染引起的菌血

症的临床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于新疆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一科住院治疗的肺部感

染患者共 237 例。在抗菌药物使用前抽取患者静脉血进行血培养、PCT、CRP、WBC 检测，抗菌

药物使用后 24h、48h、72h 三个时间段抽取静脉血测定 PCT、CRP、WBC 水平，对所有检测结

果进行比较。 

结果  1.以血培养结果为标准，抗菌药物使用前血培养结果阳性患者的 PCT、CRP 水平与血培养结

果为阴性的患者相比有显著差异（P<0.05），WBC 结果在两组之间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

2.对抗菌药物使用后 24h、48h、72h 三个时间段的 PCT、CRP、WBC 水平进行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病情得到控制组与病情未控制组比较，PCT、CRP、WBC 水平明显降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应用受试着工作曲线(ROC 曲线)对 PCT、CRP、WBC 三个检测

项目进一步比较，结果显示：PCT 对肺部感染引起的菌血症的临床诊断效果较好，并且革兰阴性

菌中 PCT 的水平明显高于革兰阳性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肺部感染引起的菌血症中，PCT 的敏感性及特异性明显优于 CRP、WBC，PCT、CRP、

WBC 水平可以对临床肺部感染引起的菌血症的病情及控制程度进行评估，并且 PCT 在革兰阴性中

具有较高临床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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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94 

异体肾移植受者移植前后巨细胞病毒感染情况及 CMV DNA、 

CMV IgG、IgM 抗体、CMV pp65 抗原的临床应用策略研究 

 
陈曦妍,王婷婷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探讨肾移植患者移植前后巨细胞病毒（CMV）感染的情况及其诊断、监测和治疗的实验室策

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2 月异体肾移植受者移植前后 CMV 检

测情况；采用 ELISA 法检测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018 年 3 月感染或疑似感染 CMV 的异体肾移植后

患者 CMV pp65 抗原，同时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 CMV DNA。 

结果  288 例异体肾移植受者移植前 CMV IgG 抗体阳性率为 96.88%（279/288）；291 名异体肾移

植患者移植前 CMV IgM 抗体阳性率为 0。80 例异体肾移植受者于移植前后均进行 CMV DNA 检

测，移植前、后阳性率分别为 2.5%（2/80）、42.5%（34/80），移植后较移植前显著升高

（P<0.01）。移植后检测 CMV DNA 的患者共 204 名，83 名（83/204, 40.69%）CMV DNA 扩增

阳性患者中 64 名患者（64/83, 77.11%）移植后首次检出 CMV DNA 扩增阳性时间为移植后 3 个月

内。75 例肾移植后患者标本检测显示 CMV DNA 扩增阳性组的 CMV DNA 结果与 CMV pp65 抗原

结果相关程度弱（r=0.062）；CMV DNA 扩增阴性组与扩增阳性组相比其 CMV pp65 抗原检测结

果无显著差异（p=0.803）。 

结论  异体肾移植受者移植后 CMV 感染率显著高于移植前，且多发于移植后 3 个月内。移植前

CMV IgG、IgM 抗体检测主要用于判断移植受者既往 CMV 感染情况并为移植后检测提供参考。疑

似 CMV 感染患者应及时进行 CMV DNA 检测以帮助诊疗，持续 CMV DNA 监测有助于调整治疗方

案。单次 ELISA 法检测 CMV pp65 抗原结果无法用于诊疗 CMV 活动性感染。 

 
 

PU-3295 

γ - 干扰素释放试验在尘肺病 

合并结核患者早期诊断中的价值研究 

 
姜慧英 

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102300 

 

目的  探讨 γ-干扰素释放试验( Interferon-γ release assay，IGRAs)在尘肺病合并结核患者早期诊断

中的价值。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对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在我院就诊的 498 例尘肺病患者

γ-干扰素释放试验的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并与 1176 例非尘肺病患者 γ-干扰素释放试验的检测

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在尘肺病具有呼吸道感染症状的患者中，γ-干扰素释放试验的阳性率为 35.5%，非尘肺病具

有呼吸道感染患者中 γ-干扰素释放试验的阳性率为 23.6%，尘肺病患者明显高于非尘肺病患者

（P<0.05）。在临床诊断结核痰菌阳性的尘肺病患者中，γ-干扰素释放试验阳性率为 95.35%，在

临床诊断结核痰菌阴性的尘肺病患者中，γ-干扰素释放试验阳性率为 89.13%。在尘肺病的各期别

中，Ⅱ期尘肺病和Ⅲ期尘肺病患者，γ-干扰素释放试验阳性率明显高于Ⅰ期尘肺病患者，并且随着

尘肺病的进展呈上升趋势（P<0.005）。 

结论  γ-干扰素释放试验在尘肺病合并结核的早期诊断中具有重要的辅助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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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96 

PCT、hs-CRP 在血流感染中的诊断价值 

 
赵梅娥,王春霞,贾永娟 

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降钙素原(PCT)、C 反应蛋白(CRP)对血流感染患者的早期诊断价值及革兰阴性(G-)或革

兰阳性(G+)菌血流感染的早期鉴别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从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入院并同时送检血液培养、PCT、hs-CRP 检测

项目的  600 例患者的检测结果,按照血培养结果将患者分为 60 例血培养阳性者（试验组）患和

540 例血培养阴性患者( 对照组)，其中试验组又分为 G-菌组（38 例）和 G+菌组（22 例）。对比分

析各组患者的 CRP 和 PCT 水平。 

结果  试验组的 PCT 水平为（7.33±2.25）ng/mL，hs-CRP 水平为（80.94±15.81）mg/L，对照组 

PCT 水 平 （ 0.49±1.25)ng/mL,hs-CRP 水 平 （ 8.81±5.32 ） mg/L 。 G- 菌 组 PCT 水 平 为

（ 9.83±1.25） ng/mL， hs-CRP 水平为（ 100.94±18.81）mg/L，、G+ 菌组 PCT 水平为

(5.03±3.25）ng/mL，hs-CRP 水平为（99.04±23.01）mg/L，。血培养阳性组与血培养阴性组 

PCT、CRP 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 05),G-菌组与 G+ 菌组之间 PCT 水平存在明显统计学

差异(P < 0.05),而 CRP 水平无统计学差异(P =0.78)。 

结论  PCT 与 hs-CRP 都可以为血流感染的早期诊断提供参考依据，然而 PCT 在鉴别血流感染不

同菌属中的敏感性优于 hs-CRP,可在早期对怀疑菌血症患者合理用药提供依据,与血培养联合检测

可提高诊断的准确性进而降低重症患者的抗感染失败风险,提高治疗效率。 

 
 

PU-3297 

尿培养标本直接细菌鉴定和药敏试验的探讨 

 
王宪灵,王缚鲲,张海谱,贾克然,赵会海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050000 

 

目的  探讨尿培养标本采用美华 MA120 系统进行细菌直接鉴定及药敏试验方法的可靠性和临床应

用价值。 

方法   住院疑似尿路感染患者送检中段尿标本 835 份，从中筛选出符合比对要求的标本 492 份，分

别采用经典手工方法、常规培养法和直接方法(美华 MA120 系统)进行细菌鉴定和药敏试验，以经

典手工方法为标准，统计分析直接方法细菌鉴定的正确率、未鉴定率及错误率，药敏试验的正确

率、有误差率及错误率，并与常规培养法相比较。 

结果  492 份标本共检测到革兰氏阴性杆菌 369 株，革兰氏阳性球菌 123 株。常规培养法鉴定细菌

的正确率为 88.82% (437/492)、未鉴定率为 6.91 %（34/492）、错误率为 4.27%（21/492）；直

接法鉴定的正确率为 85.37 %（420/492）、未鉴定率为 10.16%（50/492）、错误率为 4.47%

（22/492），两种方法细菌鉴定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常规培养法与直接法的革兰

氏阴性杆菌的药敏试验正确率分别为 94.04%和 93.13%，有误差率分别为 4.12%和 4.01%，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常规培养法的平均错误率 1.84%明显低于直接方法的平均错误率

2.8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常规培养法与直接法的革兰氏阳性球菌的药敏试验正确

率分别为 92.89%和 86.79%，有误差率分别为 5.39%和 9.65%，错误率分别为 1.73%和 3.5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应用美华 MA120 对尿培养标本进行直接鉴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参考依据，但革兰氏

阳性球菌的药敏结果的可靠性有待进一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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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98 

华西医院 2016-2018 年结核分枝杆菌耐药情况分析 

 
张雨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了解华西医院结核分枝杆菌耐药情况，并探讨其耐药特点，为耐药结核病的监测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比例法对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微生物室结核培养阳性的 130 株进行利福平（RFP）、异

烟肼(INH)、乙胺丁醇(EMB)、链霉素(SM)4 种一线抗结核药物和卷曲霉素 (CPM)、氧氟沙星

(OFX)、乙硫异烟胺(ETH)、对氨基水杨酸(PAS)、左氧氟沙星(LVF)、莫西沙星(MOF)、利福布丁

(RFB)、阿米卡星(AMI)、卡那霉素(KAN)、氯苯吩嗪(CLO)10 种二线药物的敏感性试验。 

结果  130 株肺结核患者结核分枝杆菌的总耐药率为 37.69%,初治病人的耐药率明显低于复治病人

的耐药率, 且有统计学差异（χ
２
＝8.79，Ｐ<0.005）。初治病人的多重耐药率（χ

２
＝42.32，Ｐ

<0.005）和广泛耐多药率（χ
２
＝4.14，Ｐ<0.05）明显低于复治病人，且均有统计学差异。初治病

人的耐利福平（χ
２
＝20.12，Ｐ<0.005）、耐异烟肼（χ

２
＝7.20，Ｐ<0.01）和耐链霉素（χ

２
＝

11.10，Ｐ<0.005）耐药率明显低于复治病人，且均有统计学差异。初治病人的耐氧氟沙星（χ
２
＝

16.37，Ｐ<0.005）、耐乙硫异烟胺（χ
２
＝9.65，Ｐ<0.005）、耐莫西沙星（χ

２
＝8.00，Ｐ

<0.005）和耐利福布丁（χ
２
＝7.39，Ｐ<0.005）的耐药率明显低于复治病人，且均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应加强结核初治病人的规范化治疗，加大对复治结核病人的治疗和管理，预防耐药病人尤其

是耐多药病人的产生和传播。 

 
 

PU-3299 

血清降钙素原与 C 反应蛋白预测血培养阳性的临床应用 

 
徐腾飞,姚立琼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730000 

 

目的  探讨降钙素原与 C 反应蛋白预测血培养阳性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6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于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住院治疗期间同时测定了血清 C-反应

蛋白、降钙素原含量以及进行了血培养的成年人（≥18 岁）患者 90 例，其中血培养阳性患者 45

例，阴性患者 45 例，利用 SPSS 软件分析比较两组 PCT、CRP、白细胞计数、体温峰值等结果进

行统计分析。 

结果  血培养阳性组中降钙素原、C 反应蛋白、白细胞、体温峰值等明显高于血培养阴性组，结果

存在统计学差异。降钙素原预测血培养阳性价值最高，其次为 C 反应蛋白和白细胞。 

结论  降钙素原和 C 反应蛋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测血培养阳性结果，且结合临床联合使用时预测

价值更高。 

 
 

PU-3300 

不同年龄段老年人下呼吸道感染病原菌分析 

 
李贵玲 1,韩崇旭 1,王珏 1,2 

1.苏北人民医院/扬州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扬州市红十字中心医院,225000 

2.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检验科 

 

目的  探讨不同年龄段老年人下呼吸道感染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情况，为临床合理选用抗菌药物提供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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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下呼吸道感染的老年患者为研究

对象，将其根据年龄分为 A 组( 60 -69 岁) 2917 例和 B 组(70 -79 岁) 2550 例, C 组(≥80 岁) 2550 

例。然后将三组患者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情况用 WHONET5 .6 软件分别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老年患者随着年龄的增长，下呼吸道感染者的病原菌分布情况存在差异。A、B、C 三组下呼

吸道感染患者的病原菌均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呈逐渐递减的趋势。而真菌及革兰阳性菌的检出率都

呈现逐渐递增的趋势,鲍曼不动杆菌的药物敏感性在 A、B、C 三组中无明显差异，耐药性均比较严

重，肺炎克雷伯菌的药物敏感性在 A、B、C 三组中耐药率呈现递增的趋势。 

结论  不同年龄段老年人下呼吸道感染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情况 存在一定差异，需要加强病原菌及

药物敏感分析。 

 
 

PU-3301 

血液病患者血培养检出生痰二氧化碳嗜纤维菌一例 

 
李岩岩 

淄博市中心医院,255000 

 

目的  了解肿瘤、血液病患者或( 和) 免疫功能缺陷患者的血培养中的罕见病原菌 - 生痰二氧化碳嗜

纤维菌  

方法  根据此菌在哥伦比亚血平板和巧克力平板上的生长情况和镜下特征，利用手工生化反应、

VITEK2 - Compact 微生 物鉴定仪、质谱仪 VITEK MS 进行鉴定  

结果  结合菌落形态和革兰染色特征，手工生化结果，VITEK2 - Compact 鉴定 和质谱仪鉴定结果

最终确定为生痰二氧化碳嗜纤维菌  

结论  白血病、肿瘤及长期使用免 疫抑制剂患者的血培养较易分离出似二氧化碳嗜纤维菌之类的罕

见病原菌。  

 
 

PU-3302 

辅助诊断脓毒血症炎症因子的再认识 

 
文怡 

江苏省人民医院,210000 

 

目的  辅助诊断脓毒血症炎症因子的再认识 

方法  对诊断脓毒血症的多种炎症因子进行综述 

结果  如今对于脓毒血症的诊断常用的是降钙素原（PCT）、C 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 6

（IL-6）。随着医学的进步，脓毒血症相关的新型生物标志物逐步涌现，如血清淀粉样蛋白 A

（SSA）、可溶性 CD14 亚型（sCD14-ST）、可溶性髓样细胞触发受体-1（sTREM-1）、肝素结

合蛋白（HBP）、人内皮细胞特异性分子-1/内皮细胞特异性分子（ESM-1/endocan）、新喋呤

等。 

结论  有关脓毒血症诊断、预后评估的生物标志物已在临床上得到应用。随着科学的进步，辅助诊

断脓毒血症的新型标志物已取得较大进展。联合运用 PCT 及血培养的检测手段的基础上，再研究

新的标志物，脓毒血症的诊断的时效性和准确性会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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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03 

侵袭性真菌病的诊断和风险预警研究 

 
李名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近些年来，随着抗生素的广泛使用等原因，侵袭性真菌病（invasive fungal disease，IFD）

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呈现不断上升的现象。而在临床实际工作中，关于侵袭性真菌病的检验和诊断方

法存在检验耗时长、特异性差等诸多方面的问题，造成侵袭性真菌病前期诊断比较困难。本研究意

在综合分析现有的关于侵袭性真菌病辅助诊断的技术在实际临床工作中的意义，同时寻找对诊断侵

袭性真菌病最有意义的诊断模式，进而通过工程学手段建立关于侵袭性真菌病早期发现和诊断的模

式，为临床早期诊断侵袭性真菌病、早期用药提供更为便捷有效的支持，同时建立更为合理的诊

断、用药流程，避免抗生素的滥用。 

方法  通过对解放军总医院近十五年临床检验数据的调取、筛选、整理、分析，寻找与侵袭性真菌

病联系密切的临床指标，通过统计学分析，建立诊断模型，最后通过数据验证，证明模型的可行

性。 调取 2003-2018 在我院进行无菌体液（静脉血、脑脊液、胆汁、腹水、胸水、组织）培养阳

性且为真菌的病人的临床信息，共收集到真菌菌株 1748 株，对应临床病人共计 1355 人次，根据

与临床沟通，筛选出目前认为与侵袭性真菌病诊断关系比较密切的临床指标（包括 G 实验、GM 实

验、病理结果、影像诊断等）。 针对上述病人，上述指标，采用统计学的手段寻找侵袭性真菌病

诊断的模式，并且尽量保证模式的快速、准确。 模型建立完成后，利用我院现有的病人资料进行

验证，保证模型的准确性。 积极寻找新的关于侵袭性真菌病辅助诊断的新指标，并用模型进行验

证，同时试图找到侵袭性真菌病否定指标，减少临床的误诊和滥用抗生素。 

结果  研究意在实现侵袭性真菌病早期诊断和预警的模式化。通过临床大规模的数据统计与研究，

寻找侵袭性真菌病诊断更为有效、快捷的途径。 

结论  通过最终建立的软件系统，在侵袭性真菌病发病的早期为临床提供预警，同时规范侵袭性真

菌病诊断的标准化，做到提早预防，及时诊断，合理治疗。 

 
 

PU-3304 

呼吸道感染常见非细菌性病原分析 

 
张有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引起呼吸道感染的非细菌性病原的种类及其分布情况，掌握不同病原的分布流行趋势，

为临床诊断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5 月间，我院九项呼吸道感染病原体 IgM 抗体的检测结

果。检测方法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IFA），同时检测人血清中呼吸道感染主要病原体的 IgM 抗

体。可检的病原体包括：嗜肺军团菌血清 1 型、肺炎支原体、Q 热立克次体、肺炎衣原体、腺病

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甲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和副流感病毒 1、2 和 3 型。 

结果  五年间，共检测 19388 份标本，其中，阳性 5523 份，占 28.5%。所有阳性病原中，肺炎支

原体 4235 份（占 64.4%），乙型流感病毒 1297 份（占 19.7%），副流感病毒 751 份（占

11.4%），呼吸道合胞病毒 195 份（占 3.0%），腺病毒 76 份（占 1.2%），Q 热立克次体、肺炎

衣原体、甲型流感病毒检出较少，占比不足 1%。在不同年份，不同病原的占比变化很大。例如，

五年间，肺炎支原体占比分别为 53.6%、69.3%、70.8%、69.4%和 43.6%；乙型流感病毒占比分

别为 41.3%、26.7%、13.9%、8.0%和 43.7%；副流感病毒占比分别为 2.8%、1.4%、13.0%、

17.8%和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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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不同年份引起呼吸道感染的非细菌性病原的种类有很大差异，及时开展病原学检测对于明确

诊断意义重大。 

 
 

PU-3305 

近三年某院血培养病原菌的菌种分布与耐药分析 

 
彭莎 1,杨友华 1,李媛 1,孙怀超 1,熊樱 1,李敏 1,尹贵平 1,何超 2 

1.绵竹市人民医院,618000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回顾性分析近三年从我院送检的血培养标本中分离的病原菌菌种及主要菌种对常见药物的耐

药性，为血流感染的治疗和院感防控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我院血培养标本的数据和患者临床资料，分析血培养阳性

率、污染率、菌株科室来源和菌种分布，采用 WHONET5.6 对主要菌种的耐药性进行分析。 

结果  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我院送检的血培养标本分别为 7648 份、10404 份、11575 份，

阳性率分别为 8.64%（661/7648）、8.67%（902/10404）、7.65%(885/11575)；污染率为 1.7%

（515/29627），污染菌种主要为凝固酶阴性的葡萄球菌（488/515，94.8%）。剔除同一患者检出

的重复菌株，近三年共分离出病原菌 707 株，包括革兰阴性菌 429 株（60.2%）、革兰阳性菌 265

株（37.1%）和真菌 13 株（2.7%）；主要来源于感染科（104/707，14.7%）、呼吸内科

（101/707，14.3%）、血液病科（99/707，14.0%）、重症医学科（98/707，13.8%）和内分泌

科（77/707,10.9%）；前 3 位菌种为大肠埃希菌（271/707，38.3%）、肺炎克雷伯菌（54/707，

7.6%）和金黄色葡萄球菌（27/707，3.8%）。大肠埃希菌对头孢他啶和头孢吡肟耐药率分别为

29.8%（81/271）和 25.4%（69/271）；肺炎克雷伯菌对头孢他啶和头孢吡肟耐药率分别为 7.4%

（4/54）和 0%；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对碳氢酶烯类药物均敏感，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

菌 ESBLs 检出率分别为 23.6%(64/271)和 3.7%(2/54)，金黄色葡萄球菌中耐甲氧西林菌株占

22.2%（6/27），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和替考拉宁均敏感（100%）。 

结论  我院血培养阳性率有待提高，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应关注重点科室血流感染的预防和

控制。 

 
 

PU-3306 

一种常见细菌耐药基因检测芯片的建立及其应用 

 
徐忠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五医院,363000 

 

目的  评价新开发的一种基因芯片技术在 6 种常见致病菌的耐药基因检测中的作用，以期快速、高

效地监测相关细菌的耐药情况。 

方法  收集临床分离的革兰氏阳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41 株、肠球菌 33 株）和革兰氏阴性菌（大

肠埃希菌 57 株、肺炎克雷伯菌 39 株、鲍曼不动杆菌 32 株、铜绿假单胞菌 35 株），通过微生物

鉴定药敏测试系统进行药敏测试；同时制备耐药基因芯片，对各菌株行多重 PCR 扩增、芯片杂交

及检测；比较药敏实验和芯片检测结果的符合率。 

结果  研究显示 6 种细菌的 β-内酰胺类、大环内酯-林克酰胺-链阳菌素、四环素类、氯霉素类、甲

氧苄啶和磺胺类、喹诺酮类、氨基糖苷类耐药基因阳性率与药敏试验结果一致，总符合率在

93%~100%，其中仅有肺炎克雷伯菌检出青霉素类耐药基因 blaZ，大肠埃希菌未检出碳青霉类耐

药基因。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的糖肽类耐药基因阳性率与药敏试验结果一

致，但金黄色葡萄球菌、肠球菌、铜绿假单胞菌糖肽类耐药基因阳性率与药敏试验结果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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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新开发的芯片可检出 6 种常见细菌 8 类抗生素耐药基因，而青霉素类耐药基因 blaZ 可能在芯

片设计上仅适用于肺炎克雷伯菌，碳青霉类耐药基因可能在该芯片设计上不适用于大肠埃希菌，有

待进一步改进。 

 
 

PU-3307 

铜绿假单胞菌毒力基因检测及临床意义 

 
李岩岩,李岩岩 

淄博市中心医院,255000 

 

目的  分析山东省两所三级甲等医院铜绿假单胞菌临床分离菌株药物敏感性以及耐药基因的分布特

点，为指导临床合理应用抗菌药物、有效预防和控制铜绿假单胞菌感染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采用 ATB 系统（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进行细菌分离鉴定及药物敏感实验，根据 CLSI 标准

判断药敏结果；聚合酶链反应检测氨基糖苷类修饰酶基因、喹诺酮类基因和 β-内酰胺酶类基因分布

情况。 

结果  ①两医院对氨苄西林／舒巴坦、复方磺胺均为几乎 100%耐药，表现为多要耐药，A 医院耐

药率较高的还有妥布霉素和环丙沙星，分别达 55.9%和 50.0%，B 医院耐药率较高的还有亚胺培

南，达到 47.7%。②粘液型和非粘液型铜绿假单胞菌的药敏结果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

0.05），但粘液型铜绿假单胞菌对氨苄西林／舒巴坦、头孢吡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敏感率均

有高于非粘液型铜绿假单胞菌的趋势。③两所医院铜绿假单胞菌分离菌株 aac (3)-Ⅱ、aac (6′)-

Ⅰ、aac (6′)-Ⅱ和 parC 耐药基因检出率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④两家医院 oprD2 耐药基因

的缺失率均较高，两者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⑤粘液型和非粘液型铜绿假单胞菌耐药基因

的检出率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①不同医院铜绿假单胞菌临床分离菌株均表现出多重耐药，但耐药情况有所不同；选择药物

应以临床诊断、细菌学诊断和药敏试验为依据，合理使用抗生素，以有效预防临床铜绿假单胞菌耐

药菌株的产生。②两所医院间铜绿假单胞菌临床分离菌株耐药基因的携带情况有所不同，可能与抗

生素的滥用程度、控制院内感染措施有关。③本次研究未发现两所医院粘液型和非粘液型铜绿假单

胞菌分离菌株耐药基因检出率及药敏结果的差异，有必要扩大样本量，进一步完善两种类型铜绿假

单胞菌分离菌株对临床常用药物敏感性及耐药基因分布的数据，为临床选择敏感药物、有效预防耐

药性产生提供实验基础。 

 
 

PU-3308 

重症胰腺炎患者血流感染并发症的病原学及与预后关系研究 

 
王远芳,王波,陈莉,陈悦同,王均常,刘乃慈,何超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回顾性分析重症胰腺炎患者血流感染（Bloodstream infection，BSI）的发病率、病原菌分布

及患者预后，探讨该类并发症与患者预后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0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我院重症医学科（Intensive care unit，ICU）收治的胰腺炎

患者资料，分析 BSI 的发生率、病原学特征与入住 ICU 时间、住院死亡率的相关性。 

结果  共纳入患者 726 例，年龄 51 岁（14-97 岁），入 ICU 时 APACHE II 评分 16 分（0-46

分），入 ICU 时长 16.8 天（3-180 天）。143 例（19.7%）患者发生 BSI，其中单次感染 110 例

（76.9%），两次感染 28 例（19.6%），三次及以上感染 5 例（3.5%）。患者血培养分离病原菌

179 株，包括革兰阴性菌 102 株（57.0%）、革兰阳性菌 36 株（20.1%）和真菌 41 株

（22.9%）。主要菌种为肺炎克雷伯菌（24.3%，33/138）、鲍曼不动杆菌（19.9%，27/138）和

大肠埃希菌（17.6%，24/138）。肺炎克雷伯菌对头孢噻肟、头孢吡肟和亚胺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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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8%（25/33）、39.4%（13/33）和 6.1%（2/33）。鲍曼不动杆菌中多重耐药株占 88.9%

（24/27），对亚胺培南的耐药率为 88.9%。大肠埃希菌对头孢噻肟、头孢吡肟和亚胺培南的耐药

率分别为 95.5%（21/22）、31.8%（7/22）和 9.1%（2/22）。发生 BSI 的患者入 ICU 时长 36.2

天、住院死亡率 56.6%（81/143），未发生 BSI 的患者入 ICU 时长 16.9 天、住院死亡率 16.6%

（97/583），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发生 BSI 患者入 ICU 时长和住院死亡率成正相

关（P=0.044）。BSI 事件发生次数（1 次与多次，P=0.69）、病原菌种类差异（多重耐药菌与其

他细菌，P=0.308；阴性杆菌与阳性球菌，P=0.376；细菌与真菌，P=0.777）与患者住院死亡率

均无关。 

结论  重症胰腺炎患者 BSI 发病率和死亡率高，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入住 ICU 时长与患者死

亡率相关，应注意预防和治疗该类并发症。 

 
 

PU-3309 

2013-2015 年门急诊病毒性腹泻在人群中的分布 

 
陈刚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了解门急诊病毒性腹泻在人群中的分布及流行情况，为临床医生提供参考 

方法  统计 2013.06.01-2015.10.01 我院门急诊病人中腹泻病人的发病情况和检测情况，分析诺如

病毒、扎如病毒、轮状病毒 A 组、轮状病毒 B 组、腺病毒和形状病毒的发病率及分布特征，除轮

状病毒 A 组用血清学方法外，其余 5 种病毒均采用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 

结果  这六种病毒在门急诊病人中的发病率分别为：诺如病毒 7.16%（38/531），腺病毒 0.18%

（1/531），星状病毒 0.5%（3/531），轮状病毒 A 组为 16.77%（89/531），其余几种病毒的发

病率均为 0%。诺如病毒共有 GII 型 10 例，其余为 GI 型。 

结论  门急诊病毒性腹泻病人中以轮状病毒 A 组最多，轮状病毒 B 组和扎如病毒的发病数量最少。 

 
 

PU-3310 

2017 年鲍氏不动杆菌的多重耐药性及 NDM-1 基因分析 

 
liyun 

淄博市中心医院,255000 

 

目的  检测 2017 年淄博市鲍氏不动杆菌耐药性及多重耐药菌株携带 NDM-1 基因，并与全国耐药性

水平比较,评价本院严格控制抗生素使用的效果。 

方法  用 Vitek2-Compact 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检测鲍氏不动杆菌对 17 种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并检

测多重耐药菌是否携带 NDM-1 基因。 

结果  鲍氏不动杆菌对氨苄西林、头孢类抗菌药物耐药率达 100%;氨曲南、头孢曲松、环丙沙星、

庆大霉素、头孢吡肟、氨苄西林/舒巴坦、复方磺胺甲基异恶唑、亚胺培南、妥布霉素、哌拉西林/

他唑巴坦的耐药率为 50-60%；头孢他啶、左旋氧氟沙星、硫酸阿米卡星耐药率为 20-40%。医院

严格按照《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和药敏试验结果用药，各季度耐药性分离率逐步下降。氨

苄西林、头孢替坦、头孢唑啉、呋喃妥因一直保持 100%高抗药率，其他抗生素在第二季度略有降

低，三季度降低明显。17 种常用药物耐药率 2017-1-3-31、2017-4-6-30 与 2017-7-9-30 比较，差

异显著（x2=6.731，P<0.05）。被检菌株整体低于全国鲍氏不动杆菌的耐药性水平（卫生部全国细

菌耐药监测网），差异显著（x2=8.091，P<0.05）。本年度鲍氏不动杆菌多耐药菌均不携带 NDM-

1 基因，被检菌株整体低于全国鲍氏不动杆菌的耐药性水平。 

结论  淄博市中心医院严格按照《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和药敏试验结果用药，取得较好的

治疗效果，鲍氏不动杆菌耐药性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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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11 

泌尿系统感染及无症状男性沙眼衣原体、 

淋球菌及解脲支原体感染情况分析 

 
赵乾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分析本地区男性泌尿系统感染及无症状者沙眼衣原体（CT）、淋球菌（NG）及解脲支原体

（UU）感染情况，为性传播疾病（STD）的诊断和预防提供依据。 

方法  选择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5 月期间沙眼衣原体（CT）、淋球菌（NG）及解脲支原体

（UU）三项联合检查的男性患者共 464 例，收集尿道口分泌物、精液或尿液样本，提取病原核

酸，采用荧光 PCR 法进行检测。 

结果   沙眼衣原体（CT）感染率为 13.15%（61/464）、淋球菌（NG）感染率为 11.64%

（54/464）、解脲支原体（UU）感染率为 25.00%（116/464）；混合感染中 CT+UU 的感染率为

1.94%（9/464），CT+NG 的感染率为 1.72%（8/464），NG+UU 的感染率为 1.51%（7/464），

CT+NG+UU1 例；20 岁至 40 岁送检百分比 81.47%（378/464），且此年龄段总感染率为 48.94%

（185/378）。 

结论  泌尿系感染的男性患者非淋球菌性感染率较高， 20 岁至 40 岁男性为性传播疾病的高危人

群，应重点筛查及预防。 

 
 

PU-3312 

基于探针熔解曲线分析多重 PCR 技术在病毒检测中的应用 

 
柳鹏程,徐锦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200000 

 

目的  快速准确的实验室诊断对病毒感染性疾病的早期诊治具有重要意义。本项目旨在以呼吸道病

毒为对象，建立基于 TaqMan 探针多色熔解曲线分析多重 PCR，探讨该技术在临床病毒检测应用

中的可行性。 

方法  以呼吸道合胞病毒、甲型/乙型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 1 型/2 型/3 型等 6 种呼吸道病毒为模

型，根据其保守基因序列设计合成 TaqMan 探针和引物，构建单管 3 色标记的多重 PCR。使用倍

比稀释的病毒阳性质粒为模板，评估多重的最低检出限。通过交叉反应试验评估反应体系的特异

性。收集临床疑似呼吸道感染患儿鼻咽部抽吸物（NPA）标本 352 例，分别使用多重 PCR 和直接

免疫荧光法（DFA）对其呼吸道病毒进行检测，并对其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不一致标本使用测

序或单重 PCR 进行确认。 

结果  各呼吸道病毒在相应荧光通道的对应 Tm 值处可形成清晰可辨的熔解峰。各呼吸道病毒的最

低检出限在 1~103 copies/μl 之间，常见呼吸道病毒之间无交叉反应出现。使用 NAP 标本验证，矩

阵荧光 PCR 检出率为 19.0％（67/352），包括混合感染 4 例，DFA 检出率为 13.1％

（46/352），包括混合感染 2 例。多重 PCR 与 DFA 具有较高符合率，在 94.6%~100%之间。31

例结果不一致标本中 29 例的测序或单重 PCR 结果与多重 PCR 一致。 

结论  基于 TaqMan 探针熔解曲线分析多重 PCR 技术具有高通量，低成本的优势，其在病毒检测

中具有可行性，可为临床病毒高通量检测的普及应用提供具有潜力的技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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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13 

淋病奈瑟菌选择性固体培养基的检测性能探讨 

 
梁连辉 

中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对 5 品牌厂商淋病奈瑟菌选择固体性培养基（TM）进行性能测试，探讨其检测性能的优劣。 

方法  参照 SN/T1538－2007《培养基制备指南》及 YYT1166－2009《淋球菌琼脂基础培养基》推

荐方法，用生长率、选择性、微生物污染和生理生化特性测试，评价国内外 5 品牌厂商 TM 的检测

性能。 

结果  目标菌在梅里埃厂商、国产厂商 2、3、4、5TM 上的生长率（PR）分别为 0.84、0.45、

0.30、0.16 和 0.00，其中厂商 5 PR低于规定下限，不同国内厂商与梅里埃厂商 TM 的 PR比较，以

及国内各厂商间的 PR 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厂商 TM 的选择因子 SF 和微生物

污染率均符合要求（均为 5 和 0），其生长菌的生理生化特性显示正常。 

结论  市售淋病奈瑟菌固体选择性培养基的质量存在参差不齐，可通过性能测试选择优质的培养

基，以提高临床样本淋病奈瑟菌的检出率。 

 
 

PU-3314 

乳腺脓液细菌培养病原菌分布及其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药敏分析 

 
邵天波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乳腺炎脓液培养的细菌分布及其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耐药情况，为临床用药提供指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乳腺科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送检的乳腺脓液培养的致病菌分布特点及

其主要致病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耐药情况。 

结果  培养分离出 106 株致病菌，金黄色葡萄球菌（Sau）57 株，占 54%，其中 β-内酰胺酶阳性

55 株，占 96.5%，18 株为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MRSA），占 31.58%。MRSA 对青霉素、苯

唑西林的耐药率为 100%，对红霉素、克林霉素的耐药率为 72.2%、61.1%，未发现耐万古霉素、

替卡拉宁、复方新诺明、利奈唑胺、奎奴普丁/达福普汀菌株；非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MSSA）青霉素的耐药率为 97.4%，对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莫西沙星的敏感率均为 92.3%，

未发现耐万古霉素、替卡拉宁、利奈唑胺、苯唑西林、奎奴普丁/达福普汀菌株。 

结论  乳腺脓液分离的致病菌大多为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 感染率达 31.58%，青霉素和苯唑西

林耐率为 100%，该药已不适合作为乳腺炎治疗的经验用药。MRSA 感染的出现及占据比例也很

高，且具有明显多重耐药性，更应根据结果合理使用抗生素。 

 
 

PU-3315 

糖尿病足合并周围血管病变患者的病原菌及药敏分析研究 

 
梁静,王瑶 

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糖尿病足合并周围血管病变患者感染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为该病诊断及抗菌药物应

用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2016 年 5 月至 2018 年 5 月入院的糖尿病足合并周围血管病变患者 316 例，采集患者足

部溃疡感染处标本，进行细菌培养鉴定及药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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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316 例患者共采集 316 例标本，分离出病原菌 339 例，其中革兰阳性菌（205 株，60.47%）

比例较高,以金黄色葡萄球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肠球菌为主，MRSA（42 株，39.25%），未

发现耐利奈唑胺、万古霉素菌株；革兰阴性菌（132 株，38.94%），以肠杆菌科细菌及铜绿假单

胞菌为主，多重耐药菌株（19 株，28.79%），肠杆菌科细菌对亚胺培南耐药（8 株，12.12%）；

真菌（2 株，0.59%）。 

结论  糖尿病足合并周围血管病变患者 MRSA 感染率及革兰阴性菌耐药率明显升高，临床可根据此

特征确定抗菌药物治疗方案控制感染。 

 
 

PU-3316 

烧伤患者创面分泌物病原菌种类及耐药性分析 

 
曾白华 

绵阳市人民医院,621000 

 

目的  了解烧伤科患者创面分泌物病原菌种类和耐药性，为临床预防和治疗烧伤创面感染提供合理

用药的依据。 

方法  回顾性统计 2014 年 7 月~2018 年 4 月烧伤科患者创面分泌物病原菌种类并对细菌耐药性进

行分析。 

结果  （1）烧伤科分泌物标本共分离病原菌 270 株，其中革兰氏阳性球菌 147 株，占 54.44%；革

兰氏阴性杆菌 123 株，占 45.56%；真菌 3 株，占 1.11%。（2）分离率居前五位的细菌分别是金

黄色葡萄球菌（19.63%）、溶血葡萄球菌（6.49%）、铜绿假单胞菌（6.23%）、阴沟肠杆菌

（6.23%）、肺炎克雷伯菌（3.90%）、粪肠球菌（3.12%）。（3）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和溶血葡萄球菌分离率极高（55%、95%）；肺炎克雷伯菌对氨苄西林/舒巴坦头、孢噻吩、头孢

唑啉、头孢西丁、庆大霉素耐药率较高（>50%）。 

结论   该院烧伤科患者创面分烧伤科患者物培养病原菌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细菌耐药情况严

重，加强创面分泌物培养监测及定期对细菌耐药性进行总结分析对指导临床规范、合理使用抗菌药

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PU-3317 

High in vitro activity of  linezolid  against Staphylococcus 
and Vancomycin resistant enterococcus  isolates from a 

university teaching hospital in China：a new antibacterial 

agent made in China 

 
Shuying Yu,Yingchun Xu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Objective Gram-positive organism infection is a significant cause of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both the acute care setting and the wider healthcare system. A multi-center study in China was 
proposed to evaluate the in vitro activity of linezolid (Haosen,Jiangsu, China ) and comparators 
against MRSA, MSSA, MRCNS, MSCNS and VRE isolates. 
Methods Each species involved 50 non-duplicate MRSA, MSSA, MRCNS, MSCNS and VRE 
isolates from six university teaching hospitals. Species identification was performed by MALDI-
TOF MS systems supplemented with 16SrDNA gene sequencing. The MICs of the isolates were 
determined against hlinezolid ( Haosen,Jiangsu, China ), plinezolid(Pfizer, USA) , vancomycin, 
teicoplanin, daptomycin and  oxacillin, by broth dilution methodology.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medicine-and-dentistry/gram-positive-bac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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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susceptibility rate of all the MRSA, MSSA and MSCNS isolates is up to 100% 
against all the antibiotic agents. 12% of the MRCNS and 50% VRE are non-susceptible to 
teicoplanin while 100% of the MRCNS and VRE are susceptible to the other agents. The 
categorical agreement and essential agreement of the two kinds of linezolid are up to 100%; the 
very major errors rate, major errors rate and minor errors rate were all zero. 

Conclusions In vitro susceptibility of hlinezolid and plinezolid are in good consistent. 
Our finding showed that hlinezolid had excellent antimicrobial activity against drug 
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nd Enterococcus. 
 
 

PU-3318 

Trichosporon dohaense, an Emerging Pathogen of Human 
Invasive Infections, and Literature Review 

 
Shuying Yu,Ying-Chun Xu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Objective Trichosporon dohaense is a rare fungal species which has not been described in 
human invasive infections.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wo T. dohaense isolates from patients with invasive 
infections in two hospitals in China, as part of the China Hospital Invasive Fungal Surveillance 
Net (CHIF-NET) program. Both patients were under immunocompromised conditions.  
Results Both patients were under immunocompromised conditions. On chromogenic agar, T. 
dohaense isolates were dark blue, similar to the color of C. tropicalis, but the characteristic moist 
colony appearance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T. asahii. The two isolates were misidentified as 
Trichosporon asahii and Trichosporon inkin by the VITEK 2 YST system. The rDNA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ITS) region and D1/D2 domain sequences of the two T. dohaense isolates 
were 100% identical to T. dohaense type strain CBS10761T. Intergenic spacer region 1 sequence 
also clearly distinguished the species. Of three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MALDI-TOF MS) systems, Bruker Biotyper and Autobio MS correctly 
identified the two isolates to species level, while Vitek MS systems misidentified them as 
Trichosporon ovoides or Trichosporon asteroides. Echinocandins exhibited no in vitro activities 
against the two T. dohaense isolates. In addition, the isolates exhibited intermediate susceptibility 
to fluconazole (MICs of 8 and 16 μg/ml), and itraconazole, voriconazole, posaconazole (MICs 
0.25-1 μg/ml). T. dohaense demonstrated susceptibility to amphotericin B with MIC of 1 μg/ml. 
The MICs of fluconazole and voriconazole in our study were higher than the MIC50 of 62 T. asahii 
isolates (4 and 0.064 μg/ml) in the CHIF-NET program.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this case study points to a possible emergence of T. dohaense as 
an opportunistic human invasive fungal pathogen, and the reduced susceptibility should be noted. 
 
 

PU-3319 

毛孢子菌研究进展 

 
于淑颖,郭莉娜,周梦兰,徐英春 

北京协和医院,100000 

 

目的  近年来，随着免疫功能患者的增多，毛孢子菌已经成为临床上越来越重要的条件致病菌，医

务工作者应该提高对毛孢子菌的重视和认识。本文从分类、毒力因子及致病机制、毛孢子菌感染、

实验室诊断方法及抗菌药物敏感性和治疗等方面对毛孢子菌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综述。 阿萨希毛孢

子菌是造成侵袭性感染的主要致病菌，形成生物膜和多种酶的分泌促进毛孢子菌逃脱抗真菌药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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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伤作用和宿主的免疫应答。MALDI-TOF MS 对毛孢子菌的鉴定具有准确、快速和低成本的优

点，唑类药物是侵袭性毛孢子菌感染的一线治疗药物。 

方法  近年来，随着免疫功能患者的增多，毛孢子菌已经成为临床上越来越重要的条件致病菌，医

务工作者应该提高对毛孢子菌的重视和认识。本文从分类、毒力因子及致病机制、毛孢子菌感染、

实验室诊断方法及抗菌药物敏感性和治疗等方面对毛孢子菌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综述。 阿萨希毛孢

子菌是造成侵袭性感染的主要致病菌，形成生物膜和多种酶的分泌促进毛孢子菌逃脱抗真菌药物的

杀伤作用和宿主的免疫应答。MALDI-TOF MS 对毛孢子菌的鉴定具有准确、快速和低成本的优

点，唑类药物是侵袭性毛孢子菌感染的一线治疗药物。 

结果  近年来，随着免疫功能患者的增多，毛孢子菌已经成为临床上越来越重要的条件致病菌，医

务工作者应该提高对毛孢子菌的重视和认识。本文从分类、毒力因子及致病机制、毛孢子菌感染、

实验室诊断方法及抗菌药物敏感性和治疗等方面对毛孢子菌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综述。 阿萨希毛孢

子菌是造成侵袭性感染的主要致病菌，形成生物膜和多种酶的分泌促进毛孢子菌逃脱抗真菌药物的

杀伤作用和宿主的免疫应答。MALDI-TOF MS 对毛孢子菌的鉴定具有准确、快速和低成本的优

点，唑类药物是侵袭性毛孢子菌感染的一线治疗药物。 

结论  近年来，随着免疫功能患者的增多，毛孢子菌已经成为临床上越来越重要的条件致病菌，医

务工作者应该提高对毛孢子菌的重视和认识。本文从分类、毒力因子及致病机制、毛孢子菌感染、

实验室诊断方法及抗菌药物敏感性和治疗等方面对毛孢子菌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综述。 阿萨希毛孢

子菌是造成侵袭性感染的主要致病菌，形成生物膜和多种酶的分泌促进毛孢子菌逃脱抗真菌药物的

杀伤作用和宿主的免疫应答。MALDI-TOF MS 对毛孢子菌的鉴定具有准确、快速和低成本的优

点，唑类药物是侵袭性毛孢子菌感染的一线治疗药物。 

 
 

PU-3320 

全自动抗酸识别与传统镜检方法比较 

 
叶坤,马艳宁,张永轻,张有江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全自动抗酸染色识别系统与传统人工镜检的方法学比较，为提高临床结核阳性检出率做参

考。 

方法  对 2017 年 8 月 10 日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的 1002 份临床痰“涂片查抗酸杆菌”标本进行萋尼

氏染色，同时进行全自动抗酸染色阅片系统和人工镜检进行平行检查 300 个视野。 

结果  2017 年 8 月 10 日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共 1002 份“涂片查抗酸杆菌”中阳性 21 例，全自动抗

酸染色阅片系统阳性率 2.1%（21/1002），人工镜检阳性率 1.90%（19/1002）。人工漏检标 2 例

本经过离心浓集后，再次人工镜检为阳性。 

结论  全自动抗酸染色阅片系统检出率略优于人工镜检，但整体节省人力成本，减少报告 TAT，具

有较大的推广价值。 

 
 

PU-3321 

2012-2017 年南方医院血培养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变迁 

 
肇恒瑞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了解南方医院血培养分离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变迁状况，为临床诊治血流感染提供实验室依

据，为临床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南方医院 2012-2017 年之间血培养阳性的相关数据，按照美国 CLSI 2017 年版标准判读

结果，用 WHONET 5.6 软件统计分析血培养标本分离菌的分布及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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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012－2017 年血培养共分离出 4481 株病原菌，其中其中革兰阴性菌占 61.5%，革兰阳性菌

占 34.2%，真菌占 4.3%。常见的病原菌依次是大肠埃希菌（21.3%）、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14.4%）、肺炎克雷伯菌（12.9%）、金黄色葡萄球菌（7.1%）、铜绿假单胞菌（6.7%）、不

动杆菌属（5.4%）（鲍曼不动杆菌及鲍曼/醋酸钙不动复合体占 97.8%）、粪肠球菌（3.9%）、阴

沟肠杆菌（3.4%）等。根据 6 年的药敏结果，每两年综合分析可见，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MRSA）占金黄色葡萄球菌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31.0%、36.8%和 47.6%；耐甲氧西林的凝固酶阴

性葡萄球菌（MRCNS）占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89.7%、89.4%和 85.4%。葡萄

球菌属、链球菌属和粪肠球菌中均未发现万古霉素耐药菌株，屎肠球菌对万古霉素的耐药率为

0.09％。肠杆菌科对碳青霉烯耐药的菌株呈逐年增多的趋势，6 年中共发现 4 株大肠埃希菌，19 株

肺炎克雷伯菌和 7 株阴沟肠杆菌，分别为各自菌种的 0.4%、3.3%和 4.5%。不动杆菌属（鲍曼不

动杆菌及鲍曼 /醋酸钙不动复合体占 97.8%）对亚胺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 40.7%、42.6%和

57.1%；对美罗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 39.2%、40.3%和 54.8%。铜绿假单胞菌对对亚胺培南的耐药

率分别为 10.1%、12.0%和 18.0%；对美罗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 4.0%、5.5%和 7.1%，对哌拉西

林-他唑巴坦的耐药率分别为 6.1%、5.8%和 6.3%。 

结论  临床分离菌对常见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呈增长趋势，应加强医院感染防控措施，加强实验室与

临床的沟通，使临床重视病原菌的检测并根据药敏试验结果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加强防范碳青霉烯

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和广泛耐药的不动杆菌所致感染对临床造成的严重威胁。 

 
 

PU-3322 

2012-2017 年南方医院中段尿培养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变迁 

 
肇恒瑞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了解南方医院中段尿培养分离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变迁状况，为临床诊治血流感染提供实验

室依据，为临床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南方医院 2012-2017 年之间中段尿培养阳性的相关数据，按照美国 CLSI 2017 年版标准

判读结果，用 WHONET 5.6 软件统计分析中段尿培养标本分离菌的分布及耐药性。  

结果  2012－2017 年中段尿培养共分离出 6160 株病原菌，其中其中革兰阴性菌占 66.7%，革兰阳

性菌占 21.6%，真菌占 11.7%。常见的病原菌依次是大肠埃希菌（40.1%）、粪肠球菌

（7.8%）、肺炎克雷伯菌（7.6%）、白色念珠菌（6.4%）、屎肠球菌（4.9%）、奇异变形杆菌

（3.7%）、铜绿假单胞菌（2.7%）等。根据 6 年的药敏结果，每两年综合分析可见，产超广谱 β

内酰胺酶（ESBL）的大肠埃希菌占大肠埃希菌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48.5%、46.0%和 45.7%；产

ESBL 的肺炎克雷伯菌占肺炎克雷伯菌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45.8%、40.8%和 44.3%。肠杆菌科对碳

青霉烯耐药的菌株 6 年中共发现 10 株大肠埃希菌，8 株肺炎克雷伯菌和 5 株阴沟肠杆菌，分别为

各自菌种的 0.4%、1.7%和 5.3%。肠杆菌科对亚胺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 0.4%、0.6%和 1.0%；对

美罗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 0.4%、0.6%和 1.0%。肠杆菌科细菌对左氧氟沙星的耐药率分别为

43.5%、46.8%和 48.4%，环丙沙星的耐药率分别为 48.6%、51.3%和 52.2%。分离到的革兰氏阳

性细菌中葡萄球菌属、链球菌属和粪肠球菌中均未发现万古霉素耐药菌株，屎肠球菌对万古霉素的

耐药率为 0.7％，分离到的革兰氏阳性菌对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及利奈唑胺的耐药率分别为 0.2%、

0.2%和 3.4%。 

结论  对于泌尿系统感染的患者应及时进行病原学的检测，明确病原菌并根据药敏试验结果合理使

用抗菌药物，降低耐药株的出现，提高诊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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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23 

血培养中常见病原菌及其耐药性分析 

 
陈晶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了解广州市南方医院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1 月的血培养病原菌种类、耐药情况，为临床合

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美国 BD 公司的 Bactec 9240 全自动血培养分析仪进行连续培养监测，细菌鉴定采用同

公司的 phonix BD100 全自动细菌鉴定药敏系统，统计分析采用 WHONET5.6 软件。 

结果  2298 例血培养标本共分离出病原菌 369 例，阳性率为 16.0%。其中 G+菌株 109 株

（29.6%），G-菌株 240 株（65.0%），真菌 20 株（5.4%）。革兰阳性菌中以金黄色葡萄球菌、

凝固酶阴性的葡萄球菌为主，凝固酶阴性的葡萄球菌属对环丙沙星、青霉素、氨苄西林耐药率＞

84.4%。葡萄球菌属和肠球菌属，对万古霉素敏感率达 100.0%。革兰阴性菌中以大肠埃希菌、肺

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为主，其中大肠埃希菌的检出率最高，其对氨苄西林的耐药率高达

93.4%，产 ESBLs 的大肠埃希菌临床分离株对头孢噻肟的耐药率高于头孢他啶，头孢三代用于大

肠杆菌感染的治疗有耐药率升高的趋势（头孢他啶 50.7%）。非发酵菌中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性比

铜绿假单胞菌严重 

结论  目前导致血流感染的病原菌分布较广，葡萄球菌和大肠埃希菌仍是血流感染的重要病原菌，

根据病原菌种类和药敏结果合理使用抗生素是有效控制感染和减少耐药菌株产生的重要手段。 

 
 

PU-3324 

γ-干扰素释放试验对结核病诊断的应用价值 

 
陈晶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分析 γ-干扰素释放定量试验（IGRA）在结核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整理 2016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 月南方医院 796 例进行 IGRA 检测的住院患者，分析 IGRA

对结核感染的诊断价值，并将其与痰涂片抗酸镜检、结核抗体胶体金法、结核 DNA 荧光定量 PCR

法、结核菌素皮肤试验（TST）、结核感染 T 细胞斑点试验（T-SPOT.TB）进行比较。 

结果    IGRA 对肺结核和肺外结核检出阳性率分别为 80.17%、84.0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结核组与非结核组阳性率有显著性差异（P<0.01）。IGRA 对结核诊断的敏感性、特

异性、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81.86%、81.25%、60.07%、92.86%。痰涂片抗酸镜检、

结核抗体胶体金法、结核 DNA 荧光定量 PCR 法、TST、T-SPOT.TB 的敏感性分别为 3.42%、

21.05%、15.15%、66.67%、82.89% 

结论   IGRA 敏感性和阴性预测值较好，对结核辅助诊断具有较高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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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25 

微滴数字 PCR 技术检测儿童脑脊液中肠道病毒方法的初建立 

 
卢丽娟,曹凌峰,钟华清,徐梦华,徐锦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200000 

 

目的   肠道病毒在儿童脑膜脑炎发病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脑脊液中病毒量极低，用现有的普通

PCR 及 FQ-PCR 无法准确的进行定量测定。本研究拟采用微滴数字 PCR 技术，初步构建检测儿

童脑脊液中肠道病毒的绝对定量方法。 

方法  根据常见的肠道病毒 A、B 及 C 组 5’UTR 保守区域通过 DNAMAN6.0 进行序列比对及引物和

探针的设计。采用构建的肠道病毒质粒对微滴数字 PCR 反应体系中的引物和探针浓度、退火温度

等条件进行优化，并对该方法的灵敏度、特异性等进行分析。 

结果  最终确定反应体系中的最佳退火温度为 59.2℃，正向引物和反向引物终浓度为 900nm，探针

终浓度为 250nm。该方法检测肠道病毒的灵敏度可达到单个拷贝。通过对多种 RNA 病毒及 DNA

病毒进行特异性检测，发现该引物和探针在检测肠道病毒中表现出较好的特异性。 

结论  本研究初步建立的微滴数字 PCR 技术检测儿童脑脊液中肠道病毒方法特异性强、灵敏度高、

检测限低等，可以为儿童肠道病毒性脑膜脑炎的诊断了提供可靠的实验室依据。 

 
 

PU-3326 

123 例肺炎链球菌的临床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杨智,王源 

云南省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云南省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肺炎链球菌的临床

分布及耐药情况，为便临床更合理的使用抗生素。 

方法  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 Viteck2-compact 全自动细菌鉴定及药敏分析仪对各临床科室分离

的 123 株肺炎链球菌的耐药度进行分析。 

结果  123 肺炎链球菌均来自于痰液标本，59.3%来自儿科。123 肺炎链球菌对复方新诺明、四环

素、红霉素有较高的耐药率，分别为 79.7%、87.0%、94.3%，对青霉素耐药率为亦高达 42.3%，

其次对氯霉素、头孢噻肟敏感率都在 80%以上，对万古霉素、左氧氟沙星、利奈唑胺耐药率为 0。 

结论  本院肺炎链球菌的易感人群为儿童，且分离的 123 株肺炎链球菌对复方新诺明、四环素、红

霉素的耐药十分严重，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其次青霉素对肺炎链球菌的耐药率也高达 42.3%，有

必要对其进行耐药监测。第三代头孢有良好的抗菌作用，头孢噻肟可作为首选用药。最后利奈唑胺

在治疗革兰阳性球菌引起的肺炎中疗效好，值得在临床推广。 

 
 

PU-3327 

多重耐药患者肠道内乳杆菌的分离与鉴定 

 
林迎春,孙杰 

莆田学院药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目的  从临床肿瘤患者粪便中分离获得乳杆菌，完成种属鉴定并分析其临床意义。 

方法   采集临床患者粪便，在 MRS 和含碳酸钙的 LBS 固体培养基上分离培养，挑取目的菌落反复

分离获得纯化菌株，利用生化鉴定方法进行种属鉴定。 

结果  45 份样本共得到 7 株乳杆菌，其中植物乳杆菌 5 株、鼠李糖乳杆菌 2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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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研究发现，植物乳杆菌、鼠李糖乳杆菌在肿瘤患者肠道内的存活能力高于其他菌株。分离获

得的植物乳杆菌和鼠李糖乳杆菌有待日后对其开展特性、耐受性及安全性等研究，以期得到更多应

用。 

 
 

PU-3328 

冢村菌属误诊为结核杆菌的病例报道 1 例 

 
张丽,谢秀丽,宋红梅,刘玲莉 

北京协和医院,100000 

 

目的  本文旨在报道由冢村菌属引起的误诊为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慢性肺部感染一例。 

方法  一位 55 岁女性患者因肺部多发结节于 2015 年就诊于北京协和医院，期间检查曾在痰涂片中

查到抗酸杆菌，患者于 2017 年初开始接收规律的抗结核治疗，但是治疗效果不明显，2018 年 3 月

患者再次做肺部 CT 检查，肺部结节未见明显好转。再次送结核培养，培养 4 天后报警，荧光染色

可疑阳性，萋尼染色阳性但着色不均匀，结核抗原金标（-）。传种罗氏培养管后，菌株很像分枝

杆菌，再次染色后荧光染色可疑阳性，萋尼染色阳性。但是进行结核非结核核酸测定为阴性，于是

决定对菌株进行 16s 测序。 

结果  菌株分子测序结果在专业网站进行比对后，证实该菌为冢村菌属。冢村菌属是一种弱抗酸的

革兰阳性杆菌，属于冢村菌科。革兰阳性需氧菌，部分抗酸染色阳性，无芽孢无动力。菌体可产生

分枝菌酸，但对常用的抗结核药物耐药。因此能够部分解释患者长期抗结核治疗无好转的原因。 

结论  该菌的临床感染较为少见，通常为单个的感染报道。由于菌体可产生分枝杆菌，其肺部感染

时可形成结核样空洞，易误诊为结核。 

 
 

PU-3329 

A Retrospective Study of Fifty Cases of Brucellosis in A 
Tertiary Hosp. from China 

 
Li Zhang,Ying-Chun Xu 

Peking Union Medeical College Hospital 

 
Objective Brucellosis is a zoonosis caused by Gram-negative bacteria, Brucella spp. Brucellosis 
shows wide clinical polymorphism, which frequently leads tomisdiagnosis and treatment delays. 
Especially in China, most brucellosis cases were misdiagnosed and rarely case reporteddue to its 
relatively low incidence rate and doctors’ lack sense of this diseas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report brucellosis cases in our hospital, and to analyze their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findings.  
Methods A total of 50 cases were diagnosed as brucellosis i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over a five-year period from 2012 to 2017. Aretrospective study was undertaken and 
patient files wereinvestigated for their history,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findings, aswell as clinical 
outcomes. 
Results Nearly all the cases were misdiagnosed at first, while most patients were finally 
diagnosed for at least 2 months. Of the 50 patients, 39(80%) were male and 10 (20%) were male. 
The mean age of patients was 52.3 years. Half cases had a history ofraw milk orproducts 
consumptionand others were found to have no occupational risk for brucellosis. The most 
frequently seen symptoms were arthralgia (68%) and fever (80%). The most frequent laboratory 
finding was neutropenia (76%), high ESR (71.7), and a high C-reactive protein level (52%). The 
STA test was positive in all20 cases who had been conducted this test. The most important 
discovery was that nearly half cases showed coagulation disorders with prolonged APTT time 
and higher D-Dimer level. Doxycycline and streptomycin with or without rifampinappeared to be 
most common treatmen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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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Brucellosis may lead to serious morbidity, and it is increasinglybeingan important 
healthproblem in China. Much morestudies are needed to show their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which could help doctor accurately diagnose brucellosis and give proper 
treatment. 
 
 

PU-3330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isolated from 2017 to 2018 

 
Chun Yang,Xufeng Ji,Ying Feng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To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rational use of 
antimicrobial agents and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control the drug-resistant strains. 
Methods 1. The Pseudomonas aeruginosa were isolated from the clinical laboratory of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2. The resistance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for 20 antimicrobial agents were determined using 

paper disk method and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method, analyzed the drug-

resistant spectrum. The results were evaluated based on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CLSI-M100-S27).WHONET-5.6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rug resistance data. 
Results 1. Most of 1679 Pseudomonas aeruginosa strains were collected from abdominal fluid 
(12 strains), broncho-alveolar lavage (49 strains), bile (14 strains), blood (45 strains), ear (5 
strains), sputum (761 strains), urine (47 strains), shunt fluid (23 strains ), secretion (3 strains) 
during the whole year. 
2. The drug-resistant rates of the 1679 isolated strains to meropenem and imipenem were 12.8% 
and 12.2% respectively. 1679 strains were all resistant to ceftriaxon, cefotaxim, cefuroxim. The 
rates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resistant to ceftazidime, cefepime, were 9% and 8.3% 
respectively. The rates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resistant to levofloxacin and ciprofloxacin 
were 9.1%. The rates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resistant to piperacillin/tazobactam and 
amikacin were 5% and 3.2% respectively. 
3.One thousand six hundred and seventy-nine strains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mainly from 
the surgical ward, 82 case from ICU, 6 cas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department, 87 from neurology, 
24 from pediatric respiratory medicine, 161 strains from department of respiration, 74 strains from 
neurosurgery, 39 strains from emergency department, 20 strains from oncology department, 32 
strains from hepatobiliary pancreatic surgery, 15 strains from urinary surgery, 66 strains from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7 strains from the outpatient department, four strains from trauma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three strains from spine surgery and only one strain from obstetrical 
department. 
Conclusions 1. One thousand six hundred and seventy-nine strains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were screened by analyzing the drug resistance spectrum in the research, which has 
different resistant rates to different antimicrobial agents. 
2. Most of the 1679 Pseudomonas aeruginosa were isolated from sputum. Department of 
respiration is the department that isolated most numbers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The rates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resistant to amikacin is lowest. Monitoring of the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change of the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should be investigated in order to direct rational drug usage in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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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31 

中国多中心 541 株血流感染近平滑念珠菌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张丽,徐英春 

北京协和医院,100000 

 

目的  近平滑念珠菌在中国已成为念珠菌血症第一常见的病原菌。近平滑念珠菌通常定植在皮肤的

表面，因此很容易通过医护人员的手在院内传播，甚至引起暴发流行。目前国外已经有多项研究证

实近平滑念珠菌可在院内病房尤其是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引起暴发流行，而国内尚未给予足够重

视，也无相关报道。因此本研究将对全国多中心收集的近平滑分析进行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方法  全国多中心酵母菌监测网 CHIF-NET10-CHIF-NET13 共收集近平滑念珠菌 541 株血流感染菌

株。我们选取分辨率比较高的微卫星分型方法对近平滑念珠菌进行分型，微卫星位点通常通过

PCR 扩增和电泳检测，并根据片段大小分离等位基因进行差异和亲缘关系分析。用于扩增的引物

要使用荧光标记，在本研究中的 4 对引物采用 FAM 和 HEX 进行标记：B5，CP1，CP4 和 CP6。 

结果  CHIF-NET 10-13 的项目中，经过对 541 株血流分离的非重复分离的 C. parapsilosis sensu 

stricto 微卫星分型，共分为 276 种型别。进行分型、聚类分析和临床资料分析后发现，微卫星分型

的分辨率比较高，型别整体相对散在分布，但是局部相对集中分布，并发现一部分相同克隆的菌株

在一段时间内聚集出现在同一医院的同一病房，包括 TZ 的外科病房、HX 的 ICU 病房、胸外科病

房，GH 医院的消化科病房、心研所监护室、外科 ICU 病房以及 BD 医院的外科 ICU 病房等，高度

可疑菌株在患者之间通过医护人员传播。 

结论  本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提示医护人员应该非常注意手卫生，提高真菌院内感染防控意识；应

在中国医院内建立专门针对近平滑念珠菌的感控措施，而我们的研究数据则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持。 

 
 

PU-3332 

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CRE）分子流行病学分布 

及研究进展 

 
李鑫 

解放军总医院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carbapanem-resistance enterobacteria，CRE）是指对亚胺培

南、美罗培南或厄他培南中任何一种药物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它已经成为了威胁人类健康的一种

重要病原菌，其引起的感染常常表现为高患病率和致死率。近些年世界各地多次报道了该菌所致的

暴发流行，是临床治疗上抗感染的重大难题。CRE 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的主要机制是产碳青

霉烯酶。碳青霉烯酶根据其分子结构的不同，在 Ambler 分类中可以分为 A 类，B 类和 D 类。A 类

的 KPCs 已成为全球范围内介导 CRE 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耐药最主要机制。 

方法  本文根据 β-内酰胺酶分类，就国内外已报道的 A 类，B 类，D 类碳青霉烯酶耐药基因进行流

行地区，携带耐药基因菌株类型以及耐药基因 ST 型进行归类总结。 

结果   A 类碳青霉烯酶耐药基因型有 9 种，其中 KPCs 是世界上传播最为广泛的 A 类碳青霉烯酶，

共有 23 个亚型；并广泛存在于肠杆菌科细菌中;B 类碳青霉烯酶耐药基因中 NDM 型广泛分布于肠

杆菌的各个菌种，并在亚洲欧洲的多地域广泛传播。D 类的 OXA-48 分布广泛，特别是地中海地区

和欧洲地区。目前发现有携带此类耐药基因的菌种有：肺炎克雷伯菌，产酸克雷伯菌，大肠埃希

菌，阴沟肠杆菌，坂崎肠杆菌，费劳地枸橼酸杆菌，粘质沙雷菌，雷极普罗维登斯菌等。 

结论  CRE 的广泛传播使其正在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病原菌，它存在将耐药基因在一定地域范

围内扩散的可能，同样也有传递给动物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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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33 

不同仪器检测降钙素原的结果对比与分析 

 
梅雪,雷红,杨彩娥 

解放军第 309 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仪器检测降钙素原结果的一致性，为合理选择降钙素原检测方法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收集 110 例我院患者血清，参照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研究所 EP9-3 文件，以生物梅里埃

VIDAS 免疫荧光为参考方法，以九强、星童、AQT90 和奥普公司试剂为实验方法，进行降钙素原

的检测与结果比对。 

结果  四种实验方法中，除 AQT90 外，其余 3 种均与参考方法有良好的相关性，其中星童最好

（r=0.946, p<0.001），九强次之（r=0.814, p<0.001），奥普的相关系数为 0.503，p<0.001。 

结论  星童循环增强荧光免疫法与生物梅里埃 VIDAS 免疫荧光法检测 PCT 的结果相关性良好，能

够满足临床检测要求。 

 
 

PU-3334 

某医院住院患者真菌感染类型的结果分析 

 
李晓营 

潍坊市中医院,261000 

 

目的  结合真菌(1-3)-β-D 葡聚糖检测及真菌培养结果，分析我院住院患者真菌感染的致病菌类型。 

方法  选取 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 5 月期间在我院住院且进行真菌(1-3)-β-D 葡聚糖检测的患者为

研究对象，按照标准操作规程进行采血及检测程序。对检测结果阳性的患者进行真菌培养检测。 

结果  1437 例进行真菌(1-3)-β-D 葡聚糖检测的住院患者中,结果为阴性者共 1191 例,占总数的

82.88 %；灰区者（弱阳性）共 134 例，占总数的 9.32%，真菌培养结果显示其中白色念珠菌 23

例、非白色念珠菌 12 例、曲霉属 21 例、无真菌生长 43 例；阳性者共 112 例，占总数的 7.79%，

真菌培养结果显示其中白色念珠菌 20 例、非白色念珠菌 15 例、曲霉属 28 例、无真菌生长 32

例。 

结论  念珠菌是引起我院住院患者真菌感染的主要病原菌,其次为曲霉属。在对真菌感染患者的临床

诊疗过程中,不仅依赖真菌培养的检查，更应重视真菌(1-3)-β-D 葡聚糖的动态监测。 

 
 

PU-3335 

鲍曼不动杆菌对替加环素耐药机制的研究 

 
王健,潘亚萍,徐元宏,沈继录,王中新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30000 

 

目的  探讨外排泵及其调节系统与临床分离鲍曼不动杆菌对替加环素耐药关系 

方法  用纸片扩散法测定临床常见抗菌药物的敏感性、应用微量肉汤稀释法测定菌株对替加环素的

最低抑菌浓度（ Min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 MIC ）及经外排泵抑制剂 Phe-Arg-β-

naphthylamide（PAβN）处理前后鲍曼不动杆菌对替加环素的 MIC 值变化；聚合酶链反应

（PCR）检测主动外排基因 adeA、adeB、adeC、adeG、abeJ 和双组份调节系统基因 adeRS、

baeRS 以及其他耐药基因 tetX、tetXl、trm、rpsJ 的携带情况；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主动外排

基因 adeB、adeG、abeJ 表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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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4 株替加环素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中，adeB 基因的检出率为 91.7%，adeG、abeJ 基因的

检出率为 95.8%；耐药株 adeB 基因的表达量较敏感株有明显上调；调控基因 adeS 发现一个位点

突变，而其他调节基因 adeR，baeR 和 baeS 没有基因突变或插入序列；trm 和 rpsJ 耐药基因也未

发现突变。 

结论  外排泵系统 AdeABC 可能在鲍曼不动杆菌对替加环素产生耐药的过程中起很重要的作用，其

表达水平升高不是由调控基因 adeR，baeS 和 baeR 序列中基因突变或插入序列引起，可能存在其

他机制。 

 
 

PU-3336 

121 例女性继发性不孕症患者支原体感染情况及药敏分析 

 
邹芳霞,忽胜和 

大理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继发性不孕症女性支原体感染情况及其耐药性，为临床诊治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自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4 月间在我院就诊的继发性不孕症女性患者 121 例为研究对

象。检测所有研究对象的宫颈分泌物支原体属感染情况，收集 121 例患者妇科检查数据及支原体培

养及药敏结果，并对其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121 例女性继发性不孕症患者支原体培养结果阳性 72 例（59.5%），阴性 49 例

（40.5%），其中仅感染解脲支原体（U u）的有 66 例（54.5%），仅感染人型支原体（M h）的

有 2 例（1.7%），混合感染（U u+M h）的有 4 例（3.3%）。支原体对 10 种药物的药敏结果发

现：对强力霉素(DOX)，美满霉素(MIN)，司帕沙星(SPA)，罗红霉素(ROX)，阿奇霉素(AZI)，克拉

霉素(CLA)，交沙霉素(JOS)，壮观霉素(SPE)的敏感性相对较高，分别为：94.4%，91.7%，

72.2%，75%，87.5%，90.3%，97.2%，88.9%；对环丙沙星(CPF)，氧氟沙星(OPF)，司帕沙星

(SPA)，罗红霉素(ROX)的中度敏感率相对较高，分别为：47.2%，45.8%，25%，18.1%；对环丙

沙星(CPF)，氧氟沙星(OPF)的耐药率相对较高，分别为：45.9%，15.3%。 

结论  继发性不孕症患者支原体感染率高，随着经济的发展，抗生素的滥用情况也越来越严重，增

加了支原体的耐药性，而药敏试验在治疗支原体感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研究分析了就诊的

121 例继发性不孕症患者支原体感染和抗生素敏感性情况，为临床诊治提供参考依据。提示支原体

感染可能是继发性不孕症发病的重要因素，应加强支原体的筛查和治疗。 

 
 

PU-3337 

肠杆菌科细菌 SDD 株及其药敏 MIC 的检出分布及意义 

 
王源,忽胜和,杨智 

大理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肠杆菌科细菌剂量依赖性敏感（SDD）菌株的检出分布情况及其抗菌药物头孢吡肟

（FEP）的 MIC 分布；以促进临床在治疗时考虑头孢吡肟的使用，并在临床选择给药方案时提供

可靠依据。  

方法  采用法国梅里埃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 VITEK-2，对收集到的 146 株肠杆菌科 SDD 菌株进行

鉴定及抗菌药物敏感试验；采用纸片琼脂扩散法对产 ESBLs 的菌株进行确证试验 

结果  大肠埃希菌产-ESBLs 的菌株与 SDD 菌株的检出率明显高于其他肠杆科细菌；肠杆菌科产-

ESBLs 菌株检出 SDD 株的概率明显高于非产-ESBLs 的肠杆科菌株；146 株肠杆科 SDD 菌株的抗

菌药物头孢吡肟的 MIC 值（4ug/ml 或 8ug/ml）分布如下：大肠埃希菌以 8ug/ml 为主共 66 株

（54.1%），4ug/ml 共 56 株（45.9%）；而肺炎克雷伯菌、奇异变形杆菌等其余菌种则是 4ug/ml

的 SDD 菌株占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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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SDD 菌株主要分布于产 β-内酰胺酶类的大肠埃希菌，当肠杆科细菌抗菌药物头孢吡肟的 MIC

分布于 4ug/ml 或 8ug/ml 时，在临床检验报告中应予以“检出 SDD 菌株”提示或说明，检测其 MIC

分布对临床选择给药方案有指导意义。 

 
 

PU-3338 

Nosocomial Outbreak of Candida parapsilosis sensu 
stricto Fungemia in a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in China 

 
Lihua Qi,Weihong Fan,Xian Xia,Lu Yao,Lirui Liu,Haiyan Zhao,Xiangyong Kong,Jie Liu 

Army General Hospital， PLA， China 

 
Objective Candida species has been a major cause of nosocomial infections since the 1990s. 
Candida parapsilosis (C. parapsilosis)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Candida species causing 
invasive disease. Few outbreaks of Candida parapsilosis infection have been reported in China. 
C. parapsilosis was divided into three closely related but distinct species: C. parapsilosis sensu 
stricto, C. orthopsilosis, and C. metapsilosis. As commercial systems and traditional phenotyping 
test are not sufficient to differentiate these species, they are called C. parapsilosis complex in 
some studies. From 20th July to 31st October 2017, 16 cases of fungemia caused by C. 
parapsilosis sensu stricto were identified in a NICU of a tertiary care comprehensive hospital in 
Beijing, China.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i) to identify the clinical characterizations and 
causative agents of this outbreak; (ii) to search for the potential source of this outbreak; (iii) to 
provide advic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imilar outbreak in the future. 
Methods Epidemic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ungemia cases were investigated. Surveillanc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ccording to production instructions. Specimens were inoculated on 
Sabouraud Dextrose Agar plate with chloramphenicol (OXOID) for subsequent culturing of 
Candida species. The phenotypic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isolates was identified by the 
morphology of colonie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 growth on chromogenic medium (CHROMagar 
Microbiology, Paris, France). Suspected isolates were identified through VITEK 2 Compact 
System. Discrimination between C. parapsilosis sensu stricto and C. metapsilosis was achieved 
by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ITS) sequencing as previously described. RAPD typing was 
conducted for all the clinical and environmental C. parapsilosis complex isolates according to the 
proposed methods. The in vitro susceptibility of bloodstream isolates to fluconazole, amphotericin 
B, itraconzaole, voriconazole, and 5-fluorocytosine were determined using Antifungal 
susceptibility test for yeasts kit (ATB FUNGUS 3, bioMérieux SA, France). 
Results Sixteen neonates were diagnosed as Candida parapsilosis sensu stricto fungemia during 
this period. The ages of the patients at the onset of fungemia ranged from 2 to 38 days. 
Presenting symptoms included leukopenia, thrombocytopenia, hypoactive bowel sounds, crackles 
and respiratory harshness. Fifteen cases were cured while one case who suffered from severe 
concomitant diseases died. The isolates were susceptible to fluconazole, amphotericin B, 
itraconzaole, voriconazole, and 5-fluorocytosine. A total of 313 surveillanc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nd Candida parapsilosis sensu stricto was identified from 16 environmental samples 
and one sample from an ultrasonographer’s hand. The colonized locations included wiping cloths, 
faucets, sinks, operating table, puddles in the bathroom, a ventilator, and an ultrasonic probe. 
The RAPD patterns of all the Candida parapsilosis sensu stricto isolates from bloodstream and 
surveillance samples were identical. Candida metapsilosis isolates were found colonizing the 
ward environment and skin surface. The outbreak was controlled after a series of intervention 
measures. 
Conclusions This study elaborated a nosocomial outbreak of C. parapsilosis sensu stricto 
fungemia in a NICU in China. C. metapsilosis colonization was also detected in NICU but did not 
lead to an outbreak. Incomplete environmental disinfection might be mainly responsible for the 
outbreak. Quick response with environmental surveillance and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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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ucial to the effective control of the outbreak. Our findings emphasizes the necessity of complete 
disinf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hand hygiene in the hospital. 
 
 

PU-3339 

粪便中分离 KPN 的血清型与毒力基因检测 

 
李虹玲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了解粪便标本分离肺炎克雷伯菌的血清型与毒力基因分布，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连续收集一个月某院住院患者的粪便标本，分离出肺炎克雷伯菌，检测其黏液表型、6 种荚

膜血清型（K1, k2, k5, k20, k54, k57）及 2 种毒力基因（rmpA, aerobactin），分析不同黏液表

型、不同粪便性状的菌株荚膜血清型与毒力基因分布情况。 

结果   收集粪便标本 746 份，其中腹泻患者者 197 份，非腹泻患者 549 份；分离 KPN 160 株（腹

泻患者 49 株，非腹泻患者 111 株），KPN 分离率为 30.6%，其中高黏液表型菌 24 株，非高黏液

表型菌 136 株。分离的 KPN 中，2 种毒力基因均有检出，以 rmpA 为主（51.3%）；K1, K2, K20, 

K57 四种血清型均有检出， K57 检出率最高（43.8%）， K5, K54 没有检出。稀便标本中四种血

清型的检出率均高于非稀便标本，说明稀便可能比非稀便携带更多的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实验发

现同时携带两种毒力基因的菌种共 8 株，5 株为高粘液表型菌。高黏液表型菌中 K1, K2, K20, K57 

血清型总检出率为 79.7% ，高于非高黏液表型菌的 50.7%；高粘液表型菌毒力基因的检出率

（87.5%）高于非高粘液表型菌（36.8%）。 

结论  粪便中分离的 KPN 均检测到强毒力荚膜血清型和多种毒力基因，尤其在高黏液表型菌和稀便

的分离菌中检出率更多，应引起临床重视。 

 
 

PU-3340 

B 族链球菌致新生儿败血症感染分析 

 
陈燕,张贤华,陈慧芬,沈平华,曹雪萍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200000 

 

目的  了解新生儿 B 族链球菌导致的败血症感染趋势，并探讨围产期 GBS 检查对新生儿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2017 年本院新生儿病房送检的血培养标本 5596 例，比较 2012-2014 年与

2015-2017 年 GBS 感染趋势 

结果   5596 例血培养中血培养阳性 227 例，检出率 4.06%,GBS 检出 27 例，检出率 0.48%。

2012-2014 年与 2015-2017 年比较，血培养阳性率从 11.25%至 3.14%，总体呈下降趋势

（P<0.05)；GBS 检出率均为 0.48%，无明显增长(P>0.05)；GBS 占血培养检出菌构成比增长显

著，从 4.23%增长至 15.38%(P<0.05)。GBS 致新生儿败血症 27 例中，有 2 例和 5 例其孕母分别

在围产早期和晚期 GBS 检查阴性，有 20 例其孕母围产期从未进行 GBS 检查，占 74.07%，呈主

要因素。 

结论   GBS 导致的新生儿败血症构成比显著增长，临床应高度重视围产期孕妇的检查及开展相应的

筛查工作和干预治疗，避免给新生儿带来严重后果。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852 

 

PU-3341 

MALDI-TOF MS 检测革兰阴性杆菌产头孢菌素酶的应用研究 

 
李聪,丁守甫,黄颖,王中新,徐元宏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30000 

 

目的  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在临床微生物实验室的应用为微生物鉴

定提供了革命性的新方法，我们报告一种应用 MALDI-TOF 技术检测革兰阴性杆菌产头孢菌素酶的

方法，并评估此方法的灵敏度和特异性。 

方法  收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微生物室 105 株阴性杆菌菌株，通过表型和测序方法

分析，其中 69 株为产头孢菌素酶的菌株，36 株为不产头孢菌素酶的菌株。将所有菌株分别孵育在

抗生素终浓度为 0.50mg/mL 头孢噻肟缓冲液中(10mM NH4HCO3/0.005%SDS, pH 8.0)。当孵育至

30、60、90、120、240min 时，每次取出 1mL，13000g 离心 2min，取上清液 1µL，进行 VITEK-

MS 分析，比较抗生素的水解峰和脱羧峰。同样的方法检测菌株孵育在 0.25mg/mL 头孢他啶，

0.50mg/mL 头孢曲松，0.50mg/mL 头孢吡肟及 0.25mg/mL 和 0.50mg/mL 头孢西丁时的结果。 

结果  孵育到 90min 时，头孢噻肟在 434 和 494Da 处出现水解峰，鉴定产头孢菌素酶菌种的敏感

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85.5%(59/69)和 88.9%(32/36)。孵育到 240min 时，头孢他啶在 563 和 587Da

处出现水解峰，鉴定产头孢菌素酶菌种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89.9%(62/69)和 94.5%(34/36)。

头孢曲松，头孢吡肟和两种浓度的头孢西丁均发现特异性的质谱峰。 

结论  对 105 株革兰阴性杆菌进行头孢菌素酶检测，整个过程时间短，且操作简便，试剂成本低，

适合大样本量检测。此项技术常规应用于临床仍需要进行改进，以提高检测质量。 

 
 

PU-3342 

万古霉素敏感性减低金黄色葡萄球菌超微结构研究 

 
张晨,姚立琼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730000 

 

目的  对筛选出的两株 VISA 及 h-VISA 进行 MIC 复核及超微结构研究。 

方法  采用琼脂稀释法和 E-test 法对分离出的 2 株万古霉素敏感性减低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进行检

测，对 h-VISA 用菌谱分析法进行确认，并用透射电镜法对其进行超微结构研究。 

结果  检测到 2 株 MIC 为 4µg／ml 的 MRSA，为万古霉素敏感性减低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其中一

株菌株经菌谱分析法证实为 h-VISA，经透射电镜观察检出菌株较标准菌株细胞壁增厚，细胞表面

粗糙。 

结论  MRSA 对万古霉素的异质性中介耐药不容忽视，VISA 和 h-VISA 可能造成漏检，应引起国内

医学界的广泛重视。 

 
 

PU-3343 

肺癌、干燥综合征并发鼻疽诺卡菌感染 1 例分析 

 
刘长德,翟涛,张遥 

北京市回民医院,100000 

 

目的  鼻疽诺卡菌感染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又是少见的病原菌，常会误诊，希望引起临床医生和

检验医师的重视 

方法  培养、涂片、染色和基因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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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鼻疽诺卡菌感染 

结论  鼻疽诺卡菌感染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又是少见的病原菌，常会误诊，经培养鉴定确定为鼻

疽诺卡菌感染 

 
 

PU-3344 

Luminex 多重呼吸道病毒检测试剂盒 

与 QPCR 试剂盒的对比研究及杂交时 PCR 产物的污染处理 

 
乔金平 1,戴梦缘 2,吴丹丹 1,彭丽朵 1,费广鹤 2,徐元宏 1 

1.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 

2.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 

 

目的  本研究旨在进行 18 种呼吸道病毒多重检测试剂盒（Luminex RVP fast V2）与单个病毒实时

荧光定量 PCR（QPCR）结果的符合度研究，对 RVP 试剂盒的检测效能进行简单评估，并重点探

讨杂交时 PCR 产物污染问题的处理和注意事项。  

方法  收集 100 例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的咽拭子标本，提取病毒核酸（DNA 和

RNA）待用。使用 RVP 试剂盒检测该 100 份核酸，并选择其中三种病毒类型用单个病毒 QPCR 试

剂盒检测部分标本(共 20 例)。对于杂交法出现的 PCR 产物污染问题，主要采用正交试验逐一进行

污染源排除。并针对可能出现污染的各环节制定对应的预防措施。 

结果  RVP 试剂盒检测结果与单个病毒的 QPCR 结果 100%相符，且可同时检测出混合感染。杂交

时 PCR 产物污染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并总结相关注意事项，杜绝了后续污染的再次发生。  

结论  RVP 试剂盒和单个病毒 QPCR 试剂盒结果一致，可为临床快速提供多重病毒的检测结果。

总结了杂交时 PCR 产物污染的防治策略，同时一旦出现污染可通过文中所述方法进行排查。  

 
 

PU-3345 

鲍曼不动杆菌血流感染临床特征与分子流行病学分析 

 
隋文君,冯伟明,汤燕燕,王玫,黄艳飞,鲁辛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100000 

 

目的  了解鲍曼不动杆菌血流感染临床特征，通过多位点序列分型与耐药基因检测了解鲍曼不动杆

菌的分子流行特点，为医院感染防控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09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鲍曼不动杆菌血流感染患

者的临床资料和分离的菌株，对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对菌株进行药敏表型、多位点序列分型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MLST）分析和碳青霉烯酶耐药基因检测。 

结果  1，鲍曼不动杆菌血流感染多发生于老年患者，可表现为高热体温>38℃，降钙素原（PCT）

升高平均为（23.07±42.85）ng/ml，白细胞计数升高；2，血流感染鲍曼不动杆菌（bloodstream-

infection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BSIAB）多为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MDR-AB）,碳青霉烯酶

耐药率达 80%，碳青霉烯酶耐药基因检测发现 blaOXA23 为主要耐药基因，我院 BSIAB 主要为

ST208、ST191 和 ST195 型为主，自 2009 年至 2013 年存在遗传漂移。其血流感染主要发生在重

症监护病房。 

结论  重症监护患者易发生鲍曼不动杆菌血流感染。并且 BSIAB 多为多重耐药菌，主要携带

blaOXA23 碳青霉烯类耐药基因，我院 BSIAB 以 ST208、ST191 和 ST195 为主要流行株，均属于

CC92 克隆群。CC92 为亚洲主要流行群，在医院内呈克隆性传播，应引起医院感染防控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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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46 

RAL-STAINER 自动染色仪对抗酸染色的性能评估 

 
徐阳颺,李志夫,赵越薇,李富生,娄加陶 

上海市胸科医院检验科 

 

目的  评估 RAL-STAINER 自动染色仪对抗酸染色的性能。 

方法  收集标本，分别进行手工和仪器抗酸染色，评价自动染色仪的染色效果、与手工染色的一致

性和工作性能。 

结果  RAL-STAINER 自动染色仪抗酸染色背景清晰、菌体色泽鲜明，与手工染色一致性高。操作

简便、染色效果稳定。 

结论  RAL-STAINER 自动染色仪对抗酸染色的性能较好。 

 
 

PU-3347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2017-2018 年甲型 

和乙型流感爆发情况调查 

 
李兆伦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了解我院 2017-2018 年流感爆发的流行特征，为更好的预防控制流感，并更有效的控制院内

爆发感染的发生。 

方法  收集 2017-2018 年在我院就诊病人咽拭子标本，采用实时荧光 PCR 方法检测甲型乙型流感

病毒核酸。 

结果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4 月我院就诊病人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 RNA 检测标本 7250 例，总阳

性率为 42.8％。其中，感染甲型流感病毒阳性率为 20.6％、乙型流感病毒阳性率为 21.7％、混合

感染阳性率 0.4％；年龄分组（0-12 岁、13-30 岁、31-60 岁、>60 岁）中，“0-12 岁”组中阳性率

最高，甲型流感阳性率为 24.2％，乙型流感阳性率为 28.5％；门急诊、呼吸科病区、小儿内科病

区、神经内科病区送检标本量分列前四位，总阳性率分别为 44.11％、39.3％、24.5％、39.5％；

全院病区中，呼吸科病区、神经内科病区、心血管内科病区、小儿内科病区都存在小规模流感爆发

流行现象；2017 年 12 月和 2018 年 1 月总阳性率分别为 58.9％和 58.5％。 

结论  2017-2018 年流感爆发主要集中在 1 月和 12 月，本次爆发流行以乙型流感病毒为主，这与往

年略有不同。年龄多集中在 0-12 岁的幼儿中。住院病人中出现了小规模的爆发流行。所以加强流

感监测，可以更好的了解疾病特征，有效控制流感疫情。 

 
 

PU-3348 

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的耐药基因研究 

 
李进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目的  调查分析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2017 年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分布、耐药性及耐药基

因的携带情况，为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感染的抗菌药物合理选用、遏制其持续感染和暴发流

行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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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医院 2017 年全年临床分离 1602 株肠杆菌科细菌，利用 WHONET5.6 软件对药敏资料

进行统计分析，筛选出 81 株耐碳青霉烯类肠杆科细菌，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法检测耐碳青

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常见的耐药基因 KPC、IMP、VIM、NDM、OXA，并测序分析基因型别。 

结果  1602 株肠杆菌科细菌中检测到 81 株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检出率为 5.06％，从标本

分布科室来看，主要分离至重症医学科，从标本类型来看，标本则以痰液为主，从细菌种类来看，

菌种主要为肺炎克雷伯菌，从基因型分布情况来看，81 株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中 KPC 阳性 51 株

占 62.96％，NDM 阳性 14 株占 17.28％、IMP 阳性 8 株占 9.88％。 

结论  产碳青霉烯酶是临床分离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的重要耐药机制，且主要为 KPC 基因

型，在临床加强对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产碳青霉烯酶的监测和控制十分重要。 

 
 

PU-3349 

MASTDISCS combi Carba plus 纸片法 

检测碳青霉烯酶的对比研究 

 
李进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目的  研究 MASTDISCS combi Carba plus 纸片法（MAST-Carba plus 纸片法）与 PCR 检测碳青

霉烯类基因的符合情况，探讨其在检测肠杆菌科细菌碳青霉烯酶中的应用价值。为临床检测、区分

碳青霉烯酶寻找更快速、经济、简便、准确的方法。 

方法  研究 MASTDISCS combi Carba plus 纸片法与 PCR 检测碳青霉烯类基因的符合情况，通过

计算两种方式的一致性和 MASTDISCS combi Carba plus 纸片法的灵敏度、特异性反应其在临床

中的应用价值。 

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Mastdiscs combi Carba plus 纸片法测 MBL 时，卡方检验 P=1.000，可认为

PCR 法和 MAST 纸片法的阳性率相等。Kappa 系数检验 P=0.000，可以说明两种方式在检测 MBL

时吻合度较强。测 KPC、OXA 时，两种方法的吻合度较弱。进一步分析得知，MBL 的灵敏度、特

异度分别为 68.18%、88.14%，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68.18%、88.14%。KPC 和 OXA

的灵敏度、阳性预测值都小于 50%，但特异度和阴性预测值均大于 80%。 

结论  本文研究得出的灵敏度、特异度达不到临床使用要求。分析其原因：1）没有扩增出 VIM、

IMP、NDM 下分类的个别亚型，导致特异度和阴性预测值偏低。2）KPC 可在菌株中转移，我院

CRE 可能携带同源 KPC 基因，其对 MAST 纸片法的抑制剂不敏感所致。本猜想仍需进一步验证，

可做测序、同源性分析等试验验证。3）本文只选取了 OXA-48 进行 PCR 扩增，可能存在其他型别

导致特异度和阴性预测值降低，且本研究中真阳性菌株的例数太少，不具有统计学意义，需重新对

菌株进行 OXA 扩增，或增加 CRE 的菌株数量，再次进行测定。 

 
 

PU-3350 

长沙某医院肺炎克雷伯菌携带 IMP-38 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王思怡,钟一鸣,赵娟,刘宁,晏群,刘文恩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了解携带耐碳青霉烯类新基因 IMP-38 的肺炎克雷伯菌（KPN）的菌株数和 IMP-38 基因在不

同克隆株中的分布情况，研究不同年份中 IMP-38 基因检出率的变化，不同科室之间 IMP-38 基因

的分布情况以及 IMP-38 基因在肠杆科细菌播散中的作用。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856 

 

方法  收集某三甲医院 2013 年到 2016 年的碳青霉烯类耐药或中介的从临床标本中分离出来的肺炎

克雷伯菌，利用聚合式酶链反应（PCR）筛选出携带 IMP-38 基因的阳性菌株，然后利用多位点序

列分析技术（MLST）对这些阳性菌株进行分子分型。 

结果  2013 年到 2016 年共收集到了 515 株碳青霉烯类耐药或中介的肺炎克雷伯菌临床分离株，其

中有 14 株菌携带新基因 IMP-38，该基因的总检出率为 2.72%。这 14 株携带有 IMP-38 基因的肺

炎克雷伯菌中，2013 年有 1 株，2015 年有 2 株，2016 年有 11 株，检出率分别为 2.04%，

2.27%，3.77%；其中 13 株都在同一个病区，为新生儿科，还有 1 株位于小儿神经专科。产 IMP-

38 肺炎克雷伯菌易引起新生儿败血症等疾病，但无死亡病例。然后对 14 株菌进行 MLST 分子分

型，发现全为 ST307。 

结论  本研究中产 IMP-38 的肺炎克雷伯菌持续存在，并有着局部小流行的态势。产 IMP-38 肺炎克

雷伯菌对新生儿威胁较大，易引起新生儿败血症等疾病，但基本上预后良好。本次研究的产 IMP-

38 肺炎克雷伯菌全为 ST307，提示其具有播散能力，医院应做好隔离消毒工作，加强医院感染的

预防和控制。 

 
 

PU-3351 

解没食子酸链球菌致血流感染及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一例 

 
沈玲,田磊,陈中举,孙自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430000 

 

目的  患者男，1 月龄，因“发热、抽搐 1 天”入院，查 CRP 128.38mg/L，为求进一步诊治，门诊以

“脓毒症”收入院。送检脑脊液培养，血培养查找病原菌。 

方法  实验室将仪器报警阳性的血培养液及脑脊液标本接种于血琼脂平板，置 35 ℃ ，5%CO2 环

境培养 24 h 后，血平板上见灰白色，湿润，凸起的细小菌落，周围有草绿色溶血环。革兰染色为

阳性球菌，呈短链状或散在排列，触酶阴性。经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MALDI-

TOF MS）鉴定为解没食子酸链球菌。 

结果  致病菌为解没食子酸链球菌，药物敏感试验依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研究所 CLSI-2017 标

准进行并判读，青霉素药敏试验采用 Etest 试纸条法测定最低抑菌浓度，其他药物使用 K-B 法。药

敏结果试验显示：对青霉素 G、头孢曲松、左旋氧氟沙星、头孢呋辛、头孢噻肟、万古霉素敏感；

对红霉素，克林霉素耐药。基因测序及比对：表明与解没食子酸链球菌解没食子酸亚种有 98% 的

同源性( ATCC 43144 DNA，complete genome）。 

结论  结合本病例中患者不足 1 岁，血脑屏障发育不健全，在有血流感染的情况下极易导致中枢神

经系统的感染，这种情况是很凶险的，应提高警惕，同时在确定了病原菌后，治疗过程中也要注意

选用能透过血脑屏障的药物，另外要注意规范用药。在临床血流感染指征明确时应及时送检血培

养，神经系统感染时送检脑脊液培养以确定病原菌，微生物实验室通过质谱技术快速，准确报告病

原菌及其药敏结果给临床用药以最有效的帮助。 

 
 

PU-3352 

多家医院 2017 年临床标本分离细菌特征 

 
吴琦,刘思玲,叶丽艳,罗燕萍,杨继勇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 2017 年临床标本分离细菌的种类及耐药情况，掌握不同细菌的分布流行和耐药趋势，

为抗生素的合理使用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收集全国多家三级医院 2017 年全年分离的各种细菌的种类及药敏结果，采用 Whonet 5.6 软

件对所收集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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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017 年共收集到 86666 株菌株的相关信息。其中，革兰阳性菌 22993 株，占比 26.5%，革

兰阴性杆菌 56746 株，占比 65.5%。革兰阳性菌中，金黄色葡萄球菌占比 27%，凝固酶阴性葡萄

占比 25%，屎肠球占比 14%，粪肠球占比 11%。革兰阴性菌中，分离率最高的为大肠埃希菌

（12331 株，占比 22%）；其次依次为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比例分别

为 18%、15%、14%。革兰阳性菌中 93.5%金黄色葡萄球菌对青霉素耐药，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

萄球（MRSA)和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MRCNS)占比分别为 37.7%和 72.5%，未发现利

奈唑胺耐药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屎肠球菌对万古霉素耐药率为 2.7%；粪肠

球菌对万古霉素耐药率较低为 0.3%。革兰阴性菌中 58.6%和 34.6%的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

为产 ESBLs 菌株，对第三代头孢菌素的耐药率分别为 61.7%和 45.5%，对碳青霉烯类的耐药率分

别为 1.6%和 17.3%。鲍曼不动杆菌除对多粘菌素 B、头孢他啶及头孢哌酮耐药率较低以外，其他

抗菌药物耐药率均已超过了 50%。铜绿假单胞菌对药物耐药率相对较低，对碳青霉烯类的耐药率

为 28.6%。 

结论  2017 年临床标本分离细菌的种类以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

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其中，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对多数抗菌药物较为

敏感；鲍曼不动杆菌对多数抗菌药物的耐药率较高，金黄色葡萄球大多对青霉素耐药。 

 
 

PU-3353 

上海某医院鲍曼不动杆菌 

及多重耐药性相关临床因素与 变迁分析 

 
李富升,郭巧梅,李志夫,徐阳颺,娄加陶 

上海市胸科医院 

 

目的  对某院内分离出的鲍曼不动杆菌（Acinetobacter baumannii，AB）及其多重耐药性进行临床

因素、分布特点、变迁趋势分析，重点探讨感染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MDR-AB)的性别、年龄、

病区，为医院控制 MDR-AB 的感染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采用 VITEK MS 微生物质谱鉴定系统进行菌株鉴定并用 VITEK-2 COMPACT 进行药敏试

验，对该院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分离出的 AB 菌株进行分析。 

结果  AB 检出率逐年递增（X²=7.168，P<0.05），但 MDR-AB 的检出率逐年降低（X²=35.086，

P<0.01）；男性患者 AB 和 MDR-AB 检出率高于女性，但无统计学差异（P>0.05）；AB 和 MDR-

AB 均以 60-69 岁检出率最高，70-79 岁 MDR-AB 的检出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无统计学差异

（P>0.05）；AB 及 MDR-AB 检出的标本种类主要为痰标本，主要来源于 ICU，其次是胸外科。 

结论  随着该院 AB 检出率逐渐增加，应加强 MDR-AB 的监测，做好消毒隔离，控制多重耐药菌株

的发展。 

 
 

PU-3354 

基于通用型 DNA 探针 

和 G-四链体的高特异可视化单碱基突变检测方法 

 
陈雪萍,刘羽,刘伟,黄姣祺,张阳,府伟灵 

陆军军医大学 

 

目的  我们展示了检测肿瘤和细菌感染中耐药相关单碱基突变的的通用型、高特异可视化检测方

法。通过使用通用 DNA 探针和 G-四联体，检测信号可以在室温下通过肉眼判别。 

方法   DNA 探针被用作信号标记，不仅提高了通用性，而且基于核酸探针的精准捕获具有高度特异

性。将该检测方法应用于检测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Kirsten 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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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S）中的癌症相关 SNV 以及 RNA 聚合酶 β 亚基基因（rpoB）中的结核分枝杆菌耐药相关点

突变。 

结果  结果显示具有该检测方法简便快速、结果可视化、且具有高特异性。 

结论  我们构建出一种通用的简便特异的 SNV 可视化检测方法。该方法基于巧妙设计的 X 探针和

G 四联体。X 探针是没有任何标记的通用信号链，可以提高该方法的通用性，并降低成本。X-探针

通过 toe-hold 介导的链置换实现了高度特异性的探针杂交。实验结果表明单碱基突变可以明显地被

区分。该方法成功检测出 KRAS 和 rpoB 中耐药相关 SNV 的种类，证明了该方法的良好分析性

能。该提议简单快速，低成本，高特异且可视化，对于 SNV 的现场即时检测具有很大的潜力。 

 
 

PU-3355 

血清半乳甘露聚糖应用于儿童侵袭性曲霉菌感染的诊断价值 

 
童彤 1,徐元宏 1,沈继录 2 

1.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30000 

2.安徽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血清半乳甘露聚糖（GM）检测目前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诊断成人侵袭性曲霉菌（IA）感染。但

关于其在儿童侵袭性曲霉菌感染中的诊断价值尚不明确。目前还没有对其在儿童 IA 患者中的诊断

价值进行系统评价，因此，我们通过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以全面评估 GM 在儿童 IA 感染中的诊断

价值。 

方法  利用计算机检索 PubMed、EMbase 数据库，收集 2017 年 3 月 10 前国内外发表的 GM 试验

诊断儿童侵袭性曲霉菌病的所有文章。根据已经确定的入选标准和排除标准对检索到的文章进行筛

选，并同时评估文献质量，提取符合入选标准的文章中相关数据，进行系统分析。本研究设 0.5 为

临界值来计算合并的诊断比值比（DORs）、集成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SROCs）。同时，采用

合并敏感性（SEN）、合并特异性（SPE）、阳性似然比（PLR）和阴性似然比（NLR）结果来评

估 GM 试验的整体诊断价值。 

结果  经过筛选，总共有 17 篇文献符合入选标准并进行系统分析。本篇研究共有 1768 名患者，年

龄在 0-21 岁之间，其中有 178 人为确诊或疑诊的 IA。以 0.5 为临界值的 GM 试验诊断相关数据结

果为：DORs=41.16（95% CI：21.48–78.86），SEN= 0.88 (95% CI: 0.80–0.93)，PLR：6.92 

(95% CI: 4.40–10.88)；NLR：0.17 (95% CI：0.09–0.32)；SROCs=0.93。 

结论  血清 GM 可用于辅助诊断儿童 IA。但是，由于血清 GM 试验对儿童侵袭性曲霉菌病的诊断特

异性和敏感性并不是很高，因此应当结合临床表现及影像学检查综合诊断。 

 
 

PU-3356 

粘液型铜绿假单胞菌耐药特性的实验研究 

 
张永轻,张樱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了解粘液型铜绿假单胞菌感染的危险因素，探讨其临床致病特点及其耐药性，为临床治疗选

药提供依据。 

方法  应用肉汤稀释法、纸片扩散法分别测试粘液型铜绿假单胞菌对常见抗生素的敏感性，并进行

统计分析。 

结果  应用纸片扩散法，粘液型铜绿假单胞菌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敏感性为 71.05%，明显高于

单药  (57.89%)；对阿米卡星、亚胺培南、头孢他啶、环丙沙星的敏感率分别为 52.63%、

65.79%、76.32%、44.74%。而应用肉汤稀释法检测抗生素的敏感率则与纸片扩散法无明显差异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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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粘液型铜绿假单胞菌感染除与长期住院、抗生素的广泛应用等因素密切相关外，粘液型铜绿

假单胞菌在无菌体液中的持续存在原因还需要受到关注。而对多种抗生素耐药性较高，在临床用药

时需考虑生物膜等的影响。 

 
 

PU-3357 

泛耐药铜绿假单胞菌临床治疗及预后初探 

 
张容琛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泛耐药铜绿假单胞菌临床治疗及预后初探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湘雅三医院泛耐药铜绿假单胞菌患者病例

（泛耐药铜绿假单胞菌 PDR-PA：一次药敏培养结果显示对头孢菌素类、碳青霉烯类、氟喹诺酮

类、氨基糖苷类和 β-内酰胺酶抑制剂类五类抗菌药物中的至少四类药物耐药），查看其临床资料，

筛选分析并将患者分组使用计算机软件 spss19.0 进行统计学分析，最后进行相应讨论。 

结果  收集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湘雅三医院泛耐药铜绿假单胞菌患者病例

（泛耐药铜绿假单胞菌 PDR-PA：一次药敏培养结果显示对头孢菌素类、碳青霉烯类、氟喹诺酮

类、氨基糖苷类和 β-内酰胺酶抑制剂类五类抗菌药物中的至少四类药物耐药），查看其临床资料，

筛选分析并将患者分组使用计算机软件 spss19.0 进行统计学分析，最后进行相应讨论。 

结论  耐药铜绿假单胞菌感染的治疗最重要的是基本原发病的诊治与病患基本身体状况及免疫机能

的改善并辅以相应抗生素组合治疗。本院治疗耐药铜绿假单胞菌常规用药物：β-内酰胺酶抑制剂类

（头孢哌酮-舒巴坦或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或者 β-内酰胺酶抑制剂类+头孢菌素类、碳青霉烯类、

氟喹诺酮类、氨基糖苷类中任意一种或 β-内酰胺酶抑制剂类+头孢菌素类、碳青霉烯类、氟喹诺酮

类、氨基糖苷类中任意两种。在本院泛耐药铜绿假单胞菌发生率以 ICU 和烧伤科最高，且细菌耐药

性相对较强和药物治疗的预后疗效相对较差。同时病患接受治疗时的身体状况可以作为预后的一个

比较有意义的指标，而检出菌株标本种类的不同则对预后没有明显的指示作用。 

 
 

PU-3358 

应用两性霉素 B 药物时检验前周转时间 对血钾测定结果的影响 

 
王麟 1,成景松 2,李志波 2 

1.成都郫都区中医医院 

2.陕西省安康市白河县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检验前周转时间对应用两性霉 B 药物时监测血钾准确性的影响。 

方法   用不同添加剂的真空管抽取静脉血，对比加入两性霉素 B 药物的实验组和加同体积的生理盐

水对照组在不同的分离时间的血钾浓度。 

结果   三种添加剂的真空管，放置 30 分钟分离时的血钾水平试验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t=-0.88~-1.44，P>0.05）。当分离时间≥60min 时，实验组的血钾水平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

差异（t=-44.09~-3.383，P<0.05）。在 180min 内不同分离时间血钾水平对照组内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而实验组内比较差异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应用两性霉素 B 药物时监测血钾水平要在采集标本后 30 分钟内分离血清或血浆立即测定。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860 

 

PU-3359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技术（VITEK V3.0) 在临床

烟曲霉菌感染快速鉴定中的应用 

 
周龙荣 1,陈涌泉 1,黄颖 1,沈继录 2,王中新 1,徐元宏 1 

1.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30000 

2.安徽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使用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分析技术鉴定烟曲霉菌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价值，

本实验从培养温度、培养基的种类及培养时间三个角度系统的探讨使用质谱技术鉴定烟曲霉菌时的

鉴定正确率。 

方法  收集经形态学方法鉴定并报告为烟曲霉菌的菌株共 52 株，接种于三种不同的真菌培养基（沙

保弱液体培养基、沙保弱固体培养基和察氏固体培养基）中，每株菌株分别接种两份，接种完成后

分别置于两种温度条件（28℃和 35℃）下进行培养，采用甲酸-乙腈提取目的菌不同培养时间（48

小时、72 小时、96 小时和 120 小时）的蛋白，使用 VITEK （V3.0）进行检测，获取目的菌的蛋

白峰图谱，根据菌株的特异性图谱实现对目的菌的鉴定，从而评估质谱分析技术在烟曲霉菌的快速

鉴定中的临床价值。 

结果  52 株菌株经 VITEK（V3.0）鉴定，其中 46 株被鉴定为烟曲霉，其余 6 株的鉴定结果与形态

学的鉴定结果不一致。随后采用分子测序方法进一步验证 VITEK（V3.0）与形态学的鉴定结果。

卡方检验分析结果提示培养基的种类和不同的培养温度对烟曲霉菌的鉴定准确率无影响

（P > 0.05），培养时间方面，48 h 组的菌株鉴定准确率低于其他三个培养时间组。此外，本实验

发现从烟曲霉菌中提取出来的蛋白在不同温度下保存 1 周后鉴定率保持稳定，且质谱峰也没有随着

保存时间的延长而发生改变。 

结论  质谱分析技术能快速准确鉴定出 28℃和 35℃条件下不同培养基中的烟曲霉菌，相比较于培

养 48h，菌株培养 72h 后更有利于分析，与形态学方法比较，质谱技术更为客观稳定。 

 
 

PU-3360 

2018 年 1 月-3 月某心血管病医院主要病原菌耐药性分析 

 
张思明,程军,李峰,耿洁,王飞燕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100000 

 

目的  了解 2018 年 1 月-3 月某心血管病医院主要病原菌的耐药情况，为临床经验性治疗提供参考

依据。 

方法  2018 年 1 月-3 月临床分离菌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 VITEK MSTM质谱仪或 VITEK2 Compact

进行鉴定，并用 VITEK2 Compact 进行药敏试验，用 WHONET 5.6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2018 年 1 月-3 月的临床分离菌主要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排名前五位的依次为肺炎克雷伯

菌、铜绿假单胞菌、大肠埃希菌、阴沟肠杆菌及鲍曼不动杆菌，其中肠杆菌科细菌对哌拉西林、头

孢哌酮/舒巴坦、阿米卡星、妥布霉素、第三、四代头孢菌素的耐药率较低，耐药率≤30.2%，对碳

青霉烯类较为敏感，耐药率≤0.8%；非发酵杆菌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美罗培南耐药率较低，均

≤25.0%，其中铜绿假单胞菌对头孢哌酮/舒巴坦、第三、四代头孢菌素、氨基糖苷类、喹诺酮类的

耐药率较低，均≤6.6%，而鲍曼不动杆菌对头孢哌酮/舒巴坦、第三、四代头孢菌素、氨基糖苷类、

喹诺酮类的耐药率较高，为 22.2%-50.0%。革兰阳性球菌中排名前四位的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凝

固酶阴性葡萄球菌、肺炎链球菌及粪肠球菌，其中葡萄球菌属对青霉素的耐药率均≥89.5%，对利

奈唑胺、替加环素及万古霉素耐药率均为 0%，金黄色葡萄球菌对苯唑西林的耐药率为 36.8%；肺

炎链球菌对青霉素、利奈唑胺及万古霉素的耐药率均为 0%；粪肠球菌对青霉素的耐药率为

30.2%，未出现对利奈唑脘、替加环素及万古霉素耐药的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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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病原菌分布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应加强病原菌的药敏结果监测，合理选用抗菌药物治疗，

对指导临床用药具有重要意义。 

 
 

PU-3361 

γ - 干扰素释放试验在尘肺病 

合并结核患者早期诊断中的价值研究 

 
姜慧英 

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102300 

 

目的  探讨 γ-干扰素释放试验( Interferon-γ release assay，IGRAs)在尘肺病合并结核患者早期诊断

中的价值。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对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在我院就诊的 498 例尘肺病患者

γ-干扰素释放试验的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并与 1176 例非尘肺病患者 γ-干扰素释放试验的检测

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在尘肺病具有呼吸道感染症状的患者中，γ-干扰素释放试验的阳性率为 35.5%，非尘肺病具

有呼吸道感染患者中 γ-干扰素释放试验的阳性率为 23.6%，尘肺病患者明显高于非尘肺病患者

（P<0.05）。在临床诊断结核痰菌阳性的尘肺病患者中，γ-干扰素释放试验阳性率为 95.35%，在

临床诊断结核痰菌阴性的尘肺病患者中，γ-干扰素释放试验阳性率为 89.13%。在尘肺病的各期别

中，Ⅱ期尘肺病和Ⅲ期尘肺病患者，γ-干扰素释放试验阳性率明显高于Ⅰ期尘肺病患者，并且随着

尘肺病的进展呈上升趋势（P<0.005）。 

结论  γ-干扰素释放试验在尘肺病合并结核的早期诊断中具有重要的辅助诊断价值。 

 
 

PU-3362 

188 例念珠菌感染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孟红生,李琼 

兰州市中医医院 

 

目的  通过分析不同标本中分离鉴定出的念珠菌，总结其临床分布情况和抗真菌药物敏感试验结

果，为临床科室提供治疗真菌感染的依据。 

方法   统计本院 2017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取自各类患者的不同标本中鉴定分离出的

188 例念珠菌，对其耐药性、种类及在各类标本中的分布进行分析；在标本来源方面痰液占第一位

(71.3%),尿液占第二位（17.0%），引流液占第三位（5.3%），胸腹水占第四位（4.3%），血液占

第五位（2.1%）。 

结果  经分离鉴定，94 株念珠菌种类主要为白色念珠菌（66.0%）、热带念珠菌（14.8%）、光滑

念珠菌（9.6%）和克柔念珠菌（9.6%）；白色念珠菌主要对氟胞嘧啶、两性霉素 B 耐药性低

（0.0~1.1%），热带念珠菌也主要对氟胞嘧啶、两性霉素 B 耐药性低（0.0~1.1%） 

体" >日取自各类患者的不同标本中鉴定分离出的 188 例念珠菌，对其耐药性、种类及在各类标本

中的分布进行分析；在标本来源方面痰液占第一位(71.3%),尿液占第二位（17.0%），引流液占第

三位（5.3%），胸腹水占第四位（4.3%），血液占第五位（2.1%）。 

结论  研究资料显示，白色念珠菌对氟胞嘧啶、两性霉素 B 耐药率较低（0.0%~1.1%），非白色念

珠菌对 5 种抗真菌药物耐药率为（0.0%~79.5%），对氟胞嘧啶和两性霉素 B 均敏感。统计数据

中，188 株念珠菌未发现对两性霉素 B 耐药的菌株，对氟胞嘧啶耐药的菌株只有一株，与文献报道

基本一致, 两性霉素 B 为多烯类抗真菌药物，其与细胞膜上的麦角固醇及磷脂结合，造成膜通透性

改变，胞内重要物质外漏，从而抑制真菌生长；由于其较强的毒副作用而在临床上使用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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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63 

先天性巨细胞病毒感染与新生儿出生低体重的相关性研究 

 
杨云仙 

大理白族自治州中医医院 

 

目的  通过对先天性巨细胞病毒感染的出生小样儿反向追踪孕期 CMV 感染实验室检测情况，探讨

新生儿先天性 CMV 感染与出生低体重的关系。 

方法  先天性 CMV 感染患儿 46 例为观察组，同期非 CMV 感染新生儿 50 例为对照组，比较观察组

和对照组发生出生低体重的概率。 

结果  观察组出生低体重发生率为 23.91%，对照组出生低体重发生率为 4%，P 值=0.004，新生儿

出生低体重与新生儿先天性 CMV 感染相关。 

结论  明确 CMV 感染的高危要素，重视 CMV 的复发感染检测，提高先天性 CMV 感染的产前诊断

率，及早发现，及早防治，对优生优育、降低新生儿出生低体重具有重要意义。 

 
 

PU-3364 

纳米颗粒在抗甲氧西林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中的研究进展 

 
晏培杰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150000 

 

目的  本文就近年来纳米颗粒在治疗 MRSA 感染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为后续的抗-MRSA 药

物研究提供参考。 

方法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 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MRSA）可引起

皮肤、软组织等的局部化脓性感染，也可引起脑膜炎、骨髓炎、菌血症等严重全身感染性疾病，在

医院环境中广泛分布。MRSA 具有多重耐药的特点，临床可用于治疗 MRSA 感染的药物非常有

限，为了应对 MRSA 多重耐药菌株增多的严峻形势近年来，纳米颗粒在抗菌抑菌方面表现出了独

特的优势，有望成为新型的抗菌剂应用于临床。本文就近年来纳米颗粒在治疗 MRSA 感染中的研

究进展进行综述，以为后续的抗-MRSA 药物研究提供参考。 

结果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 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MRSA）可引起

皮肤、软组织等的局部化脓性感染，也可引起脑膜炎、骨髓炎、菌血症等严重全身感染性疾病，在

医院环境中广泛分布。MRSA 具有多重耐药的特点，临床可用于治疗 MRSA 感染的药物非常有

限，为了应对 MRSA 多重耐药菌株增多的严峻形势，研发新的抗-MRSA 药物具有重要的临床实际

意义。近年来，纳米颗粒在抗菌抑菌方面表现出了独特的优势，有望成为新型的抗菌剂应用于临

床。本文就近年来纳米颗粒在治疗 MRSA 感染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为后续的抗-MRSA 药物

研究提供参考。 

结论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 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MRSA）可引起

皮肤、软组织等的局部化脓性感染，也可引起脑膜炎、骨髓炎、菌血症等严重全身感染性疾病，在

医院环境中广泛分布。MRSA 具有多重耐药的特点，临床可用于治疗 MRSA 感染的药物非常有

限，为了应对 MRSA 多重耐药菌株增多的严峻形势，研发新的抗-MRSA 药物具有重要的临床实际

意义。近年来，纳米颗粒在抗菌抑菌方面表现出了独特的优势，有望成为新型的抗菌剂应用于临

床。本文就近年来纳米颗粒在治疗 MRSA 感染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为后续的抗-MRSA 药物

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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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65 

急性腹泻患儿致泻性大肠埃希菌流行病学调查 

 
朱旭慧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430000 

 

目的  感染性腹泻在儿童中有很高的发病率和病死率。了解致泻性大肠埃希菌（DEC）在急性腹泻

患儿（<5 岁）中的分布及流行状况，为感染性腹泻的防控和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于 2015 年 8 月-2016 年 9 月，收集 684 例急性腹泻患儿的大便标本，进行常规培养后对常

见病原菌进行分离鉴定，鉴定为大肠埃希菌的菌落用 PCR 法扩增毒力基因，检测 DEC 感染的情

况；所有的致病性大肠埃希菌（EPEC）采用血清凝集法进行血清学鉴定。采用琼脂稀释法进行药

物敏感试验。 

结果  从 684 例急性腹泻患儿中，分离到 54 株 DEC，分离率为 7.9%。居病原菌的第 2 位。年龄

和季节分布显示 DEC 更倾向于感染年轻儿童(P<0.05)，发病高峰在夏秋季期(P<0.05)。最常见的

是 EPEC, 占 50% ， 其 中 非 典 型 EPEC 占 38.9% ， 典 型 EPEC 占 11.1% ； 其 次 是

EAEC20.4%,ETEC14.8%,EIEC 和 STEC 均为 3.7%，混合型占 7.4%。多重 PCR 与单重 PCR 一

致性为 94.4%；27 株 EPEC 菌株，仅有 11 株（40.7%）血清凝集法试验阳性。DEC 对阿米卡

星、复方新诺明、头孢唑啉、  头孢呋辛、头孢噻肟和环丙沙星的耐药率均超过了 50%,5 株

(9.2%)DEC 对碳青霉烯类高耐药。 

结论  DEC 是急性腹泻患儿不可忽视的病原菌，占第 2 位；最常见的毒力型别是 EPEC，但传统的

血清学分型会造成漏检；DEC 耐药现象严重，不仅氨苄青霉素和复方新诺明，环丙沙星可能也不

再适合用于 DEC 感染的经验性治疗，此外相对高效的药物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也出现了耐药。需

加强对 DEC 的筛查和流行病学调查。 

 
 

PU-3366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ree Commercial Point of Care 
Test Kits for Chlamydia trachomatis Antigen 

 
Ying Zhao1,2,Yao Wang 1,2,Yingchun Xu1,2,Anping Ni1 

1.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2.Beijing Key Laboratory for Mechanisms Research and Precision Diagnosis of Invasive Fungal Diseases 

 
Objective Chlamydia trachomatis infection is a common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rapid 
detection is quite important for early diagnosis and early therapy.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ree different commercial point-of-care test kits as a reference data 
for our and other clinical laboratories. 
Methods The detection limit and repeatability of the three kits were tested by using titrated 
Chlamydia trachomatis serotype D and E. Specificity was carried out by reacting with normal 
human lung fibroblast cell MRC-5, African green monkey kidney cell and ATCC 25922 E. coli 
strain.  
Results Positive results were found in both kit B and kit C when they were tested with serotype D 
at the concentration of 1.86 × 107 IFU / mL or higher, a weak positive band was observed when 
kit B was further tested with serotype D at the concentration of 1.86 × 106 IFU / mL. Kit A was 
found to have the poorest detection limit in all of the three kits as it was tested to be positive at 
the concentration of 1.86 × 109 IFU / mL or higher. For serotype E, both kit B and C were found to 
have positive results when were tested at the concentratin of 2.8 x 107 IFU / mL or higher, but 
weak positive bands were observed in both of the 2 kits at this concentration; kit A was found to 
be positive results when tested at the concentratin of 2.8 x 109 IFU / mL or higher. All three kits 
were found to have good repeatability and no cross reactions were found in all of the three k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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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e detection limit of kits B and C was much better than kit A, but kits B was slight 
better than kit C. The specificity and repeatability are good for all of the three kits. 
 
 

PU-3367 

艰难梭菌环介导等温扩增检测方法的建立 

 
毛小琴,把丽美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建立简便、快速的艰难梭菌(Clostridium difficile，CD )环介导等温扩增（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LAMP)检测方法。 

方法  1.LAMP 检测体系的构建：筛选适用于 LAMP 的 CD 特异基因，建立 LAMP 检测体系。

2.LAMP 检测体系的灵敏度和特异性评估：构建含 CD 特异基因的质粒并筛选阳性克隆，然后依次

进行阳性克隆扩大培养、质粒提取与浓度测定、倍比稀释以获得 1.0×105 至 1.0×100 6 个梯度的质

粒溶液，最后用 LAMP 法检测。2）特异性评估：提取 CD 和肠道多种常见菌的 DNA，分别用本检

测体系进行检测。 

结果  1.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筛选出 LAMP 专用的特异基因：假定蛋白 hypothetical protein(GI: 

31352178)并建立了 LAMP 反应体系。2.该 LAMP 检测体系灵敏度高，其检测下限可达 2CFU/反应

体系；只有艰难梭菌出现特异扩增产物，其它多种常见肠道菌并未出现特异扩增产物，显示出较高

的特异性。 

结论  本课题建立的艰难梭菌 LAMP 检测体系有较高的灵敏度和较强的特异性，并且简便快速，无

需特殊设备，适用于几乎所有临床实验室开展 CD 的分子检测。 

 
 

PU-3368 

烟曲霉合并诺卡菌致肺脓肿 1 例并文献复习 

 
陈中举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430000 

 

目的  报道 1 例烟曲霉合并盖尔森基兴诺卡菌导致的肺部感染伴脓肿形成的病例 

 随着广谱抗生素、免疫抑制剂、糖皮质激素和抗肿瘤药物的广泛应用以及器官移植治疗的开展，

肺部真菌感染的发病率不断增加，但曲霉合并诺卡菌感染的病例较为少见，本文现报道 1 例烟曲霉

合并盖尔森基兴诺卡菌导致的肺部感染伴脓肿形成的病例，并对目前已报道的曲霉菌合并诺卡菌感

染的文献进行回顾总结。 

 
 

PU-3369 

miR-1204 是梅毒血清固定与潜伏梅毒鉴别的潜在分子标志物 

 
黄涛,张君,陈文韬,杨洁仪,廖仪文,郑和平 

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 

 

目的  探讨 miR-1204 是否可以成为梅毒辅助诊断的潜在分子标志物，研究 miR-1204 在梅毒螺旋体

与机体免疫相互作用中的机制。 

方法  收集未治疗梅毒患者外周血，包括一期（14 例）、二期（16 例）潜伏（17 例），以及血清

固定患者（27 例）、血清治愈患者（21 例）和健康人（15 例）外周血，分离 PBMC 后用 RT-

qPCR 的方法检测 miR-1204 的表达水平，统计学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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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一期梅毒患者 PBMC 中 miR-1204 表达水平为-14.64±4.63 显著高于未感染梅毒健康人中-

18.21±0.47，P<0.01 ；血清固定患者-16.60±2.36 显著高于血清治愈者中-18.46±1.29，P<0.01；

血清固定患者-16.60±2.36 显著高于潜伏梅毒-17.61±1.34，P<0.05 。 

结论  临床标本实验表明一期梅毒患者 miR-1204 显著增加，二期以及潜伏梅毒患者 miR-1204 表达

相对健康人无显著差异，但是血清固定者相对于潜伏梅毒和血清治愈患者表达较高，提示 miR-

1204 是一个梅毒患者的潜在分子标志物，可以辅助诊断血清固定和潜伏梅毒，以及预后疗效的判

断。 

 
 

PU-3370 

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菌耐药机制及同源性分析 

 
王勇,宫雪,张吉生,苏珊珊,曾令怡,郭宇航,张晓丽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了解我院临床分离的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CRKP）的耐药机制及流行病学特点，为

感染控制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5 年至 2017 年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患者分离的 CRKP,VITEK-2 Compact

检测对常用抗菌药物的敏感性；PCR 方法扩增常见的碳青霉烯酶基因（KPC、NDM、IMP-4、

IMP-8、VIM-1、VIM-2、OXA-23、OXA-24、OXA-48、OXA-51、OXA-58）及其他广谱 β 内酰胺

酶基因(DHA、ACC、TEM、SHV、CTX-M-1、CTX-M-9)。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对 31 株肺炎克

雷伯菌进行 ST 分型。 

结果  共检出 29 株 KPC 基因阳性，1 株 NDM-5 阳性，2 株 IMP-4 阳性，2 株 OXA-23 阳性，2 株

OXA-51 阳性，28 株 TEM 阳性，28 株 CTX-M-15 阳性，1 株 CTX-M-177 阳性，31 株 SHV 阳

性。28 株 MLST 分型为 ST76，其余 3 株为 ST323、ST896 型及一个新的分型 ST2964。 

结论   产 KPC 型酶是我院 CRKP 的主要耐药机制，ST76 型是我院主要的流行克隆分析。相关部

门应积极采取感染控制及预防措施，避免耐药菌的进一步播散。 

 
 

PU-3371 

血液分离肺炎克雷伯菌 pks 基因、毒力及耐药性分析 

 
周茂,蓝优,刘文恩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研究血液分离出的肺炎克雷伯菌 pks 基因的流行情况，及其毒力、耐药情况的关系 

方法  以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某院临床确诊的 102 例肺炎克雷伯菌感染菌血症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PCR 法检测分离菌株 pks 基因、荚膜血清型、以及毒力基因，K-B 法测定菌株的耐药性，

采用 spss 统计分析软件分析 pks 阳性组和 pks 阴性组在危险因素、毒力及耐药性等方面的差异 

结果  102 株肺炎克雷伯菌中，pks 基因阳性共 36 株（35.3%）；拉丝试验阳性共 23 株菌；荚膜

血清型的分布情况为 K1 型 1 株（1.0%），K2 型 10 株（9.8%），K5 型 1 株（1.0%），K54 型 2

株（2.0%），K57 型 6 株（5.9%），K20 型 1 株（1.0%）；毒力基因 rmpA、wcaG、mrkD、

alls、ybtS、kfu、iutA、Aerobactin 及 iucB 阳性率分别为 26.5%（27/102）、10.8%（11/102）、

96.1% （ 98/102 ）、 76.5% （ 78/102 ）、 55.9% （ 57/102 ）、 19.6% （ 20/102 ）， 29.4%

（30/102），24.5%（25/102）及 30.4%（31/102），经过数据分析发现，pks 阳性菌株中毒力基

因 rmpA，wcaG ，ybts，iutA，Aerobactin 和 iucB 阳性率均高于 pks 阴性组（P<0.001）；pks 阳

性组对呋喃妥因、左旋氧氟沙星和环丙沙星三种药物的耐药性显著低于 pks 阴性组(P<0.05) 

结论  某院血液中分离出的肺炎克雷伯菌 pks 基因阳性率为 35.3%，流行率较高；携带 pks 基因的

肺炎克雷伯菌毒力基因阳性率显著高于 pks 阴性组，提示 pks 基因菌株有较强毒力；携带 pks 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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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肺炎克雷伯菌对呋喃妥因、左旋氧氟沙星和环丙沙星的耐药性明显低于 pks 阴性组，提示 pks 基

因菌株对这三种药有较低的耐药性。 

 
 

PU-3372 

Prevalence of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in 
a Tertiary Hospital, Beijing , China 

 
Jiyong Yang,Kaisheng Lai,Xin Li,Liyan Ye,Yanning Ma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In China,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CRE) have been identified.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spread and outbreak of CRE.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prevalence of various CRE isolated from a tertiary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7 to June 2018. 
Methods All clinical strains were isolated from clinical samples in a 4,000-bed tertiary care 
hospital. All clinical isolates were identified by VITEK 2 GN ID cards (bioMérieux, Inc., Hazelwood, 
MO) and VITEK® MS (bioMérieux SA, Marcy-l'Etoile, France). The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s (MICs) of clinical common used antibiotics were measured by VITEK 2 Compact 
system. Carbapenemases genes including blaKPC, blaOXA-48, blaNDM-1, blaIMP were screened by 
several multiplex PCR methods. 
Results In total, 450 non-duplicated CRE strains were isolated from January 2017 to June 2018. 
Klebsiella pneumoniae are the majority of CRE, and 376 (83.6%) Carbapenem-Resistant K. 
pneumoniae were isolated, followed by 32 (7.1%) Escherichia coli isolates, 15 (3.3%) 
Enterobacter cloacae. in addition, 4 (0.9%) Enterobacter Aerogenes, Klebsiella oxytoca, 
Citrobacter freundii, Enterobacter hormaechei, and 3 (0.7%) morganella morganii, and 1 (0.2%) 
Raoultella planticola, Enterobacter kobei, Enterobacter asburiae, Providencia rettgeri, shewanella 
algae, Serraita marcescens have also been recovered, respectively. Among 376  K. 
pneumoniae,  323 (85.9%), 7 (1.9%), 6 (1.6%) and 4 (1.1%) isolates produced KPC, NDM-1, 
OXA-48 and IMP, respectively. While 36 (9.6%) isolates exhibited negative for carbapenemase 
genes. Among 32 E. coli, 12 (37.5%) and 7 (21.9%) of them produced NDM-1 and KPC,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prevalence of CRE in our hospital appeared to be increasing. The spread of 
KPC-producing K. pneumoniae played an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prevalence of CRE. 
 
 

PU-3373 

诺卡菌致起搏器囊袋感染一例 

 
毕蕾 1,2,王启 1,李曙光 1,孟涵 1,李文祎 1,彭秋生 1,王占伟 1,王辉 1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100000 

2.淄博市中心医院,255000 

 

目的      本文分析一例 63 岁女性患者，起搏器经超声裂解法处理后培养分离出诺卡菌的鉴定、药

敏及治疗，旨在为起搏器或囊袋等组织感染的培养提供一种可行的实验方法同时对诺卡菌的鉴定及

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收集临床病例资料，总结病例的鉴定和药敏过程 

结果  该患者为诺卡菌引起的起搏器囊袋感染 

结论      诺卡菌属隶属于放线菌纲放线菌目诺卡菌科，革兰染色阳性，不规则，分枝状，弱抗酸染

色可见部分阳性，其广泛分布于自然界，在机体抵抗力低时易引起血流感染。临床经验性用药首选

磺胺类。适当选择和留取关键标本及采用适当方法是诊断诺卡菌的关键。起搏器囊袋感染超声处理

方法值得推荐。 

http://www.baidu.com/link?url=lhPOTiIoUxKHMUtrRtr0u7ZojtRklium08lGetr2k23_gDEYjiP6ys3gN40f2rzM8VcVZeL3eiFOf1tDqVY9pQfFs_rGD0U1a1JO7Wo_WizdVWKYC42bnZBBpXz_9h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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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74 

Candiduria in hospitalized patients: an epidemiology 
investigation with the sysmex UF-1000i urine analyzer 

 
Zheng-xin He,Ting-ting Wang,Xiang-yang Ran,Yan Cheng,Jing Chen,Fu-kun Wang 

Bethune International Peace Hospital of PLA 

 
Objective Candiduria is common in hospitalized patients, and the management of it is still limited 
because of inadequate understanding. Previous epidemiology studies of candiduria are mostly 
based on culture assay, which is limited to a small study population.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collect epidemiology data on candiduria with Sysmex UF-1000i urine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system and to assess the incidence of candiduria in hospitalized patients. The risk factors and 
outcome of ICU candiduria patients were also investigated in this study. 
Methods To determine the performance of Sysmex UF-1000i in detecting candiduria, a cross-
sectional study was designed and conducted. 203 yeast like cells (YLCs) positive and 127 
negative samples were randomly chosen and applied to microbiologic analysis.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was utilized to evaluate the predictive ability of the Sysmex 
UF1000i YLC count to the candiduria. Urinalysis data of 31,648 hospitalized patients were 
retrospectively investigated.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applied to the data collected. 
Results Using a cutoff value of 84.6 YLCs/μL,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 of the yeast like cell (YLC) counts to determine 
candiduria were 61.7%, 84.1%, 88.6% and 66.3%, respectively. For the investigated hospitalized 
patients, 509 (1.61%) were considered candiduria positive. C. glabrata (33.3%) and C. tropicalis 
(31.2%) were found to be more prevalent isolations than C. albicans (24.1%) in the present study. 
Age, gender and basic condition were associated with candiduria in hospitalized patients. In the 

ICU setting, patients with high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APACHE) Ⅱ 

scores, urinary catheterization and renal failure seem to be the major risk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candiduria according to our investigation. Although antibiotic therapy was reported as very 
important risk factor, we could not confirm its significance in ICU candiduria patients because of 
excessive antibiotic usage in our hospital. 
Conclusions Yeast like cell parameter of Sysmex UF-1000i is a practical and convenient tool for 
clinical candiduria screening prior to microbioligic culture. Candiduria is common in hospitalized 
patients and seems to have no direct connection with mortality but could be considered as a 
marker for seriously ill patients who need particular attention in the clinic. 
 
 

PU-3375 

微量稀释法在淋球菌药物敏感性试验中的评估和应用 

 
吴兴中 

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 

 

目的  改良并建立一种新型淋球菌液体培养基应用于淋球菌药物敏感性试验的微量稀释法，与琼脂

稀释法进行了一致性的评估；并将微量稀释法应用于临床菌株的检测。 

方法  建立改良的淋球菌药物敏感性试验微量稀释法，与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琼脂稀释法比较两种

方法的一致性。应用微量稀释法检测广东省 8 个地市分离的 634 株淋球菌流行株对青霉素、四环

素、环丙沙星、大观霉素、头孢曲松、头孢克肟和阿奇霉素等 7 种抗菌药物的敏感性。 

结果  改良的微量稀释法和琼脂稀释法对 100 株淋球菌药敏检测的基本符合率（EA）为 96%-

100%。7 种抗生素药敏符合率（CA）94%-100%，重大误差（ME）、极重大误差（VME）和小

误差（MIE）分别为 0-3%、0-2%和 0-6%。采用微量稀释法检测 634 株淋球菌流行株对 7 种抗生

素敏感性显示，环丙沙星、四环素、青霉素和阿奇霉素的耐药率分别为 99.84%、8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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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4%和 11.04%，头孢曲松和头孢克肟的敏感性下降的菌株分别为 1.58%和 11.83%，出现了 1

株头孢克肟 MIC=1μg/ml 的菌株，未见大观霉素耐药。深圳市分离的淋球菌对青霉素、四环素和头

孢曲松的耐药率和低敏率分别为 76.6%、95.74%和 5.32%，均高于总体水平（χ2=17.31，

Р<0.01；χ2=4.85，Р<0.05 和 χ2=3.98，Р<0.05）；珠海市分离的淋球菌对头孢克肟的低敏率

30.11%，高于总体水平（χ2=21.72，Р<0.01）；阿奇霉素耐药株在江门市流行率最高（17%）；

东莞市检出 1 株头孢克肟 MIC=1μg/ml 的菌株。 

结论  微量稀释法和琼脂稀释法对检测淋球菌药物敏感性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可及时检测，适合于

各实验室开展。广东省分离的淋球菌流行株对环丙沙星、四环素、青霉素和阿奇霉素有较高的耐药

性，对头孢克肟敏感性下降的菌株占比较高。 

 
 

PU-3376 

关节置换术后假体周围感染标本培养新方法讨论 

 
王启,王占伟,李文祎,彭秋生,李虎,林剑浩,王辉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100000 

 

目的  采用假体超声后培养联合传统培养方法提高关节置换术后假体周围感染诊断阳性率，为临床

提供假体周围感染流行病学数据。 

方法  关节置换术后感染患者假体、组织及关节液进行微生物学培养，采用血培养瓶分别对假体超

声裂解液、组织研磨后匀浆及关节液进行增菌培养。 

结果  2013 年 7 月至 2016 年 6 月，共收集 139 名关节置换术后翻修患者标本，其中假体标本 99

例，组织标本 132 例，关节液标本 116 例。培养结果显示，假体培养的阳性率为 48.5%(48/99)，

组织标本的阳性率为 41.6%（55/132），关节液培养的阳性率为 25.8%(30/116)。所分离的全部菌

株中第一位为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占 54%（39/72），其中表皮葡萄球菌 13 例。肠球菌 6 例，金

黄色葡萄球菌仅有 2 例，真菌 2 例。 

结论  假体超声裂解液增菌培养阳性率明显高于组织研磨后匀浆及关节液进行增菌培养。临床诊断

假体周围感染应联合三种重要标本一起送检。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869 

 

PU-3377 

Phenotypic and genotypic characterization of carbapenem-
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data from a longitudinal 

large-scale CRE study in China (2012–2016) 

 
qi wang1,Xiaojuan Wang1,Juan Wang2,Chunmei Jin3,Ruobing Wang1,Yawei Zhang1,Longyang Jin1,Zhanwei 
Wang1,Hongbin Chen1,Feifei Zhang1,Bin Cao4,Liangyi Xie2,Kang Liao5,Bing Gu6,Chunxia Yang7,Zhiwu 
Liu8,Xiaobo Ma9,Liang Jin10,Xiaoqian Zhang11,Sijin Man12,Wei Li13,Fengyan Pei14,Xiuli Xu15,Yan Jin16,Ping 
Ji17,Wang Hui1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2.Hun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Hunan， China 

3.Yanbian University Hospital， Yanbian， Jilin， China 

4.China-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 and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Respiratory Diseases， Beijing， 

China 

5.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6.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China 

7.Beijing Chao-Yang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8.The First Hospit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China 

9.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China 

10.The First Hospital of Qinhuangdao， Qinhuangdao， Hebei， China 

11.Henan Province Hospital of TCM， Zhengzhou， Henan， China 

12.Tengzhou Central People’s Hospital， Tengzhou， Shandong， China 

13.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China 

14.Jinan Central Hospital， Jinan， Shandong， China 

15.Xijing Hospital， 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Shanxi， China 

16.Shandong Provincal Hospital， Jinan， Shandong， China 

17.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chi， Xinjiang， China 

 
Objective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CRE) strains are a major threat to global 
health. The development of effective control measures requires more detailed phenotypic and 
genotypic characterization of CRE. 
Methods CRE isolates were collected from 65 hospitals in 25 provinces across China between 
January 1, 2012 and December 31, 2016. Isolat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and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Genes encoding carbapenemase, colistin 
resistance (mcr-1), and β-lactamase were detected by PCR and sequencing. 
Results  A total of 1801 independent CRE isolates (1201 Klebsiella pneumoniae, 282 
Escherichia coli, and 179 Enterobacter cloacae) were collected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Overall, 
96.9%, 89.7%, 54.5%, 49.9%, and 40% of CRE strains were susceptible to colistin, tigecycline, 
amikacin, minocycline, and fosfomycin, respectively. Notably, 1091/1201 (91%) K. pneumoniae, 
225/282 (80%) E. coli, and 129/179 (72%) E. cloacae harbored a carbapenemase gene. K. 
pneumoniae carbapenemase (KPC) was predominant in K. pneumoniae (81%), whereas New 
Delhi metallo-β-lactamase (NDM) was predominant in E. coli (74%) and E. cloacae (53%). The 
mcr-1 gene was detected in 13 NDM-carrying E. coli isolates (4.6%). Sequence type (ST)11 and 
ST167 were predominant among the 100 K. pneumoniae and 47 E. coli STs, respectively. KPC-
ST11, which accounted for 64% of K. pneumoniae isolates, had higher resistance than non-ST11 
strains to aztreonam, fosfomycin, and amikacin (P < 0.001). The proportion of KPC and NDM in 
CRE rose from 2012 to 2016 (54%–59% and 12%–28%,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CRE harboring carbapenemase are increasing. KPC-ST11, the predominant strain, 
shows reduced susceptibility to most available antibiotics.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870 

 

PU-3378 

865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临床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陈曙明,何有云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了解金黄色葡萄球菌的临床分布及耐药特点，为临床规范、正确合理选用

抗菌药物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本院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各类临床标本分离出的金黄色葡萄球菌，采用

VITEK2-compact 细菌鉴定药敏分析仪进行鉴定和药敏试验及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MRSA）筛查。用 WHONET5.6 软件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 

结果  在 3 年中分离到的 865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每年的数量分别是 251、274 和 340 株。菌株主

要分布在门诊部、儿科耳鼻喉科和 ICU，MRSA 的发生率也逐年增加，药敏实验提示，金黄色葡萄

球菌具有较高的耐药性，对青霉素耐药率为 91.09%，红霉素、四环素、克林霉素、复方新诺明、

苯唑西林的耐药率分别为 48.2%、35.38%、22.89%、17.46%和 12.72%。 

结论  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感染在逐年增多，对抗生素的耐药性也逐年增强，MRSA 的发生率也逐年

增加，提示临床医生与院感部门务必高度重视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感染与临床分布，主动实施细菌培

养，了解分析 SAU 及 MRSA 的耐药性，更好地合理选用抗生素，从而提高治疗效果，减少耐药菌

株产生，预防和控制 MRSA 传播。 

 
 

PU-3379 

光动力疗法对鲍曼不动杆菌的体外杀伤效应研究 

 
王磊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研究新型光敏剂钌化合物（Ru[(bpy)2(dppn)]2+）介导的光动力疗法 (photody namic 

therapy)(Ru—PDT)对鲍曼不动杆菌的杀灭作用，并初步研究 PDT 杀伤鲍曼不动杆菌的作用位点。 

方法  以鲍曼不动杆菌标准菌株 ATCC BAA 747 和三株临床分离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菌株为研究

对象， 采用钌化合物（Ru[(bpy)2(dppn)]2+）为光敏剂，用波长 457nm 的激光为光源，将实验分

为 4 组：(1)单纯光照组：将细菌悬液与 PBS 混合后，照射时间 10 min，功率密度为 40 mw／cm2 

(2)单纯光敏剂组：10um Ru 化合物光敏剂与配制的细菌悬液避光混合，孵育 30 min，不予激光照

射。(3)PDT 组：将不同浓度 Ru 光敏剂与细菌悬液混合后避光孵育 30min，激光照射时间 10min，

功率密度为 40mw／cm2。(4)空白对照组：将细菌悬液与 PBS 混合后，不加入光敏剂，不予激光

照射。将各组处理后的细菌悬液稀释后涂板，37℃培养 24 h 后进行菌落计数，观察细菌浓度。同

时制片通过透射电镜观察其 PDT 作用前后菌体的形态学变化。在 0．025、0.25、2．5、10 和

25um 五个浓度的 Ru 光敏剂的 PDT 作用下，比较鲍曼不动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的杀伤效果。 

结果  单纯光照和单纯光敏剂孵育对鲍曼不动杆菌无明显杀灭作用，对细菌存活无影响。在本实验

的光敏剂浓度范围内， PDT 对鲍曼不动杆菌的杀灭作用随 Ru 光敏剂浓度增高而加强；在 0.25um

的 Ru 光敏剂下，PDT 处理的鲍曼不动杆菌标准菌株和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均能达到有效杀菌。

电镜观察 PDT 处理后的鲍曼不动杆菌，发现其膜结构破坏严重，细菌内容物外溢。 

结论  Ru—PDT 对体外培养的 ATCC BAA 747 和临床分离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菌株具有较强的

杀灭作用，其效果与光敏剂剂量密切相关。在相同光敏剂浓度作用下，对同浓度鲍曼不动杆菌的杀

菌作用要明显强于铜绿假单胞菌。细菌的膜结构是其产生杀菌作用的重要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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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80 

北京某医院沙门菌属的流行及耐药现状 

 
叶丽艳,沈跃云,马薇,张永轻,马艳宁,张有江,杨继勇,罗燕萍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了解北京某医院临床标本中分离的沙门菌属的分布和耐药情况，为临床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方法  采用 VITEK MS 质谱仪或 VITEK 2 Compact GN 进行细菌鉴定，并用沙门菌属诊断血清进行

血清型凝集，药敏试验采用纸片扩散法(K-B 法)或 VITEK 2 COMPACT 全自动细菌鉴定药敏仪,按

CLSI2016-M100 的标准进行药敏结果分析。 

结果  2008-2016 年我院自临床标本分离到沙门菌属菌株 146 株，以粪便标本为主（42.47%），其

次是静脉血（33.56%），在检出时间分布上以 5 月至 10 月检出较多，另外 12 月份也较高；沙门

菌属的病例主要来自门急诊患者（26.03%），各年龄段均有检出，以成人为主；沙门菌属的血清

型主要是肠炎沙门菌，以 C、D 群血清型为主。沙门菌属总体对大部分抗菌药物较敏感，未检出耐

碳青霉稀类抗生素的沙门菌属，对喹诺酮类抗生素的耐药率小于 10%，对阿米卡星的敏感性高达

99.31%，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敏感率达到 95.14%。 

结论  沙门菌属是引起腹泻病的一种重要致病菌，耐药率较低，临床抗生素的选择应以药物敏感性

试验为依据，喹诺酮类抗生素可作为沙门菌属的经验用药选择。 

 
 

PU-3381 

Xpert MTB/RIF 系统在结核分枝杆菌 

和利福平耐药性快速检测中的应用 

 
徐东芳,王庆 

安徽省胸科医院 

 

目的  探讨 Xpert MTB/RIF 系统在结核分枝杆菌及利福平耐药性快速检测中的应用。 

方法  收集 2015 年 4 月-2015 年 12 月在安徽省胸科医院住院的 632 结核病可疑患者痰液或肺泡灌

洗液样本，同时进行 Xpert MTB/ RIF、液体培养和直接涂片法三种方法检测，以临床诊断为金标

准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pert MTB/ RIF、液体培养和直接涂片法检出阳性率分别为 39.61% (225/568)、36.44% 

(207/568) 和 17.78%(101/568)；Xpert Mtb/RIF 检测敏感度和液体培养有较好一致性(χ2=1.21，

P>0.05)，显著高于涂片镜检(χ2=66.15，P<0.01)，尤其在涂阴结核病患者中更为明显（χ2=9.63，

P<0.05）。Xpert MTB/RIF 系统半定量量级程度与样本中涂片抗酸杆菌数成正比，与培养报阳时间

成反比。在对利福平耐药性的检测中，Xpert MTB/RIF 法为 19.41%(39/201)，与液体药敏法相

比，Xpert MTB/RIF 法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94.59%(35/37)和 97.56%(160/164)，二者无显著性

差异(χ2= 0.167，P> 0.05)。对所有培养阳性物进行利福平耐药基因分析，以测序法作为金标准进

行 rpoB 耐药基因检测，Xpert MTB/RIF 法的 Probe E (529-533)占 58.98% (23/39)，测序法以

S531L 和 L533P 为主(62.16%, 23/37)，二种方法突变位点基本一致(χ2 =0.081，P>0.05)。 

结论  Xpert MTB/RIF 系统检测结核分枝杆菌及利福平耐药性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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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82 

探讨尿沉渣直接染色镜检及显色培养 

对尿标本中酵母样真菌诊断的意义 

 
杜金龙,刘淑梅,张岩,谭延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尿沉渣直接染色镜检及显色培养对尿标本中酵母样真菌诊断的意义。 

方法  收集本院 2018 年 1 月至 5 月送检的 376 例尿培养标本，将其尿沉渣革兰染色镜检，将镜检

结果为细菌阴性且酵母样真菌阳性的尿沉渣接种于科玛嘉显色培养基孵育 24~48h。同时进行尿培

养。对尿沉渣染色镜检及显色培养基和常规尿培养两种方法检出酵母样真菌的结果行配对卡方检验

和 Kappa 检验，检测两种方法的差异和一致性。 

结果  在 376 例标本中，酵母样真菌阳性标本占 9% （34/376）；尿沉渣染色镜检及显色培养基法

与常规尿培养在鉴定酵母样真菌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p＝0.791）；两种方法一致性较

高（Kappa＞0.75，Kappa＝0.756，p＜0.05）；在 34 例酵母样真菌阳性标本中，尿沉渣染色镜

检及显色培养基的方法比常规尿培养方法在鉴定酵母样真菌阶段，至少提前一天的时间，相符率

76.4%（26/34）。 

结论  尿沉渣染色镜检及显色培养基的方法相比传统尿培养流程在诊断酵母样真菌方面更为快捷、

实用、高效。可以作为尿培养的补充实验。 

 
 

PU-3383 

血流感染患者血 Presepsin 水平检测的临床意义 

 
陆书华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272000 

 

目的  探讨 Presepsin 在血流感染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以血培养结果将样本分成血流感染组和非感染组。同时检测血 Presepsin、降钙素原、C 反

应蛋白浓度，比较血 Presepsin 与血培养及降钙素原、C 反应蛋白符合率和正确性。 

结果   Presepsin 与血培养对比灵敏度为 82.00%；特异性为 98.10%；总符合率 93.97%。

Presepsin 与降钙素原对比阳性符合率为 69.90% ；阴性符合率为 97.55%；总符合率 89.37% 。

Presepsin 与 C 反应蛋白对比阳性符合率为 56.14% ；阴性符合率为 94.02% ；总符合率

81.61%。降钙素原 AUC 值为 0.908、C 反应蛋白 AUC 值为 0.797，PresepsinAUC 值为 0.970。 

结论  Presepsin 水平检测可用于血流感染的诊断，且 Presepsin 在诊断血流感染的准确性方面高于

降钙素原、C 反应蛋白。 

 
 

PU-3384 

726 株肺炎链球菌的感染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李晓哲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272000 

 

目的  了解我院 2017 年分离的 726 肺炎链球菌的分布情况和药敏状况，为临床治疗肺炎链球菌引

起的感染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 VITEK2Compact 仪器法和青霉素 Etest 检测肺炎链球菌菌对 16 种抗生素的敏感性，运

用 WHONET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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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肺炎链球菌主要分离自痰（88.5%），来自血液分（3.16%），来自脓液（3.58%），来自肺

泡灌洗液（2.89%）。来自脑脊液（1.79%），科室主要是儿科病房（83.74%）、呼吸科

（4.82%）和耳鼻喉科（2.20%）。肺炎链球菌对万古霉素，泰利霉素、利奈唑烷敏感性最高，肺

炎链球菌(非脑脊液）对青霉素、头孢曲松、头孢噻肟敏感性很高，肺炎链球菌(脑脊液）对头孢曲

松、头孢噻肟耐药率在 20%以下，而对青霉素耐药率达到 79.47%。 

结论  我院肺炎链球菌多来源于有呼吸道感染的儿科病人,耐青霉素的肺炎链球菌（PRSP) 分利率

低，建议临床治疗非脑脊液来源的肺炎链球菌还应首选青霉素治疗，脑脊液来源的肺炎链球菌应优

先选用头孢曲松，不应过度使用抗生素。 

 
 

PU-3385 

隐球菌性脑膜炎患者隐球菌菌株的分布及药物敏感性变迁分析 

 
何青晏 1,2,刘雅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2.温州医科大学 

 

目的  分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隐球菌脑膜炎患者隐球菌感染的分布情况以及抗真菌药物敏感性变

化，为临床预防和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方法  对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010 年 1 月到 2017 年 12 月 141 例隐球菌脑膜炎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

进行回顾性分析，分析并总结其标本来源、科室分布、年龄分布、基础疾病、脑脊液常规、脑脊液

生化以及真菌药敏的变迁。 

结果  在 141 例隐球菌脑膜炎感染的患者中，男女比约为 1.7:1，年龄范围 15-81 岁，以非

HIV/AIDS 患者（100/141）为主。送检标本类型主要为脑脊液（130 株，92.2%），送检科室以神

经内科（62 株，43.97%）和感染科（33 株，23.40%）为主。患者脑脊液检查结果异常者占

70.9%（100/141），以 CSF 中的有核细胞和微量蛋白升高，葡萄糖和氯化物降低为主。药敏结果

中，4 株（2.84%）对氟胞嘧啶耐药，20 株（14.18%）对伊曲康唑耐药，2 株（1.42%）对两性霉

素 B 耐药，3 株（2.13%）对氟康唑耐药，2 株（1.42%）对伏立康唑耐药。 

结论  隐球菌临床株对 5 种抗真菌药物敏感性高，少数近年来对氟康唑、伊曲康唑有耐药趋势，发

现唑类药物交叉耐药的菌株，耐药机制不明。应重视耐药折点的建立，进一步完善并规范临床抗真

菌药物的使用，及时监测并及时调整用药方案以减少耐药菌的出现，减轻患者身体与经济负担。 

 
 

PU-3386 

摩根摩根菌的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于欣平 1,邹菲菲 1 

1.解放军总医院 

2.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解放军总医院 2014 年-2017 年摩根摩根菌的分布及细菌的耐药性，以便更好的为临床抗

生素的使用提供可靠依据。 

方法  用常规方法进行标本分离，使用 VITEK2-compact 进行菌株的鉴定及药敏试验，部分药敏采

用 K-B 法。 

结果  自 2014 年-2017 年共分离摩根摩根菌 259 株，其中最多的标本来自为尿液 87 株（占

33.59%），其次为组织液 55 株（占 21.24%）和痰液 35 株（占 13.51%）。该菌对氨苄西林、

一、二代头孢菌素类、阿莫西林/棒酸、替加环素、呋喃妥因和多粘菌素 B 为固有耐药，除固有耐

药外，耐药率较高的抗生素为氨苄西林/舒巴坦（>80%）,其次为复方新诺明（>65%）,庆大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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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其中左氧氟沙星和头孢曲松的耐药率呈上升趋势，而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耐药率最为敏

感<4%。 

结论  摩根摩根菌为条件致病菌，在多种标本类型中被发现，而碳青霉烯类耐药需引起临床的高度

重视，但抗感染的药物依然可首选使用厄他培南。 

 
 

PU-3387 

2014 年-2017 年粘质沙雷菌的临床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张申 1,王文彬 1 

1.解放军总医院 

2.河南省安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粘质沙雷菌在医院感染中标本的临床分布以及对抗生素的耐药特性，为临床用药提供依

据。 

方法  收集分离的粘质沙雷菌，采用 MIC 法和 K-B 纸片扩散法进行药敏试验，统计该菌的临床分布

及耐药性。 

结果  共离出粘质沙雷菌 344 株，其中痰标本和尿液标本分别是 167 株（占 48.55%）和 56 株（占

16.28%）。粘质沙雷菌的科室分布主要是 ICU 64 株占 18.60%，其次是神经内科 38 株占

11.05%。2014 年、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分离的菌株数量分别是 82 株，93 株，88 株，82

株。2015 年粘质沙雷菌对头孢曲松 20.43%、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4.30%、氨曲南 16.13% 、美罗

培南 6.45%和环丙沙星 17.2%。2016 年亚胺培南、美罗培南耐药率 1.14%、1.23；2017 年亚胺培

南、美罗培南耐药率为 0。 

结论  2014 年-2017 年标本以痰液为主，分离率以 ICU 最多，而粘质沙雷菌对抗生素的耐药率变

化，2015 年耐药率高于其它 3 年。而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耐药率呈下降趋势。故临床可根据药敏

结果选择合理的抗生素进行经验性治疗，有助于改善细菌的耐药情况 

 
 

PU-3388 

大理州人民医院 2017 年细菌耐药性监测 

 
桑卫洪,杜娟,李薇,张灿青,张灿梅 

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大理州人民医院 2017 年临床分离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性。 

方法  细菌鉴定采用 Vitek-2 Compact 鉴定系统，药敏试验采用 Vitek-2 Compact，ATB 链球菌及

嗜血杆菌药敏卡；头孢哌酮-舒巴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氨苄西林/舒巴坦、头孢呋新、替考拉林

采用纸片扩散法，按 CLSI2016 年版判读结果，用 WHONET5.6 软件进行耐药性分析。 

结果  2017 年共收集非重复临床分离株 2168 株，其中革兰阴性占 67.1%，革兰阳性阳性菌占

32.9%，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和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MRCNS）检

出率分别为 35.4%和 83.4%，未发现万古霉素、替考拉林和利奈唑胺耐药的葡萄球菌和肠球菌。大

肠埃希菌、克雷菌属（肺炎克雷伯菌、产酸克雷菌）、奇异变形杆菌中 ESBLs 阳性率分别为

55.8%、57.8%、41.7%，有极少量菌株对碳青酶希类抗生素耐药。铜绿假单胞菌对亚胺培南和美

洛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 33.6%、31.4%。鲍曼不动杆菌对亚胺培南、美洛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

71.9%和 68.4%，但对头孢派酮 /舒坦的敏感率为 85.9%。碳青酶烯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

（CRAB）、铜绿假单胞菌（CRPA）的检出率分别为 64.3%和 33.6%。 

结论  临床分离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呈增长趋势，CRAB、CRPA 增长显著，ESBLs 检出率

略有下降，应继续加强抗生素合理使用和医院感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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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89 

荧光定量 PCR 法与培养鉴定法检测解脲支原体结果比对分析 

 
刘喆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通过对解脲支原体主要检测方法（荧光定量 PCR 法和培养法）进行分析比对，比较两种方法

的符合率，为临床解脲支原体检测方法的选择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收集近期就诊于我院 112 例患者的生殖道分泌物标本，分别采用荧光定量 PCR 法（FQ-

PCR 法）与培养鉴定法检测患者是否感染解脲支原体。 

结果   在 112 例标本中，培养法第一天检测结果为阳性的 47 例，阳性率 41.96%，第二天检测结

果为阳性的 53 例，阳性率 47.32%，FQ-PCR 共检测出阳性 66 例，阳性率 58.93%（X2=9.6, 

P=0.0019<0.05）。FQ-PCR 测定浓度范围：1.60×102~1.04×107copy/ml，其中测定浓度为

102copy/ml 5 例（阳性率 7.6%），103copy/ml 12 例（18.2%），104copy/ml 15 例（22.7%），

105copy/ml 22 例（33.3%），106copy/ml 9 例（13.6%），107copy/ml 2 例（3.0%）。14 例培养

法阴性而 PCR 法阳性结果中，FQ-PCR 测定浓度 102copy/ml，培养结果为阴性 5 例（5/5 阳性率

100%），FQ-PCR 测定浓度 103copy/ml，培养结果为阴性 3 例（3/12，25%），FQ-PCR 测定浓

度 104opy/ml，培养结果为阴性 3 例（3/15 阳性率 20%），FQ-PCR 测定浓度 105copy/ml，培养

结果为阴性 3 例（3/22 阳性率 13.6%），FQ-PCR 测定浓度 106 和 107copy/ml，培养结果为阴性

0 例。两种方法结果不符合的 PCR 测定浓度分布在 102-105，以 102为主。 

结论  FQ-PCR 法检测的阳性率高于培养法，FQ-PCR 法和培养法检测结果有差异性，具有统计学

意义，两种方法结果不符合的 PCR 测定浓度分布在 102-105，以 102为主。 

 
 

PU-3390 

淄博地区儿童肠球菌耐万古霉素表型和耐药基因检测分型的研究 

 
张学忠,张彩虹 

淄博市中心医院,255000 

 

目的  研究儿科住院患者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定植菌耐药基因型与表型，了解菌种构成、耐

药基因型与表型特点，为儿科临床感染诊断、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方法  采集 2016 年 1 月~12 月期间于淄博市中心医院儿科住院患儿的 170 个肛门拭子，接种培

养，筛选出耐万古霉素肠球菌株，采用琼脂稀释法测定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利奈唑胺、青霉素、

庆大霉素、环丙沙星、米诺环素、氨苄西林 8 个药物对耐万古霉素肠球菌的最低抑菌浓度。提取肠

球菌的 DNA，PCR 法检测耐万古霉素肠球菌耐药基因型及菌种，产物经 2%琼脂糖凝胶电泳、成

像分析及基因测序。 

结果  170 个拭子培养中共筛选出 21 株耐万古霉素肠球菌（12 4%），对大部分测定的抗菌药物

耐药率超过 50%，包括环丙沙星（90 5%）、 青霉素（81 0%）、 氨苄西林（76 2%）、庆

大霉素（HLAR 61 9%），但仍对利奈唑胺 (100%)与米诺环素(95 2%)敏感。21 株 VRE 菌种包

括屎肠球菌最常见为 66 7%。经 PCR 检测 vanA 基因型是本研究中 VRE 最常见的耐药基因

型。追踪 VRE 定植阳性者，未发现 VRE 感染。 

结论  耐万古霉素肠球菌以屎肠球菌最常见。VRE 耐大部分抗菌药物，但对利奈唑胺、米诺环素较

敏感，可作为治疗 VRE 感染的选择药物。 本研究中 vanA 基因型最常见,临床分离菌存在基因

型与表型不一致菌株，临床在使用抗菌药物治疗中应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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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91 

333 例产气肠杆菌的细菌分布和耐药分析 

 
邹菲菲 1,2,于欣平 1 

1.解放军总医院 

2.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统计 2014-2017 年本院产气肠杆菌的临床分布及其对常用抗生素的敏感状况，为临床合理应

用抗生素提供可靠依据。 

方法  应用 VITEK 2 COMPACT 全自动细菌鉴定药敏仪或纸片扩散法(KB 法)对所有送检标本分离

出的菌株进行药敏试验并对结果分析。 

结果  共检出 333 株产气肠杆菌，按标本来源，呼吸道类占 33.93%，尿液占 18.02%，组织类占

14.41%。按病房来源，肝胆科占 18.62%、肿瘤科占 12.31%，重症监护科占 10.21%。药敏试验

结果，头孢唑啉占 85.89 %、头孢曲松占 34.74 %、头孢他啶占 27.63 %。 

结论  产气肠杆菌主要引起下呼吸道感染，临床分布最多的为肝胆科，耐药率最高的头孢唑啉，临

床科室应避免应用此类药物，根据药物耐药报告合理用药，有效地控制感染。 

 
 

PU-3392 

2016-2017 年 40 株沙门菌属的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康细林,单斌,储丹丹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我院 2016 年 1 月- 2017 年 12 月门诊及住院患者感染沙门菌属的分布及耐药特点，为临

床科室合理用药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收集门诊及住院患者标本，按照统一方案，药敏试验采用纸片扩散法或自动化仪器法，结果

按 CLSI2017 年标准判读，用 WHONET5.6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40 株沙门菌中检出率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甲型副伤寒沙门菌 23 株 （57.5%）、伤寒沙门

菌 10 株（25.0%）、鼠伤寒沙门菌 5 株（12.5%）。常规报告药物的药敏结果显示耐药率分别

为：氨苄西林 35.0%、头孢曲松 2.7%、环丙沙星 5.7%、甲氧苄啶-磺胺甲噁唑 15.0%、氯霉素

8.7%。在标本来源中，血培养标本检出 24 株（60.0%）、粪便标本检出 8 株（20.0%）。 

结论  本院患者感染沙门菌属主要以甲型副伤寒沙门菌、伤寒沙门菌及鼠伤寒沙门菌为主，且标本

来源以血培养标本、粪便标本为主。沙门菌属对环丙沙星、头孢曲松等药物敏感，但对氨苄西林及

甲氧苄啶-磺胺甲噁唑的耐药率较高，应该加强我院沙门菌属的耐药监测，指导临床科室合理选择

抗菌药物。 

 
 

PU-3393 

改良显色平板在筛查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科细菌中的性能评价 

 
陈善建,甘龙杰,曾勇彬,江丽,陈守涛,林宇岚,欧启水,杨滨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350000 

 

目的  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科细菌（CRE）的感染是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卫生问题。建立一种快

速、准确的筛查方法是应对这种威胁的关键措施。本研究旨在制备快速检测 CRE 的改良显色平板

并对其性能进行评价。 

方法  以传统的 PCR 方法为参考方法，用临床标本分离出的 49 株 CRE 及 24 株非 CRE 对 3 种改

良显色平板的敏感度和特异度进行评价。其中，21 株 CRE 用于三种改良平板的检测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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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亚胺培南改良显色平板的敏感度为 83.7%（41/49），特异度为 100%（24/24）。美罗培南

改良显色平板的敏感度为 87.8%（43/49），特异度为 100%（24/24）。厄他培南改良显色平板的

敏感度为 93.9%（46/49），特异度为 95.8%（23/24）。 

结论  三种改良显色平板均具有较高的敏感度与特异度，且操作简便，无需昂贵的仪器，对人员技

术要求低。厄他培南改良显色平板相对于美罗培南与亚胺培南改良显色平板，其还具有检测限低的

特点，更适用于临床的推广应用。 

 
 

PU-3394 

某骨科医院近两年细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张令博 1,2,杨继勇 1 

1.解放军总医院 

2.冀中能源邢矿集团总医院 

 

目的  了解本院近两年临床分离菌株的分布及其耐药性，对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全院送检标本中分离的细菌，采用纸片扩散法（K-B 法）进

行细菌药物敏感性试验，按 2017 年版 CLSI M 100- S27 标准判断结果。 

结果  共分离出细菌 4873 株，主要来源于伤口分泌物、呼吸道标本、尿、血，分别占 44.84%，

39.27%，8.75%，1.27%。细菌分离株包括革兰阴性菌 3845 株（占 78.9%），其中革兰阳性菌

1028 株（占 21.1%）。分离出的主要细菌种类依次为肺炎克雷伯菌 781 株（16.0%），铜绿假单

胞菌 607 株（12.5%）大肠埃希菌 596 株（12.2%）金黄色葡萄球菌 473 株（9.7%）阴沟肠杆菌

446 株（9.2%）鲍曼不动杆菌 391 株（8.0%）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315 株（6.5%）。药敏试验结

果显示，肠杆菌科细菌对头孢哌酮舒巴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耐药率较低（1.86%-6.56%）；大

肠埃希菌对三代头孢菌素、氨基糖苷类及喹诺酮类抗菌药物的耐药率为 22.72%-51.29%，明显高

于其他肠杆菌科细菌（6.73%-22.4%）；肠杆菌科细菌对碳青霉烯类的耐药率在 1%-3%之间。铜

绿假单胞菌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 15.54%、19.44%；鲍曼不动杆菌对抗菌药物的

耐药率普遍较高，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 44.15%、42.82%。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凝

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对青霉素的耐药率分别为 94.42%、92.45%；对利奈唑胺的耐药率分别 4.06%、

1.89%；未发现对万古霉素耐药的菌株。 

结论  培养阳性的细菌主要来源于伤口分泌物，肺炎克雷伯菌和铜绿假单胞菌所占比例较大，铜绿

假单胞菌对碳青霉烯类的耐药率较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提供的数据低，这可能与本院的骨科专业特

征有密切联系。专科医院细菌耐药监测数据与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的统计数据有一定的差异，完全

依赖后者可能会误导临床用药，应根据专业特色制定的符合本院的耐药监测管理措施，根据本院的

细菌分布及耐药情况来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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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95 

188 例关节置换术后感染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王文彬 1,2,张申 1 

1.解放军总医院 

2.山东省济阳县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对人工关节置换术后感染患者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为人工关节置换术后感染的诊

断和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根据美国感染协会指南对假体周围感染的诊断标准，纳入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 188

例人工关节置换术后感染的住院患者的病例资料、细菌培养及药敏实验结果进行临床回顾性研究，

分析病原菌感染的分布情况，并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进行药敏检测分析。 

结果  培养结果主要病原菌为革兰阳性球菌（73.94%），所有病原菌中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最多

（41.49%）， 其次是金黄色葡萄球菌（12.77%）。两者对万古霉素, 利奈唑胺,耐药率均为零:对青

霉素和苯唑西林耐药率均大于 80%。 

结论  表皮葡萄球菌是人工关节置换术后感染患者的主要病原体。这种并发症的抗生素治疗应根据

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 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可在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前经验性使用。 

 
 

PU-3396 

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科细菌 

无症状携带者 主动筛查的研究进展 

 
陈善建,曾勇彬,杨滨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350000 

 

目的  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科细菌（CRE）的感染与传播是危害人类健康的公共问题。采取有效

措施预防 CRE 感染是应对这种威胁的关键。住院患者肠道是耐药菌的储存库，这些定植的耐药菌

具有引发院内感染暴发流行的潜在风险。CRE 的定植常先于 CRE 的感染或与感染并存，对入院患

者进行 CRE 的主动筛查并对阳性患者采取一定的措施是预防 CRE 感染与传播的有效途径。现在，

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 CRE 的主动筛查。本文就 CRE 的流行现状、CRE 主动筛查的人群及样本、

筛查的方法等作简要综述。 

 
 

PU-3397 

152 株耐碳氢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耐药基因型分析 

 
宋林键,叶丽艳,赵强,沈跃云,罗燕萍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了解我院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CRE）耐药情况和耐药基因分布，为临床控制和预防

CRE 感染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152 株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菌株。 

结果  肺炎克雷伯杆菌 117 株，大肠埃希菌 15 株，阴沟肠杆菌 8 株，产气肠杆菌 5 株，弗氏枸橼

酸杆菌 5 株，粘质沙雷菌 1 株，魏氏柠檬酸杆菌 1 株。blaKPC103 株，blaNDM22 株，blaOXA-485

株，含两种及两种以上耐药基因 12 株，未检测到耐药基因 9 株。 

结论  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对多种抗菌药物同时耐药，其主要耐药基因型为 KPC、NDM、OXA-48

及 I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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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98 

2013 年-2017 年 778 例血流感染病原菌构成及耐药分析 

 
廖娟,林滢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目的  监测我院 2013 年至 2017 年检出的血流感染病原菌构成情况及耐药状况，为我院血流感染预

防和经验用药提供依据。 

方法  对 2013 年至 2017 年分离的血流感染病原菌菌株及其耐药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  共检出 778 例血流感染病原菌（以病人检出的第一例为主，剔除重复菌株），共检出革兰氏

阳性球菌 324 株，占 41.6%，革兰氏阴性杆菌 431 株，占 55.4%，真菌 19 株，占 2.5%，其他菌

株 4 株，占 0.5%。本研究共检出大肠埃希菌 170 株，其中产 ESBL 菌株 65 株，占 38.2%；检出

肺炎克雷杆菌 110 株，其中产 ESBL 菌株 14 株，耐碳青霉烯酶肺炎克雷伯杆菌 12 株；检出铜绿

假单胞菌 27 株，其中铜绿假单胞菌对美罗培南、亚胺培南、阿米卡星、庆大霉素、头孢他啶、头

孢吡肟、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的耐药率均低于 10%；检出鲍曼不动杆菌 26 株，其中鲍曼不动杆

菌对美罗培南、亚胺培南、阿米卡星、庆大霉素、头孢他啶、头孢吡肟、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的

耐药率均大于 30%，米诺环素的非敏感率为 36.4%。研究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 56 株，其中 MRSA

检出率为 41.1%，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和替加环素的敏感率均为 100%；检出粪肠球菌和屎肠球

菌分别为 20 株和 18 株，两者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和替加环素的敏感率均为 100%，但是屎肠球

菌对于青霉素和氨苄西林的耐药率高达 88%以上，而粪肠球菌对青霉素和氨苄西林的耐药率则为

5%。对比每年血培养阳性率，2013 年至 2017 年每年全院的血培养阳性率分别为 7.8%、7.3%、

8.6%、10%和 9.5%，有逐年递增趋势。 

结论  我院 2013 年至 2017 年血流感染病原菌菌谱广泛，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相差较大，临床医生

应该根据药敏结果合理用药，逐年增长的血培养阳性率与我院逐渐规范血液培养送检密切相关。 

 
 

PU-3399 

铜绿假单胞菌对白色念珠菌体外抑菌活性的研究 

 
程阔,张金艳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分析 150 株铜绿假单胞菌对白色念珠菌 ATCC 90028 的体外抑菌现象，探讨铜绿假单胞菌产

色素情况、菌落形态及亚胺培南药敏情况对抑菌现象的影响。对铜绿假单胞菌的同源性进行分析，

并比较绿脓素合成相关基因 phzM 和 phzS 的表达水平，探讨 phzM 和 phzS 基因的表达水平对铜

绿假单胞菌产色素情况及抑菌现象的影响。 

方法  1 临床分离的 150 株铜绿假单胞菌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同白色念珠菌 ATCC 90028 行“十字”

划线法和共孵育实验，观察铜绿假单胞菌对白色念珠菌的体外抑菌现象。2 观察受试菌株的产色素

情况、菌落形态、亚胺培南药敏情况，对比三种因素不同的受试菌株对白色念珠菌 ATCC 90028

抑菌作用的差异，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3 将受试菌株按产色素情况及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类型分

为 4 组，挑选菌株行 PFGE 分析同源性；行 RTFQ PCR 检测 phzM 和 phzS 的表达水平。 

结果  1.“十字”划线法中，103 株受试菌抑制白色念珠菌生长，47 株对白色念珠菌生长无影响；共

孵育实验中，150 株受试菌均不同程度抑制白色念珠菌生长。150 株受试菌中产色素菌株 115 株，

不产色素菌株 35 株；粘液型菌株 11 株，非粘液型菌株 139 株；亚胺培南耐药菌株 30 株，亚胺培

南敏感菌株 120 株。2.对铜绿假单胞菌的产色素情况、菌落形态和亚胺培南药敏情况与“十字”划线

法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表明受试菌的产色素情况与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现象有关联；不同菌

落形态的受试菌对白色念珠菌的抑制率有差别；但不同亚胺培南药敏情况的铜绿假单胞菌对白色念

珠菌的抑制率无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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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产色素或非粘液型的铜绿假单胞菌在对白色念珠菌的生长抑制中表现出明显优势，而受试菌

亚胺培南药敏情况与白色念珠菌的抑制情况无关。phzM 和 phzS 基因不是唯一调节铜绿假单胞菌

产生绿脓素的因素，对白色念珠菌的抑制作用并无直接明显的关系。 

 
 

PU-3400 

2015 年河北省耐药监测网肠球菌属细菌耐药性监测 

 
冯军花 1,赵建宏 2,时东彦 3,李志荣 2,闻海丰 4,金亮 5,苏维 6,左江华 7,张金艳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2.河北省临床检验中心 

3.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050000 

4.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050000 

5.秦皇岛第一医院 

6.河北大学附属医院,071000 

7.邢台市人民医院,054000 

 

目的  了解河北省肠球菌属细菌的分布及耐药性，为医院感染控制提供可靠依据。 

方法  收集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12 月 31 日河北省耐药监测网 51 所医院检出的肠球菌属细菌；采

用仪器法进行菌株鉴定，Kirby－Bauer 纸片法或仪器法进行药敏试验；采用 WHONET5.6 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 

结果  河北省 51 所医院共分离肠球菌属细菌 4159 株，其中屎肠球菌 2258 株占 54.3％，粪肠球菌

1575 株占 37.9％，鸟肠球菌 95 株占 2.3％，鹑鸡肠球菌 86 株占 2.1％，铅黄肠球菌 64 株占 1.5

％，鸽肠球菌 51 株占 1.2％，其他菌 30 株占 0.7％；粪肠球菌对万古霉素的耐药率最低为 0.9％，

对红霉素耐药率最高为 74.5％；屎肠球菌对万古霉素的耐药率为 2.4％，对红霉素耐药率为 87.7

％；此外，分离自尿液标本和非尿液标本的肠球菌属耐药率有明显差异。 

结论  临床肠球菌属感染以屎肠球菌和粪肠球菌为主，耐药现状严重，临床应结合具体药敏结果合

理使用抗菌药物。 

 
 

PU-3401 

In Vitro Activities of Eravacycline against 336 Isolates 
Collected from 2012 to 2016 from 11 Teaching Hospitals in 

China 

 
Chunjiang Zhao,Xiaojuan Wang,Ruobing Wang,Qi Wang,Henan Li,Hui Wang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evaluate the in vitro activities of eravacycline against 
panels of clinical bacterial pathogens, with and without remarkable resistance features, which 
were collected in recent years and are similar to the pathogenic bacteria in the intended 
indications of eravacycline and to prove the in-vitro activity of eravacycline  (presented by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 against the major target pathogens in China, which will 
be used to support further clinical development of eravacycline in China. 
Methods A total of 336 non-repetitive clinical isolates, which were routinely collected from 11 
teaching hospitals representing the south, north, northwest, east, and middle regions of mainland 
China in 2012 through 2016, were tested in this study. MIC measurements were performed by the 
reference broth micro dilution method as described by the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CLSI) M7-A9 (2012). MICs of eravacycline at the gradient concentration of 0.002 mg/L 
to 16 mg/L were measured.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was used to amplify resistant 
genes (carbapenemase genes, β-lactamase genes, and colistin resistant gene). All PCR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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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sequenced with an ABI7570 sequencer. Statistical analyses and data visualization were 
done with R (version 3.4.4) and ggplot2 package (version 2.2.1).  
Results In most of the strains tested, the MIC50 and MIC90 value for eravacycline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other comparators tested for each organism/phenotypic group. Eravacycline exhibited high 
activities against the organism tested regardless the resistant features. Eravacycline MIC 
distribution ranged from 0.002 to 16 mg/L, and higher MICs were mainly gathered in the isolates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and Enterobacteriaceae,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special resistance 
characteristics. eravacycline showed high antimicrobial activities against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Haemophilus influenza. For Staphylococcus. spp, the MIC50 and MIC90 of 
eravacycline were 0.25mg/L and 0.5mg/L for MRSA and 0.064mg/L and 0.5mg/L for MSSA. 
For Enterococci. spp. the MIC50 and MIC90 of eravacycline for E.faecalis were were both 0.032 
mg/L. For Klebsiella pneumoniae and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the MIC distribution of 
eravacycline differed depending on the drug resistance features of the strains tested. Klebsiella 
pneumoniae strains which were ESBL-positive, kpc-2-positive and NDM-1-positive had the similar 
MIC distribution and MIC50 and MIC90 were 0.5mg/L and 2mg/L. Klebsiella pneumoniae strains 
which were resistant to tigecycline had elevated MIC distribution of eravacycline, and the MIC50 
and MIC90 of eravacycline were 8mg/L and MIC90 of 16mg/L which were identical to those of 
tigecycline.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isolates which were tigecycline resistant showed the 
elevated MIC50 and MIC90 of eravacycline and they were both 2 mg/L.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isolates with OXA-23- positive have the MIC50 of 1mg/L and MIC90 of 2mg/L for eravacycline, and 
they were much lower than the MIC50 and MIC90 of tigecycline, imipenem and meropenem. 
Conclusions Eravacycline has shown potent antibacterial activity against common and clinically 
important antibiotic-resistant pathogens. The MIC distribution of Eravacycline is generally lower 
than that of tigecycline. 
 
 

PU-3402 

PCR 检测临床常见致病菌的应用 

 
勾朝阳 

河南省南阳市中心医院 

 

目的  分析探讨 PCR 分子技术检测临床常见致病菌的相关应用，并探索在临床中如何实现快速、准

确检测致病菌的方法。 

方法  将多种技术方法相结合、进行综合运用，例如常规 PCR、半套式 PCR 及随机引物扩增 DNA

多态性分析(RAPD)等分子技术，用它们来检测并鉴定临床常见致病菌，主要包括沙门菌属、志贺

菌属、大肠杆菌等。 

结果   uidA 引物能够特异扩增沙门菌及志贺菌，而其他三种特异性引物仅能够扩增相应的致病菌；

第一次 PCR 敏感性为 30～50CFU，半套式 PCR 的敏感性可达 3～5CFU。 

结论  以聚合酶链反应(PCR)为基础的分子检测技术具有特异性强、操作简便、耗时短等优点，是

环境样品及临床检测常见致病菌与诊断的有效手段之一。 

 
 

PU-3403 

泌尿生殖道感染的支原体及药敏结果分析 

 
秦妍妍,杨延敏 

北京丰台医院 

 

目的  了解泌尿生殖道解脲支原体(Uu)、人型支原体(Mh)感染的现状及其对 10 种药物敏感情况，为

临床合理用药和有效控制感染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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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使用支原体培养、鉴定、药敏一体化试剂盒对泌尿生殖道标本进行支原体检测及药敏试验，

回顾性统计分析本院送检的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的尿道/宫颈分泌物支原体鉴定及药物敏感情况 

结果  从 497 例标本中检出支原体阳性标本 276 例，阳性率为 55.5%；其 276 例阳性者中 Uu 194

例(70.3%)， Uu+Mh 73 例(26.4%)，Mh 9 例(3.3%)。药敏结果表明，Uu 对强力霉素（敏感性为

97.4%）、交沙霉素（敏感性为 96.4%）、美满霉素（敏感性为 94.8%）和阿奇霉素（敏感性为

85.1%）较敏感，对环丙沙星和氧氟沙星耐药率较高；Mh 对强力霉素、交沙霉素和美满霉素最敏

感（敏感性均为 100%），对阿奇霉素和罗红霉素耐药率较高。Uu+Mh 仅对强力霉素、交沙霉素

和美满霉素敏感，对罗红霉素、克拉霉素、阿奇霉素、环丙沙星和氧氟沙星耐药性均较高 

结论  本院支原体感染以 Uu 为主，强力霉素、美满霉素和交沙霉素可作为治疗支原体感染的首选

药物。 

 
 

PU-3404 

泌尿生殖道感染衣原体和支原体检测及支原体药敏分析 

 
秦妍妍,梁萍,杨延敏 

北京丰台医院 

 

目的  了解泌尿生殖道解脲支原体（Uu） 、 人型支原体（Mh）和沙眼衣原体（Ct）感染现状及支

原体的药敏情况 

方法  采用支原体培养、 鉴定 、 药敏一体化试剂盒对泌尿生殖道样本进行支原体检测及药敏试

验 ， 采用免疫层析法检测 Ct。 

结果  497 例样本中，单纯 Uu 阳性 １９４ 例（39.0% ），单纯 Mh 阳性 ９ 例（1.8％ ），Uu ＋ 

Mh 阳性 ７３ 例（14.7％ ）以及 Ct 阳性 ５４ 例 

（10.9％ ）。 Ct 阳性样本中包括 Ct ＋Uu 阳性 ３８例（7.6％ ） 。支原体对强力霉素 、交沙霉

素和美满霉素较敏感， 对其他药物有不同程度的耐药。 

结论  泌尿生殖道感染既有单纯感染又有混合感染，临床应根据病原体检测及药敏试验结果合理选

用抗菌药物。 

 
 

PU-3405 

536 株无乳链球菌感染的分布特点与耐药性研究 

 
李丰田,赵强,赵乾,李兆伦,罗燕萍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解放军总医院 2014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无乳链球菌的分布特点及其耐药性，为临床预

防无乳链球菌感染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临床标本中分离到的不同患者不同部位的无乳链球菌来源、感染科室分布及耐药

状况。采用 VITEK 2 进行药敏试验，WHONET5.6 软件分析药敏试验结果。 

结果  2014 年至 2017 年间共检出 536 株无乳链球菌，不同标本类型间尿标本检出率最高，占

50.74％，其次是阴道拭子、宫颈分泌物；分布前四位科室分别为妇产科门诊 107 株（19.96%），

泌尿外科门诊 85 株（15.85%），肾科门诊 67 株（12.5%），产科病区 53 株（9.89%）。无乳链

球菌对四环素的耐药率最高为 69.3%，其次是喹诺酮类药物，耐药率都达到了 50%以上，对氨苄

西林、利奈唑胺、万古霉素、青霉素Ｇ、头孢呋辛、头孢噻肟的敏感率都达到了 100%，并且

2014 到 2017 年间耐药率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 

结论  临床应重视对无乳链球菌的筛查，加强耐药性监测，合理用药，治疗无乳链球菌感染首选青

霉素 Ｇ 和氨苄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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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06 

产碳青霉烯酶肠杆菌科细菌表型检测方法比较 

 
周梦兰,杨启文,徐英春 

北京协和医院,100000 

 

目的  评估改良霍奇实验（MHT）, Carba NP 试验, modified Carbapenem Inactivation Method 

(mCIM)试验以及美罗培南质谱水解法(MHA)四种方法检测产碳青霉烯酶肠杆菌科细菌（CRE）表

型的效能。 

方法  收集 2004-2012 年我国 34 家教学医院的 341 株碳青霉烯耐药（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或厄

他培南至少一种药物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以基因扩增测序方法作为金标准对 341 株菌进行碳青

霉烯酶准确鉴定。采用 CLSI 推荐的微量肉汤稀释法对 341 株菌进行药敏试验；采用 MHT, Carba 

NP 试验；mCIM 试验以及 MHA 方法对 341 株菌进行碳青霉烯酶表型检测。 

结果  341 株临床分离菌株中，243 株携带碳青霉烯酶基因，其中包括 KPC（171 株），KPC&IMP

（2 株），IMP（38 株），IMP-4like （1 株），IMP-8like（1 株），IMP-26like（2 株），IMP-

1&VIM-1（2 株），NDM（26 株）。98 株不含有碳青霉烯酶。MHT 检测 338 株临床分离菌株，其

中 11 株出现假阴性结果，均为 NDM-1 基因型，且有 11 株假阳性结果；Carba NP 检测结果中有

1 株出现假阴性结果，为 KPC-2 基因型，并无假阳性菌株；mCIM 无假阳性，假阴性有 3 株，分别

为 KPC-2 和 NDM-1 型；MHA 无假阴性和假阳性结果。 

结论  MHT 和 Carba NP 方法操作繁琐，检测结果不易统一，对于检验人员技术要求严格；质谱法

虽灵敏度和特异性都高于其他三种方法，但仪器昂贵，技术人员要求高，不适于广泛开展；mCIM

试验操作简便，成本低廉，检测结果可行度比较高，易于推广，所以适合临床常规开展。 

 
 

PU-3407 

侵袭性肺炎链球菌耐药性分析和多位点序列分型研究 

 
周梦兰,杨启文,王瑶,徐英春 

北京协和医院,100000 

 

目的  了解我国分离的侵袭性肺炎链球菌的耐药情况和分子流行病学特点，为临床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 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3 月来自中国各医院的 92 株肺炎链球菌，采用 E-test 法测定青

霉素等 16 种抗生素对这 92 株菌的最小抑菌浓度(MIC)；用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的方法对 92

株肺炎链球菌进行多位点序列分型，并尝试分析不同年龄来源、不同标本类型、不同序列型的肺炎

链球菌的耐药性之间的关系。 

结果  92 株肺炎链球菌对 16 种抗生素的敏感率分别为：青霉素（83.7%）、头孢克洛（40.2%）、

头孢呋辛（38.0%）、头孢曲松（76.1%）、头孢吡肟（53.3%）、甲氧苄啶 /磺胺甲恶唑

（23.9%）、美罗培南（50.0%）、亚胺培南（52.2%）、厄他培南（98.9%）、万古霉素

（100.0%）、左氧氟沙星（97.8%）、莫西沙星（98.9%）、利奈唑胺（100.0%）、红霉素

（0.0%）、阿奇霉素（0.0%）、克林霉素（0.0%）；儿童标本来源的肺炎链球菌对大多数抗生素

的耐药率高于成人标本；脑脊液标本除了对碳青霉烯类药物耐药率低于血液标本外，对其余抗生素

的耐药率都高于或等于血液标本；92 株菌株中检测到了 52 种序列型，优势序列型为 ST320，新出

现的序列型的耐药率要低于优势序列型。 

结论  肺炎链球菌对大多数抗菌药物均有不同程度的耐药性（万古霉素、利奈唑胺除外），儿童和

脑脊液标本来源的菌株比成人和非脑脊液的标本耐药性要严重。临床对肺炎链球菌感染可选用三代

头孢菌素、青霉素类药物并根据药敏结果及时调整用药。对高耐药菌株可用利奈唑胺、万古霉素。

我国的优势 ST 型为 ST320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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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08 

培养阴性的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潜在病原菌的宏基因组学分析 

 
程军,胡欢,王飞燕,周洲,王浩,高国峰,孙洋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100000 

 

目的  感染性心内膜炎（IE）的潜在病原菌的鉴定对于此疾病的正确诊断和精准治疗是非常有帮助

的，血液和心脏瓣膜培养是 IE 病原菌检测的 “金标准”，但是因为长期抗生素的广泛使用，使得传

统培养方法常常呈现阴性结果。传统培养方法对一些由胞内菌和/或苛养菌引起的 IE 也存在培养困

难。总体而言，培养阴性的心内膜炎患者在所有 IE 患者中占比 2.5%-48%。宏基因组学测序不仅

能用于 IE 病原菌的检测，其对病原菌耐药基因的分析还可为临床治疗 IE 提供帮助。 

方法  对培养阴性的 IE 赘生物标本，在行传统培养的同时，同时进行第二代测序（NGS 测序）和

Nanopore 测序，并用 Sanger 测序进行验证。经过生物信息学分析，将两种测序结果与传统培养

结果和 Sanger 测序结果比对。此外，将两种方法的测序结果在 CARD 数据库里比对并分析病原菌

的耐药基因，比较两种方法发现病原菌耐药基因的能力。 

结果  我们的研究显示，NGS 测序和 Nanopore 测序都可以用于 IE 患者心脏瓣膜术后赘生物病原

菌的检测，并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在检测病原菌耐药基因上方面，NGS 测序比 Nanopore 测序

更有优势。 

结论  宏基因组学测序方法可以用于 IE 患者心脏瓣膜置换术后病原菌的检测，并为术后抗菌治疗提

供用药帮助。随着宏基因组学测序方法的标准化、病原数据库的不断完善及生物信息分析方法的不

断改进，宏基因组学测序方法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成为 IE 诊断的重要辅助工具，尤其是能为培养

阴性的 IE 的诊断和精准治疗提供巨大帮助。 

 
 

PU-3409 

四种甲型流感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的性能评价 

 
张栋,杨启文,倪安平,伊洁,吴洁,陈雨,孔令君,李颖,侯欣,周梦兰,刘畅,徐英春 

北京协和医院,100000 

 

目的  使用美国病理学家协会（CAP）提供的标准毒株及及北京协和医院就诊患者的鼻咽拭子样

本，对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批准的 4 种国产甲型流感病毒核酸检测试剂性能进行

评估，并进行临床确认试验。 

方法  本研究属于性能确认性研究，参考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文件指南，使用

（CAP）提供的 A/H1N1 和 A/H3N2 标准毒株制备样本盘，分别从重复性、重现性、检测下限、抗

干扰能力、特异性、稳定性等 6 个方面进行评估；随后使用临床模拟样本模拟临床验证。最后，收

集 2017 年 12 月到 2018 年 1 月间在北京协和医院就诊的 80 例患者样本，进行临床确认试验。 

结果   四种试剂与常见的 12 种上呼吸道感染病毒和细菌无交叉反应，均通过了特异性评价。除此

之外，试剂 A 通过了全部性能评价试验，而试剂 B 的冻融稳定性较差；试剂 C 对血液敏感，抗干

扰能力较差；试剂 D 的重复性、重现性、检测下限、抗干扰能力、稳定性均未达到临床应用需求。

对具有流行病学接触史的 84 份患者标本进行检测结果表明，试剂 A 和试剂 B 检测结果的阳性率分

别为 38.1%（32/84）及 23.8%（20/8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因此，试剂 A 可为

临床提供更加精准的检测报告。 

结论  通过 6 个维度的性能评估和临床确认试验，试剂 A 是符合本实验室需求的核酸检测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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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10 

惠州市某三甲医院 ICU 铜绿假单胞菌分布情况及耐药性分析 

 
黄剑芳 1,刘集鸿 1,温坤 2 

1.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嘉应学院 

 

目的  监测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病房(ICU）铜绿假单胞菌的临床分布情况及其对常见抗菌药物

的耐药性，指导临床合理选择抗菌药物。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3 年至 2017 年间 ICU 病人标本中分离的并应用 BD Phoenix-100 全自动

细菌鉴定仪坚定的 240 株铜绿假单胞菌，同时测定鉴定其对常用 18 种抗生素的药物敏感性。 

结果  我院 ICU 中的 240 株铜绿假单胞菌，占所有分离革兰阴性菌 17.8％，是其最常见感染菌。铜

绿假单胞菌对各类抗生素的耐药率正逐年升高。2017 年耐药性结果显示，耐药率最高依次为氨苄

西林（100%）、呋喃妥因（98.9%）、复方新诺明（98.9%），最低依次为丁胺卡那霉素

（21.1）、庆大霉素（50.5%）、头孢匹美（50.5%）。 

结论  ICU 患者中铜绿假单胞菌为最主要感染病原菌，其耐药率较高,应合理利用抗菌药物，以有效

控制感染。 

 
 

PU-3411 

马红球菌血流感染 1 例 

 
侯钧 1,2,王启 1,李曙光 1,孟涵 1,王占伟 1,王辉 1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100000 

2.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本文分析 1 例 70 岁男性患者，血培养分离出的马红球菌鉴定、药敏及治疗过程，旨在为马红

球菌的快速准确鉴定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收集患者临床资料、总结病原菌鉴定及药敏过程。 

结果  该患者为马红球菌所致血流感染 

结论  临床微生物实验室在马红球菌的鉴定过程中存在局限，常规商品化试剂盒较难鉴定到种，应

结合抗酸染色，弱抗酸染色及 CAMP 试验，同时 MALDI-TOF MS 可对其鉴定到种。CLSI 暂无该

菌药敏判定标准，实验室可向临床提供 MIC 作为参考。本例患者使用氨基糖苷类药物后得到缓

解。 

 
 

PU-3412 

被忽略的一个重要器官：肠道菌群 

 
丘应坤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515000 

 

目的  通过研究人体肠道菌群的组成及对人类疾病的影响，探究肠道菌群对宿主生长代谢的调控通

路，为临床治疗代谢性疾病提供理论依据，开发作用于靶点的相关调节用药。 

方法  多种分子生物学技术（如质谱、聚合酶链式反应、基因芯片等）在肠道菌群作用研究方面的

应用 

结果  肠道菌群组成变化是导致肥胖的一个独立因素 

结论  纵观微生物群体与人类宿主始终共同进化，其基因组是人类基因组的 500 多倍，补充了人体

基因组的编码潜力。通过影响肠道菌群的组成，为我们临床治疗急慢性腹泻、肝硬化、二型糖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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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肥胖症等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样，研制肠道菌群代谢产物拮抗剂亦能用于对代谢综合征的治

疗。为此更多研究应投入到了解微生物类群的生物学功能及其机制，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代谢健康的

掌控。 

 
 

PU-3413 

92 株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的耐药性分析 

及碳青霉烯酶检测 

 
宋贵波 1,邓啟静 2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中医医院 

 

目的  研究分析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4 月临床分离的 92 株碳青霉烯

耐药肠杆菌科细菌（CRE）的耐药性及碳青霉烯酶的检测。 

方法  所有实验菌株采用 Vitek 2 Compact 进行细菌鉴定及药敏试验，严格按照 CLSI M100-2018

版标准判读结果。用改良碳青霉烯类灭活试验（mCIM）在肠杆菌科细菌中筛查产碳青霉烯酶的细

菌。 

结果  共收集到 92 株 CRE 菌株，其中肺炎克雷伯菌 84 株，大肠埃希菌 3 株，产酸克雷伯菌 1

株，产气克雷伯菌 2 株，阴沟肠杆菌 2 株，菌株分布以肺炎克雷伯菌为主；菌株分布病区主要集中

在 ICU。92 株 CRE 对 β 内酰胺类药物 100%耐药，对第 3 代、第 4 代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的耐药

性均高达 100%，仅对氨基糖苷类药物、磺胺类药物、四环素和替加环素具有一定的敏感性。92 株

检测菌株中有 85 株 mCIM 试验为阳性，7 株为阴性结果，阳性检出率为 92.4%。 

结论  mCIM 试验具有阳性检出率高、操作简单、结果易于观察等优势，适合在各级医院的微生物

实验室中推广使用。 

 
 

PU-3414 

血流感染国产全自动血培养系统及配套血培养瓶性能评估 

 
张戈,徐英春 

北京协和医院,100000 

 

目的  通过与美国 BD BACTEC FX200 全自动血培养系统的比较，对国产 LABSTAR 全自动血培养

系统进行性能评估。 

方法  两种血培养系统分别使用标准菌株模拟样本和临床样本两部分，每部分再分为需养瓶组和厌

氧瓶组进行评估。将标准菌株和疑似血流感染的临床样本按要求分别注入两种产品配套血培养瓶内

进行培养，对比评估国产 LABSTAR 与对照产品结果的一致率，以及阳性结果的报警时间差异。 

结果  模拟样本评估结果：需氧瓶组评估 23 例模拟样本，两个血培养系统全部报阳，阳性报警时间

无统计学差异。厌氧瓶组评估 14 例模拟样本，同时报阳的 11 例报警有统计学差异。临床样本评估

结果：需氧瓶组 531 例，25 例报阳结果相同，报警时间有统计学差异，培养结果总体一致率为

96.4 % ；厌氧瓶组 361 例，8 例报阳结果相同，报警时间有统计学差异，培养结果总体一致率为

95.8%。 

结论  国产 LABSTAR 全自动血培养系统与对照美国 BD BACTEC FX200 全自动血培养系统培养结

果一致率高，但阳性结果报警时间偏长。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887 

 

PU-3415 

铜绿假单胞菌 TTSS 相关毒力基因检测及耐药性分析 

 
类承斌,张文 

淄博市中心医院,255000 

 

目的  检测淄博地区 51 例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Pa)临床分离株铜绿假单胞菌

TTSS 相关毒力基因存在情况，并进行耐药性分析。 

方法  用 ATB 系统（生物梅里埃公司）鉴定 Pa；PCR 法检测分离菌株 exoU、exoS 2 种毒力基

因：通过 K-B 纸片扩散法进行耐药性分析。 

结果  51 例临床铜绿假单胞菌中，exoU 基因阳性 12 例（23.5%），exoS 基因阳性 39 例

（76.5%），无同时携带 2 种基因的菌株；黏液型与非黏液型 Pa 菌株 2 种毒力基因的阳性率无显

著性差异（P﹥0.05）；携带 exoU 的 Pa 菌株对 12 种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均高于携带 exoS 菌株，

其中对亚胺培南、左氧氟沙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耐药率有显著性差异（P﹤0.05）；回顾性分

析 exoU 和 exoS 两组患者，exoU 组患者临床特征是多有气管插管史、ICU 住院史、抗感染治疗多

采用联合用药，exoS 组的临床特征是多存在肺部基础疾病，预后好于前者。 

结论  exoU 和 exoS 2 种基因在分离菌株中具有互斥性；携带 exoU 的 Pa 菌株在分离菌株中所占

比例较低，但耐药率高于携带 exoS 的 Pa 菌株；exoU 组患者以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居多，exoS 组

患者以铜绿假单胞菌定植居多。 

 
 

PU-3416 

PCT 联合血培养在儿童血流感染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田东兴,潘芬,高原,王春,孙燕,石迎迎,张泓 

上海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降钙素原（PCT）在指导儿童抗菌药物治疗中的应用价值，了解 PCT 联合血培养在

儿童血流感染鉴别诊断中的意义。 

方法    动态监测 79 例初始水平＞1ng/ml 的血流感染患儿 PCT 变化情况并收集相关临床资料；回

顾性分析 365 例血流感染病原菌及 PCT 检测结果 

结果  1、79 例血流感染病原菌中，革兰阳性菌（37 例）和革兰阴性菌（42 例）初始 PCT 中位数

分别为 7.56ng/ml、8.96ng/ml（P＞0.05），经抗菌药物治疗第 4 天两组 PCT 中位数分别下降至

1.10 ng/ml、3.07 ng/ml（P＜0.05），第 7 天分别下降至 0.13 ng/ml、0.23 ng/ml（P＜0.05）；

10 例抗菌药物治疗无效患儿 PCT 一直保持较高水平；肠球菌引起感染的 PCT 下降最快，第 4 天

下降 80.34%，第 7 天下降 92.89%，肺炎克雷伯菌引起感染的 PCT 下降最慢，第 4 天下降

61.35%，第 7 天下降 82.29%；治疗肺炎克雷伯菌的抗菌药物使用时间（54.15d）明显长于其它细

菌造成的血流感染；革兰阴性菌抗菌药物治疗费用明显高于革兰阳性菌（p＜0.05）。2、365 例血

流感染病原菌 PCT 中位数为 1.03ng/ml，PCT 阳性率为 63.83%，革兰阳性菌和革兰阴性菌 PCT

阳性率分别为 65.59%、96.43%；革兰阴性菌 PCT 平均值（4.72 ng/ml）明显高于革兰阳性菌

（0.5 ng/ml），但是某些革兰阳性菌，如无乳链球菌（8.43 ng/ml）和肺炎链球菌（2.98 ng/ml）

PCT 值较高。 

结论  动态监测 PCT 水平有助于指导儿童血流感染的抗菌药物治疗。血培养联合 PCT 检测不仅帮

助准确诊断血流感染，同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示血流感染细菌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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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17 

Value of time to positivity of blood culture in bloodstream 
infection in children 

 
Fen Pan,Wantong Zhao,Hong Zhang 

Shanghai Children’s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aims at investigating the value of time to positivity (TTP) of 
blood culture in children, which can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treatment of bloodstreams. 
Methods All the blood cultures taken from children with suspected bloodstream infection were 
retrospectively investigated in 2016. The TTP of different isolat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TP of isolates and outcome of patients with Enterobacter BSI was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A total of 808 strains were isolated from 15835 blood cultures collected and 145 (17.9%) 
were Gram-negative, 636 (78.7%) were Gram-positive, and 27 (3.3%) were fungi. Coagulase 
negative Staphylococcus (CoNS) was the predominant isolates (61.9%). K.pnuemoniae was 
mostly isolated among Gram-negative isolates. The mean TTP of gram-negative strains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e TTP of gram-negative strains (P<0.001) and fungi (P=0.032). Most 
of positive cultures (86.9%) were detected within the 2 day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 TTP was 
detected in methicillin-resistant S.aureus vs methicillin-susceptible S.aureus, ESBLs positive vs 
negative Enterobacteriaceae, and extensive drug-resistant and non-XDR A.baumanniii. ROC 
curv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TTP cut-off value of CoNS, S.aureus, E.coli, and K.pneumoniae 
were 22.72, 19.6, 18.58, and 16.43 respectively with most sensitive and specific predictor of BSIs. 
Conclusions Our data acknowledged that TTP is a valuable index for the prognosis of BSI. TTP 
not only provides additional utility as a general predictor of bacteria with smear result, but also 
provides the implication of drug-resistant organisms, which is helpful to the adjustment of 
antibiotic therapy. 
 
 

PU-3418 

Molecular Epidemiology of Carba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from pediatrics in a Chinese 

Children’s Hospital 
 

Dongxing Tian,Hong Zhang 

Shanghai Children’s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Although carba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CRKP) poses a great 
challenge to pediatric clinicians, there are limited data on resistance profiles and molecular 
epidemiology of CRKP isolates in pediatrics in China. 
Methods  A total of 143 CRKP isolates were collected from patients in Shanghai children’s 
Hospital between July 2016 and July 2017.  The resistance levels to 17 agents were determined 
by broth micro-dilution method.PCR amplification and DNA sequence were used to detect 
resistance genes, and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MLST) for molecular typing. 
Results Of the 143 CRKP isolates, the carbapenemase genes detected were blaOXA-
232(n=72;50.3%), blaKPC-2(n=26;18.2%), blaNDM-1(n27;18.9%), blaNDM-5(n=17;11.9%) 
and  blaIMP-4(n==3;2.1%); MLST identified 12 sequence types (STs), the most predominant of 
which was ST15(n=71;49.7%). All ST15 strains were OXA-232-producing. 3 novel STs 
(ST3245,ST3246 and ST3247 ) and * novel alleles (infB138, tonB447 and tonB448) were also 
detected.All CRKP isolates were multidrug resistant; one isolates was resistant to tigecycline, and 
five isolates resistant to colistin; different hydrolysis profiles among carbapenemase producers 
were observed. A larg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ere determined CRKP infection(n=85;59.5%);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were the most common infection(n=34;23.8%),follow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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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dstream(n=12;8.4%); Carbapenems(n=64;44.8%) and β-lactam combinations(n=77;53.8%) 
were the most frequent use of antibiotics before CRKP isolation.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our data revealed three clonal disseminations of CRKP isolates in 
our hospital at different times, OXA-232 and NDM-5 being the most prevalence. This is the first 
report to analysis the epidemiology characteristics of OXA-232 and NDM-5 producing 
K.pneumoniae in China. 
 
 

PU-3419 

替加环素不敏感鲍曼不动杆菌同源性分析及耐药机制研究 

 
何秀娟,李荷楠,王启,赵春江,李曙光,王晓娟,张雅薇,王若冰,尹玉瑶,靳龙阳,张菲菲,王辉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替加环素不敏感鲍曼不动杆菌(Acinetobacter baumannii)的耐药机制，为院内感染控制

及临床合理用药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用琼脂稀释法和微量肉汤稀释法检测全国多中心 12 个城市 20 家医院临床分离的 98 株非重

复的替加环素不敏感鲍曼不动杆菌的最低抑菌浓度（Minimal Inhibition Concentration, MIC），应

用多位点序列分型（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MLST）技术进行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应用

eBURST 软件对 MLST 结果进行分析;用 PCR 和测序技术分析常见耐药基因（blaOXA-24-like、blaOXA-

58-like、blaOXA-23-like、和 blaOXA-51-like、blaNDM-1），与替加环素耐药相关的外排泵调控基因 adeR 和

adeS 的突变位点，trm 的突变位点。 

结果  98 株鲍曼不动杆菌除对多粘菌素 B100%敏感、对米诺环素敏感率 28.6%外，其他抗菌药物

的敏感率均低于 3.5%，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敏感率均只有 1%。MLST 分型得到 13 种 ST 分型，

以 ST195（46 株，47%）、ST208(19 株，20%)和 ST457(10 株，10%)为主，eBURST 分析发现

其中 8 个 ST 型均属于克隆复合体 92(Clonal Complex92,CC92)；98%菌株 blaOXA-23-like型碳青霉烯

酶基因阳性;均未扩增出 blaNDM-1 基因；外排泵调控基因 adeR 和 adeS 的检出率分别是 74.5%和

91.8%，Asp26Asn 和 Ala97Glu 分别为 adeR 和 adeS 的高频突变位点;在 13 株鲍曼不动杆菌中检

测到了 adeS 基因的 ISAba1，以北部地区为主；trm 基因均在第 240 位核苷酸发生缺失突变。 

结论  替加环素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对除多粘菌素 B 外的大多数抗菌药物具有很高的耐药性。

AdeABC 外排泵上游的双组分调控系统 adeR 和 adeS 的缺失和突变，trm 缺失突变是导致鲍曼不

动杆菌对替加环素敏感性降低的主要原因。 

 
 

PU-3420 

Fecal carriage and molecular epidemiology of carbapenem-
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from outpatient children in 

Shanghai 
 

Fen Pan,Dongxing Tian,Bingjie Wang,Hong Zhang 

Shanghai Children’s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Fecal colonization with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CRE) can be a risk 
factor for bacterial translocation resulting in subsequent endogenous infections.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prevalence of CRE colonization in stool samples of patients from 
community in a tertiary pediatric hospital of Shanghai. 
Methods Fecal samples were consecutively obtained from patients in 2016 and screening of 
CRE was conducted by home-made MacConkey agar.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was 
determined by broth microdilution method and β-lactamas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and DNA sequencing. MLST was performed for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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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 total of 880 fecal samples were enrolled for this screening test and 32 non-duplicate 
samples were screened CRE positive with 3.6% carriage rate, mainly in K.pnuemoniae and E.coli. 
All CRE strains showed high resistance to the most of routine antibiotics except for polymyxin B 
and tigecycline. The blaNDM gene was the major carbapenemase gene harbored by 
gastrointestinal CRE strains and other genes including blaKPC-2, blaIMP-26, and blaIMP-4 were also 
found. Various STs were detected in these strains, with ST11 and ST37 being more prevalent in 
K.pneumoniae and ST101 in E.coli. 
Conclusions The prevalence of CRE fecal carriage presented that urgent implementation of 
infection control measure should be conducted to limit spread of CRE strain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o  describe the facal carriage and molecular epidemiology of CRE strains in children from 
community setting in Shanghai. 
  
 
 
 

PU-3421 

Clinical impact on combination therapy vs monotherapy of 
bacteremia due to different carbapenemase-producing 

Enterobacteriaceae (CPE): a ret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from Chinese CRE network. 

 
xiaojuan Wang1,Qi Wang1,Bin Cao2,Shijun Sun1,Yawei Zhang1,Chunjiang Zhao1,Hongbin Chen1,Bing Gu3,Li 
Binbin2,Kang Liao4,Feng Zhao5,Liang Jin6,Chunmei Jin7,Chunxia Yang8,Fengyan Pei9,Zhijie Zhang10,Hui Wang1 

1.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2.China-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 

3.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4.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5.Sir Run Run Shaw Hospital， College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6.First Hospital of Qinhuangdao 
7.Yanbian University Hospital 

8.Beijing Chao-Yang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9.Jinan Central Hospital 
10.Shengjing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ombination therapy vs monotherapy on mortality of 
patients with bacteremia against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CRE). 
Methods During 2013-2017, 164 cases with bacteremia due to CRE from laboratory and clinical 
records were retrospectively recruited from 38 tertiary hospitals covering 21 provinces.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β-lactamase gene identification and MLST typing of isolates 
were performed. Hazard factors for 30-day crude mortality of CRE bacteremia and clinical 
outcomes were analyzed by univariable and multivariable analysis. 
Results The most dominant organism was Klebsiella pneumoniae (69.5%, 114/164) and the 
blaKPC-2 gene (54.9%, 90/164) was the most frequency carbapenemase genes. The 30-day crude 
mortalities of active drug-sparing therapy, monotherapy and combination therapy were 33.3% 
(22/66), 32.1% (25/78) and 5.0% (1/20), respectively. Appropriate therapy starting in 2 to 4 days 
after bacteremia infection (compared with inappropriate therapy, adjusted hazard ratio, [aHR] 
0.101,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012–0.864, P=0.036), active treatment regime 
(monotherapy or combination therapy, aHR 0.118, 95% CI 0.014–0.973, P=0.047) and surgery or 
drainage on infection foci (aHR 0·304, 95% CI 0.099–0.938, P=0.038) were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a protective effect on mortality; While 30-day prior tigecycline exposure (aHR 
5.145, 95% CI 1.333-19.854, P=0.017) were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a hazard effect on 
30-day mortality. The Kaplan-Meier curves revealed that combination therapy was associated 

with a lower 30-day mortality than monotherapy (P=0.019); Meropenem MICs＞8 mg/L group 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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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igher 30-day mortality than that of meropenem MICs≤8 mg/L group (P =0.036); KPC-2 
producing group had a higher 30-day mortality than that of KPC-2-sparing group (P=0.003). 

Conclusions For patients with CRE bacteremia, meropenem MICs＞8 mg/L, producing blaKPC-2, 

tigecycline prior exposure and tigecycline monotherapy had poor outcomes, and combination 
appropriate therapy was essential. 
 
 

PU-3422 

2011-2016 年上海市儿童医院临床分离细菌耐药性监测 

 
王春,姚剑杰,孙燕,秦惠宏,潘芬,石迎迎,张泓 

上海市儿童医院 

 

目的  了解 2011-2016 年上海市儿童医院临床分离菌种类分布及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变化，为

临床治疗提供可靠依据了解 2011-2016 年上海市儿童医院临床分离菌种类分布及对常用抗菌药物

的耐药性变化，为临床治疗提供可靠依据 

方法  采用纸片扩散法对我院所有初次分离的菌株进行药敏试验，按照 CLSI2016 年标准判读结

果，WHONET 5.6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六年内共收集非重复菌株 23259 株，革兰阳性菌 10893 株(46.9%)；革兰阴性菌 12366 株

(53.1%)。分离居前五位的分别是大肠杆菌（15.4%）、金黄色葡萄球菌（13.5%）、肺炎链球菌

（12.5%）、肺炎克雷伯菌（7.8%）、流感嗜血杆菌（7.5%）。革兰阳性菌中甲氧西林耐药的金

黄色葡萄球菌（MRSA）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MRCNS）平均检出率分别是 35.7%和 82.5%。

MRSA 由 2011 年 27.7%上升至 2016 年 43.1%。MRSA 和 MRCNS 对绝大多数测试药的耐药率均

显著高于甲氧西林敏感的金黄色葡萄球菌（MSSA）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MSCNS）

(P<0.05)，未发现对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耐药株。肠球菌中屎肠球菌对所测试抗菌药物的耐药率显

著高于粪肠球菌。肺炎链球菌青霉素非敏感株（PNSP）1014 株，占 34.9%，未发现对万古霉素

和利奈唑胺耐药株。革兰阴性菌中，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超广谱 β 内酰胺酶（ESBLs）的平

均检出率分别是 61.1%和 75.1%，产 ESBL 株对所测试药物的耐药率均比非产 ESBL 株高。大肠

埃希菌对碳青霉烯类耐药率低（<5%）；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类的耐药率均有显著上升（5%

上升至 40%）。碳青霉烯类耐药的铜绿假单胞菌（CRPAE）和鲍曼不动杆菌平均检出率为 16.5%

和 64.6%，流感嗜血杆菌 β 内酰胺酶平均检出率 40.7%。 

结论  监测期间儿童患儿分离到的 MRSA、CRKP、XDR-ABA 检出率呈上升趋势，对临床抗感染治

疗构成严重威胁，需重视儿童临床耐药监测和采取积极有效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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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23 

2016 年全国 12 所教学医院院内血流感染、院内获得性肺炎和院

内获得性腹腔感染常见病原菌分布和抗菌药物耐药监测研究 

 
李荷楠 1,曾吉 2,金炎 3,胡志东 4,廖康 5,罗燕萍 6,卓超 7,张嵘 8,徐修礼 9,刘文恩 10,刘颖梅 11,褚云卓 12,王辉 1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100000 

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普爱医院检验科 

3.山东省立医院检验科 

4.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检验科 

5.中山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6.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微生物科 

7.广州呼吸病研究所 

8.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检验科 

9.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检验科 

10.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检验科 

11.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二部 

1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目的  监测 2016 年我国引起院内感染的主要病原菌的病原谱分布和对主要抗菌药物的敏感性。 

方法  回顾性收集来自全国 12 家教学医院的引起院内血流感染（BSI）、院内获得性肺炎（HAP）

和院内获得性腹腔感染（IAI）的病原菌。菌株经中心实验室复核后，对其中重要的临床常见菌株

进行了抗菌药物药敏实验，采用琼脂稀释法或微量肉汤稀释法测定菌株的最低抑菌浓度，药敏结果

判断采用 CLSI 2017 年 M100S（第 27 版）标准。数据分析采用 WHONET－5.6 软件。 

结果  共收集 2060 例病例，包括 BSI 893 例，HAP 630 例，IAI 537 例。对其中的 1896 株重要的

临床常见菌株进行了抗菌药物药敏实验。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是引起 BSI 和 IAI 的最主要的

致病菌，而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和肺炎克雷伯菌是引起 HAP 的最主要致病菌。金黄色葡

萄球菌对替加环素、利奈唑胺、达托霉素和糖肽类抗生素都表现为敏感。甲氧西林耐药的金黄色葡

萄球菌的发生率为 44.4%。甲氧西林耐药的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的发生率为 80.9%。未发现对替加

环素、利奈唑胺和达托霉素耐药的肠球菌。万古霉素耐药的肠球菌只在屎肠球菌中发现，占屎肠球

菌的 1.8%。替加环素、美罗培南、阿米卡星、亚胺培南、多粘菌素 B、厄他培南对肠杆菌科细菌

表现出很高的抗菌活性，肠杆菌科细菌对上述药物的敏感率均大于 90%。碳青霉烯耐药的肺炎克

雷伯菌和大肠埃希菌发生率分别为 15.3%和 1.8%。多粘菌素 B 耐药的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肠埃希菌

发生率分别为 4.1%和 4.5%。替加环素耐药的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肠埃希菌发生率分别为 2.4%和

0.2%。鲍曼不动杆菌除对替加环素（91.4%）和多粘菌素（100%）表现出较高的敏感性，对其他

抗菌药物均表现出较高的耐药率，碳青霉烯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发生率达到 80.5%。碳青霉烯耐药

的铜绿假单胞菌发生率为 31.7%。 

结论  替加环素和多粘菌素 B 对大部分院内感染常见致病菌均表现出较强的抗菌活性。鲍曼不动杆

菌耐药问题严重。碳青霉烯耐药和多粘菌素 B 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发生率有所增高，需要引起关注

并进行持续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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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24 

2011 年、2013 年和 2016 年医院内获得性血流感染 

常见病原菌分布及其耐药性分析 

 
王晓娟 1,赵春江 1,李荷楠 1,陈宏斌 1,靳龙阳 1,王占伟 1,王辉 1,廖康 2,曾吉 3,徐修礼 4,金炎 5,苏丹虹 6,刘文恩 7,胡志东 8,

曹彬 9,褚云卓 10,张嵘 11,罗燕萍 12,胡必杰 13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100000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3.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普爱医院 

4.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5.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6.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7.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8.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300000 

9.中日友好医院 

10.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1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310000 

12.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13.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00 

 

目的  动态监测 2011、2013 和 2016 年我国不同地区医院内获得性血流感染病原菌分布及耐药进展

趋势。 

方法  从全国 10 个城市回顾性收集非重复性血流感染病原菌株，采用琼脂稀释法或微量肉汤稀释法

进行药物敏感性试验，采用 Whonet 5.6 软件对药敏试验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收集的 2248 株血流感染病原菌中革兰阴性杆菌 1657 株（占 73.7%），革兰阳性球菌 591 株

（占 26.3%）。分离率排名前五的依次为大肠埃希菌（32.6%）、肺炎克雷伯菌（14.5%）、金黄

色葡萄球菌（10.0%）、鲍曼不动杆菌（8.7%）和铜绿假单胞菌（6.2%）。革兰阴性杆菌对抗菌

药物体外敏感率较高的依次为粘菌素（96.5%）、替加环素（95.6%）、头孢他啶 /克拉维酸

（89.2%）、阿米卡星（86.4%）和美罗培南（85.7%）；革兰阳性球菌对抗菌药物体外敏感率较

高的依次为替加环素、替考拉宁和达托霉素（敏感率均为 100.0%）、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敏感

率均为 99.7%）。2011 年、2013 年和 2016 年产 ESBLs 肠杆菌科细菌分离率分别为 50.6%、

49.8%和 38.9%；碳青霉烯不敏感肠杆菌科细菌分离率分别为 2.2%、4.0%和 3.9%；多重耐药鲍

曼不动杆菌分离率分别为 76.4%，82.7%和 87.5%，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分离率分别为 9.8%、

20.0%和 13.0%；甲氧西林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分离率分别为 51.9%、29.7%和 31.7%。屎肠球

菌和粪肠球菌中高水平庆大霉素耐药株分离率分别为 43.2%和 40.9%。30 株替加环素不敏感肠杆

菌科细菌，肺炎克雷伯菌占 76.7%；39 株粘菌素耐药肠杆菌科细菌大肠埃希菌、阴沟肠杆菌和肺

炎克雷伯菌分别占 43.6%，35.9%和 15.4%。 

结论  医院获得性血流感染病原菌主要为革兰阴性杆菌，其对替加环素、粘菌素和碳青霉烯类药物

的敏感率较高; 革兰阳性球菌对替加环素、达托霉素、利奈唑胺、万古霉素和替考拉宁的敏感率较

高。粘菌素耐药肠杆菌科细菌、替加环素不敏感肠杆菌科细菌、利奈唑胺或万古霉素不敏感革兰阳

性球菌的分离，警示临床高度关注，仍需动态监测耐药进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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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25 

沙门菌分型及溯源方法相关研究进展 

 
荆颖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沙门菌是引起人类食源性疾病的主要原因，常导致患者的住院与死亡。其血清型复杂多样。

传统分型方法多为基于抗原抗体反应的免疫学方法，但随着分子技术的发展，现已有多种方法可从

蛋白质及基因水平对细菌进行分型溯源。本文对常用的沙门菌分型溯源方法进行介绍，并对这些方

法的研究应用展开综述，旨在为不同条件下，对沙门菌的分型溯源技术的选择提供参考。 

 
 

PU-3426 

肺结核患者痰涂片、培养药敏、GeneXpert MTB/RIF 系统、  

基因芯片检测结果对比分析 

 
张同庆 1,陈子芳 2 

1.德州市市立医院 

2.滨州市中心医院,256600 

 

目的  探讨痰涂片、培养药敏、GeneXpert MTB/RIF 系统、基因芯片检测在肺结核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选取 123 例肺结核患者晨痰，分别同时进行痰涂片、培养药敏、GeneXpert MTB/RIF 法检

测，阳性标本进行基因芯片耐多药检测和分枝杆菌鉴定，对肺结核患者痰涂片、培养药敏、

GeneXpert MTB/RIF 系统、基因芯片检测结果对比分析。 

结果   123 例肺结核患者痰涂片、培养药敏、GeneXpert MTB/RIF 系统检测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28.46%、43.9%和 56.9%，3 种方法检测结果均存在显著性差异。54 例痰培养药敏、基因芯片、

GeneXpert MTB/RIF 系统检测耐利福平药物分别为 12.96%、22.22%和 22.22%，耐异烟肼分别为

16.67%和 25.93%，痰培养药敏、基因芯片检测异烟肼药物分别为 16.67%和 25.93%，两种药物

耐药结果均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GeneXpert MTB/RIF 法较大程度地提高了阳性检出率。GeneXpert MTB/RIF 系统检测对肺

结核快速诊断及筛查、确诊耐多药患者具有重大价值。 

>56.9%，3 种方法检测结果均存在显著性差异。54 例痰培养药敏、基因芯片、GeneXpert 

MTB/RIF 系统检测耐利福平药物分别为 12.96%、22.22%和 22.22%，耐异烟肼分别为 16.67%和

25.93%，痰培养药敏、基因芯片检测异烟肼药物分别为 16.67%和 25.93%，两种药物耐药结果均

无显著性差异。 

 
 

PU-3427 

2017 年中国侵袭性肺炎链球菌耐药、 

血清型和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谢豫豪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100000 

2.北京大学医学部,100000 

 

目的  为了提供关于侵袭性肺炎链球菌的相关资料，本文对 2017 年中国部分地区的侵袭性肺炎链

球菌进行了血清分型、分子分型、耐药检测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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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研究从全国 8 家医院收集了 165 株侵袭性肺炎链球菌，并进行血清分型、药敏试验和多位

点序列分型。血清分型是采用丹麦血清研究所购买的成套工具进行的乳胶凝集实验。药敏试验采用

琼脂稀释法测定所有菌株对 15 种抗生素的最小抑菌浓度。多位点序列分型通过对 7 个管家基因进

行 PCR 扩增，序列比对来确定菌株的分子分型。 

结果  165 株肺链中，来自 36 个月以下、3~5 岁和 60 岁以上人群的菌株数分别为 95、34 和 13。

其中血标本最多（75.2%）其次是脑脊液（20.6%）。依据口服青霉素敏感性判定标准，对青霉素

耐药、中介及敏感的菌株分别占 56.4% , 23.0%和 20.6%。细菌对红霉素、阿奇霉素、克拉霉素、

氯林可霉素和四环素的耐药率较高。细菌对头孢曲松比对阿莫西林/克拉维酸敏感。98.8%的细菌对

左氧氟沙星和莫西沙星敏感。5 岁以下儿童分离的菌株对青霉素高耐药，成年人及老年人中，细菌

对大环内脂、氯林可霉素及四环素表现出高耐药性。常见的血清型有 14, 19F, NVT, 19A 和 23F。

PCV7 和 PCV13 的疫苗覆盖率分别为 56.4% 和 75.2%，且疫苗对儿童的保护效果要明显优于成

人。血清型 19/23/6B 和 14 中的 PRSP 比例较高，并且 PRSP 在疫苗覆盖菌株的占比高于其在疫

苗不覆盖菌株中的占比。ST876、ST271、ST81、ST320 占所有 MLST 分型的主要部分，且对青

霉素有很高的耐药率。 

结论  侵袭性肺炎链球菌对 5 岁以下儿童易感，且在儿童中对 β 内酰胺和大环内脂高耐药，对氟喹

诺酮和万古霉素较敏感。血清型 19F, 19A, 6A, 6B, 14 和 23F 的菌株的耐药率较高。疫苗的保护作

用在儿童中比在成人中明显。分子生物学分析发现其存在明显的克隆播散现象。 

 
 

PU-3428 

替加环素不敏感鲍曼不动杆菌的分子流行病学和耐药机制研究 

 
于昕洋 1,2,赵春江 1,王晓娟 1,王启 1,王占伟 1,王辉 1,李荷楠 1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100000 

2.北京大学医学部,100000 

 

目的  发现 2016 年中国医院内感染的抗菌药物耐药检测项目（CARES）中替加环素不敏感鲍曼不

动杆菌的分子流行病学特征，并探究其对替加环素的耐药机制。 

方法  收集 2016 年 CARES 中替加环素不敏感鲍曼不动杆菌（TNS）22 株和敏感菌株（TS）28

株，用于危险因素分析。采用微量肉汤稀释法和琼脂稀释法测定待测菌株对常见抗菌药物的最低抑

菌浓度（MIC）。采用 PCR 技术进行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使用多重 PCR 和测序技术得到

常见 OXA 型碳青霉烯酶基因及替加环素耐药相关的 RND 外排泵双组份调节系统 adeR/S 基因、

adeS 基因上游 ISAba1 基因的序列信息，并使用 CLC Viewer8.0 软件对序列的突变情况进行比较

分析。 

结果  TNS 组患者使用的美罗培南，替考拉宁，伏立康唑，头孢哌酮舒巴坦等药物明显多于 TS

组，并对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复方磺胺甲恶唑、头孢吡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亚胺培南、

米诺环素、美罗培南药物耐药率均高于 TS 组。MLST 分析发现所有鲍曼不动杆菌属于 12 个 ST 分

型。30 株菌 blaOXA-23-like基因扩增结果阳性。24 株菌 adeR 基因扩增结果阳性，其中 TNS 组 17 株

（70.8%），TS 组 7 株（29.2%）。氨基酸突变的共有 4 株，全部发生在 TNS 组， 3 株由于核苷

酸替换导致氨基酸的错义突变，1 株由于核苷酸缺失导致氨基酸的移码突变，且突变位点全部发生

在该基因编码氨基酸的接收器结构域。24 株菌 adeS 基因扩增结果阳性，其中 TNS 组 19 株

（65.5%），TS 组 10 株（34.5%）。氨基酸突变的共有 3 株，全部发生在 TNS 组， 2 株由于核

苷酸替换导致氨基酸的错义突变，1 株由于核苷酸缺失导致氨基酸移码突变，氨基酸的突变位点分

别发生在 HAMP 结构域，组氨酸激酶结构域和 ATP 激酶结构域。在 TNS 组中有 3 株 adeS 基因上

游 ISAba1 基因扩增出现阳性结果。 

结论  鲍曼不动杆菌对替加环素存在多种不同的耐药机制，不同的机制可能在耐药性产生的不同时

期发挥作用。耐药性的形成是多个基因发生变化，多种耐药机制进行累积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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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29 

Resistance of Hypervirule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to both 
Intracellular and Extracellular Killing of Neutrophils 

 
Lifeng Wang,Dingxia Shen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Hypervirulent Klebsiella pneumonia (HvKP) is hypermucoviscous organism, carrying 
genes of rmpA and aerobactin, causing serious community-acquired infection and metastatically 
spread in young healthy hosts. Neutrophil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during innate immune response 
against some bacterial infection by phagocytosis and 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s (NETs).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d the role of neutrophils in defending against HvKP. 
Methods Fourty-five Klebsiella pneumonia strains were investigated, including HvKP strains 
(n=30) and cKP isolates (n=15). Neutrophils were purified from freshly drawn blood of healthy 
human volunteers. Neutrophil phagocytosis was assessed by flow cytometry, and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phagocytosed bacteria were examined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he 
survival index was calculated to evaluated the intracellular killing by neutrophils. Nets production 
and trapping was monitor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confirmed by immunostaining. 
Results The phagocytosis rate of cK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HvKP. The observation of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exhibited that neutrophils were able to ingest more cKP than 
HvKP-K1. It was also observed that the bacterial cells of cKP displayed incomplete cell surface 
and seemed to be lysed, while the bacterial cell wall of HvKP-K1 remained intact and the cell 
division of HvKP-K1 was even visible. The survival index of HvKP-K1 and HvKP-K2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KP[(1.0450 ± 0.1455) and (0.9820 ± 0.1013) vs. (0.8038 ± 
0.0876)]. Both HvKP-K1 and cKP were able to induce neutrophils to release fiber-like NETs which 
was confirm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analysis, but NETs trapped more cKP than HvKP-K1. 
Moreover, the trapped cKP showed pores on the surface, but this phenomenon didn’t appear on 
HvKP-K1. 
Conclusions The HvKP was significantly more resistant to neutrophil-mediated phagocytosis 
and intracellular killing than classic Klebsiella pneumoniae (cKP) isolates. Although both HvKP 
and cKP induced NETs under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confocal microscopy, more cKP 
than HvKP were trapped in NETs, and the killing by intracellular and extracellular mechanisms of 
neutrophils was detected only on cKP. Together,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HvKP resisted to 
both intracellular and extracellular killing of neutrophils. 
 
 

PU-3430 

应用 MALDI-TOF-MS 联合分离胶法 

快速鉴定阳性血培养标本的初步研究 
 

钱扬会,李艳君,丁毅伟,丁培培,张泽,王娇贤,郝秀红,赵强元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运用 MALDI-TOF-MS 联合分离胶法快速鉴定血培养阳性标本，探究快速鉴定法的符合率。 

方法  运用分离胶法提取阳性血培养瓶中富集的菌落，应用 MALDI-TOF-MS 对经前处理的血培养

阳性标本进行直接鉴定,鉴定结果与传统的 Viteck 2 Compact 全自动细菌分析仪鉴定结果进行比

较，若有不符，以 16SrRNA 序列分析结果作为金标准。 

结果  在所试验的 200 株阳性血培养标本中，革兰阳性细菌的鉴定符合率达 79.5%；革兰阴性细菌

鉴定符合率达 85.7%；真菌的鉴定符合率达 20%。由此可见，革兰阴性细菌的鉴定符合率高于革

兰阳性细菌，二者鉴定符合率均远高于真菌。两种及两种以上细菌混合感染的阳性标本直接鉴定还

存在一定困难，其直接鉴定方式还需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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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应用 MALDI-TOF-MS 联合分离胶促凝管直接检测血培养阳性标本，对血流感染中主

要病原菌的鉴定符合率较高，且迅速简便，应用此方法可将细菌更快地鉴定到种属，使临床能够进

行早期治疗，有效控制菌血症的死亡率和院内感染。 

 
 

PU-3431 

应用二代测序方法研究长远航作业人员脐周细菌变化 

 
张泽,赵晓航,李艳君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本次研究应用宏基因组学方法分析长远航前期和后期脐周样本细菌组成变化，并据此探索长

远航过程对作业人员健康的影响。 

方法  采集长远航作业人员作业前后脐周细菌样本，扩增 16SrRNA 基因片段 V4 区并应用二代高通

量测序和生物信息学方法检测脐周细菌群落组成。 

结果  变形菌门和硬壁菌门为脐周含量最高的细菌，在细菌属水平上以葡萄球菌属和棒杆菌属含量

为主。与长远航前期相比，长远航后期脐周细菌中硬壁菌门含量从 19.20%±18.11%升高至

82.69%±23.61%，变形菌门含量从 48.01%±19.20% 下降至 9.53%±18.29%。主坐标分析

（Principal Coordinates Analysis，PCoA）结果指示长远航前后两个不同时期脐周细菌趋向于分为

两个类群，且长航后细菌种类更加集中。 

结论  海上长远航特殊环境导致作业人员脐周共生菌群改变，可能对长远航作业中健康管理具有一

定提示作用。 

 
 

PU-3432 

马尔尼菲青霉菌与泛耐药肺炎克雷伯菌混合感染病例一例 

 
叶杨芹,张雯雁,包裕杰,王玉超 

上海市东方医院 

 

目的  马尔尼菲青霉病属地方流行病,好发于各种原因引起的免疫抑制患者,是我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

艾滋病患者最常见的机会性感染之一,误诊率极高，一经确诊，死亡率极高。随着碳青霉烯类抗生

素的大量、不合理使用 ，使得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CRE）也越来越多 ，耐药菌检出率在全世界范围内呈逐年上升，给临床抗

感染治疗带来极大的困难，增加医疗资源的负担和患病率及死亡率，严重威胁着公共的健康安全。

该病例为真菌细菌混合性感染，增加临床治疗难度，提醒医务工作者针对类似病人应有效做好微生

物学监测并积极做好院内感染监控。 

方法  病例分析 

结果  病例分析 

结论  建议临床医生针对类似病人在密切监测微生物学指标的同时，应加强院内感染预警机制，做

好有效消毒隔离、手卫生等，降低院内感染发生率，降低患病率及死亡率、减轻医疗资源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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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33 

B 族链球菌在晚期妊娠孕妇中的检测及药物敏感性分析 

 
李艳君,钱扬会,丁培培,丁毅伟 

海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 B 族链球菌在晚期妊娠孕妇中检测的阳性率及药物敏感性分析，为减少及治疗产妇及新

生儿感染提供数据参考。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2 月间临床采集宫颈拭子 1888 份接种于 B 族链球菌显色培养

基，35℃培养过夜后根据菌落颜色筛选可疑阳性标本，挑去单个菌落应用 MALDI-TOF MS 进行菌

种鉴定；将纯菌落分传于血琼脂，35℃培养过夜后挑去单个菌落应用 VITEK 2 COMPACT 进行药

物敏感性分析；收集数据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1888 份标本经筛查鉴定为 B 族无乳链球菌 104 例，阳性率为 5.51%；药敏分析显示对氨苄

西林、青霉素、替考拉宁、利奈唑胺、万古霉素、奎奴普汀/达福普汀的敏感性好，无耐药菌株，

对克林霉素敏感性最低，敏感率为 30.69%。 

结论  晚期妊娠孕妇感染 B 族链球菌后可导致新生儿早产或感染、羊水污染、宫内感染等不良结

局。通过产前 B 族链球菌的筛查、检测和药物敏感性实验，可对阳性孕妇进行提前干预和治疗，将

有效地提高孕妇的产后结局。 

 
 

PU-3434 

长远航官兵肠道菌群多样性的初步研究 

 
李艳君,吕伟,赵强元,马聪,孙涛 

海军总医院 

 

目的  分析部分长远航任务官兵肠道菌群多样性，了解长远航过程中人员肠道菌群变化特征，为后

续肠道菌群与长航状态或疾病相关性研究奠定基础。 

方法  采集 29 名长远航任务官兵于长远航出发前（A 组），45 天（B 组），90 天（C 组）和 135

天（D 组，锚地靠港前）4 个不同时间节点的粪便标本，提取粪便样本总 DNA，用细菌 16S rDNA 

V3-V5 区通用引物进行扩增，利用 Illumina Miseq 平台对肠道菌群 16S rDNA 进行高通量测序，测

序结果经过 Reads 拼接，OTUs 聚类分析，物种注释，α 多样性分析，最终得到粪便菌群的物种丰

度信息。 

结果  在 116 例样本中，绝大部分 reads 分属 11 个门，占肠道菌群 99%的有 5 个门，分别为拟杆

菌门、厚壁菌门、变形菌门、梭杆菌门、放线菌门。其中拟杆菌门在四组中丰度均为最高，分别占

到 60.01%， 62.56%，65.05%， 57.51%；四组菌群结构差异性表现为：拟杆菌门在 B 组中的丰

度高于 A 组（60.01%vs 62.56% , P＜0.05），C 组的丰度高于 B 组（65.05% vs 62.56%，P＜

0.05）,D 组中的丰度低于 C 组（57.51% vs 65.05%，P＜0.05），而 A 组与 D 组间有明显差异

（60.01%% vs57.51%，P＜0.05）；α 多样性分析结构显示，A、D 两组的肠道菌群多样性高于

B、C 两组；OTUs 比对结果显示，长远航开始后，菌群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从门的结构上新增

了绿弯菌门；纲的水平上新增了噬纤维菌纲，鞘氨醇杆菌纲，厌氧绳菌纲，芽孢杆菌纲；属的水平

上新增了海洋杆菌属，脱硫弧菌属，假单孢菌属， 热单孢菌属。同时也有一些菌属在长远航后消

失了，纲的水平上包括 Melainabacteria ，疣微菌纲；属的水平上包括 Hungatella ，

Marvinbryantia，柠檬酸杆菌属，Cloaclbacillus，疣微菌科的 Akkermansia 属。 

结论  长远航任务官兵在航行前肠道菌群存在多样性，随着航行时间菌群结构均发生了比较大的变

化，在返航后其多样性及菌群结构又逐渐恢复，提示长远航过程中，海上环境，长航饮食及人员活

动状态等对肠道菌群均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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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35 

某医院 2017 年血培养污染菌的特征分析 

 
丁毅伟,李艳君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回顾我院 2017 年 1 月-10 月血培养标本的实验室数据，了解该院血培养污染率、标本类型、

科室分布情况及污染菌种类。 

方法  收集该院 5359 套血培养的微生物检测结果，并结合临床病例资料，确定 215 株污染菌并统

计分析。 

结果  5359 套血培养标本中，培养出微生物的阳性标本 509 套，阳性率为 9.5%（509/5359）；分

离出污染菌的血培养 202 套，污染率为 37.9% （202/5359）；各科室的污染率介于 1.2%-9.5%；

202 套血培养中共分离出 215 株污染菌，其中污染菌以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为主,占 71.2%，其次

为革兰阳性杆菌占 14.9%，痤疮丙酸杆菌占 2.3%和微球菌占 1.4%。 

结论  2017 年度该院血培养污染率为 37.9%，污染菌的种类主要以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为主；医生

应结合微生物检测结果和临床症状综合判断，排除污染菌可能，合理并正确用药。 

 
 

PU-3436 

一例布鲁氏菌病病例的回顾分析 

 
钱扬会,李艳君,赵强元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通过对一例布鲁氏菌病病例诊断过程的回顾与总结，加强对布鲁氏菌病的流行趋势、临床表

现及实验室检查的认识,了解和掌握现阶段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特点，探讨医学检验结合临床的思

维和路径，为医学检验更好地结合临床提供思路方法和实践例证。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一例马尔他布鲁氏菌病（羊型）患者的发病趋势、体温变化、临床特征、诊疗经

过及实验室检查，检讨对包括检验结果在内的诊断线索利用的缺陷问题，探讨早期诊断的可能性，

并分析医学检验结合临床的切入点。 

结果  布鲁氏菌病临床表现呈多样化及隐匿性；间断发热，多呈波浪热是布鲁氏菌病的突出临床特

点，对长期不明原因发热患者，询问流行病史应有针对性，进行细致的热型分析很有必要。布鲁氏

菌病的确诊依据主要是通过血液、骨髓或其他体液等培养阳性或 PCR 阳性，查找病原菌。血培养

是查找病原菌---布鲁氏杆菌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规范送检是提高血培养阳性率的首要前提，加强临

床与实验室间的有效沟通，共同研讨诊断线索，促进提高诊断水平。 

结论  布鲁氏菌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比较复杂，其临床表现多种多样，很难以一种症状来确定判

断。对人布鲁氏菌病的诊断，应结合流行病史、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进行综合分析。临床与实验

室应共同提高对布鲁氏菌病的认识，以便及时发现临床线索，采取有针对性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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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37 

MALDI- TOF MS 技术在多重耐药大肠埃希菌同源性分析 

及自建库中的应用研究 

 
彭海,周健武 

青海省人民医院,810000 

 

目的  评价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 MS)技术对多重耐药大肠埃希菌同源

性分析的能力，并建立多重耐药大肠埃希菌同源性质谱分型及药敏参考数据库。 

方法  对 2016 年 3 月～2017 年 3 月我院 632 株多重耐药大肠埃希菌(ESBLs)进行 MALDI-TOF MS 

鉴定，利用 MALDI-Biotyper 软件进行同源性分析及自建库；使用 VITEK 2.0 全自动细菌鉴定及药

敏分仪进行药敏实验，用 WHONET5.6 软件进行药敏结果分析。 

结果  2016 年 3 月～2017 年 3 月我医院临床送检的标本中共检出(ESBLS)Eco632 株，检出率

35.9%，检出标本主要有痰、尿和血液，各科室检出(ESBLS)Eco 的检出比例分别为泌尿外科

10.27%、肾内科 8.69%、老年病科 7.11%、急诊外科 5.21%、血液风湿科 4.90%；632 株

(ESBLS)Eco 经 MALDI-TOF MS 同源性聚类分析，分为质谱数据差异性较大的两大簇六个分型，

其中Ⅰa 型 27.00%、Ⅰb1 型 11.00%、Ⅰb2 型 9.00%、Ⅱa1 型 4.50%、Ⅱa2 型 33.5%、Ⅱb 型

15.00%；whonet5.6 软件药敏分析显示六个分型的药敏结果也存在一定的差别；普外 I、普外 II、

血液风湿科、急诊外科五个科室(ESBLS)Eco 同源性相对较高（≥50%），提示以上科室可能存在

院内交叉感染；初步建立了(ESBLS)Eco 同源性质谱分型及药敏参考数据库并进行验证，质谱鉴定

合格率 83.3%；药敏比对合格率 76.0%。 

结论  MALDI-TOF MS 同源性聚类分析快速、准确，建立了(ESBLS)Eco 同源性质谱分型及药敏参

考数据库，大大缩短了实验室多重耐药菌的鉴定及同源性分析时间，并且在菌株鉴定的同时为临床

提供药敏结果参考，指导临床第一时间经验用药，为临床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快速诊断及治疗赢得的

宝贵时间。 

 
 

PU-3438 

血清(1,3)-β-D-葡聚糖检测对深部真菌感染的诊断价值研究 

 
王艺翔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201600 

 

目的  研究血清中(1,3)-β-D-葡聚糖检测对深部真菌感染的临床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松江分院 870 例住院患者血清(1,3)-β-D-葡聚糖

（真菌 G 试验）的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3)-β-D-葡聚糖试验的敏感度为 73.2%，特异度为 88.8%，阳性预测值 70.8%，阴性预测值

90.0%，(1,3)-β-D-葡聚糖试验与临床诊断结果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327.65，P<0.01）。 

结论  血清(1,3)-β-D-葡聚糖试验方法快速简便，阴性预测值高。较传统真菌培养方法相比，具有取

材不受污染，耗时短等优点，建议临床怀疑患者深部真菌感染时，同时开真菌培养及(1,3)-β-D-葡

聚糖试验以提高临床诊断的敏感度和特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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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39 

2015-2017 年上海市松江区非发酵革兰阴性杆菌的耐药监测研究 

 
王艺翔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201600 

 

目的  掌握上海市松江区 2015-2017 年非发酵革兰阴性杆菌的耐药情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2017 年上海市松江区 19 家医院送检的各类标本，采用梅里埃 VITEK2-

Compact 进行细菌药敏试验，按照 CLSI 2016 版标准判读结果。 

结果   3 年分离出 1414 株非发酵菌，呼吸道分泌物的检出率（69.0%）最多，其次是尿液

（15.9%）。其中铜绿假单胞菌 664 株，占 47.0%，鲍曼不动杆菌 496 株，占 35.1%，嗜麦芽窄

食单胞菌 85 株，占 6%。三年间，鲍曼不动杆菌对氨苄西林/舒巴坦、头孢曲松、庆大霉素、托布

霉素、亚胺培南的耐药率呈下降趋势，铜绿假单胞菌对九种抗生素耐药率均小于 20%，对复方新

诺明、呋喃妥因的耐药率呈上升趋势，嗜麦芽窄食单胞菌的三年耐药率无明显变化趋势。 

结论  非发酵菌的耐药率较高，及时监测细菌耐药情况可以指导临床规范合理地使用抗菌药物。 

 
 

PU-3440 

去泛素化酶 UPS50 通过 NF-κB 信号 

通路抑制 HIV 病毒复制的机制研究 

 
宋艳辉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15000 

 

目的  蛋白泛素化修饰是调节蛋白水平以及调控细胞信号转导通路的重要机制。已有研究表明蛋白

的泛素化修饰在病毒复制过程中起了双刃剑的作用。宿主可以利用泛素蛋白酶系统降解病毒复制过

程中的必需蛋白，从而达到抑制病毒复制的目的。泛素化降解途径对于 HIV 复制过程的影响也已有

报道，并和最新发现的 HIV-1 复制的限制性宿主因子 APOBEC3G、Tetherin/BST2 和 SAMHD1 等

相关。然而，关于去泛素化酶 DUB 对于 HIV 复制的调控报道目前还不多。所以本实验我们重点研

究去泛素化酶 UPS50 在 HIV 病毒复制中的调控作用。 

方法  我们采用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病毒方法检测病毒在细胞内的复制，通过荧光定量的方法检测病

毒复制不同阶段产物，利用 siRNA 和 CRISPR/Cas9 的方法下调 UPS50 对 HIV-1 复制的影响，通

过免疫共沉淀的技术来研究和 UPS50 相互作用的 HIV-1 病毒蛋白，用免疫荧光标记的方法检测病

毒粒子在细胞内与 UPS50 的共定位。 

结果  我们在 293T 细胞中利用 DUBs 的 siRNA 文库筛选到下调 UPS50 后，HIV-1 病毒复制与对照

相比较有了显著下降。进一步研究表明，下调 UPS50 之后 HIV-1 启动子活性有了显著降低。免疫

共沉淀实验显示 UPS50 和 IκB 有相互作用，表明 UPS50 可能通过调节 NF-κB 活性来调控 HIV-1

的转录。 

结论  去泛素化酶 UPS50 在 HIV-1 转录复制中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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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41 

MALDI-TOF-MS 技术在不同来源鲍曼不动杆菌 

同源性研究中的应用 

 
贺晓菲,郝秀红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应用 MALDI-TOF-MS 技术对不同医院及同一医院不同科室来源的鲍曼不动杆菌进行菌株聚

类分析，探究其同源性，为控制医院感染提供依据。 

方法  以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1 月在甲院分离的 40 株鲍曼不动杆菌（其中干部消化科 5 株、干

部心脏中心 5 株、高压氧 10 株、呼吸内科 10 株、ICU10 株）及附近其它三家医院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1 月份分离的 57 株鲍曼不动杆菌（甲院 19 株、乙院 26 株、丙院 12 株、）为研究对象，

采用 MALDI-TOF-MS 技术对这些菌株进行同源性分析，通过菌株质谱结果比对获得菌株间同源性

的关系。 

结果  1.同一医院不同科室间 40 株鲍曼不动杆菌的 MALDI-TOF-MS 结果显示不同科室来源的鲍曼

不动杆菌菌株发育树呈现交叉分布，同源性较大； 

2.不同医院 57 株鲍曼不动杆菌 MALDI-TOF-MS 结果显示，来自甲院 78.95%的鲍曼不动杆菌菌株

与其他两家医院同源性较差，而乙院与丙院的菌株存在交叉分布，部分菌株具有较好的同源性。 

结论  鲍曼不动杆菌同源性关系大小与菌株分布空间距离有关，距离越近，菌株同源性越大，可能

与患者的流动性有关。 

 
 

PU-3442 

2015-2017 年我院肠杆菌科细菌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的耐药性 

 
吴姿蓉 

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为分析我院 2015-2017 年度肠杆菌科细菌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为临床合理用

药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我院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检查的肠杆菌科细菌，采用半自动微生物测定仪进行菌

株培养，鉴定及药敏试验。 

结果  微小 RNA 的作用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如果我们假设微小 RNA 也有一个网络系统的话，那么

这个系统应该是异常复杂的，当它遇到蛋白质系统，遇到特殊情况后其变化更加复杂了，以上只是

从几个方面简要介绍了微小 RNA 与病毒感染的关系。 

结论  我院 2015-2017 年共检出肠杆菌科细菌 2230 株，其中大肠埃希菌 1890 株、肺炎克雷伯菌

765 株、阴沟肠杆菌 121 株、黏质沙雷菌 23 株，未检出枸橼酸杆菌。大肠埃希菌盒肺炎克雷伯菌

对阿米卡星和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的敏感率较高，而对大部分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的敏感率较低。

共检出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 65 株（17.6%），其中耐碳青霉烯类大肠埃希菌 21 株

（2.1%）、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 12 株（15%）、耐碳青霉烯类阴沟肠杆菌 23 株

（0.5%）；耐药菌株主要来源是痰液和尿液标本，且主要集中于重症医学科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903 

 

PU-3443 

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 B 的研究进展 

 
熊怡 

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山西省中医院,030000 

 

目的  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是一种革兰氏染色阳性球形细菌，无芽孢、无鞭

毛，大多数无荚膜。它是引起人类感染和细菌性食物中毒的一种重要致病菌，在自然界中广泛分布
[1]。金黄色葡萄球菌可产生一类胞外毒素，称为肠毒素，肠毒素具有高度耐热性，它的 N 端肽链有

催吐活性，可引起人呕吐甚至食物中毒。但另一方面，肠毒素又是一种超抗原，具有重要的免疫治

疗功能。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 B 是已知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众多血清之一，本文着重对其进行

介绍。 

方法  文献查阅 

结果  1 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 B 的结构、性质与生物学作用 

1.1 金葡菌 SEB 结构与性质 

1.2 生物学作用 

1.2.1 激活 T 细胞 

1.2.2 激活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 DC） 

1.2.3 活化上皮细胞 

1.2.4 作用嗜酸粒细胞 

1.2.5 抑制 CD4+CD25+T 调节性细胞 （regulatory Tcell，Treg） 

2 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 B 的应用 

2.1 SEB 激活 TACE 诱导人鼻黏膜上皮细胞分泌 MUC5AC 

2.2 SEB 与哮喘 

2.3SEB 与 AR 

2.4 SEB 与肿瘤 

2.5 SEB 引起外周循环中另一种重要的细胞——单核-巨噬细胞凋亡 

结论  目前由肠毒素引起中毒事件的严重性和它可以激活大量 T 淋巴细胞增值的超抗原性，人们对

于肠毒素的求知度要求越来越高。因此需要致力于肠毒素各方面的研究，可采用基因工程的方法来

对其进行重组，表达进而做更深入的研究。金葡菌 SEB 虽有强大的诱发抗肿瘤效应,但迄今为止仍

停留在离体和动物实验阶段,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应用剂量难以掌握、免疫耐受等。随着金葡菌 SEB

和基因工程研究的深入,此类问题将会得到解决。 

 
 

PU-3444 

MALDI-TOF-MS 技术在不同来源鲍曼不动杆菌 

同源性研究中的应用 

 
贺晓菲,郝秀红 

原海军总医院 

 

目的  应用 MALDI-TOF-MS 技术对不同医院及同一医院不同科室来源的鲍曼不动杆菌进行菌株聚

类分析，探究其同源性，为控制医院感染提供依据。 

方法  以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1 月在甲院分离的 40 株鲍曼不动杆菌（其中干部消化科 5 株、干

部心脏中心 5 株、高压氧 10 株、呼吸内科 10 株、ICU10 株）及附近其它三家医院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1 月份分离的 57 株鲍曼不动杆菌（甲院 19 株、乙院 26 株、丙院 12 株、）为研究对象，

采用 MALDI-TOF-MS 技术对这些菌株进行同源性分析，通过菌株质谱结果比对获得菌株间同源性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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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同一医院不同科室间 40 株鲍曼不动杆菌的 MALDI-TOF-MS 结果显示不同科室来源的鲍曼

不动杆菌菌株发育树呈现交叉分布，同源性较大；2.不同医院 57 株鲍曼不动杆菌 MALDI-TOF-MS

结果显示，来自甲院 78.95%的鲍曼不动杆菌菌株与其他两家医院同源性较差，而乙院与丙院的菌

株存在交叉分布，部分菌株具有较好的同源性。 

结论  鲍曼不动杆菌同源性关系大小与菌株分布空间距离有关，距离越近，菌株同源性越大，可能

与患者的流动性有关。 

 
 

PU-3445 

质谱技术在临床微生物样本检测中的应用 

 
宋娜，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150000 

 

目的  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 MS）技术通过检测蛋白质鉴别微生物样

本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项新兴的微生物鉴定技术，包括细菌和真菌在内，与传统的生化表型鉴定

方法和分子生物学方法相比，MALDI-TOF MS 具有操作简单、快速、准确和经济的特点。 

方法  鉴于其对培养出的纯菌落鉴定的准确性和稳定性，MALDI-TOF MS 也可被应用于临床样本的

直接检测，包括阳性血培养瓶、中段尿、脑脊液等。本文主要就 MALDI-TOF MS 用于检测临床样

本的原理、鉴定方法的建立、与传统鉴定方法的比对、鉴定效能及其研究进展等方面做一综述。介

绍 MALDI-TOF MS 的应用范围包括 MADLI-TOF MS 对临床样本的鉴定、在科研中的应用（1）用

MADLI-TOF MS 进行分型（2）MADLI-TOF MS 为一些特殊的、难鉴定的细菌提供了一条新的检

测思路（3）用 MADLI-TOF MS 进行基因组注释（4）检测生物标志物。 

结果  在微生物鉴定过程中 MALDI-TOF MS 也受很多外界因素限制，例如微生物蛋白指纹图谱数

据库有待完善，一些罕见菌种或新型细菌的图谱尚未被分析存录，从而难以鉴定；多菌种混合的血

培养样本难以准确鉴别；同一菌属中相近的菌种容易产生混淆，错误鉴定；直接鉴定时，血培养和

尿液样本中菌量少对鉴定造成一定影响；以及各临床实验室间由于培养习惯（培养基、培养时间、

培养温度等）的差异对实验重复性的影响，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 

结论  未来我们可以通过完善图谱数据库、规范微生物的前处理、临床实验室培养标准化、建立标

准的检测流程提高准确性，还可以与部分常规方法相结合，最大程度上发挥蛋白质谱技术的作用。 

 
 

PU-3446 

Research on the in vitro bacteriostasis effect of berberine 
on Methicillin 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Fangfang Zhou,Lei Wang,Wei Gong,Shuiying Ji,Minyi Xu 

Shanghai No.8 People’s Hospital， Xuhui Branch of Shanghai No.6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Staphylococcus aureus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pathogenic bacteria in pyogenic 
infections and can cause sepsis and other systemic infections. Methicillin 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 is one of the common drug-resistant bacteria, and new 
medicines are required to suppress its widespread prevalence. Berberine (BBR) is a major 
componen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ptis chinensis and Cortex Phellodendri.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in vitro bacteriostasis effect of BBR and aminoglycoside 
antibiotics or quinolone antibiotics combined with BBR on MRSA. 
Methods The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 of aminoglycoside antibiotics, quinolone 
antibiotics and BBR on 26 clinical isolated MRSA strains was determined by broth microdilution, 
while the MIC of aminoglycoside or quinolone antibiotics combined with BBR on MRSA was 
determined by microdilution checker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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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5 of 26 MRSA strains were resistant to gentamycin, 6 were resistant to amitacin and 17 
were resistant to levofloxacin, while BBR showed an ideal bacteriostasis effect on all 26 MRSA 
strains. The cumulative inhibition rate of BBR solution was 57.7% at 64 ug/mL, 88.5% at 128 
ug/mL, and 100% at 256 ug/mL. The MIC range was 32~256 ug/mL. After combination of 
gentamycin and BBR, the MICs of 5 gentamycin-resistant MRSA strains decreased from 64, 16, 
16, 32 and 32 ug/mL to 32, 8, 8,16, 2 ug/mL, respectively. (FIC were 1, 0.56, 0.53, 0.53 and 1.06, 
respectively, among which 4 strains showed additive effect, 1 strain showed independent effect). 
After combination of amikacin and BBR, the MICs of 6 amikacin-resistant MRSA strains 
decreased from 128, 64, 256, 64, 64, 128 ug/mL to 2, 1, 1, 2, 4, 1 ug/mL respectively. (FIC were 
0.26, 0.25, 0.16, 0.62, 1.12, 0.31 ug/mL respectively, among which 4 strains showed synergetic 
effect, 1 strain showed addictive effect, and 1 strain showed independent effect). Among the 17 
levofloxacin-resistant MRSA strains, the MIC of only 3 strains decreased, from 32, 256, 256 
ug/mL to 2,128,128 ug/mL respectively, after combination of levofloxacin and BBR (FIC were 
0.75, 0.75, 0.62, with additive effect), and no significant changes were observed for the rest 
strains (FIC all greater than 1, with independent effect) 
Conclusions BBR showed an ideal bacteriostatic effect on MRSA. Aminoglycoside antibiotics 
combined with BBR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bacteriostatic effect on MRSA, while there was no 
obvious change in the bacteriostasis on MRSA when quinolone antibiotics combined with BBR. 
 
 

PU-3447 

血培养快速鉴定（MALDI-TOP MS） 

联合降钙素原（PCT）诊断脓毒血症临床应用 

 
巢世兰 

青海省人民医院,810000 

 

目的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2011 年报道败血症是第 10 位引起死亡的原因。败血症是严

重、常见的感染，在肺部、腹腔和尿道原发感染中发生率分别约为 36%、19%和 13%。一旦血液

中出现细菌，3min 即可到达每一个器官。如不能及时治疗，在不同的病程中死亡率大不相同。当

在炎症综合征时死亡率仅为 7%，如果不能及时获得正确的治疗，将从炎症综合征发展到败血症、

脓毒血症、严重脓毒血症和脓毒血症休克，死亡率将上升到 48%。全球平均每 3 秒钟就有 1 例患

者死于脓毒血症，全世界有（2000-3000）万人经受脓毒血症的痛苦，其中有 600 万时婴儿和儿

童。由此可见，快速早期分层诊断时降低脓毒血症死亡率的重要步骤。因此，降钙素原（PCT）联

合 MS 技术测定作为细菌性脓毒血症的生物标志获得广泛的共识，这为临床病原血流感染的实验室

诊断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方法  目前，血流感染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均相当高，快速、准确的血流感染病原菌鉴定，对于临床

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和患者预后至关重要。MALDI-TOP MS 直接鉴定阳性血培养病原菌的鉴定关

键在于将细菌或真菌从血培养环境和宿主血液中分离出，特别是和血红蛋白的分离，以排除或降低

干扰提高鉴定符合率，所以阳性血培养标本的预处理方式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实验室采取分离胶促

凝管法。使用 MALDI-TOP MS 直接鉴定阳性血培养的费用相比传统方法显著降低，时间上也只需

要几十分钟，而传统方法在分纯培养这个步骤就需要约 1d。MS 方法有望取代传统血培养检测技

术，为血培养中病原菌的诊断提供有力支持。 

结果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危重患者的生存时间越来越长，广谱抗生素广泛的用于危重患者感染

的降阶梯抗炎治疗，免疫抑制剂的应用改善了器官移植患者的器官排异，但血流感染亦较前更常

见，尽管进行有力的抗菌治疗，血流感染的死亡率仍居高不下，原因之一就是血流感染的早期诊断

困难，从而造成抗菌治疗的延迟。一部分血流感染的诊断是在患者 

结论  因此，血培养阳性利用 MALDI-TOP MS 技术与降钙素原（PCT）的联合检测是诊断脓毒血

症的较好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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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48 

MALDI-TOF-MS 

对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同源性分析的应用研究 

 
牟晓明 

青海省人民医院医学检验科 

 

目的  利用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MS)，对我院临床分离的 133 株多重

耐药鲍曼不动杆菌(MDR-AB)的耐药机制及同源性分析，了解我院 MDR-AB 的同源性、耐药性特点

及院内感染流行状况。 

方法   对 2016 年 3 月-2017 年 3 月我院 133 株经 VITEK 2 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鉴定为

MDR-AB 株,用 MALDI BioTyper 3.0 软件进行同源性分析。 

结果   133 株 MDR-AB 经 MALDI BioTyper3 同源性分析共分为 3 种分型，其中 I 型 65 株，Ⅱa 型

48 株，Ⅱb 型 20 株。药敏结果显示Ⅰ型对 15 种抗生素中的 12 种为均为全部耐药，Ⅱa 型与Ⅱb

对 15 种抗生素中的 11 种为均为全部耐药，三种分型对左氧氟沙星敏感率分别为Ⅰ型 68.4%、Ⅱa

型 69.2%、Ⅱb 型 33.3%，对妥布霉素敏感率分别为Ⅰ型 68.4%、Ⅱa 型 61.5%、Ⅱb 型 66.7%，

对庆大霉素敏感率分别为Ⅰ型 63.2%、Ⅱa 型 61.5%、Ⅱb 型 66.7%。Ⅰ型主要分布在脑外Ⅱ、

ICU、急诊内科、胸外科，Ⅱa 型主要分布在 ICU、脑外Ⅰ、急诊内科、急诊外科、ICU，Ⅱb 型主

要分布在骨Ⅳ、脑外Ⅱ、急诊 ICU、急诊外科。 

结论   MALDI-TOF MS 对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的同源性聚类分析快速、准确，并进一步阐明了

我院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不同质谱分型的耐药率及院内流行分布，便于临床及院感能够更好的对

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的监控，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院内感染爆发流行。 

 
 

PU-3449 

环介导恒温扩增技术在血流感染铜绿假单胞菌检测中的应用 

 
王云娟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应用环介导恒温扩增(LAMP)技术对血流感染铜绿假单胞菌进行核酸检测，研究 LAMP 技术对

血流感染铜绿假单胞菌检测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通过 BLAST 选用铜绿假单胞菌相对保守段的基因序列，应用 LAMP 引物设计软件 Primer 

Explorer 设计铜绿假单胞菌的 LAMP 引物 F3、B3、FIP、BIP、LF、LB；用铜绿假单胞菌标准菌

株提取 DNA 进行检测，评价引物的准确性；对人基因组和血流感染排名前 20 位细菌的 DNA 进行

检测，观察是否有交叉反应，以此验证引物的特异性；铜绿假单胞菌标准菌株菌液用全血经 10 倍

梯度稀释后，得到一系列浓度的样本，每个样本平行测定 10 次，以 10 次检测结果均为阳性的最低

浓度为最低检测限。用血培养的方法和本研究的方法同时检测，比较两者的检出率和检出时间。 

结果  2 号引物与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粪肠球菌、屎肠球菌、肺炎克雷伯菌、产酸

克雷伯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鲍曼不动杆菌、草绿色链球菌、铜绿假单胞菌、阴沟肠杆菌、产气肠

杆菌、弗劳地枸橼酸杆菌、粘质沙雷菌、奇异变形杆菌、伤寒沙门氏菌、甲型副伤寒沙门氏菌、乙

型副伤寒沙门氏菌、丙型副伤寒沙门氏菌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在 60 分钟内均无交叉反应，特异性

好；最低检测限可达 103；与血培养相比较，灵敏度无血培养高，但是速度比血培养快。 

结论  LAMP 技术可快速扩增血流中铜绿假单胞菌核酸。有利于治疗前明确致病菌并进行针对性治

疗，为患者早期循证治疗和改善预后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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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50 

Clinical profiles and association with lncRNA AC079767.4 
SNPs of adverse drug reactions from anti-TB therapy in 

Western China: a primary follow-up analysis 

 
Zhenzhen Zhao,Binwu Ying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Antituberculosis drug (ATD)-induced adverse drug reactions (ADRs) has been 
attached an increasing attention currently. And many host genetic determinants of ADRs have 
been identified. However, the possi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 and 
ADRs is relatively unexplored in tuberculosis (TB). 
Methods We conducted a prospective surveillance survey and comprehensively collected the 
information r diverse ADRs during anti-TB therapy.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genotyping data of 
lncRNA AC079767.4 (SNPs rs10178277, rs12477677, rs1055228 and rs1055229), we analyzed 
whether SNPs within lncRNA AC079767.4 gene are associated with ADRs of patietns with TB. 
Result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verall occurrence rate of ATDs-ADRs was 23.62% 
(107/453), of which the anti-tuberculosis drug-induced hepatotoxicity (ATDH) constituted the most 
common adverse events with prevalence rate of 52.34% (56/107). Additionally, TB patients 
carrying T allele-containing genotypes potentially presented a greater risk (1.72-fold) for 
developing ATDH when compared with those CC genotype carriers, 16.47% versus. 9.89%, 
respectively, with the age- and gender -adjusted p of 0.042 in rs1055229 locus. 
Conclusions Our data indicate that the ADRs epidemic of TB patients is serious in Western 
China, and for the first time we show that the AC079767.4 rs1055229 is a potential genetic risk 
component for ATDH development. 
 
 

PU-3451 

200 例乳腺癌患者术后引流袋更换时间不同 

及引流管不同部位引流液细菌培养结果分析 

 
庞洁 

甘肃省肿瘤医院,730000 

 

目的  探讨乳腺癌患者术后引流袋更换时间不同、引流球不同部位引流液细菌培养的结果，为临床

正确、合理使用引流袋，减少乳腺癌患者皮下积液及引流液污染率提供有效的实验数据。 

方法  将 200 例乳腺癌患者随机分为 A（每天更换引流袋）、B（每周更换两次）、C（每周更换一

次）、D（不更换引流袋）四组，留取胸壁、腋下、球管连接处、球内的引流液进行细菌培养。 

结果  A、B、C、、D、四组引流液污染率分别为 66%、38%、20%和 60%，污染率 A 组＞D 组＞

B 组＞C 组，除 A、D 两组比较 P﹥0.05，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他组两两比较结果都是 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球内引流液的污染率为 51%，高于球管连接处 41%，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两

组比较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每周更换一次引流球导致引流液的污染率更低，更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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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52 

痰样本中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回顾性分析 

 
杨丽英,张敏,李智慧,岳志敏,孙妍,赵晓娜 

吉林金域检验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目的  应用普通细菌培养方法对痰样本的检测结果进行回顾分析。 

方法  采用常规细菌培养方法：35±1 摄氏度，CO2 浓度 5±1%环境培养 24-48 小时，使用仪器

VITEK 2 COMPACT 对纯菌进行生化反应的鉴定。对 2017 年 8 月 12 日到 2018 年 5 月 31日期间

所有送检吉林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的痰样本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2017 年 8 月 12 日到 2018 年 5 月 31 日期间共送检痰样本 1766 例，其中阳性样本 716例，

阳性样本中感染鲍曼不动杆菌为 51 例，鲍曼不动杆菌占阳性样本的 7.1%。按感染鲍曼不动杆菌性

别分析，鲍曼不动杆菌感染患者中有 2 例患者未提供性别，其中鲍曼不动杆菌感染患者中男性 31

例，男性患者占比 63.3%，鲍曼不动杆菌感染患者中女性 18 例，女性患者占比 36.7%，结果表明

男性患者感染鲍曼不动杆菌的几率较高于女性患者；按感染鲍曼不动杆菌年龄段分析，其中 4 例患

者未提供年龄，其余 47 例患者中，0-20 岁患者未出现感染鲍曼不动杆菌情况，21-50 岁患者感染

鲍曼不动杆菌 4 例，感染阳性率 8.5%，50-60 岁患者感染鲍曼不动杆菌 8 例，感染阳性率

17.0%，61-70 岁患者感染鲍曼不动杆菌 5 例，感染阳性率 10.6%，71-80 患者感染鲍曼不动杆菌

12 例，感染阳性率 25.5%，81-90 岁患者感染鲍曼不动杆菌 14 例，感染阳性率 29.8%，90 岁以

上患者感染鲍曼不动杆菌 2 例，感染阳性率 4.3%，据以上结果分析（剔除受年龄因素生存率影

响），随着患者年龄的增加，特别是年龄大于 50 岁以上患者感染此菌几率大大增加，50 岁以下患

者感染 4 例，50 岁以上患者感染 43 例，50 岁以上患者感染此菌几率是 50 岁以下患者的 10 倍

多。 

结论  方法操作简单易懂，是目前呼吸道样本的常规检测方法，是检测感染性疾病的金标准。 

 
 

PU-3453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analysis of Candida africana 
from vulvaginal candidasis 

 
xiaoping liu,SHANGRONG FAN 

PEKING UNIVERSITY SHENZHEN HOSPITAL 

 
Objective C.africanaare worldwide distribution and colonized in human genitalia and cause 
mainly vulvaginal candidasis (VVC). We report the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analysis 
of C. africana from VVC. 
Methods  MLST analysis of 43 strains of C. africana, which were 
isolated from vaginal specimens of patients with VVC, was performed. The enzymatic activity 
of phospholipase, esteraseand hemolysis enzyme production was evaluated.The level of 
virulent genes and resistant genes mRNA expression was determined by using real-time PCR. 
Antifungal susceptibilities of the isolates were assayed by using the broth microdilution method. 
The statistical of the results was determined by theT test and Pearson chi-squared test. 
Results  The MLST analysis revealed a substantial degree of genetic homogeneity. The DST782 
and DST182 
were the main MLST genotypes in C. afrcana. All the patients were symptomatic and with a 
high mycological cure rate when treated with commonly used antifungal agents.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biofilm formation and phospholipase activity between C. 
africana and C.albicans. The level of virulent genes and resistant genes mRNA expression was 
higher in fluconazole-resistant strains. All C. africana isolates were susceptible to fluconazole, 
itraconazole, voriconazole, caspofungin, and micafungin.These isolates also exhibited low 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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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mphotericin B, flucytosine, and posaconazole. 
Conclusions  C.africana appear to be with a low level of sequence variation in MLST loci. 
C. africana, a lower virulence and pathogenicity. The isolates were susceptible to commonly 
used antifungal agents. 
 
 

PU-3454 

基于 LAMP 技术针对溶藻弧菌 gyrB 基因快速检测方法的建立 

 
陈秋圆,陈昌国,刘新萍,董优优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应用环介导等温扩增技术建立针对溶藻弧菌 gyrB 基因的快速检测方法。 

方法  以溶藻弧菌标准株（ATCC）和溶藻弧菌野生株（WT）为研究对象，通过在线生物学软件

http://primerexplorer.jp/e/设计针对溶藻弧菌 gyrB 基因的 LAMP 引物，在恒温水浴中进行等温扩

增，优化反应条件，建立快速检测的反应体系。 

结果  1.经 2%凝胶电泳后显示 61℃时扩增产物较 60℃，62℃和 63℃效果好；2.在 61℃反应温度

下反应 60 min 和 90 min 对扩增效果的影响不大；3. LAMP 方法在检测 6 种其它常见致病菌时未出

现阳性扩增，特异度较好； 4. LAMP 检测方法对溶藻弧菌 gyrB 基因的检测灵敏度为 10-4mg/L。 

结论  建立了基于 LAMP 技术的溶藻弧菌快速检测方法,特异性和敏感性较好，能够满足实验需求。 

 
 

PU-3455 

计算机辅助软件设计联合体外斑点杂交 

筛选靶向 ftsZ 基因反义寡核苷酸序列 

 
梁树梅 1,夏云 2 

1.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610000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采用计算机辅助软件设计联合体外斑点杂交筛选能与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ftsZ 基因

mRNA 紧密结合的高效反义寡核苷酸序列。 

方法  利用计算机辅助软件（RNA Structure 5.0）对 ftsZmRNA 进行二级结构分析计算，并进行自

由能计算，在膨胀环，发卡等不稳定的结构区域设计 10 条反义寡核苷酸序列，另设计一条与 ftsZ

基因上的一段碱基序列完全相同的寡核苷酸序列作为阴性对照，合成反义探针，和体外转录并且用

地高辛标记的 ftsZmRNA 进行斑点杂交，根据信号的强弱，筛选出高效的反义寡核苷酸序列。 

结果  体外斑点杂交实验结果显示，计算机软件设计的 11 条反义寡核苷酸序列中，其中有 6 条显示

不同程度的杂交信号，1 条正义序列未显示任何信号。 

结论  计算机辅助软件联合体外斑点杂交能够减少反义核酸设计的盲目性，为体外可靠、快速、高

通量筛选高效反义寡核苷酸序列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并且为筛选所有基因高效反义序列搭建了

一个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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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56 

New Delhi Metallo-β-Lactamase 1(NDM-1), the Dominant 
Carbapenemase Detected in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 cloacae from Henan Province, China 

 
cailin liu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emergence of New Delhi metallo-β-lactamase 1 (NDM-1) has become established 
as a 
major public health threat and represents a new challenge in the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report a high incidence and endemic spread of NDM-1-producing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 cloacae isolates in Henan province, China. 
Results In this study, we report a high incidence and endemic spread of NDM-1-producing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 cloacae isolates in Henan province, China. Eight 
(72.7%) out of eleven non-duplicated carbapenem-resistant E. cloacae isolates collected 
between June 2011 and May 2013 were identified as NDM-1 positive. The blaNDM-1 gene 
surrounded by an entire ISAba125 element and a bleomycin resistance gene bleMBL in 
these isolates were carried by diverse conjugatable plasmids (IncA/C, IncN, IncHI2 and 
untypeable) ranging from ~55 to ~360 kb. Molecular epidemiology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ree NDM-1-producing E. cloacae belonged to the same multilocus sequence type (ST), 
ST120, two of which were classified as extensively drug-resistant (XDR) isolates susceptible 
only to tigecycline and colistin. The two XDR ST120 E. cloacae isolates co-harbored 
blaNDM-1, armA and fosA3 genes and could transfer resistance to carbapenems, fosfomycin 
and aminoglycosides simultaneously via a conjugation experiment. 
Conclusions Our study demonstrated 
NDM-1 was the most prevalent metallo-β-lactamase (MBL) among carbapenemresistant 
E.cloacae isolates and identified a potential endemic clone of ST120 in Henan 
province. These findings highlight the need for enhanced efforts to monitor the further 
spread of NDM-1 and XDR ST120 E. cloacae in this region. 
 
 

PU-3457 

2017 年我院临床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冯小艳,杨莉莉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610000 

 

目的  分析本院 2017 年临床病原菌分布情况及其耐药特点，为临床合理应用抗菌药物使用提供科

学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2017 年 1 月至 12 月送检标本中的细菌培养，采用

MicroScan Walkaway96 系统本进行鉴定及药敏试验，剔除同一患者分离的重复菌株，应用

WHONET5.6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2017 年全年医院共分离病原菌 7133 株，其中革兰阴性杆菌 5546 株，占 77.8%，革兰阳性

球菌 1437 株，占 20.1%，真菌 150 株，占 2.1%。本院革兰阴性杆菌为主要分离菌，以肺炎克雷

菌首位﹑大肠埃希菌次之，大肠埃希菌产 ESBLs 株 53%，亚胺培南的耐药率分 1.4%。肺炎克雷

伯菌产 ESBLs 株 21.5%，对亚胺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 15.6%。金黄色葡萄球菌中甲氧西林耐药株

（MRSA）92/385 的检出率为 23.9%，革兰阳性球菌中以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凝固酶阴性萄球菌凝

固酶阴性葡萄球菌甲氧西林耐药株（MRCNS）314/357 的检出率为 87.9%。葡萄球菌属中均未检

出万古霉素、利奈唑烷耐药的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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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我院各类细菌存在不用程度的耐药，尤为突出产 CRE 肺炎克雷伯菌增长速度较快，做好细菌

耐药的监测，以指导抗菌药物合理使用和减缓细菌耐药菌的检出。 

 
 

PU-3458 

三种方法检测流感嗜血杆菌对 4 种药物药敏实验一致性的研究 

 
王战豪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610000 

 

目的     对比研究 3 种体外药敏试验在测定流感嗜血杆菌（haemophilus influenzae，Hi）对氨苄西

林、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头孢呋辛、氧氟沙星等 4 种药物药物敏感的可靠性及实用性。 

方法  采用肉汤稀释法、K-B 法和自动化微量肉汤稀释法（ATB 法）药敏实验检测 Hi 对氨苄西林、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头孢呋辛、氧氟沙星的药物敏感度。以肉汤稀释法为参考方法，分析比较 K-B

法和 ATB 法结果间的一致性和误差率。 

结果  K-B 法与肉汤稀释法对氨苄西林、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头孢呋辛、氧氟沙星的药敏一致率分

别为 77.19%、91.58%、69.16%、100%，ATB 法与肉汤稀释法的一致率分别为 70.18%、

73.16%、51.98%、93.75%，K-B 法对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头孢呋辛、氧氟沙星这 3 种药物的一致

率显著高于 ATB 法。结果误差方面，K-B 法对氨苄西林和头孢呋辛的重大误差率和极重大误差率

都显著低于 ATB 法，K-B 法对阿莫西林克拉维酸的重大误差率也显著低于 ATB 法。 

结论  在检测流感嗜血杆菌体外药物敏感度方面，K-B 法和肉汤稀释法的一致性较好；ATB 法对 Hi

药敏试验产生较大误差，建议联合使用其他药敏实验方法对其结果进行修正。 

 
 

PU-3459 

109 例 HIV-1 艾滋病患者耐药基因检测结果分析 

 
可春梅,李欣,于永敏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 HIV-1 型艾滋病合患者的耐药基因分布以及各类 HAART 药物的耐药情况。 

方法  随机对 2014 年 12 月至 2016 年 5 月在我院住院的艾滋病（AIDS）患者 127 例进行 HIV 病毒

载量检测，对 HIV 载量>1000 copies/ml 者再用 ViroSeq 试剂进行 HIV-1 耐药基因检测。 

结果  纳入 HIV-1 检测分析的 AIDS 患者有 109 例，总耐药率 70.64%（77/109）； NRTI 类耐药率

为 55.96%(61/109)；NNRTI 类耐药率为 67.89%(74/109)；PI 类药物耐药率为 4.59%(5/109)。本

研究共检出 NRTI 类耐药突变基因位点 19 个，其中突变位点检出频率最高的前 5 个基因位点依次

为 M184、T215、K65、A62、L74；检出 NNRTI 类耐药突变基因位点 16 个，突变频率最高的前 5

个基因位点分别为 K103、Y181、G190、V179、K101；检出 PI 类耐药位点 13 个，其中 A71、

L10、L33 为频次较高的突变位点。 

结论  本研究中大多数 AIDS 患者对三类抗病毒药物均有不同程度的耐药，其中 3TC、FTC、NVF

为耐药率最高的药物，这与所检测到的主要耐药基因位点基本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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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60 

亚胺培南对革兰阴性杆菌的耐药性变迁分析 

 
任益慧,苟建军,郭小兵,刘娜,饶玉婷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了解亚胺培南对革兰阴性杆菌的抗菌活性变化，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2 年-2017 年间郑州某院临床分离的革兰阴性杆菌，进行鉴定及药敏试验。 

结果  2012-2017 年共检出革兰阴性菌 56975 株，其中，肠杆菌科细菌 27245 株(47.82%)，非发酵

菌 25793 株(45.27%)，检出率居于前四位依次为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和肺

炎克雷伯菌；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肠杆菌科细菌、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多重耐药铜绿假单

胞菌及鲍曼不动杆菌的检出率均呈上升趋势。大肠埃希菌对亚胺培南的耐药率由 0.12%上升至

2.44%，肺炎克雷伯菌由 0.29%上升至 22.72%，鲍曼不动杆菌由 43.46%上升至 83.19%，铜绿假

单胞菌对亚胺培南的耐药率 2012 年-2016 年由 20.83%上升至 31.50%，而 2017 年下降至

23.91%。 

结论  亚胺培南对肠杆菌科细菌的抗菌活性较强，但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率增幅明显；对非发酵菌

的抗菌活性较差，尤以鲍曼不动杆菌显著，且多重耐药菌日益增多，应引起关注。 

 
 

PU-3461 

结核分枝杆菌鉴定与分型研究进展 

 
张炎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系统地分析了耐对氨基水杨酸结核菌的分子型别特征 

方法  本研究收集了近年来北京地区出现的 PAS 耐药临床分离株 206 株，利用 16srDNA 鉴定，

spoligotyping 分子分型以及耐药相关基因（thyA、folC、ribD）型别分析等方法 

结果  结果显示 90%耐 PAS 的结核分枝杆菌属于北京型，有 64%的耐 PAS 菌株存在耐药相关基因

突变现象。 

结论  临床 PAS 高耐药多与非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相关。 

 
 

PU-3462 

利福平依赖结核杆菌筛选与初步研究 

 
李峰,于永敏,可春梅,罗春卉,张宁伟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比较结核分枝杆菌利福平依赖菌株和耐药菌株在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方面的差异。 

方法  采用利福平浓度梯度实验观察二者在含有不同利福平培养基上的菌落生长情况；采用抗酸染

色和电镜观察二者细菌形态和超微结构；采用 DNA 测序技术分析二者在 rpoB 核心突变区的序列。 

结果  利福平耐药菌株在 200ug/ml 药物培养基上不生长，而依赖菌株在 700ug/ml 药物培养基上生

长旺盛。测序结果表明所有菌株在 rpoB 的核心突变区内均有突变发生。 

结论  本研究筛选的利福平依赖菌株在 ropB 核心突变区内均有突变发生，但仍需进一步研究利福平

依赖菌株的其他分子生物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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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63 

Characterization of Teicoplanin Nonsusceptible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 Clinical Isolates Belonging 

Predominantly to ST267 

 
cailin liu,Liang Mi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 is the main cause of bacteremia and infections of 
indwelling catheters, glycopeptide 
antibiotics are often considered as the choice of empirical drugs for the treatment of 
staphylococcal 
infections 
Methods In the present study, 12 teicoplanin nonsusceptible S. epidermidis isolates were 
collected between 
January and October 2013 
Results All strains carried the mecA gene, displayed multiple drug resistance, and showed 
heterogeneous resistance to vancomycin using the population analysis profiling/area under the 
curve method.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revealed four different sequence types among these isolates; eight 
isolates belonged 
to the same ST type (ST267). 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 with SmaI endonuclease 
showed four 
distinct pulsotypes. Six isolates that belonged to ST267 shared the same PFGE bands, indicating 
that they were 
clonally related. In addition, cell wall thickening and decreased autolysis were found in these 
isolates. Our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ST267 was the most epidemic clone among teicoplanin nonsusceptible S. 
epidermidis and 
identified a potential endemic clone in this region, which was believed to be the first report that 
the ST267 clone 
has spread in China.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revealed that strengthened monitoring of S. epidermidis for drug 
resistance to glycopeptide antibiotics is urgently needed, and heightened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control the further 
spread of the ST267 clone. 
 
 

PU-3464 

2017 年北京医院细菌耐药性汇总分析 

 
艾效曼 

北京医院,100000 

 

目的  了解我院 2017 年临床分离细菌分布情况及耐药性变迁。 

方法  按照微生物标本留取分离鉴定流程分离细菌，应用纸片扩散法检测细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

药性。通过 whonet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 

结果  2017 年临床分离的细菌，排除同一病人同一部位重复菌株共 2567 株。革兰阴性杆菌 1821

株，占 70.9%。阳性分离株主要来源于呼吸道分泌物 1158 株、尿液标本 650 株、血流标本 313

株，各类拭子分泌物标本 227 株、胸腹水等无菌体液标本 98 株及其他 129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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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药性方面，本年度共分离肺炎链球菌 22 株，均为对青霉素敏感的肺炎链球菌（PSSP），分离

到流感嗜血杆菌 29 株，其中 34.5%菌株产 β-内酰胺酶，卡他莫拉菌 100%产 β-内酰胺酶。 

对甲氧西林耐药的金葡菌(MRSA)的发生率为 47.0%，较去年同期下降。甲氧西林耐药的凝固酶阴

性葡萄球菌（MRSNC）的发生率为 84.4%较去年同期下降，未发现对万古霉素耐药的葡萄球菌。

屎肠球菌对万古霉素耐药率 7.8%，共计 10 株，粪肠球菌发现 1 株 VRE 菌株。 

革兰阴性菌中共发现对碳氰霉烯类抗菌药物耐药肠杆菌科细菌共 130 株，数量较去年同期所上升，

占肠杆菌科的 12.9%（130/1010）。广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分离率较去年同期下降为 28.1%

（48/171），广泛耐药铜绿假单胞菌分离率 2.8%（9/326）。 

结论  加强细菌耐药监测可以及时发现医院感染细菌的耐药性变化特点，对临床经验用药提供帮

助，同时追踪那些耐药性变化明显及分布集中的菌株可以为微生物工作者提供研究方向与临床医师

及感染控制工作者共同控制医院感染的爆发。 

 
 

PU-3465 

比阿培南体等十种抗菌药物 

对常见革兰阴性杆菌体外抗菌活性比较 

 
艾效曼,胡云建,陶凤蓉 

北京医院,100000 

 

目的  评价比阿培南等十种抗菌药物对临床分离革兰阴性杆菌的体外抗菌活性。 

方法  采用琼脂对被稀释法测定比阿培南、厄他培南、亚胺培南、美罗培南等十种抗菌药物对临床

分离革兰阴性杆菌的最低抑菌浓度，所有数据用 WHONET5.6 并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  比阿培南对于肠杆菌科中的大肠埃希菌、非 CR-肺炎克雷伯菌、其他肠杆菌科细菌均显示出

良好的抗菌活性，敏感率（97.8%、100%、88.2%）与美罗培南相似，优于亚胺培南和厄他培

南。MIC50 和 MIC90 与美罗培南相似；对于 CR-肺炎克雷伯菌敏感率（20.6%）高于其他抗菌药

物，MIC50 和 MIC90 等于或低于美罗培南。对于非发酵菌中的不动杆菌属比阿培南的敏感率

（40.9%）不及头孢哌酮舒巴坦（50%）和阿米卡星（50%），优于环丙沙星（27.3%），与其他

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相似（40.9%）。MIC50 和 MIC90 与美罗培南及亚胺培南相似。对于铜绿假单

胞菌的敏感率（63.6%）优于亚胺培南（59.1%），与美罗培南相似，但不及其他抗菌药物

（68.2%～95.5%）。 

结论  对于临床常见分离的革兰阴性杆菌比阿培南和美罗培南活性相仿。 

 
 

PU-3466 

儿童呼吸道感染 7 种呼吸道病毒抗原检测结果分析 

 
王勇,高陈 

四川绵阳四 0 四医院 

 

目的  采用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呼吸道病毒抗原，了解儿童呼吸道感染的病毒病原分布情况，掌握

本地区儿童病毒感染的病原学流行趋势，为儿童呼吸道病毒感染的诊断提供依据。 

方法  应用免疫荧光法检测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期间绵阳四 0 四医院普外儿科及新生儿科共

928 份鼻咽吸取液或灌洗液进行呼吸道合胞病毒（RSV）、流感病毒 A（IFA）、流感病毒 B

（IFB）、副流感病毒 １ 、２ 、３（PIV１ 、２ 、３）及腺病毒（ADV）７ 种呼吸道病毒抗原检

测 。标本的七项呼吸道病毒抗原，分季度分析其流行特点。 

结果  ①928 例呼吸道感染患儿中检出呼吸道病毒 500 例，总阳性率为 53.89%（500/928），其中

呼吸道合胞病毒最多，阳性率为 41.16%（382/928）， 其余依次为腺病毒 4.74%（44/92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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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流感病毒 2.69%（25/928）、副流感病毒 1 型 2.26%（21/928）、副流感病毒 3 型

2.05%(19/928)、B 型流感病毒 0.75%（7/928）及副流感病毒 2 型；②0 岁-1 岁、1 岁-3 岁、3 岁-

6 岁及 6 岁以上不同年龄组呼吸道病毒感染阳性率依次为：56.25%（270/480）、77.07%

（158/205）、25.86%（45/174）、39.13%（27/69），6 岁一下儿童都以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为

主，阳性率分别为：85.56%（231/270）、77.85%(123/158)、44.44%(20/45)；③呼吸道合胞病

毒感染主要集中于第四和第一季度。 

结论  本地区儿童呼吸道病的感染的好发季节为第四季度，以呼吸道合胞病毒为主，3 岁以内的儿

童呼吸道病毒感染阳性率最高，呼吸道合胞病毒的感染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下降。 

 
 

PU-3467 

固体法和液体法检测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效果差异 

 
王勇 

四川绵阳四 0 四医院 

 

目的  比较固体培养法和液体培养法检测泌尿生殖道解脲支原体（Ureaplasma urealyticum，Uu）

和人型支原体(Mycoplasma hominis，Mh)的效果差异。 

方法  将 300 例疑似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标本同时作固体培养与液体培养，比较两种方法检测解

脲支原体和人型支原体的阳性率与污染率。 

结果  液体培养法阳性率为 57.33%，污染率为 6.33%；固体培养法阳性率为 47.67%，污染率为

1.33%。两种培养法对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检测的阳性率，污染率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液体法操作方便，且附带药敏结果，但结果不够准确，污染率高；固体法可确诊是否为支原

体感染，结果准确，污染率低；临床联合两方法使用可提高准确率，且有助于临床治疗，值得推

广。 

 
 

PU-3468 

尿路感染病原菌分布及其耐药性变迁 

 
王勇,彭月发 

四川绵阳四 0 四医院 

 

目的  探讨泌尿道感染的病原菌构成及其耐药性变迁，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 

方法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院住院部肾内科患者的尿液标本中分离的病原菌作细菌药敏

及耐药分析，将 15 年及 16 年的资料比较；药敏分析仪为 VITEK-2 Compact, 采用 SPSS 16.0 软

件对药敏试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 年后，大肠埃希菌构成比仍占首位(72.37%升至 76.85%)，肠球菌仍为第 2 位(13.16%升至

14.81%)，光滑假丝酵母菌呈上升趋势(1.32%升至 4.63%)，肺炎克雷伯菌无明显变化(3.95%-

4.63%)。大肠埃希菌 1 年前后大肠埃希菌对氨苄西林，氨苄西林/舒巴坦等青霉素类药物、哇诺酮

类和磺胺类药物的耐药率均较高，且对头抱菌素类抗生素的耐药性有上升趋势，对亚胺培南、呋喃

妥因高度敏感。肠球菌对青霉素、红霉素、哇诺酮类、氨基糖贰类抗生素耐药率仍维持在较高水

平，对万古霉素较敏感。 

结论  尿路感染常见病原菌仍为大肠埃希菌和肠球菌，真菌感染不容忽视。应重视产 ESBLs 菌株的

检测。常见的病原菌的耐药现象较为严重。应定期分析泌尿道感染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的变化以指

导抗生素的合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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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69 

Absolute eosinophil count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erum (1,3)-β-D-glucan in patients with invasive fungal 

infections 

 
Pengfei Zhu,Liang Mi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Measurement of serum (1,3)-β-D-glucan has emerged as an important diagnostic 
strategy for invasive fungal infections (IFI), previous studies suggested that eosinophils count 
would be related with the value of serum (1,3)-β-D-glucan. 
Methods 572 blood samples obtained from 126 patients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were analyzed, the unsuitable samples were excluded according to the 
patient selection. 
Results In our study, we found that in the 572 cumulative results, the absolute eosinophil count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value of (1,3)-β-D-glucan (r=0.57;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51-0.63) but not with total leukocyte, neutrophils, lymphocytes, monocytes and basophils. 
Then, we found that there were 126 patients with invasive fungal infections, 109 patients with 
candidiasis infection and 17 patients with aspergillosis infection. In the 109 patients who had 
candidiasis infection, absolute eosinophil count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value of 
(1,3)-β-D-glucan (r=0.59; 95% CI 0.53-0.65). Similarly, we found that 17 patients had 
aspergillosis infection, the absolute eosinophil count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value of 
(1,3)-β-D-glucan (r=0.65; 95% CI 0.51-0.75). Meanwhile, the similar findings in different types of 
Candida species or Aspergillus species in patients were found except in Candida glabrata 
infection. 
Conclusions As a routine and broadly used test, serial absolute eosinophil count is related with 
IFI, it could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progress of IFI. 
 
 

PU-3470 

B 族链球菌检测方法学比较评估 

 
孙雨婷,赵劲松,李满元,刘杰,盛雪 

锦州市妇婴医院,121000 

 

目的  对孕产妇 B 族链球菌（GBS）的检验方法学进行评价，能方便各级医院开展。 

方法  对 50 例孕产妇的生殖道及肛周的分泌物，同时使用三种方法进行检测。接种在肉汤增菌培养

基增菌 24 小时，转种到血平板 5-10%的 co2环境进行培养；接种显色培养基在 5-10%的 co2环境

进行培养；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GBS。 

结果  对 50 例孕产妇的生殖道及肛周的分泌物，同时使用三种方法进行检测。接种在肉汤增菌培养

基增菌 24 小时，转种到血平板 5-10%的 co2环境进行培养；接种显色培养基在 5-10%的 co2环境

进行培养；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GBS 

结论  37 周以上产妇的常规检验项目，不同方法学结果很大差异。PCR 作为首选方法对实验室和

人员条件要求很高，不适合基层医院开展。增菌培养和显色培养阳性率较为接近，基层医院可以根

据自身经济条件选择开展，满足对 B 族链球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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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71 

2016 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血培养结果的分析 

 
黄学东,陆秋霞,肖玉玲,康梅,谢轶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对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016 年度全部血培养结果进行总结分析，探讨目前影响本院血培养标

本报阳率的因素。 

方法  对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016 年度全部血培养结果进行报阳率、污染率、阳性菌的菌谱分析、

科室分布、阳性报警时间、采血量及阳性报警时间的分析。 

结果   2016 年总送检瓶数为 43795 瓶（22759 套）。血培养标本的总报阳率为 10.24%

（2331/22759），污染率为 1.35%，去污染后的血培养阳性率为 8.89%。其中大肠埃希菌的报阳

率最高，占 24.41%，其次为肺炎克雷伯氏菌、表皮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单瓶报阳率为

8.32%，双瓶报阳率为 8.09%，4 瓶报阳率为 12.86%，6 瓶报阳率为 17.22%。仅需氧瓶报阳比

例、仅厌氧瓶报阳比例、需氧厌氧均报阳的比例分别为 27.75%、10.08%、62.17%。厌氧阳性瓶

中，表皮葡萄球菌报阳率最高，占 16.56%，其次为大肠埃希氏菌。肾脏内科、ICU、消化内科血

培养的报阳率最高。血培养阳性结果平均报警时间为 23 小时 8 分钟。成人需氧瓶平均采血量为

9.91ml，成人厌氧瓶平均采血量为 7.17ml，儿童瓶平均采血量为 4.11ml。 

结论  本院血培养采血量基本合格，血流感染病原菌主要是大肠埃希氏菌、肺炎克雷伯菌。厌氧瓶

主要阳性菌为表皮葡萄球菌。阳性标本报阳时间相对较长。肾脏内科、ICU、消化内科阳性率较

高。急诊科双套双瓶送检量最高。 

 
 

PU-3472 

Traceability, reproducibility and clinical evaluation of 
Sansure Realtime HCV RNA assay 

 
Xiangbo Hu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tic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Accurately quantitative detection of hepatitis C virus (HCV) RNA is critical for diagnosis 
of acute or chronic HCV infection, and for the surveillance of HCV-targeted therapy. In the 
present study, traceability and reproducibility of a novel China-certified domestic Sansure HCV 
RNA diagnostic assay was evaluated and the clinical performance of this assay was also 
analyzed. 
Methods Traceability of the Sansure HCV RNA assay to the WH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HCV 
(genotype 1a) was determined by a multi-center detecting mode. Reproducibility, accuracy (the 
differences of observed average titers and expected titers) and precision was assessed by series 
dilutions of World HCV RNA performance panel WWHV303-02 (HCV-1b), WWHV303-04(HCV-
2a), WWHV303-11(HCV-3a) and WWHV303-19 (HCV-6a). 
Results Traceability of the Sansure HCV RNA assay to the WH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HCV 
(genotype 1a) was determined by a multi-center detecting mode. Reproducibility, accuracy (the 
differences of observed average titers and expected titers) and precision was assessed by series 
dilutions of World HCV RNA performance panel WWHV303-02 (HCV-1b), WWHV303-04(HCV-
2a), WWHV303-11(HCV-3a) and WWHV303-19 (HCV-6a). In addition, Sansure HCV RNA and 
CAP/CTM HCV assays were both used to detect 346 EDTA anti-coagulated plama samples from 
previous HCV-infected patients, during and after antiviral therapy. 
Conclusions  With the advantages of superior flexibility, traceability, reproducibility and lower 
price, Sansure HCV RNA assay represented an alternative option for HCV RNA detection in 
hospital and medical institu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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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73 

生物学标志物在诊断宫颈癌前病变中的应用 

 
喻静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尽管目前在人类乳头状瘤病毒（HPV）疫苗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在未来 30-40 年内进行宫

颈癌的病原体筛查以筛选癌前病变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一种简单的可以在家中或医院进行的检测方

法将有助于更多的患者及时进行治疗。宫颈阴道分泌物是一种适合检查样本。 

方法  基于详细的文献回顾，本文对潜在的宫颈癌生物学标志物作一综述，并且讨论这些生物学标

志物发展为宫颈癌自我检测或即时检测项目的可能性。 

结果  HPV DNA、DNA 甲基化、miRNA 和某些蛋白质均可作为宫颈癌筛查的生物学标志物，但是

并非都适合开发成简便的诊断方法。 

结论  蛋白质尤其是 α-辅肌动蛋白-4（ACTN4）是最适合开发的一种检测项目。检测的准确性可以

通过联合其他蛋白质或者新型生物学标志物（例如源自子宫颈阴道微生物组或代谢组）得到进一步

提高。 

 
 

PU-3474 

铜绿假单胞菌整合子Ⅰ和 ISCR1 分布及 ERIC-PCR 分型 

 
孙静静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研究临床分离铜绿假单胞菌的整合子Ⅰ和 ISCR1 的分布情况,并对其进行基因分型 

方法  分离临床 234 株铜绿假单胞菌,用 WHONET5.4 分析菌株药敏情况,PCR 检测整合酶Ⅰ、整合

子Ⅰ、ISCR1 以及 ISCR1 携带的耐药基因.ERIC-PCR 进行基因分型 

结果  铜绿假单胞菌对阿莫西林/克拉维酸、氨苄西林、氯霉素、头孢唑啉、米诺环素、氨苄西林/舒

巴坦高度耐药,对环丙沙星、头孢他啶、头孢哌酮/舒巴坦、阿米卡星、亚胺培南、美洛培南较敏

感,118 株整合酶Ⅰ阳性,95 株Ⅰ类整合子可变区阳性,3 株 ISCR1 和 ISCRI 携带的耐药基因阳

性.118 株整合酶Ⅰ阳性铜绿假单胞菌分为 89 个基因型 

结论  Ⅰ类整合子广泛存在于铜绿假单胞菌中,ISCRI 携带率较低,ERIC-PCR 可用于临床分离铜绿假

单胞菌的基因分型. 

 
 

PU-3475 

120 例复发性阴道炎支原体衣原体感染情况分析 

 
陈俊瑶 

甘肃省肿瘤医院,730000 

 

目的  了解复发性阴道炎患者生殖道支原体和衣原体的分布情况。 

方法  对 2013 年 5 月至 2016 年 5 月在我院就诊的 120 例复发性阴道炎患者进行宫颈分泌物检测，

观察生殖道支原体及衣原体感染情况。 

结果  复发性阴道炎患者合并支原体感染以解脲支原体感染为主，解脲支原体和人型支原体的感染

率分别为 43.4%（52/120）和 10%（12/120），沙眼衣原体的感染率为 8.3%（10/120）；在 120

例复发性阴道炎患者中，单纯病原体阴道炎有 91 例，混合性阴道炎有 29 例。其中单纯病原体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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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合并支原体衣原体感染的有 54 例，未合并感染支原体衣原体的有 37 例；混合性阴道炎合并支原

体衣原体感染的有 27 例，未合并支原体衣原体感染的有 2 例。 

结论  复发性阴道炎患者中生殖道合并支原体和衣原体感染普遍存在，并且混合性阴道炎合并支原

体和衣原体的感染率明显高于其他单纯病原体阴道炎合并支原体和衣原体感染率（P<0.05），应

引起临床医生重视并给予相关治疗，减少阴道炎复发。 

 
 

PU-3476 

儿童细菌性腹泻的 150 例病原微生物检验结果分析 

 
李佳,尹庆霞,赖佼,雷巧,盛婷 

九 0 三医院 

 

目的  分析儿童细菌性腹泻的病原微生物检验结果。 

方法  收集本院收治的 150 例儿童细菌性腹泻患者，收集时间是自 2015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1

月，对其病原微生物检验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150 例儿童细菌性腹泻患者中，13 例鼠伤寒沙门菌，占 8.7%、19 株产毒性大肠杆菌，占

12.7%、8 株胎儿弯杆菌，占 5.3%、32 株致病性大肠杆菌，占 21.3%、78 株志贺菌，占 52%，可

知志贺菌是主要的致病菌。 

结论  志贺菌是儿童细菌性腹泻的主要病原微生物，临床应加大对志贺菌的研究，及早的为患者制

定有效的治疗方案，改善其预后。 

 
 

PU-3477 

解脲和人型支原体选择性固体培养方法在临床应用的评价 

 
张艳,赵淑珍,李静 

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 

 

目的  解脲脲原体(Uu)与人型支原体(Mh)在选择性固体培养方法和液体变色培养法比较检测方法的

性能 

方法  2017 年 4 月到 2018 年 4 月期间，共收集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妇科子宫颈分泌物标本 400

例，平行采用选择性固体培养方法和液体变色培养法的检测方法进行检测，采用 SPSS15.0 软件对

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对 400 例临床标本同时平行培养对照，阳性例数分别为：液体 292 例（Uu247 例+Mh45

例），固体 197 例（218 株），其中 21 例混合感染。固体阳性率 49.25%。Uu 和 Mh 液体培养基

在实验室检出例数分别为 247 例(61.75%)和 35 例(11.25%),高于固体培养基上检出的 Uu186 例

(46.5%)和 Mh32 例（8%），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Uu 和 Mh 液体培养基的污染例数分别为

18 例和 3 例。固体培养基中有 56 例有杂菌生长，但均可见典型支原体菌落。 

结论  新的固体基具有液体培养基没有的形态学的优势，能做到真正的分离培养，根据典型菌落形

态可以检出 Uu 和 Mh，在临床运用减少出现假阳性和假阴性，抗污染和选择性好，该方法的应用

为临床诊断提供的一种更准确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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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78 

大肠埃希菌感染及其耐药性分析 

 
张丽君 

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聊城市精神卫生中心,252000 

 

目的  了解大肠埃希菌在住院病人临床感染性标本中的分离率，并探讨大肠埃希菌对临床常用抗生

素的耐药情况及产超光谱 ß-内酰胺酶（ESBLS）比率，为临床抗感染治疗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

科学依据。 

方法  细菌鉴定依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三版进行，药敏实验采用纸片扩散法（K-B）

法，并对 266 株临床分离大肠埃希菌的标本来源及药物敏感实验采用回顾性分析汇总。 

结果  266 株大肠埃希菌引起的感染中，感染部位分离率由高至低依次为：泌尿道、呼吸道、伤

口、引流液、血液等。ESBLS 阳性大肠埃希菌对常用抗菌药物耐药率明显高于 ESBLS 阴性菌株。

耐药率较低的药物是亚胺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咆哌酮∕舒巴坦及阿米卡星。耐药率较高的

药物是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喹诺酮类和磺胺类。 

结论  大肠埃希氏菌是临床常见的条件致病菌，由此引起的感染分布广泛，尤其在泌尿道感染大肠

埃希菌是重要的医院感染病原，其大肠埃希菌对常用抗生素的高耐药率，应引起临床的高度重视。 

 
 

PU-3479 

概述影响尿液细菌培养结果的因素 

 
王百茹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南岗分院 

 

目的  尿路感染是指尿道内有大量微生物繁殖引起的尿路炎症。可以有或没有尿频、尿急、尿痛等

临床症状，严重者可出现高热、甚至造成败血症威胁生命，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很多患者由于

反复发作尿路感染，严重影响健康和生活质量。尿培养就是对尿液细菌学培养，明确造成尿路感染

的细菌，并通过药物敏感试验明确哪些抗菌药物对该菌有效。 

方法  综述统计 

结果  影响尿液细菌培养结果的因素很多 

结论  对尿细菌学检查结果的判断，必须结合临床表现，有时还要反复多次进行。尽量避免影响尿

液细菌检测的影响因素，以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PU-3480 

2015-2017 年华西医院结核培养阳性菌种的鉴定与分布研究 

 
戴仲秋,白玛措姆,黄学东,肖玉玲,康梅,谢轶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应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对临床来源的结核培养阳性的菌株进行鉴定与分型，以建立适用于临床

的结核分枝杆菌及非典型分枝杆菌的鉴定分型方法。 

方法   用 DP-PCR 方法对 2015-207 年我院分离的结核培养阳性临床菌株进行初步鉴定，区别

MTC 和 NTM，然后用基因测序结果对 NTM 进一步鉴定到种。 

结果  2243 株阳性培养物中 219 株扩增出与标准菌株 H37Rv 相同的 235bp 条带，MTC 所占比例

90.12%。本研究分离 24 株 NTM，以脓肿分枝杆菌为主，其次是鸟分枝杆菌，分别占 35%和

25%，24 株 NTM，占 9.88%，株鉴定为脓肿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abscess），占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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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鉴定为鸟分枝杆菌（ Mycobacterium avium ），占 25% ， 3 株鉴定为戈氏分枝杆菌

（ Mycobacterium gordonae ） ， 占 15% ； 1 株 鉴 定 为 胞 内 分 枝 杆 菌 （ Mycobacterium 

intracellulare），占 5%；4 株无条带，未得到鉴定结果，占 20%. 

结论  应用双重 PCR 方法可对 MTC 及 NTM 进行鉴定，结果较可靠；用 DP-PCR 对 MTC 行基因

分型，可高效地分辨 MTC 的型别，有助于后续的研究；对 NTM 行基因测序法，可确定 NTM 的具

体种属. 

 
 

PU-3481 

湖北地区女性人乳头瘤病毒感染流行病学分析 

 
周漫,徐万州,李艳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430000 

 

目的  对湖北地区女性 HPV 感染进行流行病学分析，为该地区宫颈癌的预防和筛查提供流行病学资

料。 

方法  采集 9007 例女性宫颈脱落细胞，用基因芯片法检测 HPV 分型，使用 SPSS 23.0 软件统计分

析人群的 HPV 感染率、感染模式、感染基因型及其检出率，以及各年龄段感染率等。 

结果  湖北地区女性人群的 HPV 总感染率为 21.05%；优势型别为 HPV16、52、58、53、18；感

染模式以单一高危型为主，在多重感染中又以两重感染为主。在单一型别感染中 HPV16、52 检出

率最高。≤30 岁的女性 HPV 感染率最高（27.66%），≥61 岁 HPV 感染率最低（13.99%），各年

龄段间的 HPV 感染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各年龄段女性均以 HPV16、52 和 58 检

出率最高，且各年龄段高危型检出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不同年龄段的 HPV 感染率、感染模式、基因型的检出情况都有一定差异。HPV 感染呈年轻

化且有区域性特征。 

 
 

PU-3482 

哈尔滨地区铜绿假单胞菌 ß-内酰胺酶耐药基因的研究 

 
苏丽菊,高春波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150000 

 

目的  分析哈尔滨地区铜绿假单胞菌 β-内酰胺酶耐药基因型的存在情况，并对其相关基因进行评

价，对早期发现和预防医院感染的爆发流行提供帮助。 

方法   收集哈尔滨地区四家医院临床分离的铜绿假单胞菌株共 210 株。所有菌株进行菌种鉴定和体

外药敏试验，AmpC 表型检测、EDTA 纸片协同试验及 ESBLs 的表型确证检测。应用 PCR 检测铜

绿假单胞菌 10 种 ß-内酰胺酶类编码基因，包括（bla DIM，bla IMP，bla DIM，bla SPM，bla NDM，
bla GIM，bla BIC， bla KPC，bla OXA-48，bla AmpC）。测序结果在 Gen Bank 中进行基因序列比对

分析。 

结果  210 株铜绿假单胞菌对 12 种抗菌药物的体外药物敏感试验结果显示，氨曲南、哌拉西林、头

孢哌酮/舒巴坦、亚胺培南耐药率较高，；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对铜绿假单胞菌有较高的敏感性；

210 株铜绿假单胞菌中有 94 株为多重耐药菌株，占所有 PA 菌株的 44.8%，其中 62 株成功提取 β-

内酰胺酶，29 株产 AmpC 酶(46.8%)，17 株产 ESBLs（27.4%），5 株同时产 ESBLs + AmpC 酶

(8.1%)，5 株产金属酶(8.06%)；应用 PCR 方法检测 94 株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 10 种 ß-内酰胺酶

类编码基因，检测出基因 IMP 阳性 16 株（17.0%），VIM 阳性 19 株（20.2%），AmpC 阳性 50

株（53.2%），其余基因均为阴性。 

结论  哈尔滨地区四所医院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中，均检测出 IMP 基因、VIM 基因、AmpC 基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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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83 

丙型肝炎患者 NLR、PLR 变化及临床意义 

 
徐楚,张平安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430000 

 

目的  探究丙型肝炎患者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NLR）、血小

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ateletlymphocyte ratio，PLR）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 月 2017 年 6 月入院的丙型肝炎患者 92 例，健康对照者 113 例，检测其血常

规和肝功能指标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anine transaminase，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Aspartate transaminase，AST）、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与谷氨酰转肽酶

（Gamma glutamyl transferase，GGT），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健康对照组和丙型肝炎患者组 NLR 的中位数分别为 1.62 和 2.1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

3.07，P=0.02）；  PLR 的中位数分别为 101.6 和 99.4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1.01，

P=0.31）。根据 NLR 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选取最

佳截点，将丙型肝炎患者分为低 NLR 组（NLR<2.3，52 例）和高 NLR 组（NLR³2.3，40 例）。

丙型肝炎患者低 NLR 组和高 NLR 组，ALT 的中位数分别为 46 和 2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

2.3，P=0.02），而 AST、ALP 和 GGT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NLR 对丙型肝炎患者和健康对照者的鉴别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并且 NLR 的增高可能提示

丙型肝炎患者的肝细胞损伤及坏死程度增加。 

 
 

PU-3484 

阴道炎五联检在白带常规检查中的临床应用 

 
胡翠玲 

潍坊市中医院,261000 

 

目的  通过与白带常规镜检结果进行对比，探讨五联检试剂盒检测白带常规的临床应用。 

方法  收集来院检查的 1360 例患者阴道分泌物标本，分别进行常规镜检和五联检法检测，并对结

果进行对比。 

结果  1360 份标本，两种方法对霉菌性阴道炎，清洁度，滴虫性阴道炎的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而对细菌性阴道炎（BV）两者的检出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通过与常规镜检法比较，五联检法测清洁度，霉菌，滴虫减少了漏检率，而对 BV 检测，五

联检比常规镜检提高了检出率，为临床诊断提高了更可靠的依据，且操作简单，不需特殊仪器，是

一项前途光明的妇科诊断技术，值得推广应用。 

 
 

PU-3485 

ANA 与慢性乙型肝炎病程及肝功能和血脂关系的研究 

 
牛志立,张平安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430000 

 

目的  探讨抗核抗体（ANA）对慢性乙型肝炎病程以及肝功能和血脂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6 年 3 月 2017 年 2 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慢性乙型肝炎和慢性重型乙型肝炎患者 184

例，其中男性 120 例，女性 64 例。对照组共 39 名，其中男性 18 例，女性 21 例。肝功能和血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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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由 Siemens ADVIA 2400 全自动生化仪测定，HBV DNA 载量由 ABI 公司生产的 VII7 荧光定量

分析仪测定，抗核抗体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 

结果  ANA 阳性率（男：47.5%，女性：75%）在慢性重型乙型肝炎不同性别患者组间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c2=4.106，P<0.05）。ANA 阳性率（仅 HBV：35 例、合并药物诱导肝损伤：3

例、合并胆汁淤积型肝炎：10 例、合并自身免疫性肝炎：7 例、合并 II 型糖尿病：2 例、合并戊

肝：1 例）在慢性乙型肝炎不同合并症患者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18.923，

P<0.05）。肝功能指标 ALT、AST 和 TBA 以及血脂指标 TG 在 ANA 阴性、ANA 阳性的慢性乙型

肝炎和健康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ALT=50.929，ZAST=36.32，ZTBA=27.27，FTG=7.431，

P<0.05）。肝功能指标 ALT、AST 和 TBA 以及血脂指标 TG、TCH、HDL 和 LDL 在 ANA 阴性、

ANA 阳性的慢性重型乙型肝炎和健康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ALT=63.91，ZAST=63.91，

ZTBA=51.40，FTG=9.99，FTCH=5.92，FHDL=34.47，FLDL=17.52，P<0.05）。 

结论  ANA 与疾病的合并症和严重程度具有一定关系，并影响肝功能和血脂的水平。 

 
 

PU-3486 

3206 株肠杆菌科细菌的临床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冯丽娜,李丛荣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430000 

 

目的  分析临床分离肠杆菌科细菌的临床分布及耐药性，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分离的肠杆菌科细菌分布特点及药敏结

果，分离的所有肠杆菌科细菌均采用全自动细菌鉴定药敏系统 BD-Phoenix-100 进行鉴定。 

结果  共检出 3206 株肠杆菌科细菌，其中主要为大肠埃希菌 1821 株（56.8%）、肺炎克雷伯菌

652 株（20.3%）、阴沟肠杆菌 201 株（6.3%）、产气肠杆菌 104 株（3.2%），肠杆菌科细菌以

尿液标本分离率最高（1666，52.0%），其次为痰标本（463，14.4%）、血液标本（343，

10.7%）和分泌物标本（258，8.0%），科室分布以泌尿外科（599，18.7%）和肾病内科（380，

11.9%）为主。肠杆菌科细菌敏感性最高的抗菌药物为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尤其是大肠埃希菌和

肺炎克雷伯菌，耐药率均低于 3.0%，阿米卡星和哌拉西林/他唑巴坦亦保持了良好的抗菌活性。 

结论  肠杆菌科细菌在泌尿外科和肾病内科分布比较集中，对抗菌药物呈现不同程度的耐药，碳青

霉烯类抗生素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仍是最敏感的抗肠杆菌科细菌药物，但已有耐药株的出现，临床

应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从而减少耐药菌株的出现和播散流行。 

 
 

PU-3487 

2013 年至 2015 年某院血培养阳性病原菌的分布与耐药监测 

 
郭静,陈浩俊,冯丽娜,李丛荣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430000 

 

目的  了解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连续三年血培养阳性病原菌的分布和耐药情况，为临床医生合理用药

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到 2015 年我院血培养分离得到的病原菌，通过全自动微生物鉴定药敏

系统 BD-Phoenix-100 进行鉴定，按照 2014 年 CLSI M100-S24 标准判读药敏试验结果。 

结果   三年间血培养共分离出 1468 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阳性菌 685 株（46.7%），革兰阴性菌

783 株（53.3%）；血培养病原菌检出率较高的科室有 ICU、肾病内科、神经内科等；最常见的革

兰阳性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在金黄色葡萄球菌中，MRSA 的分离率为

35.3%，未发现对利奈唑胺、替考拉宁耐药的菌株，对万古霉素亦保持着 97.9%的敏感率；最常见

的肠杆菌科细菌为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其次为阴沟肠杆菌和产气肠杆菌，除了少数肠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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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细菌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中介外，其余菌株均对这两种抗生素敏感，对阿米卡星和左氧氟沙星

的敏感率亦在 85%以上；铜绿假单胞菌对多种常用抗生素均保持较高敏感性，而鲍曼不动杆菌对

各项常用抗菌药物耐药率则较高。 

结论  大肠埃希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仍然是血流感染中的主要病原菌，未发现对利奈唑胺、替考拉

宁耐药的金黄色葡萄球菌，但常规剂量使用这两种药物疗效不明显且易产生耐药性；亚胺培南和美

罗培南依然是针对肠杆菌科较敏感的抗生素，但已出现部分中介菌株，因此临床上要根据药敏试验

结果合理选用抗菌药物，以降低抗菌药物选择压力。 

 
 

PU-3488 

CyclinD1、COX-2、P53 

与胃癌组织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相关性研究 

 
王佳美,赵劲松,李满元,王明娴,王爽,李玥 

锦州市妇婴医院,121000 

 

目的  探讨 CyclinD1、COX-2、P53 与胃癌组织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相关性研究。 

方法  选取我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间收治的 102 例胃癌患者(组织中存在幽门螺杆菌感染,

感染组)作为研究对象，同时纳入研究人群还包含 98 例胃癌患者(组织中不存在幽门螺旋杆菌感

染，非感染组)，以及 100 例正常胃黏膜组织并排除癌前病变等相关病变患者为正常对照组。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与 Logistic 多元回归相关分析对胃癌组织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影响因素与危险系

数进行比较。 

结果  相比于对照组与费感染组，感染组 CyclinD1、COX-2、P53 阳性率与表达量更高(P<0.05)，

且 CyclinD1、COX-2、P53 阳性率与表达量与胃癌组织幽门螺杆菌感染呈正相关关系(P<0.05)，上

述因素均为胃癌组织幽门螺杆菌感染发生独立危险因素(P<0.05)。 

结论  CyclinD1、COX-2、P53 阳性表达与胃粘膜组织幽门螺杆菌感染密切相关，并在胃癌发病过

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早期对人群进行 CyclinD1、COX-2、P53 联合检查，对于胃癌的早发现、早

诊断、早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PU-3489 

金黄色葡萄球菌 agr 系统研究现状 

 
王晓玲,任建平 

山西省中医院 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 

 

目的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人类重要的致病菌，可引起社区和医院感染，感染常以急性、化脓性为特

征，不经有效治疗，感染可扩散至周围组织或经菌血症转移至其它器官。本综述目的在于阐述金黄

色葡萄球菌细菌毒力调节基因 agr 系统,即附属基因调节因子的研究现状以及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 

方法  查阅国内外文献，从金黄色葡萄球菌耐药性及其耐药机制、agr 系统组成及其功能、国内外

研究现状、agr 系统研究的应用前景等方面简述了 agr 系统,即附属基因调节因子的编码序列、组成

单位、功能。4 个开放的阅读框 AgrA、AgrB、AgrC、AgrD,分别编码 AgrA、AgrB、AgrC、

AgrD。 

结果  agr 系统是重要的二元转导系统之一，参与多种基因的表达，agr 系统对多种基因的表达具有

影响，而细菌耐药基因高表达或表达异常是导致细菌耐药的主要原因，推测 agr 系统以多种途径对

金黄色葡萄球菌相关耐药基因进行调控，从而影响其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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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人体的很多疾病都是由金葡菌的毒素引起的,随着金葡菌胞内信号转导机制和各种疾病发病机

制的逐步阐明,认为 agr 系统中的信号转导分子可以作为治疗这些疾病的药物筛选靶位,为针对 agr

系统的体外抑制剂治疗金葡菌感染的研究提供证据，为它在临床治疗中的应用拓宽领域。  

 
 

PU-3490 

山西省中医院 2016 年细菌耐药性监测 

 
王晓玲,任建平 

山西省中医院 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 

 

目的   了解 2016 年山西省中医院细菌耐药性监测结果。 

方法  采用纸片扩散法或自动化仪器进行药敏试验，依据 2015 年 CLSI M100-S23 判读结果。采用

WHONET 5.6 软件进行耐药性分析。 

结果  本院 2016 年共分离到细菌 1219 株，其中革兰阳性菌 339 株占 27.8%，革兰阴性菌 880 株

占 72.2%。金黄色葡萄球菌中甲氧西林耐药株（MRSA）的检出率为 32.2%，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甲氧西林耐药株（MRCNS）的检出率为 64.0%。葡萄球菌属及肠球菌属中未见万古霉素和利奈唑

胺的耐药株。肠杆菌科细菌对美罗培南和亚胺培南较敏感。铜绿假单胞菌对对所有药物的耐药率均

小于 20%。鲍曼不动杆菌对亚胺培南的耐药率为 40.0%。 

结论  细菌的耐药性日趋严重，多重耐药和泛耐药菌株应引起高度重视；中医药抗感染的潜力有待

开发研究；我院进行细菌耐药监测工作意义重大。 

 
 

PU-3491 

探讨血清 PG、G17 及 Hp 

在胃癌患者早期筛查中的临床应用价值及意义 

 
王佳美,赵劲松,李满元,刘杰 

锦州市妇婴医院,121000 

 

目的  探讨血清 PG、G17 及 Hp 在胃癌患者早期筛查中的临床应用价值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 210 例早期胃癌患者作为观察组，选取同期体检正常者 205

例作为对照组。两组受试者均采用乳胶增强免疫比浊法检测血清中的 PG I 和 PG II 水平，采用酶

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血清中的 G17 水平，采用尿素呼吸试验定性检测血清中的 Hp 水平。经统计软件

分析两组受试者血清 PG I、PG II、G17、PGR 水平差异，HP 阳性率以及 Hp 阳性和 Hp 阴性受试

者血清 PGI、PGII、G17 及 PGR 水平差异。 

结果  观察组血清 PG I、PGR 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血清 PG II、G17 水平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中血清 Hp 阳性 170 例，阳性率为 80.95 %，对照组中血清 Hp 阳性 103 例，阳

性率为 50.24 %，观察组血清 Hp 阳性率与对照组相比明显较高（P＜0.05）。观察组与实验组中

Hp 阳性共 273 例，Hp 阴性共 142 例，Hp 阳性受试者血清 PG II、G17 水平明显高于 Hp 阴性受试

者（P＜0.05），Hp 阳性受试者血清 PG I、PGR 水平明显低于 Hp 阴性受试者（P＜0.05），所有

结果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血清 PG、G17 及 Hp 检测相比于传统诊断方法在精确度、成本和减轻病人痛苦等方面优势明

显，对临床胃癌患者早期筛查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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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92 

艰难梭菌毒素 B 适配子的筛选和鉴定 

 
苏恒,刘红菊,吴爱武 

广州医科大学 

 

目的  筛选和鉴定艰难梭菌（Clostridium difficile, Cd）毒素 B 适配子（Aptamer, Apt）。 

方法  体外合成 80bp 的单链 DNA（single stranded DNA,ssDNA）随机文库，重组表达艰难梭菌毒

素 B 蛋白，利用指数富集配体系统进化（Systematic evolution of ligands by exponential, 

SELEX）技术筛选 Cd 毒素 B 的核酸适配子。使用 DNA MAN5.2.2.0 软件和 mfold 软件进行筛选出

的适配子序列的同源性和二级结构的分析，并利用非竞争 ELISA 法测定其亲和常数(KA)。 

结果  经过 12 轮筛选，文库中随机 ssDNA 与毒素 B 的结合率从 0.8%增加到 39.6%，筛选出来 51

条适配子，二级结构最稳定的是 Apt-B20，其亲和常数为 3.76×107 M-1。 

结论  利用 SELEX 技术成功筛选出高亲和力的艰难梭菌毒素 B 适配子，为临床上艰难梭菌感染的

实验室快速诊断提供一定的参考工具。 

 
 

PU-3493 

某三甲医院 2013 年--2017 年大肠埃希菌耐药性 

与抗菌药物使用频度的相关性分析 

 
张利霞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 2013 年-2017 年某三甲医院临床来源大肠埃希菌的耐药性，并探讨耐药性变迁与抗菌药

物使用频度的相关性,旨在为临床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及管理措施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WHONET5.6 软件统计我院 2013 年-2017 年分离自临床标本中的 1777 株大肠埃希菌药敏结

果，HIS 系统提取同期抗菌药物使用频度相关数据，spss19.0 软件 Person 相关系数法分析各指标

间的相关性。 

结果  （1）2013 年-2017 年大肠埃希菌检出率逐年增加，5 年间共分离 1777 株，主要来源于尿液

42.2%，分泌物 11.1%、脓肿 10.8%、血液 10.1%、胆汁 7.9%、痰 5.9%等临床标本，血液标本的

构成比逐年增加（5.7%-13.1）。（2）5 年间大肠埃希菌菌对各类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发生一定变化,

对头孢曲松耐药率呈缓慢下降趋势,由 58.8%下降到 44.8%，;对阿米卡星的耐药率由 8.4%降至

1.8%；对左氧氟沙星耐药率一直居高，介于 62.3%-66.9%；对氨苄西林-舒巴坦的耐药率高

（>50%）,但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耐药率很低，且成逐年下降趋势。（3）共检出耐碳青霉烯类大

肠埃希菌 5 株，其中 4 株经改良 Hodge 实验证实产碳青霉烯酶；产超广谱 β- 内酰胺酶（ESBLs）

的阳性率为 52.4%（4）5 年间我院左氧氟沙星使用频度（DDDs）逐年下降（7190.0-3906.0），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DDDs 逐年上升（329.8-3748.1）， 分析表明大肠埃希菌对二者的耐药率与该

两种药物的 DDDs 并无显著相关性。 

结论  病原菌产生耐药性的原因复杂，耐药菌的正确判断、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与感控策略切实可

行都是减缓与遏制细菌耐药的重要手段。我们应在病原体耐药监测的流行病学资料和药敏试验结果

的指导下科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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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94 

2017 年度江苏地区碳青霉烯类 

耐药肠杆菌科细菌的分布特点和耐药性分析 

 
程梅 1,张之峰 2,阴晴 3,史伟峰 4,王春新 5,张险峰 1,朱小平 7,褚少鹏 8,陈宗宁 9,邓丽华 10,付启云 11,茆海丰 12,张庆芳 13,

王胜 14 

1.江苏省临床检验中心 

2.南京大学附属鼓楼医院 

3.江苏大学附属江滨医院 

4.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213000 

5.无锡市人民医院,214000 

6.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7.扬州苏北人民医院 

8.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9.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10.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21000 

11.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223001 

12.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 

13.泰州市人民医院,225300 

14..宿迁市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 2017 年江苏省细菌耐药监测网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CRE）的分布特点及其耐

药性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0 月 1 日-2017 年 9 月 30 日“江苏省细菌耐药监测网”143 所成员医院临床分离

的 10405 株对亚胺培南、美洛培南或厄他培南中任一种耐药的 CRE 菌株（剔除同一患者的重复菌

株），采用纸片扩散法（K-B 法）和自动化仪器方法对上述菌株作药物敏感性试验，并按 2017 年

版 CLSI M100-S27 标准判断结果。数据统计分析采用 WHONET5.6 软件。 

结果  共收集临床分离的 CRE 菌 10405 株，包括克雷伯菌属 5858 株、埃希菌属 1426 株和肠杆菌

属 1059 株等。标本来源和科室分布最多者为呼吸道标本（60.1%）和重症监护室（27.2%）。全

省 CRE 的总体检出率为 8.4%，各地区的检出率为 3.8%-16.8%。药敏试验结果显示， CRE 菌株

对多数临床常用抗菌药物高度耐药，除阿米卡星的耐药率（40.4%）低于 50%外，对其他临床常用

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均在 55.1%～96.8%。儿童分离菌株对氨曲南、阿米卡星、庆大霉素、环丙沙

星、妥布霉素的耐药率低于成人分离株，但对头孢他啶、头孢西丁、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厄他培

南的耐药率却略高于成人分离株。 

结论  CRE 菌株对多数临床常用抗菌药物呈高度耐药，严重限制临床抗感染治疗有效药物的选择。

CRE 菌株在医院中的某些科室如重症监护室和神经外科较为集中，应对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加

强耐药性的主动监测并采取有效的感染防控措施以遏制此类耐药菌株在医院中的播散流行。 

 
 

PU-3495 

肿瘤医院大肠埃希菌的临床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杨兴肖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了解医院 2011 年 1 月～2011 年 12 月大肠埃希菌的临床分布及耐药性， 为临床合理用药提

供依据。 

方法  对医院各种感染标本中分离出的大肠埃希菌应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进行鉴

定， 并做临床常用抗菌药 

物耐药性分析， 用 Whonet5.4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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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318 株大肠埃希菌主要来源于肾内科和内分泌科， 分别占 

21.38%和 16.04%； 主要标本来源为尿液， 共分离出 167 株， 占 52.52％； 亚胺培南、美洛培

南、哌拉西林／ 他唑巴坦以 

及头孢替坦对大肠埃希菌有较好的抗菌活性， 耐药率依次为 0、0.94%、2.83%和 2.83%； 对头孢

曲松、头孢唑林、头 

孢呋辛钠、头孢呋辛酯、氨苄西林和哌拉西林耐药率﹥75.00%， 其中对氨苄西林的耐药率﹥

90.00%。 

结论  医院临床 

分离的大肠埃希菌主要来源于泌尿道感染患者尿液标本中， 耐药现象比较严重。应加强耐药性监

测， 以指导临床合理 

用药控制医院感染。 

 
 

PU-3496 

肿瘤医院 ICU 院感目标性监测分析 

 
杨兴肖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目的了解重症医学病房（ICU） 医院感染特点、病原菌分布及侵入性操作的感染情况，为控

制感染和持续质量改进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目标性监测方法，收集 2012 年 1 月-2013 年 12 月 ICU710 例患者发生医院感染、侵入

性操作相关感染及常见病原菌分布情况资料，以患者平均病情严重程度（ASIS） 评分调整发病

率，采用 Excel 电子表格录入数据资料，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710 例患者中发生医院感染 94 例、感染例次 97 例、感染率为 13.24%、感染例次率为

13.66%；日感染率为 15.06‰、日例次感染率为 15.54‰，平均病情严重程度为 3.09 分，经调整

后分别为 4.87‰、5.03‰；2012 年呼吸机相关性肺部感染率为 21.28‰、中心静脉插管相关性血

流感染率 7.31‰、留置尿管相关性泌尿道感染率 0.42‰，2013 年感染率分别为 7.73‰、2.29‰、

0.29‰；两年共检出 141 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阴性杆菌 94 株，占 66.67%。 

结论  ICU 医院感染率高，主要为 3 种侵入性操作相关感染，其中以呼吸机相关肺部感染最高，应

加强引起感染相关因素控制。 

 
 

PU-3497 

肿瘤医院产超广谱 β- 内酰胺酶大肠埃希菌的 耐药性变迁分析 

 
杨兴肖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目的了解 2011 年 1 月-2013 年 12 月医院产超广谱 β- 内酰胺酶细菌（ESBLs） 大肠埃希菌

的临床分布及耐药性变迁，为合理应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 

方法  对医院各种感染标本中分离出的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应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全自动微生物鉴定

仪进行鉴定，并做临床常用抗菌药物耐药性分析，用 Whonet5.4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2011、2012 和 2013 年 651 株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的检出率分别为 52.92%、51.76%和

48.25%；3 年来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主要分布于内科，其中肾内科和内分泌所占比例较高，分别

为 27.04%和 18.43%，而外科中妇科所占比例也较高，为 16.90%。标本分布以尿液为主，共分离

出 287 株，占 44.09%；3 年间亚胺培南、美洛培南、哌拉西林 /他唑巴坦以及头孢替坦对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有较好的抗菌活性，总耐药率依次为 0.00%、0.31%、6.14%和 3.84%；对环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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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星、头孢唑林、头孢呋辛钠、头孢呋辛酯、氨苄西林和哌拉西林耐药率＞75.00%，其中对氨苄

西林的耐药率＞90.00%。另外，3 年来氨曲南、头孢他啶和头孢吡肟的耐药率呈下降趋势。 

结论  医院临床分离的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主要来源于泌尿道感染患者尿液标本中，对多种抗菌药

物耐药率高，加强耐药性检测并规范临床用药，以指导临床 

 
 

PU-3498 

肿瘤医院住院患者医院感染现患率分析 

 
杨兴肖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050000 

 

目的  目的掌握肿瘤医院住院患者医院感染现患率情况，为制定医院感染控制措施提供参考。 

方法  通过横断面调查方法，连续 4 年对调查日所有住院患者医院感染现患率进行了调查。 

结果  连续 4 年分别在不同月份的某日进行的调查，实查率为 98. 06%，每次调查均有效。2012-

2015 年医院感染现患率分别为 8. 05%、7. 54%、7. 31%、3. 92%; 重症医学科是感染率最高的科

室; 感染部位以下呼吸道感染、泌尿道为主; 革兰阴性菌居首位; 4 年抗菌药物使用率分别为 13. 

04%、4. 97%、11. 00%、41. 12%; 治疗用药分别为 86. 58%、95. 45%、77. 60%、69. 26%; 一

联用药分别占 76. 51%、80. 30%、86. 40%、87. 74%; 使用抗菌药物病原体送检率分别为 53. 

69%、56. 06%、36. 00%、25. 00%。 

结论  本医院连续 4 年监测住院患者医院感染现患率，反映了医院感染发生特点，可根据结果有针

对性地采取措施，有效控制医院感染的发生。 

 
 

PU-3499 

临床分离肠杆菌科细菌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耐药机制 

 
叶亚菲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临床分离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肠杆菌科细菌的分子机制。  

方法   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肠杆菌科细菌外膜蛋白（OMP）采用 SDS‐PAGE 的进行检测。碳青

霉烯酶，超广谱 β-内酰胺酶（ESBLs）和质粒 AmpC 酶基因检测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 

结果  PCR 和 SDS‐PAGE 显示，60.3%（47/78）的菌株产碳青霉烯类酶，其中 33.3%（26/78）

产生 KPC-2 碳青霉烯酶。SDS‐PAGE 结果显示，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中

OMP 蛋白‐大多被剔除，或与对碳青霉烯类敏感株相比表达下降。 44 株克雷伯菌中，59.1%

（26/44）不表达或表达不 OmpK35 和 OmpK36。34 株其它肠杆菌科细菌中，97.1%（33/34）不

表达或表达不 OMPC 或 OMPF。所有 CRE 菌株，35.9%（28/78）失去了至少一个 OMP 蛋白。 

结论  说明本研究中临床分离的肠杆菌科细菌菌株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耐药性是通过产生 ESBLs

和/或质粒 AmpC 酶，以及蛋白质外膜蛋白基因突变或缺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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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00 

norA 基因 mRNA 表达水平 

与表皮葡萄球菌氟喹诺酮耐药性的关系 

 
叶亚菲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探讨表皮葡萄球菌多药转运蛋白 norA 基因表达水平与氟喹诺酮耐药性的关系。。 

方法  收集临床分离表皮葡萄球菌菌株，用纸片扩散法（Kirby-Bauer）检测 50 株表皮葡萄球菌对

抗菌药物的敏感性，筛选出耐药和敏感菌株，以标准菌株 ATCC12228 作为对照；提取表皮葡萄球

菌的总 RNA，应用荧光实时定量 RT-PCR 检测表皮葡萄球菌多药转运蛋白 norA 基因 mRNA 表达

水平。 

结果  所有菌株均检测到 norA 基因，临床分离耐药菌株 norA 基因 mRNA 表达水平明显高于敏感菌

株，统计学分析差异有显著性（P<0.05） 

结论  对氟喹诺酮类耐药的表皮葡萄球菌 norA 基因过度表达，其可能是表皮葡萄球菌耐药的原因之

一。 

 
 

PU-3501 

颅内感染病原菌的构成及耐药性分析 

 
董凤,俞晓晨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50000 

 

目的  分析颅内感染的致病菌株分布及耐药性，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对我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4 月间脑脊液培养阳性结果的菌株及耐药性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共有 877 例颅内感染，革兰氏阳性菌为 81.64%，其中，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MRCNS) 占 46.86%，甲氧西林敏感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MSCNS)占 18.7%，对替加环素，万古

霉素及利奈唑胺敏感；革兰氏阴性菌为 18.36%，鲍曼不动杆菌表现出广泛耐药性，肺炎克雷伯菌

对碳青霉烯类及酶抑制剂类药物敏感。 

结论  了解致病菌分布及耐药性，有助于临床针对颅内感染早期合理选用抗生素，改善患者预后，

控制耐药菌株的产生。 

 
 

PU-3502 

日本血吸虫感染小鼠脾脏树 

突状细胞差异表达基因的高通量动态分析 

 
陈清宙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本研究旨在初步了解树突状细胞在对抗日本血吸虫发挥的免疫作用，并阐明其基本机制。 进

而研究涉及 DC 免疫应答和免疫抑制的分子。 

方法  日本血吸虫感染小鼠，在小鼠脾脏 DCs 数量明显变化的两个时间点分选脾脏 DCs，进行全基

因组芯片检测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931 

 

结果  与正常小鼠 DCs 比较，在血吸虫感染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感染小鼠脾脏 DCs 中既有特异性

的差异表达基因也有共同的差异表达基因，差异表达基因主要与细胞因子、抗原提呈分子、共刺激

分子、受体分子等相关。 

结论  急性感染期或慢性感染期小鼠的 DCs 中分别表达各自特异性差异表达基因，而共同的差异表

达基因在急性和慢性感染期均有表达，表明这些差异表达基因的作用较为复杂。通过对小鼠 DCs

差异表达基因的解析结果推测，血吸虫可能通过调节宿主 DCs 的细胞因子、抗原提呈分子、共刺

激分子、受体分子、凋亡因子等发挥免疫调节作用。 

 
 

PU-3503 

日本血吸虫感染小鼠骨髓 

和脾脏中 CD3e-CD11c +树突状细胞的动态变化 

 
陈清宙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动态观察日本血吸虫感染 0 d、7 d、28 d、35 d、63 d 小鼠脾脏和骨髓树突状细胞（DCs）

数量与免疫功能的变化，并研究日本血吸虫感染过程中小鼠 DCs 的免疫调节作用及其免疫调节机

制，旨在为丰富日本血吸虫感染免疫的理论提供新资料。 

方法  日本血吸虫可溶性成虫抗原（SAWA）和可溶性虫卵抗原（SEA）分别与培养 DCs 共孵育

后，经流式细胞术检测 DCs 表面分子 MHC-II 和 CD86 的变化，qPCR 法检测 DCs 中 IL-10、IL-

12、DC-SIGN、NF-κB P65、MEK1、CD86 和 CD83 的表达水平；采用 CCK-8 试剂盒检测经

SAWA、SEA 抗原分别处理过的 DCs 对小鼠脾细胞增殖的影响，然后用流式细胞术分别检测与上

述抗原刺激 DCs 共培养脾细胞、血吸虫感染后 0 d、28 d、63 d 小鼠脾细胞中 CD4+CD25+Foxp3+

调节性 T 淋巴细胞占 CD4+CD25+ T 细胞的比例。 

结果  SEA 可上调小鼠 DCs 表达 MHC-II、CD86、IL-12 和 IL-10，但下调 DC-SIGN 分子的表达，

并可诱导 DCs 抑制脾细胞中调节性 T 淋巴细胞的增殖；而 SAWA 可下调小鼠 DCs 表达 MHC-II、

CD86 和 DC-SIGN，但对其 IL-12 和 IL-10 的表达无明显影响，对 DCs 调节脾细胞中调节性 T 淋

巴细胞的增殖亦无明显影响。SAWA 和 SEA 均能激活 DCs 的转录因子 NF-κB P65 和 MEK1，当

加入 NF-κB 抑制剂或 MEK1/2 抑制剂后，DCs 表面分子 CD86 和 CD83 的表达水平降低。 

结论  SAWA 能抑制感染小鼠 DCs 的成熟，而 SEA 则促进其成熟。推测日本血吸虫在感染宿主的

过程中，可通过不同抗原调控宿主 DCs 的成熟发挥免疫调节作用；SEA 通过上调或下调小鼠 DCs

的 IL-12、IL-10、DC-SIGN、NF-κB、MEK1/2 等分子的表达，以及 CD4+CD25+Foxp3+调节性 T

淋巴细胞的增殖发挥免疫调节作用；而 SAWA 可通过上调或下调小鼠 DCs 的 DC-SIGN 和 NF-

κB，以及 CD4+CD25+Foxp3+调节性 T 淋巴细胞的增殖发挥免疫调节作用。 

 
 

PU-3504 

金黄色葡萄球菌耐药性快速检测方法的建立与评估 

 
朱娟,羊金菊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410000 

 

目的  评估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CR）快速检测金黄色葡萄球菌耐药性方法的效果。 

方法  设计金黄色葡萄球菌特异性引物，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准确测定 40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经

一定浓度庆大霉素，环丙沙星孵育后的生长情况，比较抗菌药物孵育 0h 和 6h 后金黄色葡萄球菌基

因组 DNA 量，判断金黄色葡萄球菌耐药性，并与微量肉汤稀释法结果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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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建立的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金黄色葡萄球菌耐药性方法与微量肉汤稀释法结果一致性

高， Kappa 值为 0.925，Ｐ＜0.05，说明两种方法一致性差异在统计学上有意义，以微量肉汤稀释

法为参考方法，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金黄色葡萄球菌耐药性总符合率为 96.25％，总灵敏度为

93.49％，总特异性为 100％，阳性预测值为 100%，阴性预测值为 90.77%，Youden 指数为

0.93。 

结论  在检测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耐药性上，实时荧光定量 PCR 与微量肉汤稀释法的检测结果一致性

较高，并且前者灵敏度更高、特异性更强、检测速度更快，对于快速检测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耐药性

上更有优势。 

 
 

PU-3505 

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基因分析 

 
胡志军,潘晓龙,唐吉斌,潘恺,周慧 

铜陵市人民医院,244000 

 

目的  了解铜陵市人民医院分离的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菌（Carba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CRKP）的耐药基因型 

方法  收集 2011 年 5 月至 2016 年 8 月临床标本中分离的 CRKP，采用 VITEK-2 Compact 全自动

微生物鉴定仪进行鉴定，改良 Hodge 试验检测碳青霉烯酶表型，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碳青

霉烯酶基因（blaKPC、blaIMP、blaVIM、blaNDM和 blaOXA-48），并对阳性扩增产物进行基因测序。 

结果  共收集 90 株 CRKP，84 株改良 Hodge 试验阳性，其中 51 株携带 blaKPC-2基因，2 株携带

blaIMP-4基因，1 株携带 blaVIM-1基因。 

结论  医院 CRKP 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主要耐药机制是产 KPC-2 基因型碳青霉烯酶。 

 
 

PU-3506 

血培养真菌感染的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时宇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我院血培养中培养出的真菌种类、临床分布情况及对临床常见抗真菌药物的敏感

性，为临床对真菌的诊断及治疗提供一定参考依据。 

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6 月 1 日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血培养为实验标本，上述标本真菌培养均为

酵母菌，共计 107 株。所有标本均接种于沙保氏葡萄糖琼脂培养基进行分离培养，采用

CHROMagar 念珠菌显色培养基或 VITEK 2-compact 进行菌种鉴定，使用 ATB FUNGUS 3 药敏试

剂盒对上述标本进行真菌药敏试验。 

结果  107 株血培养酵母菌阳性标本中分离出白假丝酵母菌 43 株（40.19%）、近平滑假丝酵母 18

株（16.82%）、无名假丝酵母 13 株（12.15%）、假丝酵母菌 13 株（12..17%）、光滑假丝酵母

菌 9 株（8..41%）、热带假丝酵母菌 5 株（4.67%）、克柔假丝酵母菌 2 株（1.87%）、阿萨希毛

孢子菌 2 株（1.87%）、葡萄牙假丝酵母菌 1 株（0.93%）、新型隐球菌 1 株（0.93%）；高发科

室前三位分别为新生儿、ICU 科、血液科；分离出的 43 株白假丝酵母菌中对伏立康唑敏感为 35

株，中介为 3 株，耐药 5 株；9 株光滑假丝酵母菌中 5 株对伏立康唑敏感，中介为 1 株，耐药 3

株；5 株热带假丝酵母菌中 4 株对伏立康唑敏感，耐药 1 株；新型隐球菌 1 株对伏立康唑敏感；2

株阿萨希毛孢子菌 1 株对伏立康唑敏感，1 株对伏立康唑耐药；18 株近平滑假丝酵母菌中 17 株对

伏立康唑敏感，耐药 1 株；13 株无名假丝酵母菌均对伏立康唑均敏感；2 株克柔假丝酵母菌均对伏

立康唑均敏感；2 株阿萨希毛孢子菌 1 株对伊曲康唑中介，1 株耐药；9 株光滑假丝酵母菌中 6 株

对氟康唑敏感，1 株中介，2 株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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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我院血培养真菌感染以白假丝酵母菌最为多见。培养出的三种主要酵母菌对伏立康唑的敏感

性较高，阿萨希毛孢子菌对伊曲康唑耐药性较高。 

 
 

PU-3507 

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所致院内感染的分子流行特征 

 
赵强,沈定霞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研究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hvkp)所致院内感染的分子流行特征，为 hvkp 院内感染的诊治与防

控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08-2017 年从术后伤口分泌物标本中分离到肺炎克雷伯菌(kpn)病例，检测药物敏感

性、血清型及毒力基因。对 hvkp 进行 PFGE 分型，结合菌株分离时间、科室、血清型、PFGE 分

型等分析 hvkp 院内流行特征。 

结果  2008-2017 年从术后伤口分泌物标本中分离 kpn 的患者病例 65 例，其中原发感染 16 例，术

后感染 49 例。分离 hvkp 26 株，hvkp 对药物敏感率略高于普通 kpn，hvkp 以 K1（50.00%）、K2

（34.62%）血清型为主，K1 血清型有 3 个 PFGE 亚型，且大部分为同一 PFGE 亚型（8/13），

而 K2 血清型分属 9 个 PFGE 亚型。部分社区感染病例和院内感染病例分离到的 hvkp 属于同一

PFGE 亚型。 

结论  院内流行的部分 hvkp 菌株可能来源于社区感染病例， kpn 菌株能够在院内滞留，而 kpn 的

院内携带者在其传播流行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动态监测 hvkp 院内流行情况和分子流行特

征，对 hvkp 的院内感染诊治与防控有重要意义。 

 
 

PU-3508 

产碳青霉烯酶的肺炎克雷伯菌研究进展 

 
赵娟,刘宁,王思怡,钟一鸣,杨芳,刘文恩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对多重耐药菌造成的严重感染而言，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是抗感染治疗的最佳选择和最后一道

防线。近年来，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给抗感染治疗带来严重挑战，肺炎

克雷伯菌是主要的耐药肠杆菌之一，碳青霉烯酶的产生是造成细菌碳青霉烯类耐药的主要机制，肺

炎克雷伯菌可表达多种碳青霉烯酶水解相应抗生素而产生耐药。本文就产碳青霉烯酶肺炎克雷伯菌

的流行病学、耐药传播机制和检测方法等方面进行综述。 

方法  对多重耐药菌造成的严重感染而言，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是抗感染治疗的最佳选择和最后一道

防线。近年来，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给抗感染治疗带来严重挑战，肺炎

克雷伯菌是主要的耐药肠杆菌之一，碳青霉烯酶的产生是造成细菌碳青霉烯类耐药的主要机制，肺

炎克雷伯菌可表达多种碳青霉烯酶水解相应抗生素而产生耐药。本文就产碳青霉烯酶肺炎克雷伯菌

的流行病学、耐药传播机制和检测方法等方面进行综述。 

结果  对多重耐药菌造成的严重感染而言，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是抗感染治疗的最佳选择和最后一道

防线。近年来，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给抗感染治疗带来严重挑战，肺炎

克雷伯菌是主要的耐药肠杆菌之一，碳青霉烯酶的产生是造成细菌碳青霉烯类耐药的主要机制，肺

炎克雷伯菌可表达多种碳青霉烯酶水解相应抗生素而产生耐药。本文就产碳青霉烯酶肺炎克雷伯菌

的流行病学、耐药传播机制和检测方法等方面进行综述。 

结论  对多重耐药菌造成的严重感染而言，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是抗感染治疗的最佳选择和最后一道

防线。近年来，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给抗感染治疗带来严重挑战，肺炎

克雷伯菌是主要的耐药肠杆菌之一，碳青霉烯酶的产生是造成细菌碳青霉烯类耐药的主要机制，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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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克雷伯菌可表达多种碳青霉烯酶水解相应抗生素而产生耐药。本文就产碳青霉烯酶肺炎克雷伯菌

的流行病学、耐药传播机制和检测方法等方面进行综述。 

 
 

PU-3509 

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克隆群及基因组学研究进展 

 
刘宁,刘文恩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为理解基因组流行病学和进化过程提供了基本框架，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一临床上重要的

病原体。 

方法  本文就近年来 KPN 的耐药克隆及其基因组学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结果  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 KPN 的种群结构复杂而多样，并且引申出了关于谱系之间功能和生态差

异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对于理解为什么某些 KPN 谱系常常引起比其他谱系更为严重的临床后果

大有裨益。 

结论  耐药 KPN 已经成为了国际卫生界无法忽视的严重问题。基因组学在过去几年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在应对全球耐药性 KPN 的威胁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面临严峻的挑战，重要的是要继续深

入了解其耐药克隆的潜在群体，共享基因组数据及相关来源，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基因组学的潜在价

值。 

 
 

PU-3510 

血清及其成分促进铜绿假单胞菌生物膜的形成 

 
王央霞 1,明亮教授（郑大一附院）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2.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研究马血清及其主要成分白蛋白对铜绿假单胞菌生物膜形成的影响。 

方法  通过 96 孔板构建细菌生物膜，并通过结晶紫染色法检测血清和白蛋白对铜绿假单胞菌生物膜

的形成量的影响；通过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血清处理后铜绿假单胞菌生物膜的形态。 

结果  5% 血清能显著促进 PAO1 生物膜的形成，使生物膜的形成量从 2.26±0.42 增加到 3.42±0.08

（t=4.71,p<0.01）；通过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发现血清可显著增加生物膜的总量并使生物膜呈片

状分布；5%血清还可显著促进临床菌株生物膜的形成；此外，2.5%的白蛋白还可显著促进 PAO1

生物膜的形成，使其生物膜的形成量从 1.96±0.22 增加到 2.54±0.18（t=3.55，p<0.05）。 

结论  血清及其主要成分白蛋白可显著促进铜绿假单胞菌生物膜的形成。 

 
 

PU-3511 

曲霉菌感染 IgG 抗体检测意义 

 
李威 1,谢风 1 

1.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130000 

2.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130000 

 

目的  通过探讨曲霉菌感染的高危因素，IgG 抗体在曲霉病诊断方面的统计学意义，我们可以早期

对曲霉菌感染进行干预从而改善预后，治疗曲霉感染有更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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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住院及门诊自 2017 年 9 月起至 2018 年 2 月共 281 例拟诊

为侵袭性肺曲霉病的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分布科室、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微生物学检查，

曲霉菌抗体 IgG 实验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感染主要分布于呼吸科 42 例（50.6%），肺部基础疾病主要为：肺炎 25 例（39%），肺外

基础疾病主要为：心血管疾病 20 例（27.0%）、脑梗死 16 例（21.62%）、2 型糖尿病 15 例

（20.3%）。临床表现如下：①咳嗽咳痰 48 例（41.7%）②发热 26 例（22.6%）。实验室检查：

肺 CT 影像学表现为：2 例典型病灶周围绕以低密度的晕轮，1 例团块新月形低密度影，2 例胸腔内

有积液，15 例肺间质性改变及少量斑片状高密度影，40 例散在的多发斑片状高密度影与普通肺炎

相似，5 例仅见肺纹理增强。IgG 抗体实验 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1.曲霉菌感染机率逐年上升，患者集中于相关科室如呼吸科，并且感染高危因素较多，我院

肺内以肺炎，肺外以心血管疾病为主，无典型的临床表现，单纯影像学及微生物培养对于疾病诊断

意义较局限，血清学检测至关重要。2.IgG 抗体实验在曲霉病诊断方面相关统计的 P 值＜0.05，具

有统计学意义。 

 
 

PU-3512 

Inhalation of recombinant adenovirus expressing 
granulysin protects mice infected with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马记磊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We hypothesized that approaches facilitating the expression of granulysin in M. 

tuberculosis-infected host cells in the lung may provide a novel treatment strategy for pulmonary 
TB. 

方法  man granulysin in the cytosol of the U937 and RAW264.7 macrophage-like cell lines as 

confirmed by western blotting and co-localization technology using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结果   Importantly, a clear dose-dependent rAdhGLi treatment efficacy was found in infected 

BALB/c mice, with the most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lung bacteria obtained in BALB/c mice treated 
with 109 plaque-forming units of rAdhGLi without any pathological changes. 

结论  Our study indicates that rAdhGLi may be used as a novel and efficient treatment strategy 

with the capability to directly kill intracellular M. tuberculosis. 
 
 

PU-3513 

A Multistage Subunit Vaccine Effectively Protects Mice 
Against Primary Progressive Tuberculosis, Latency and 

Reactivation 

 
马记磊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Find a promising candidate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adult TB through. 

方法  C57BL/6 mice vaccinated with DMT adjuvant ed CMFO (CMFO-DMT) were protected more 

significantly than by CTT3H-DMT, and efficacy wa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only licensed vaccine, 
Bacillus Calmette–Guérin (BCG) and A1D4-DMT in the M. tuberculosis primary infec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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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M. tuberculosis in the lung and spleen was eliminated more effectively in mice boosted with 

CMFO-DMT rather than with BCG, A1D4-DMT, or CTT3H-DMT. 

结论  CMFO-DMT represents a promising candidate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adult TB 

through both prophylactic and therapeutic methods, and warrants assessment in preclinical and 
clinical trials. 
 
 

PU-3514 

2015-2017 年血流感染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蒋小燕,喻华,黄湘宁,刘鑫 

四川省人民医院,610000 

 

目的  分析 2015-2017 年四川省人民医院血流感染患者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变迁。 

方法  使用 Bact/ALERT 3D 全自动血培养仪对标本进行培养，采用 VITEK-2 Compact 全自动细菌

鉴定及药敏系统和纸片法鉴定细菌对药物的敏感性，并使用 WHONET5.6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2015-2017 年四川省人民医院的血培养阳性率为 8.51 %（1458/17125），共分离 1458 株非

重复阳性菌株，包括 561 株革兰阳性菌株占 38.48%，793 株革兰阴性菌株 54.39%和 104 株真菌

占 7.13%。分离前 5 位的病原菌分别为大肠埃希菌（ 24.76%）、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12.28%）、肺炎克雷伯菌（8.37%）、屎肠球菌（6.45%）和金黄色葡萄球菌（5.62%）。革兰

阴性菌、革兰阳性菌和真菌的平均报阳时间分别为 30.51 小时、28.54 小时和 39.05 小时。大肠埃

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 3 年间 ESBLs 的平均检出率分别为 55.12%、33.33%。耐碳青霉烯类抗菌药

物的肺炎克雷伯菌在 2017 年增加明显。3 年间铜绿假单胞菌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耐药率较为稳

定，大约 25%。鲍曼不动杆菌对常见抗菌药物的敏感性较低，小于 50%。葡萄球菌属中 MRSA 和

MRCNS 的分离率分别为 29.27 %、85.47%。未检出对利奈唑胺和万古霉素耐药的葡萄球菌。监

测到对利奈唑胺耐药的粪肠球菌 1 例，以及 1 例对利奈唑胺中介的屎肠球菌。革兰阳性菌对万古霉

素和利奈唑胺保持了较好的敏感性。 

结论  2015-2017 年血培养分离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的耐药

率增加明显，革兰阳性球菌耐药趋势无明显变化，应加强对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的指导。 

 
 

PU-3515 

Genetic Variation in Attachment Glycoprotein Genes of 
Human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Subgroups A and B in 

Children in Recent Five Consecutive Years 

 
崔广林,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Human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HRSV) outranks other viral agents as the cause of 

respiratory tract diseases in children worldwide. Molecular epidemiological study of the virus 
provides useful inform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ly effective vaccine. 

方法  We investigated the circulating pattern and genetic variation in the attachment glycoprotein 

genes of HRSV in Beijing during 5 consecutive seasons from 2007 to 2012. 

结果  Complete G gene sequences were obtained from 190 HRSV-A and 72 HRSV-B by PCR for 

phylogenetic analysis. 

结论  The reversion of codon states in glycosylation sites to previous ones were found from 

HRSV strains in this study, suggesting an immune-escape strategy of this important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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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16 

Emerging human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genotype ON1 
found in infants with pneumonia 

 
崔广林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This letter reports the first identification of genotype ON1 sequences in clinical specimens 

from children with ALRI in Beijing in 2012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subgroup distribution and 
genetic variability of HRSV in paediatric patients. 

方法  A total of 3391 nasal pharyngeal aspirates (NPAs) were collected from children with ALRIs. 

结果  The virulence and immunogenicity of the ON1 strains may change because of the 72 

nucleotide G gene duplication. 

结论  Ongoing surveillance of this genotype around the world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not only 

the evolution of this important virus but als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pidemic progress and 
pathogenesis. 
 
 

PU-3517 

Rapid replacement of prevailing genotype of human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by genotype ON1 

 
崔广林,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50000 

 

目的  Human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HRSV) is the most common viral pathogen causing lower 

respiratory 
infections in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worldwide. 

方法  In this study, 557 HRSV antigen-positive nasopharyngeal aspirate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during 
2012/2013 to 2013/2014 HRSV seasons in Beijing for subgroup typing and for ON1 genotype 
screening by 
using a PCR based method developed for easily identifying genotype ON1 out of strains of 
subtype A. 

结果  Reversible amino acid replacement in the G protein gene was found in a new branch of 

ON1 genotype. 

结论  The evolutionary rate of the 351 global ON1 sequences was estimated 

to 7.34 103 nucleotide substitutions per site per year (95% highest probability density intervals, 
HPD, 
5.71 103 to 9.04 103), with the time of most recent common ancestor dating back to Jun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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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18 

儿童社区获得性呼吸道细菌感染五年回顾 

 
惠燕霞 1,卢先雷 2 

1.定西市人民医院 

2.成都第五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对定西市人民医院与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儿科五年社区获得性呼吸道感染案例数据的回

顾性统计分析，了解儿科社区获得性呼吸道感染的病原学规律，为临床的经验性治疗提供可靠的病

原学与抗生素治疗依据。 

方法  回顾性调查统计 2012 年 1 月 1 日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两院因拟诊为下呼吸道感染、化

脓性咽炎/扁桃体炎以及可能合并血流感染的儿科病例，统计分析期间病原学送检 5 年的累积数

据，分析疾病构成，痰标本、咽部标本（包括咽拭子、扁桃脓肿、峡周脓肿）培养病原体构成与耐

药情况。 

结果  采用 Whonet 5.6 软件分析五年间两家医院儿科 1279 例阳性结果，按照年龄分组，其主要疾

病构成在各年龄段中下呼吸道感染比例最高，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卡他莫拉菌，是儿童病

人最主要的病原体，而呼吸道感染导致脓毒症/发热是最主要的危险因素，血培养阳性＜1 岁儿童占

到了 87.5%；主要病原体为肺炎链球菌 31.3%，且脓毒症/发热待查原发疾病构成以呼吸道感染为

主。咽部感染送检数多，但阳性率却非常低。在主要病原体抗生素耐药统计数据中，流感嗜血杆菌

因产 β 内酰胺酶导致氨苄西林耐药最为常见占 49.0%；肺炎链球菌 PRSP 占 5.5%，大环内酯类红

霉素耐药率 96.4%，克林霉素耐药率 94.1%；而卡他莫拉菌耐药也主要集中在大环内酯类，红霉素

耐药率上升到了 60.5%。化脓链球菌的耐药主要集中在大环内酯类和克林霉素中，耐药率都已经

100%，β 内酰胺类依旧天然敏感。金黄色葡萄球菌中，MRSA 比例为 21.4%，该菌感染主要发生

在肺炎、脓毒症以及咽部感染中。 

结论  儿童社区获得性呼吸道细菌感染，血流感染多数为呼吸道消化道感染播散；年龄＜5 岁是儿

童病人社区获得性感染的高危因素，其中＜1 岁是脓毒症发生的高危因素。在呼吸道感染中肺炎链

球菌、流感嗜血杆菌、卡他莫拉菌是主要的病原体，除流感以外对大环内酯类具有较高的耐药性，

同时肺炎链球菌对克林霉素，流感嗜血杆菌对氨苄西林也具有较高的耐药性，而脓毒症主要病原体

是肺炎链球菌来自呼吸道的感染，对青霉素保持了较高的敏感性。 

 
 

PU-3519 

24 例儿童布鲁菌病流行病学及临床分析 

 
高凯杰,杨俊文,石红娜,石秀兰,方盼盼,杨俊梅 

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分析儿童布鲁菌病患者的的流行病学特征、临床表现、辅助检查特点、诊疗效果，为儿童布

鲁菌病的临床诊治提供实践基础和经验。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收集 2015 年 5 月至 2017 年 10 月在河南省儿童医院确诊的儿童布鲁

菌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其流行病学特征、临床特征、实验室检查及临床诊治等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24 例患儿，男 14 例、女 10 例，平均年龄 6 岁（1 岁 2 月-12 岁）。患儿主要居住在农村地

区（83.33%）。全年均有发病，5 月份到 7 月份发病率较高。患儿接触史主要以接触牛羊、食用

牛羊肉为主，分别有 10 例（41.67%）、8 例（33.33%）。主要临床表现有发热 24 例

（100%），骨关节疼痛 15 例（33.33%），肝脾肿大 7 例（29.17%）等，以发热及骨关节疼痛症

状最为常见。24 例患儿布鲁菌试管凝集试验反应阳性 21 例（87.5%）、弱阳性 1 例（4.17%）、

阴性 2 例（8.33%）；24 例微生物培养均检出布鲁菌，血培养检出布鲁菌最多 18 例（75％ ）；

18 例(75％)患儿出现肝功能异常。MRI 及 CT 示：关节积液 7 例；彩色多普勒超声示：肝大 9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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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大 7 例。初步诊断主要为呼吸道感染 16 例（66.67%），关节炎 8 例（33.33%），脓毒血症或

败血症 6 例（25%），肝脏损害 5 例（20.83%），误诊、漏诊 13 例，误诊、漏诊率高达

54.17%。入院后明确诊断为布鲁菌病时间大多在 4 天以上（22/24,91.67%），发病至确诊时间大

多在 2 周以上（17/24,70.83%）。合并脑膜炎患儿 3 例联合应用多西环素、利福平及复方新诺

明，＜ 8 岁 15 例患儿采用口服利福平联合复方新诺明，≥8 岁 6 例患儿则采用多西环素联合利福平

治疗，疗程均在 6-8 周及以上。22 例经治疗后已痊愈，2 例患儿复发继续治疗痊愈。 

结论   对于非疫区不明原因发热且肌肉、关节痛，肝、脾大等临床表现的儿童，应高度警惕布鲁菌

病的可能。应仔细询问牛、羊接触史，并行病原菌分离培养、试管凝集试验等特异性检查，及时确

诊。治疗应规范、连续、联合，以防复发。 

 
 

PU-3520 

国际化的尿培养新模式推广及应用 

 
庞峰 1,2,张义 2 

1.聊城市人民医院,252000 

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结合麦吉尔大学医学中心访学经历，推广新型尿液培养的操作规程，规范不同人员对复杂尿

液培养的一致性操作。 

方法  尿液培养根据年龄和尿液采集方式分为普通成人尿，普通儿童尿，特殊成人尿及特殊儿童尿

四大类。每大类再根据平板上的菌落生长数量，菌落种类，性别等因素划分为 13-17 类情况处理，

共约 60 种不同情况进行分别处理。根据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报告时限，报告方式的界定。 

结果  举例 1：普通成人尿，定量接种 1ul，24 小时报告结果，成长菌落种类 1 种细菌，计数 1-9

个菌落之间，如果为女性且 16-30 岁，对生长的致病菌落进行鉴别和药敏试验。报告数量级为

10E5 - 10E6 CFU / L，认为的致病菌包括肠杆菌科、肠球菌属、腐生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

菌、链球菌 D 组（非肠球菌）、链球菌 B 组、假单胞菌属、念珠菌属，并添加评论“在这个患者人

群中，低的菌落计数可能具有临床意义。” 

举例 2：特殊儿童尿，定量接种 10ul，48 小时报告结果，成长菌落为 2 种细菌，一种菌落数在 50-

99 之间，另一种菌落数在 1-9 之间，结果处理菌落数为 50-99 生长的菌落和 1-9 菌落，都进行细菌

的鉴定和敏感性试验，并提示是否有念珠菌存在。 

结论  尿液培养的标本采集及菌落生长情况复杂多变，新模式的推广有利于对标本操作的同质化，

为临床提供更加统一的结果报告。 

 
 

PU-3521 

肺炎链球菌感染特征及耐药性变迁 

 
赵晓姬,马永能,张任飞,彭秀娟,张婧,马瑜珊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621000 

 

目的  了解近年肺炎链球菌的感染特征、耐药状况和变化趋势，为临床防治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临床分离的肺炎链球菌感染特点及耐药趋势。 

结果  407 株肺炎链球菌主要来源于痰液标本（82.1%），其次为咽拭子（6.9%）；主要分布在儿

科（60.2%），其次 ICU（14.7%）；感染人群主要为＜3 岁儿童（48.2%）及＞60 岁老年人

（25.8%），感染以冬春季节为主；未发现万古霉素、利奈唑胺耐药株，儿童对多数抗菌药物耐药

率低于成人，其中青霉素、头孢曲松、美罗培南、左氧氟沙星耐药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0.05）；多数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呈逐年升高，青霉素 2014 年耐药率 15.0%，2017 年达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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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孢曲松、头孢噻肟、美罗培南、氯霉素、左旋氧氟沙星、莫西沙星耐药率较低（＜13.5%）；四

环素、红霉素、复方磺胺甲噁唑耐药率较高（76.3%～95.2%）。 

结论  加强肺炎链球菌的检出及耐药性监测，临床根据药敏结果合理选用抗菌药物。 

 
 

PU-3522 

深部脓肿的新型培养模式及处理情况 

 
庞峰 1,2,张义 2 

1.聊城市人民医院,252000 

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规范化深部脓肿的培养模式及处理，防止各类特殊细菌的漏检。 

方法  脓肿深部的标本类型及采集方式进行明确的界定，区别于各类浅表的各类分泌物。培养操作

使用多种培养基组合血平板 BAP+麦康凯平板 MAC+多粘菌素/萘啶酸平板 CNA+巧克力平板

CHOC+胆汁拟杆菌平板 BBE+布鲁氏菌厌氧血琼脂 BAA+布鲁氏菌/新霉素琼脂平板 BNA，和

Jhioslyllate 肉汤培养基。 

结果  BAP 和 CHOC 放置二氧化碳培养 3days，分别观察革兰阳性菌和嗜血杆菌；MAC 放置 O2

环境培养 2days，观察革兰阴性杆菌；CNA 放置 O2 专职筛选革兰阳性球菌；BBE 放置厌氧

2days，观察拟杆菌等厌氧菌；BAA 和 BNA 放置厌氧 3days 观察不同的专性厌氧菌；Jhioslyllate

肉汤培养基用于原始标本的增菌放置 7days，防止菌量低的漏检；并增加需要是否增加真菌培养

基。根据生长情况的不同分别进行处理菌落。 

结论  深部脓肿局部环境复杂，常存在多种细菌混合生长，多种样式的培养基使用有效地提高了各

类细菌的检出率。 

 
 

PU-3523 

肠道菌群变迁在在儿童过敏性疾病发生中的作用 

 
曹晶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100000 

 

目的  使用二代测序技术研究肠道菌群变迁在儿童过敏性疾病中的作用 

方法  二代测序技术 

结果  通过二代测序技术的研究已经鉴定了几种潜在的过敏性疾病的微生物生物标志物，包括：类

杆菌属、梭菌属、拟杆菌属。肠杆菌科与类杆菌科的比率可能是肠道微生物群落不成熟的标志，因

为类杆菌科往往随着年龄变得更加显性。学龄期哮喘高风险儿童在出生后的 100 天时，毛骡菌属，

韦荣球菌，罗氏军属的相对丰度明显减少。IgE 相关性湿疹婴儿肠道中的反刍球菌属会逐渐减少，

并证明特定微生物分类与炎性细胞因子反应之间存在相关性。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特定的细菌类群与过敏性疾病或其他相关病症持续相关。有鉴于此，肠道微生

物群的早期多样性可能比特定分类群的存在或缺失更重要。尽管与过敏性疾病及相关疾病微生物协

会令人信服的证据不断出现，但研究设计中的异质性，包括：采样时间点、用于研究微生物群的方

法、研究中的不同过敏表型等，使得难以建立特定细菌类群与过敏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 

结论  接下来的重点研究应该集中于“大型纵向队列研究“ 的数据，以确认早期婴儿期微生物发育的

哪些偏差和饮食在特应性疾病中的作用，同时，提出新干预目标。良好的纵向队列研究设计，先进

的测定方法并结合动物模型中的实验研究来表征复杂的宿主 - 微生物相互作用是确定过敏性疾病的

最佳干预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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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24 

胎膜早破临产妇宫颈分泌物病原菌分布及耐药分析 

 
秦妍妍,杨延敏 

北京丰台医院 

 

目的  了解胎膜早破孕妇宫颈分泌物中细菌学分布及药物耐药情况，指导临床预防和治疗用药。 

方法  对本院 2015 至 2017 年 602 例胎膜早破孕妇宫颈分泌物细菌培养及耐药结果进行回顾性分

析。 

结果  602 例宫颈分泌物标本中分离出 241 例阳性标本，培养阳性率为 40.0%。241 株病原菌中，

革兰阳性菌占 49.0%（118 株），以表皮葡萄球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

和替考拉宁均无耐药菌株；其次为革兰阴性菌，占 34.9%（84 株），以大肠埃希菌为主，其对哌

拉西林/他唑巴坦、亚胺培南、第四代头孢类抗菌素 (头孢吡肟)、阿米卡星、氨曲南及左氧氟沙星

的耐药率较低;真菌占 16.2%（39 株），以白色念珠菌为主。 

结论  为预防和治疗胎膜早破,应根据细菌培养及药敏结果，合理应用抗生素。 

 
 

PU-3525 

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的分布特点及耐药性分析 

 
庞峰 1,2,张义 2 

1.聊城市人民医院,252000 

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研究聊城地区 CRE 菌株的菌种分布特点及耐药趋势，分析总体耐药情况及不同 CRE 菌种之

间的耐药性差异。 

方法  研究菌株来源于聊城市三家综合性医院（聊城市人民医院，聊城市中医医院，聊城市第三人

民医院）自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间临床非重复分离的肠杆菌科细菌。应用 Vitek MS 全自

动快速微生物质谱检测系统对细菌菌种进行鉴定，利用 Vitek 2 compact 全自动细菌鉴定药敏系统

对菌株进行药敏实验，筛选出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敏感性下降（中介或耐药）的菌株。对 CRE

的菌种类型、总体耐药率及不同菌种的个体耐药率等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本研究共收集到 124 株 CRE 菌株，其中包括肺炎克雷伯菌 84 株（67.7%）、阴沟肠杆菌 24

株（19.4%）、大肠埃希菌 10 株（8.1%）及产酸克雷伯菌 6 株（4.8%）。所有 CRE 菌株对头孢

曲松、头孢他啶、头孢吡肟等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均表现出耐药性；超过 80.0%的分离株对妥布霉

素和复方新诺明不敏感（中介或耐药）；对庆大霉素、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环丙沙星和替加环素

不敏感率分别为 56.5%、46.8%、38.7%和 20.2%。不同菌种之间的耐药情况存在一定差异，肺炎

克雷伯菌耐药率相对较低，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环丙沙星和替加环素的不敏感率均小于 30%；

阴沟肠杆菌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不敏感率较低（均为 25.0%），对庆大霉素、妥布霉素和哌拉西

林/他唑巴坦不敏感率均为 75.0%，对环丙沙星和替加环素不敏感率超过 40.0%；大肠埃希菌对哌

拉西林/他唑巴坦和环丙沙星不敏感率分别是 90.0%和 60.0%；产酸克雷伯菌耐药情况较为严重，

除替加环素的不敏感率为 16.7%外，对其他检测抗菌药物全部表现出耐药性。 

结论  该地区出现多株 CRE 感染，其中以肺炎克雷伯菌为主，菌株呈现出多重耐药性。不同菌种之

间的耐药情况存在一定差异，肺炎克雷伯菌耐药率相对较低，而阴沟肠杆菌、大肠埃希菌及产酸克

雷伯菌较高。耐药性的分析有利于发现菌株的耐药趋势，并针对以后的致病菌感染进行经验性抗菌

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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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26 

高级专家系统检测肠杆菌科碳青霉烯酶的性能评价 

 
庞峰 1,2,张义 2 

1.聊城市人民医院,252000 

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评价仪器高级专家系统（AES）检测肠杆菌科碳青霉烯酶的性能，探讨早期诊断产碳青霉烯

酶肠杆菌科细菌的应用价值。 

方法  全自动 VITEK-2 细菌鉴定和药物敏感系统用于细菌鉴定和药物敏感性检测，筛选非重复临床

碳青霉烯类药物敏感性下降，从 2010 年到 2017 年低肠杆菌科细菌，PCR 检测碳青霉烯酶

blaKPC，blaIMP，blaVIM，blaOXA-48 和 blaNDM-1 基因型，阳性结果使用测序和 Blast 比较来

确定基因型。分析统计 VITEK-2 仪器 AES 检测碳青霉烯酶性能指标。 

结果  通过 AES 检测阳性菌株 116 株，肺炎克雷伯菌、阴沟肠杆菌、大肠埃希菌及产酸克雷伯菌产

酶菌株占对应菌株的比例分别为 95.2%、91.7%、80.0%及 100.0%。经 PCR 扩增和测序确认了产

IMP-4 型碳青霉烯酶菌株 54 株，包含肺炎克雷伯菌 42 株，阴沟肠杆菌 8 株及产酸克雷伯菌 4 株；

40 株菌产 IMP-8 型碳青霉烯酶，包含肺炎克雷伯菌 20 株，阴沟肠杆菌 12 株，大肠杆菌 6 株及产

酸克雷伯菌 2 株，其他 30 株细菌未检出碳青霉烯酶基因型。在产 IMP 型酶肠杆菌科细菌中，以

AES 检测耐药表型的灵敏度为 100.0%，特异性为 26.7%，检验效能为 82.3%，阴性预测值为

100.0%，阳性预测值为 81.0%。 

结论  本地区 CRE 菌株的主要耐药机制是产 IMP 型碳青霉烯酶，IMP-4 型和 IMP-8 型 MBLs 是产

酶的主要型别。Vitek 2 系统的 AES 对肠杆菌科产 IMP 型酶表型检测均表现出较高的敏感性，可用

于早期提示菌株的产酶信息以便及时采取隔离措施。 

 
 

PU-3527 

产 IMP 型碳青霉烯酶肠杆菌科细菌耐药表型检测研究 

 
庞峰 1,2,张义 2 

1.聊城市人民医院,252000 

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研究 CRE 的耐药表型及基因型，探讨改良 Hodge 试验（MHT）在检测肠杆菌科细菌产碳青

霉烯酶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应用 MHT 检测研究菌株的产碳青霉烯酶表型，利用 PCR 技术对碳青霉烯酶基因型 blaKPC、

blaVIM、blaIMP、blaNDM-1 及 blaOXA-48 进行扩增并测序确定耐药基因型，阳性菌株信息注册到

Genebank 以获取基因序列号。以基因测序的结果为金标准，统计分析 MHT 在肠杆菌科产碳青霉

烯酶检测中的各项性能指标。 

结果  通过 MHT 检测 CRE 产酶表型阳性菌株共 102 株，占总例数的 82.3%，其中肺炎克雷伯菌阳

性比例为 83.3%，阴沟肠杆菌为 75.0%，大肠埃希菌为 80.0%，产酸克雷伯菌为 100.0%。通过

AES 检测阳性菌株 116 株，肺炎克雷伯菌、阴沟肠杆菌、大肠埃希菌及产酸克雷伯菌产酶菌株占

对应菌株的比例分别为 95.2%、91.7%、80.0%及 100.0%。经 PCR 扩增和测序确认了产 IMP-4 型

碳青霉烯酶菌株 54 株，包含肺炎克雷伯菌 42 株，阴沟肠杆菌 8 株及产酸克雷伯菌 4 株；40 株菌

产 IMP-8 型碳青霉烯酶，包含肺炎克雷伯菌 20 株，阴沟肠杆菌 12 株，大肠杆菌 6 株及产酸克雷

伯菌 2 株，其他 30 株细菌未检出碳青霉烯酶基因型。在产 IMP 型酶肠杆菌科细菌中，以 MHT 检

测耐药表型的灵敏度为 97.9%，特异性为 66.7%，检验效能为 90.3%，阴性预测值为 90.9%，阳

性预测值为 90.2%；AES 检测耐药表型的灵敏度为 100.0%，特异性为 26.7%，检验效能为

82.3%，阴性预测值为 100.0%，阳性预测值为 81.0%。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943 

 

结论  本地区 CRE 菌株的主要耐药机制是产 IMP 型碳青霉烯酶，IMP-4 型和 IMP-8 型 MBLs 是产

酶的主要型别。MHT 及 Vitek 2 系统的 AES 对肠杆菌科产 IMP 型酶表型检测均表现出较高的敏感

性，可用于早期提示菌株的产酶信息以便及时采取隔离措施。 

 
 

PU-3528 

产 IMP 型金属酶肠杆菌科细菌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庞峰 1,2,张义 2 

1.聊城市人民医院,252000 

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分析产 IMP 型 CRE 感染菌株的分子流行病学，探讨 CRE 菌株同源性分析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收集到的 CRE 菌株以脉冲场凝胶电泳（pulsed 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PFGE）进行同

源性分析，根据 Tenover 标准判读结果。 

结果  根据 Tenover 标准对 PFGE 结果进行判读，84 株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共分为 11 种不

同的 PFGE-DNA 谱型（A-K），其中 42 株产 IMP-4 型酶肺炎克雷伯菌中，19 株为同一谱型（A

型），14 株为 B 型，6 株为 C 型，其余 3 株为独立的基因型（D 型、E 型、F 型）；20 株产 IMP-

8 型金属酶的肺炎克雷伯菌中，12 株为相同的 G 型，8 株为相同的 H 型；其他未检测到碳青霉烯

酶的 22 株肺炎克雷伯菌分属于 3 类克隆基因型（I 型、J 型、K 型）。耐碳青霉烯类阴沟肠杆菌 24

株共 8 种 PFGE-DNA 谱型（A-H），其中产 IMP-4 型酶菌株 8 株，6 株为 A 型，其他为 B 型；产

IMP-8 金属酶 12 株，分属不同的基因型（C 型、D 型、E 型、F 型）；其余 4 株不产碳青霉烯酶菌

株属于 G 型和 H 型。耐碳青霉烯类大肠埃希菌 10 株分属于 PFGE-DNA 谱型（A-E）。6 株耐碳青

霉烯酶类产酸克雷伯菌分属于 PFGE-DNA 谱型（A-C）。 

结论  聊城地区出现在不同医院、不同科室的产 IMP 型酶 CRE 菌株有一定的同源性，菌株已经产

生了部分区域的局部流行。 

 
 

PU-3529 

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临床感染及治疗资料分析 

 
庞峰 1,2,张义 2 

1.聊城市人民医院,252000 

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分析 CRE 感染患者的临床感染资料，对感染高危因素和治疗方案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产

IMP 型酶 CRE 菌株的防控及治疗的合理方案。 

方法  感染类型划分为呼吸机相关性细菌性肺炎（VABP），菌血症，复杂尿路感染（cUTI） 急性

肾盂肾炎（AP），医院获得性细菌性肺炎（HABP），浅表伤口感染（SWI），胆道感染

（BTI），深部伤口感染（DWI）和无菌体液感染（SBFI）。选择同时期感染碳青霉烯类敏感肠杆

菌科细菌的患者资料作为对照组，采用 SPSS 18.0 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  根据感染类型分类，CRE 感染病例包括 31 例 VABP，22 例菌血症，18 例 cUTI / AP，16 例

HABP，16 例 SWI，9 例 BTI，7 例 DWI 和 5 例 SBFI。感染患者中免疫功能受损明显（26.6%，

33/124），严重脓毒症占比例较高（34.7%，43/124）。大多数患者采用单药经验性治疗，而目的

性治疗多采用二联抗菌药物治疗。CRE 感染预后较差（28 天死亡率为 22.6%，28/124），部分感

染患者根据药敏结果采用氟喹诺酮类药物治疗，达到了良好的效果。对照研究显示两组之间总住院

天数、侵袭性操作、床位更换次数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 0.01）。菌株检出前碳青霉烯类抗菌药

物的使用在两组中有差异（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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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地区出现的产 IMP 型 MBLs 为主的 CRE 菌株已引发多个部位感染，感染患者往往具有较

差的状态、严重的合并症及较高的死亡率，长期住院、侵袭性操作及碳青霉烯类药物的使用是

CRE 感染的高危因素。在药敏结果的提示下选择喹诺酮类抗菌药物可有效治疗部分产 IMP 型 CRE

菌株的感染。 

 
 

PU-3530 

希瓦氏菌与癌症患者的肺炎和特殊血液感染相关性报道 

 
庞峰 1,张义 2 

1.聊城市人民医院,252000 

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希瓦氏菌物种是在海洋环境中发现的机会性病原体。目前已经确定了六十多种物种，而与希

瓦氏菌属有关的最常见临床病例只涉及两种物种，即 S. algae 和 S. putrefaciens。我们提出由两种

罕见 Shewanella spp 引起的肺部和血流感染。 

方法  病史资料统计于患者感染信息系统，细菌鉴定试验及药敏操作使用国际通用标准进行，统计

分析感染各项指标。 

结果  患有胃肠癌病史的男性患者分别向医院提供肺部和血液感染。通过表型特征和 VITEK 2 系统

对这两种病例的传染病原体进行初步分离和鉴定为希瓦氏菌（I 型）和腐败希瓦氏菌（II 型），但

通过 16S rRNA 基因序列分析进一步证实它们为希瓦氏菌（Shewanella haliotis）和希瓦氏菌

（Shewanella upenei） 。通过 16S rRNA 扩增子测序分析，病例 I 中的支气管肺泡灌洗的主要细

菌组成也被鉴定为希瓦氏菌。抗菌药物敏感试验表明，两株菌株具有广泛的易感性，但 I 型环丙沙

星和左氧氟沙星和 S. upenei 对病例 II 耐药，对亚胺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和环丙沙星耐药。 

结论  据参阅参国内外文献，这是首例来自中国大陆的由希瓦氏菌引起的胃肠癌患者的肺部和血液

同时感染的病例，希瓦氏菌作为中国潜在的病原体不容忽视。 

 
 

PU-3531 

Charaeterization of class Ⅰ, II and III integrons in drug-

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Chunfeng Ren,Shen Yan,Yongjing Zhao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ct class Ⅰ, II and III integrons using multiplex 

PCR, and to analyze the charaeterization of these integrons play in mediating multidrug-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ethods The sensitivity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 to 20 types of microbiotics was examined 
using the K-B method. A genomic DNA extraction kit was used for extracting genomic DNA and a 

high-purity 96 plasmid extraction kit was used for extracting plasmid DNA. Class Ⅰ, II and III 

integrons were amplified using multiplex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garose gel electrophoresis 
was used for analysing amplification products.  

Results The positive rate of class Ⅰ and II integrons in the plasmid DNA from Staphylococcus 

aureus was higher compared to that of the genomic DNA. The positive rate of class Ⅰintegrons 

was highest in the group with multidrug resistance to amoxicillin/clavulanic acid, 
piperacillin/tazobactam, ciprofloxacin, tetracycline, rifampin, imipenem, cefazolin, cefuroxime, 
levofloxacin and gentamicin. As regards integron detection in the plasmids from drug-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strians obtained from sputum, blood, cerebrospinal fluid, drainage fl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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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retion and urine specimens, the difference in the detection rate of class Ⅰintegrons among 

the six types of specimens was significant.  

Conclusions Multiplex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i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detect class Ⅰ, II and 

III integrons. The Staphylococcus aureus plasmid is the main carrier transferring integrons. 
Integrons mediate the formation of the multidrug resistance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 
 
 

PU-3532 

质谱技术在产 IMP 型碳青霉烯酶肠杆菌科细菌同源性分析中的

应用价值 

 
庞峰 1,2,张义 2 

1.聊城市人民医院,252000 

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 Vitek MS 质谱技术在 CRE 菌株同源性分析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收集到的 CRE 菌株以脉冲场凝胶电泳（pulsed 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PFGE）进行同

源性分析，根据 Tenover 标准判读结果。同时以 Vitek MS 质谱仪的 SuperSpectrum 功能进行菌株

的蛋白峰值的聚类分析，其结果与 PFGE 同源性的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根据 Vitek MS 的 SARAMIS 聚类分析图判断肺炎克雷伯菌的同源性，菌株之间的相似性在

90%时与 PFGE 结果最为接近；Vitek MS 质谱仪的 SuperSpectrum 软件蛋白峰值聚类分析结果与

PFGE 有一定的相似性，肺炎克雷伯菌、阴沟肠杆菌、大肠埃希菌及产酸克雷伯菌的误差率分别

9.5%（8 例），12.5%（3 例）、10%（1 例）及 16.7%（1 例）。 

结论  Vitek MS 质谱技术可初步应用于 CRE 菌株的同源性分析，有利于快速对菌株来源进行判

断。 

 
 

PU-3533 

血清降钙素原区分血培养阳性主要致病菌的价值研究 

 
代春梅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探讨血清降钙素原（PCT）在区分血培养阳性主要致病菌中的意义。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 月至 12 月血培养阳性并同时送检 PCT 的患者共 462 例，血培养应用

BacT/Alert 3D 全自动检测系统进行培养，用罗氏 Cobas e601 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

PCT。 

结果  462 例血培养阳性标本中，革兰阴性杆菌 240 例、革兰阳性球菌 164 例、真菌 17 例、其他

细菌 41 例，在 PCT 分组中，除正常组外，其余各组菌种分布差异均有显著意义（P<0.05）。革

兰阴性杆菌 PCT 阳性率显著高于革兰阳性球菌、真菌和其他细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57.753, 

P<0.001; X2=6.042, P=0.014; X2=29.633, P<0.001），而其他三种菌种间差异无显著意义。经相

关性分析，除真菌外，其余细菌均与 PCT 有显著的相关性。革兰阴性杆菌中大肠埃希菌检出率最

高，鲍曼不动杆菌的 PCT 阳性率最高；革兰阳性球菌中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CNS）检出率最

高，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PCT 阳性率最高。 

结论  PCT 用于区分血培养阳性患者的主要致病菌有一定意义，为血流感染的早期诊断提供参考信

息，尽量避免非必要的抗菌药物治疗，防止抗菌药物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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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34 

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血清学与分子生物学检测方法的对比研究 

 
冯志山,李贵霞,王乐 

河北省儿童医院,050000 

 

目的  采用血清学与分子生物学两类方法分别检测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并进行对比研究。 

方法  2015 年 3 月到 2016 年 2 月期间，连续入选河北省儿童医院疑似肺炎的住院和门诊患儿，年

龄 0~15 岁，分别采集患者的血清和呼吸道分泌物，使用被动凝集法（PA）测定血清中肺炎支原体

抗体滴度，使用多重 PCR 或 RNA 恒温扩增技术（SAT）技术检测呼吸道分泌物中的肺支核酸。采

用 EXCEL 与 SPSS 19.0 版本软件进行实验数据分析。 

结果  研究开展期间，共入组 8911 例血标本和 4045 例分泌物标本。两种方法得出的阳性率在年

龄、性别和季节组间的分布相似，但门诊患儿的肺支抗体检出阳性率极显著地高于住院患儿

（p<0.001），而肺支核酸检测阳性率在门诊和住院患儿间差异不显著（p=0.578）。分析肺支抗

体滴度后发现，门诊病人在抗体滴度为 1:320 的占比显著高于其他滴度（14.7%，p<0.001），滴

度>1:1280 位列第二（11.0%）。此外，有 3117 例患儿是在同一天被采集了血清和呼吸道分泌物

标本，其中抗体(+)/核酸(+)组 237 例，抗体(+)/核酸(-)组 192 例。对比两组抗体滴度发现，抗体(+)/

核酸(-)患儿更易被测定为 1:320（34.4%）和>1:1280（43.8%）两个滴度，极显著高于其他滴度

（p<0.001）。 

结论  检测肺支抗体的血清学方法容易在门诊患儿及 1:320 和>1:1280 两滴度上与核酸检测结果不

一致。 

 
 

PU-3535 

新生儿真菌血流感染临床特点及危险因素分析 

 
罗军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分析新生儿真菌血流感染的病原菌、耐药情况及相关危险因素，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对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我院新生儿病房收治的 4276 名患儿进行回顾性研究，采用

VITEK2 Compact 进行真菌鉴定，ATB FUNGS 板条进行药物敏感性试验，分析真菌血流感染临床

特点。 

结果  4276 例新生儿住院患者中，血培养共检出真菌 21 例，主要为白色念珠菌 9 株（42.9%），

其次分别为热带念珠菌 5 株(23.8%)、光滑念珠菌 4 株(19.0%)、葡萄牙念珠菌 2 株(9.5%)等，药敏

结果显示对两性霉素 B、5-氟胞嘧啶、氟康唑、伏立康唑和伊曲康唑等常用抗真菌药物较敏感。结

合新生儿临床特点，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早产儿、低出生体重儿、气管插管、抗菌药物

使用时间和中心静脉置管时间与真菌血流感染的发生呈正相关；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真

菌血流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主要有早产儿和低出生体重儿。 

结论  新生儿真菌血流感染病原菌以念珠菌为主，对常用抗真菌药物敏感性较高；早产儿和低出生

体重儿是新生儿真菌血流感染发生的高危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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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36 

分离自儿科住院患者产 

NDM 型碳青霉烯酶肺炎克雷伯菌的分子流行病学调查 

 
李媛睿,刘婧娴,俞静,朱威南,刘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233000 

 

目的  了解产新德里金属-β-内酰胺酶（NDM）型碳青霉烯酶肺炎克雷伯菌（CRKP）分离株的分子

流行病学特点。 

方法  收集 2013 年 9 月至 2016 年 3 月住院患儿的非重复 CRKP；采用 PCR 方法扩增 NDM 型碳

青霉烯酶基因，并对阳性产物进行 DNA 测序；对产 NDM 酶菌株进行脉冲场凝胶电泳（PFGE），

并利用 BioNumerics 软件进行分型；比较不同型别菌株患儿的临床特征。 

结果  从 93 株 CRKP 中检出 42 株产 NDM 酶，其中 23 株产 NDM-1 酶，19 株产 NDM-5 酶。产

NDM 酶 CRKP 分为 14 个 PFGE 型别（A 型~N 型），其中 A 型、M 型和 N 型为优势型别，占菌

株总数 69%（29/42），其余 11 型为非优势型别，占菌株总数 31%（13/42）。A 型菌株（24%，

10/42）均产 NDM-1 酶，M 型菌株（17%，7/42）以产 NDM-5 酶为主，N 型菌株（29%，

12/42）均产 NDM-5 酶，其余 11 个型别菌株（31%，13/42）以产 NDM-1 酶为主。优势型别组菌

株主要在儿科 ICU 流行，而非优势型别组菌株在儿科各病区散发分布。优势型别组患儿在入院 48 

h 后发生感染率、留置引流管比例和 ICU 住院时间均高于非优势型别组患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儿的年龄、性别、抗生素使用和预后等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分离自住院患儿产 NDM 酶 CRKP 的碳青霉烯酶类型以 NDM-1 和 NDM-5 多见，A 型、M 型

和 N 型为 PFGE 优势型别，优势型别在儿科 ICU 存在小范围播散。 

 
 

PU-3537 

热带念珠菌 ERG11 基因与其唑类耐药 

 
唐娜,郭大文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50000 

 

目的  热带念珠菌对唑类药物有较高的耐药率，目前认为与热带念珠菌唑类耐药有关的主要机制为

靶酶基因 ERG11 过度表达和突变。本研究对本院临床血液标本分离出的唑类耐药热带念珠菌

ERG11 基因及其表达量进行了分析。 

方法  收集 2013 年 8 月 1 日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本院住院病人血液分离出热带念珠菌，统计热带

念珠菌的科室分布、年龄分布及其对唑类药物耐药率。并对 6 株耐药株 DNA 进行 ERG11 基因序

列和相对表达量分析。 

结果   血液分离出热带念珠菌 31 株，占全部念珠菌的 19.0%，主要分布在 ICU 和血液科

（70.96%），40 岁以上中老年人占 61.30%。6 株对唑类药物耐药。ERG11 序列比对显示，其中

4 株核苷酸突变位点一致，分别是 T225C、G264A、A395T、C461T、G1362A，有两处突变发生

氨基酸置换，分别是 A395T 导致的 Y132F 和 C461T 导致的 S154F 改变；其余 2 株分别为

T783C、G1362A 突变，但为发生氨基酸的改变。以敏感株作为参照，通过实时定量 PCR 分析耐

药株 ERG11 基因的相对表达量，2-△△Ct值 2.5 倍以上升高为高表达，本研究 2-△△Ct值为 1.13，表明

热带念珠菌耐药株相对敏感株未发生高表达。 

结论  热带念珠菌有较高的分离率，主要分布在 ICU 和血液科及 4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热带念

珠菌对唑类药物有较高的耐药率。耐药株中 4 株同时出现的 ERG11 基因 Y132F，S154F 氨基酸置

换，可能与热带念珠菌唑类耐药密相关；热带念珠菌唑类耐药株相对敏感株 ERG11 基因未发生高

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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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38 

2017 年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细菌耐药性监测 

 
郭大文,赵金英,董凤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50000 

 

目的  了解 2017 年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分离菌的构成及耐药性。 

方法  收集全院 2017 年 1-12 月的临床分离株，用自动化仪器法和纸片扩散法进行药敏试验，结果

按照 CLSI 2017 判断。 

结果  2017 年共收集临床分离株 9122 株，其中革兰阳性菌占 33.4%， 革兰阴性菌占 66.6%。分

离率前 5 位细菌为大肠埃希菌、克雷伯菌属、不动杆菌属、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

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和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MRCNS）的检出

率为分别为 16.6%和 72.1%。MRSA 对甲氧苄啶-磺胺甲噁唑敏感率较高（87.2%），金黄色葡萄

球菌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对利福平的敏感率均较高（97.1%与 92.9%）。未发现对万古霉素和利

奈唑胺耐药的菌株。屎肠球菌对绝大多数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均高于粪肠球菌，少数粪肠球菌对利奈

唑胺耐药，未发现对万古霉素耐药的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β-溶血链球菌和草绿色链球菌对青霉素

耐药率分别为 0%和 2.8%。成人非脑膜炎肺炎链球菌中 PSSP 的检出率为 92.1%。大肠埃希菌、

肺炎克雷伯菌和产酸克雷伯菌以及奇异变形杆菌中产 ESBL 菌株的检出率分别为 52.2%、39.6% 

以及 41.2%。。CRE 的检出率为 4.8%，其中大肠埃希菌耐药率较低（1.2%），克雷伯菌属和柠

檬酸杆菌属的耐药率较高（分别为 10%和 10.3%）。耐碳青霉烯类铜绿假单胞菌的检出率为

20.1%，不动杆菌属中 95.3%为鲍曼不动杆菌，对耐碳青霉烯类的检出率为 82.4%。 

结论  临床分离菌对常用抗菌药物耐药性仍严重，尤其革兰阴性菌对碳青霉烯类有较高的耐药率。

应合理应用抗菌药物，加强医院感染控制措施，抑制耐药菌传播。 

 
 

PU-3539 

利福平耐药实时荧光定量核酸扩增技术 

在结核筛查诊断中的应用评价 

 
刘喆,赵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评价实时荧光定量核酸扩增（GeneXpert MTB／RIF）技术对呼吸道标本、组织标本、无菌

体液标本等临床常见标本中结核菌和利福平耐药结核菌的筛查诊断效果（快速检测的实用性）。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就诊于解放军总医院 1015 例（来自 961 例患者）呼吸道标

本、组织标本或无菌体液标本等，采用 GeneXpert MTB／RIF 进行结核菌鉴定和耐利福平基因的

检测。 

结果  在 1015 例标本中，结核菌阳性 82 例，阳性率为 8.08% ，痰（62/598,阳性率 10.37%）、肺

泡盥洗液（1/13,7.69%）、脑脊液（9/234，3.85%）、胸水（3/59，5.08%）、尿（3/57，

5.26%）、引流液（1/3）、组织（1/7）、腹水（1/21）、脓液（1/4）等标本中结核菌均有检出；

82 例结核菌阳性标本中利福平耐药 7 例，耐药率为 8.54%，其中 6 例探针 E 未检出，1 例探针 B

未检出；共有 515 例标本同时送检 GeneXpert MTB／RIF 和抗酸涂片染色两种方法，其中

GeneXpert MTB／RIF 阳性率 9.51%，抗酸涂片检测阳性率 2.72%（p<0.05）。 

结论  GeneXpert MTB／RIF 技术可用于临床常见标本中结核菌和利福平耐药结核菌的筛查诊断，

具有较好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且该方法快速、简便、自动化程度高，有较好的临床应用和推广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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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40 

艾滋病患者机会性感染病原菌监测与分析研究 

 
马稚强,马顺高,桑卫洪 

大理州人民医院,671000 

 

目的  探讨我院住院的艾滋病患者真菌、病毒及原虫等病原感染情况，为临床诊治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收集 2016 年 5 月-2017 年 5 月期间我院住院的 52 例艾滋病机会性感染患者标本。采用

Vitek2 细菌鉴定药敏分析仪及涂片染色对真菌进行鉴定或药敏试验，ELISA 法测定病毒及原虫的血

清抗体 IgG 及 IgM。 

结果  52 例艾滋病机会性感染患者，真菌感染共 25 株（占 48.08%），其中以新生隐球菌居多，共

15 株。其次是马尔尼菲青霉菌、白假丝酵母。HIV 患者感染单纯疱疹病毒 2 型 IgG 阳性率为

40%、感染巨细胞病毒 IgG 阳性率为 100%、感染弓形虫 IgG 阳性率为 20%。非结核分枝杆菌和

卡氏肺孢子菌各 1 例。新生隐球菌、白假丝酵母菌对常用抗真菌药物敏感率为 100%。 

结论  艾滋病机会性感染患者真菌感染率高，主要病原菌依次为新生隐球菌、马尔尼菲青霉菌、白

假丝酵母。单纯疱疹病毒 2 型、巨细胞病毒及弓形虫的感染率比 HIV 阴性患者高。特殊少见感染菌

的检出也逐渐增多。艾滋病患者病原菌监测对抗感染治疗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抗真菌药物敏感率

高，提示艾滋病机会性感染患者可以进行常规抗真菌药物治疗。 

 
 

PU-3541 

多重 PCR 方法检测血流感染常见病原菌的临床应用 

 
井发红,李卓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710000 

 

目的  建立一种能够应用于临床检测血流感染患者常见病原菌的多重 PCR 方法。 

方法  针对血流感染 7 种主要病原菌鲍曼不动杆菌、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

菌、肺炎克雷伯菌、表皮葡萄球菌及屎肠球菌设计多重 PCR 体系，对其敏感性及特异性进行验

证，然后对临床标本进行检测并与培养方法进行比较。 

结果  采用优化后的多重 PCR 体系对 200 份血液标本和 60 份穿刺引流液标本进行检测，血液标本

中共检出 21 例阳性，其中表皮葡萄球菌 5 例，大肠埃希菌 3 例，屎肠球菌 3 例，鲍曼不动杆菌 3

例，金黄色葡萄球菌 3 例，铜绿假单胞菌 2 例，肺炎克雷伯菌 2 例；穿刺引流液标本中共检出 24

例阳性，其中大肠埃希菌 5 例，表皮葡萄球菌 5 例，屎肠球菌 4 例，鲍曼不动杆菌 2 例，铜绿假单

胞菌 3 例，金黄色葡萄球菌 3 例，肺炎克雷伯菌 2 例；经统计学分析表明多重 PCR 的敏感性高于

培养方法。 

结论  利用多重 PCR 体系可以在一个反应中同时检测 7 种血流感染常见病原菌，且有较高的特异性

和灵敏度，可同时检测、鉴别出多种病原菌，在临床混合感染的鉴别诊断上具有其独特的优势。该

方法稳定可靠，成本低，操作简单、快速，整个检测过程受污染风险小，具有很高的临床应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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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42 

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集成化病原学诊断流程建立 

 
李雪,张韶娅,吴丽媛,王玫,黄艳飞,鲁辛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100000 

 

目的      社区获得性肺炎（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 CAP）是国内外最主要的感染性疾病

之一，重症肺炎占 10%-20%，病死率可高达 20%。而根据病原体目标性治疗可避免错过最佳治疗

时机，因此病原学诊断占重要地位。但应用现有技术约 50%患者难以获得准确病原学。本研究结

合新型、快速、敏感的病原学诊断方法，建立重症 CAP 新型集成化病原学诊断流程，从而提高病

原体检出率。 

方法  收集重症 CAP 患者呼吸道、尿液及血清样本，针对下呼吸道样本，应用涂片镜检及培养、

real-time PCR、多重 PCR（包括液相芯片、毛细管电泳、琼脂糖凝胶电泳）、GeneXpert 检测；

针对尿液及血清，应用尿抗原、血清抗体检测。结合患者临床症状体征、实验室及影像学表现，建

立适用于重症 CAP 的快速诊断流程。 

结果  得到适用于不同类型 CAP 病原体的集成化检测流程，使重症 CAP 病原体检测阳性率达到

70%，见图 1。根据病原学特征，病毒、非典型病原体适用 real-time PCR 及多重 PCR 分子方法检

测；细菌适用传统涂片镜检、培养鉴定法及尿抗原检测；真菌结合各类染色技术、G 实验及 GM 实

验；结核应用 GeneXpert 等系列检测，可快速获得病原学。 

结论   本研究建立了快速、敏感、适用于重症 CAP 的集成化病原体检测流程，可大大缩短病原体

检测时间，同时提高病原体检测阳性率。 

 
 

PU-3543 

53 株甘肃非结核分枝杆菌对 9 种常用抗结核药物的敏感性分析 

 
蔡静,张鑫,魏黛珏,李凯 

兰州市肺科医院,730000 

 

目的  初步了解 2012-2014 年临床分离的甘肃省非结核分枝杆菌（NTM）对常用抗结核药物的耐药

情况。 

方法   收集临床分枝杆菌分离株，用 PNB/TCH 生长试验和基于 16S rRNA 基因的序列分析法鉴定

NTM。采用传统固体罗氏培养基绝对浓度法对 NTM 进行 9 种常用抗结核药物链霉素(SM)、利福平

(RFP)、丙硫异烟氨(TH1321)、异烟肼(INH)、对氨基水杨酸钠(PAS)、左氧氟沙星(LVFX) 、乙胺丁

醇(EMB)、卡那霉素（KAN）和吡嗪酰胺（PZA）的敏感性测试。 

结果  共收集到分枝杆菌 1081 株，经鉴定 53 株为 NTM，分离率为 4.90%。其中胞内分枝杆菌最

多，为 36 株；其次是堪萨斯分枝杆菌，为 8 株；其它依次是鸟分枝杆菌 4 株、戈登氏分枝杆菌 2

株、脓肿分枝杆菌 2 株和偶然分枝杆菌 1 株。药敏结果显示，耐药率从高到低依次为 RFP、

TH1321、INH、SM、PAS、PZA、EMB、LVFX、KM。其中耐药株 49 株，耐药率为 92.45%。

NTM 对九种抗结核药物的耐药程度有差异。 

结论  NTM 对抗结核药物敏感性差，应参照 NTM 药敏结果选择合理的抗 NTM 药物，提高治愈

率，减少耐药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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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重组酶聚合酶结合侧流层析检测技术（LFD-RPA） 

建立血吸虫核酸快速可视化检测体系。 

 
孙魁,张乐研 

解放军１０７医院 

 

目的  基于重组酶聚合酶结合侧流层析检测技术（LFD-RPA）建立血吸虫核酸快速可视化检测体

系。 

方法  基于日本血吸虫基因组重复序列 SjR2(GenBank No. AF412221)设计 LFD-RPA 引物，建立

血吸虫核酸检测技术。应用系列梯度浓度 0，1，5，10，102，103，104，105 fg 的血吸虫 DNA 检

测灵敏度并与 qPCR 技术比较；用中华血吸虫、曼氏血吸虫、以棘隙吸虫和华支睾吸虫验证 LFD-

RPA 体系特异性；将反应体系分别放入 20℃、25℃、30℃、35℃、40℃、45℃、50℃温度内扩

增，探讨其最佳反应温度；对获取自临床的 31 例健康志愿者和 14 例血吸虫感染患者且经 Kato-

Katz 检测阳性的粪便样本 DNA 进行检测。同时用传统的 ELISA 及 IHA 法对上述 45 例标本进行检

测。比较两种检测方法的灵敏度、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等参数，同时将集中方法所获

得的结果分别与 Kato-Katz 结果，运用 kappa 统计学方法进行一致性分析。 

结果  通过比较发现扩增效果好的引物共同的特点有以下几点：第一，各引物自身发夹结构的 Tm

值低，温度最好不要超过 30℃；第二，各引物形成引物二聚体的 ΔG 绝对值不要超过 10；第三，

通用引物能够部分容纳部分不匹配序列，但是不匹配位置要靠近 3’端，匹配度要超过 80%；第

四，在距 5’端最短 30 bp，距 3’端最远 15 bp 处碱基由四氢呋喃（THF）替代；5’端标记 FAM 荧光

基团。 

结论   通过对不同扩增效率的引物进行分析后发现了 RPA 引物设计的三个原则，前两个方面对于

发夹结构与引物二聚体 Tm 的要求，应该是源于 RPA 反应温度所限，RPA 的反应原理在引物与重

组酶结合形成酶-引物聚合体，在重组酶的作用下使引物结合于互补序列，反应全程温度低，因此

如果引物会形成发夹结构及二聚体，且温度在 RPA 反应温度下无法打开或打开不全，则必然会影

响扩增。通用引物的不匹配序列原则与 PCR 技术有相似性。 

 
 

PU-3545 

儿童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病原菌培养的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甄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研究儿童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病原菌培养临床分布及耐药性，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 2451 例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情况。 

结果  共分离出病原菌 623 株，革兰阴性菌 386 株，占 62.0% ，革兰阳性菌 237 株，占 38.0%。

分离革兰阴性杆菌排名依次为流感嗜血杆菌、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肺炎克雷伯菌、卡它

莫拉菌、大肠埃希菌、阴沟肠杆菌；分离革兰阳性杆菌排名依次为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未发现葡萄球菌属对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的耐药菌株，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24 株，占 30.8

％。流感嗜血杆菌 β-内酰胺酶阳性率为 62.1% ，发现 25 株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类耐药菌株

（CRE）占 47.2％，产 ESBL 检出率为 81.1％。铜绿假单胞菌和鲍曼不动杆菌耐药率分别占

14.45 %和 12.84 %。 

结论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主要病原菌为革兰阴性杆菌，细菌多重耐药现象严重，合理用药是控制感

染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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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早期及死亡预测生物标志物分析 

 
李雪,张韶娅,吴丽媛,王玫,黄艳飞,鲁辛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100000 

 

目的  社区获得性肺炎（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 CAP）是国内外最主要的感染性疾病之

一，除病原体因素外，机体免疫反应也是影响重症患者病情转归的重要因素，而生物标志物可反应

相应变化。因此，需要分析相关生物标志物的规律，以预测患者早期重症及死亡，及时干预，从而

降低死亡率。本研究纳入各类生物标志物，总结重症肺炎早期预测及死亡预测指标。 

方法   纳入常规指标，包括 WBC 计数、N%、L%、PLT 计数、CRP 及 PCT；生化指标，如血肌

酐、ALT、血糖、TnT、乳酸；细胞因子，如 IL-6、IL-8、IL-10、nCD64；新型生物标志物，如血

管加压素、B 型钠尿肽、肾上腺髓质素等；评分标准，如 PSI、CURB-65、IDSA/ATS 指标；分析

重症组与非重症组生物标志物差异，分析死亡组与存活组生物标志物差异。 

结果   1）病原体类型影响生物标志物表达：细菌感染患者 WBC 计数、CRP、PCT 及 TNF-α 表达

高于病毒感染者；流感病毒肺炎患者，淋巴细胞数量减低而 TGF-β 升高。2）入院时，重症肺炎患

者生物标志物早期表达存在差异：BUN、N%、PCT、IL-6、IL-8、TNF-α 及 nCD64 等值，入院时

重症肺炎组可高于非重症组。3）重症患者中，死亡组生物标志物表达与存活组存在差异：WBC 计

数、PCT、肌酐、乳酸、血糖、血沉、cTnT、IL-6、IL-8 及 nCD64 值，入院时死亡组可高于存活

组。4）新型生物标志物，如血管加压素、B 型钠尿肽、心房钠尿肽及肾上腺髓质素表达升高，是

预测死亡的指标。5）可应用评分指标，如 PSI、CURB-65、qSOFA 及 IDSA/ATS，进行死亡预测

分析，若评分指数增加，死亡率上升。 

结论   阐述了重症 CAP 患者早期重症及死亡预测生物标志物，可应用血常规、生化指标、细胞因

子、新型标志物及评分系统进行预测。 

 
 

PU-3547 

基于微流控芯片技术的快速病原学诊断方法临床应用 

 
李雪,张韶娅,吴丽媛,王玫,黄艳飞,鲁辛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100000 

 

目的   随着检测技术的不断发展，对病原体的认识也逐渐深入，但目前临床实验室仍依靠传统培养

方法进行细菌鉴定，存在时间长、阳性率低、病原体种类局限的问题。本研究收集临床样本，应用

基因杂交的检测原理及电化学微流控芯片技术，1h 内快速、敏感地检测病原菌，大大缩短检测时

间，且病原体检出不受抗生素使用的影响。 

方法   设计大肠杆菌特异性探针、肠杆菌科、细菌通用型及阴性探针，分别将捕获探针包被于基因

芯片。1）模拟菌株验证。将大肠埃希菌标准菌株，配制成 103cfu/ml、104cfu/ml、105cfu/ml 及

106cfu/ml 的浓度梯度菌悬液，进行大肠埃希菌芯片特异性检测，通过生成的电流信号值，得到微

流控芯片检测限。2）临床尿液样本验证。不需经样本前处理，直接进行阴性探针、大肠埃希菌、

肠杆菌科及细菌通用型探针的芯片特异性检测，通过生成的电流信号值，得到样本检测结果。以培

养法为金标准，验证几种探针的特异性。 

结果   1）当菌悬液浓度大于 103cfu/ml 时，有稳定电流信号产生，大于阴性对照的电流信号强度标

准差 3 倍，即微流控基因芯片检测限为 103cfu/ml。2）临床尿液样本验证：根据检测限，选择大肠

埃希菌培养阳性且定量 103cfu/ml 以上的样本检测，阴性对照正常，大肠埃希菌、肠杆菌科及细菌

通用型探针包被的芯片检测均为阳性，且对应相同强度的电流信号，获得与培养法相同的定量结

果，明确了大肠埃微流控芯片检测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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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应用新型微流控基因芯片技术，可快速进行病原体诊断，尤适用于尿液、肺泡灌洗液等样本

的病原体检测。 

 
 

PU-3548 

松江地区性传播疾病病原体感染特点分析 

 
曹辉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201600 

 

目的  分析上海市松江区沙眼衣原体（CT）、淋球菌（NG）、解脲脲原体（UU）感染及药物敏感

情况，为性传播疾病的防护与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2017 年 6 月就诊患者的 CT、NG、UU 检测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在 15768 例患者中，CT、NG、UU 的阳性率分别为 5.07%、8.62%及 41.48%。不同的年龄

段间，CT 感染无明显差异（P =0.1075），NG 阳性率在年龄大于 51 岁的患者中最高，为 19.19%

（P ＜0.0001），而 UU 阳性率在 41~50 岁年龄段的患者中最高，为 48.97%（P ＜0.0001）。女

性患者 CT 及 UU 阳性率均明显高于男性患者（均 P ＜0.0001）；而男性患者的 NG 感染率明显高

于女性患者（P ＜0.0001）。UU 阳性样本药物敏感试验结果显示，敏感较高的抗菌药物有交沙霉

素（98.64%）、米诺环素（97.83%）、强力霉素（97.58%）及氧氟沙星（81.92%）。 

结论  上海市松江区的三种性传播疾病感染情况中，UU 感染率最高，女性 CT 及 UU 感染率高，而

男性 NG 感染率高，NG 及 UU 的感染率在中年人群中最高。UU 感染的治疗应以高敏感性的抗菌

药物为主。 

 
 

PU-3549 

参加全国及甘肃省微生物室间质控 100 份模拟标本检测分析 

 
杨小兰 

甘肃省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回顾分析 2014 -2017 年 4 年间参加全国及全省微生物室间质控 100 份模拟标本检测结果，

总结经验，提高微生物检验质量。 

方法  对微生物室间质控 100 份标本各科细菌株数分布情况及鉴定准确率、鉴定错误菌、各种抗菌

药物的药敏结果报告符合率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肠杆菌、G+球菌最多，各占 26％、24％；真菌占 11％；非发酵占 14％；少见菌占 21％；

苛养菌占 4％。 污染率 2%（2/100），鉴定准确率为 98.45%（79/100），体外药敏试验的准确率

96.1%（197/205）。 

结论  准确提供微生物室间质控结果，要尽可能完善基础设施，鉴定所用的各种试剂质量一定要过

关，试验过程中阴、阳性对照一定要做，对冻干标本质控菌株应多分离几次，要注意无菌操作，不

断更新、扩大知识面,充分做好试验前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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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50 

痰标本涂片镜检对 HAP 早期诊断效能分析 

及降低涂片细菌漏检率的方法探索 

 
姬鹏宇,姚立琼,朱海平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730000 

 

目的  分析重症监护室（ICU）医院获得性肺炎（HAP）患者细菌涂片与培养结果符合情况，探讨

降低痰细菌涂片漏检率的方法，队 HAP 患者的早期诊断及指导用药提供依据。 

方法  对某院 ICU 2017 年 6 月-2018 年 6 月疑诊 HAP 的患者，经人工气道抽取下呼吸道痰标本，

分别进行痰涂片革兰染色镜检和病原学培养，评价二者的检验结果，并对革兰染色未查到细菌的标

本做瑞氏染色、镜检。 

结果  收集合格痰标本 395 份，共培养出病原菌 270 株（68.35％），其中革兰阴性（G-）菌 165

株，革兰阳性（G+）菌 65 株，真菌 30 株，阴性 135 份。革兰染色与培养结果比较，两者结果符

合率为 75.36％（260/34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83，P＝0.031）；痰涂片革兰染色镜检

诊断敏感性为 84.62％（220/260），特异性为 55.56％（75/135），阳性预测值为 77.78％

（210/260），阴性预测值为 60.00％（75/125）。有 175 例标本革兰染色未查到细菌，其中 50 例

培养阳性，瑞氏染色有 57 例查到细菌，G+菌和 G-菌分别为 9 例，48 例。 

结论  下呼吸道痰标本革兰染色镜检有助于 HAP 患者早期诊断与用药调整。对革兰染色未检出细菌

的痰标本行瑞氏染色可降低细菌漏检率。 

 
 

PU-3551 

眼部外伤致罕见未知丝状真菌感染一例 

 
肖楠,赵秀英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目的  患者籍贯新疆，男，6 岁，2 周前不慎被木棒扎伤左眼，当即视物不见，急就诊于当地医院行

“左眼球清创缝合术”，患者为求进一步诊治而就诊于我院眼科。 

行眼部 B 超，诊断为左眼玻璃体积血。患者左眼视力不佳，角膜裂伤明确由木棒刺伤，晶体混浊，

左眼晶体混浊，囊膜破裂，前房可见晶体皮质碎屑。患者全麻下行左眼玻璃体切割，视网膜增殖膜

剥除，视网膜光凝，硅油充填和角膜移植术。术中取晶体皮质和房水，送检检验科微生物室做细菌

培养。 

本文就培养结果进行分析讨论。 

方法  本室细菌培养采用哥伦比亚血琼脂平皿和麦康凯平皿（OXOID, Thermo Fisher, US），于 37

℃，5%CO2 环境下培养。丝状真菌培养采用沙保罗培养基（OXOID, Thermo Fisher, US）于 28

℃培养箱，并使用玻片小培养和乳酸酚棉兰染色法观察菌丝结构鉴定。 

真菌 DNA 提取使用方法是采取 CTAB 法，提取模板 DNA 后进行 Intergenic transcribed 

spacer(ITS)测序。使用真菌 ITS 通用引物序列为: ITS1（5′ -TCCGTAGGTGAACCTGCGG-3′）和 

ITS4（5′ -TCCTCCGCTTATTGATATGC-3′），将 PCR 产物条带送公司测序鉴定。 

结果  接种 3 天后，未见细菌菌落生长，可见丝状真菌菌落于血平皿接种的晶体皮质样本上生长，

做小培养，5 天后于沙保罗培养基上出现棉絮状鲑鱼肉色的菌丝，菌落背面为浅橙色。乳酸酚棉兰

染色可见菌丝分隔，分生孢子梗生出椭圆形的分生孢子，形成长链状。 

取纯菌落进行 CTAB 法进行提取模板 DNA，并进行 ITS 测序，结果显示属于尚未被分类的未知真

菌。ITS 序列已提交 Genebank。 

结论  本病例的患者系眼球被异物入侵，造成角膜裂伤，虹膜部分缺损，嵌顿于角膜裂伤处，晶体

混浊，囊膜破裂，前房可见晶体皮质碎屑。本次培养取材为术中得到的晶体皮质碎片。眼科丝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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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最多见镰刀菌和曲霉菌，此病例培养出一种罕见的未知真菌，目前尚未建立药敏数据，该患者出

院带药包括伏立康唑，出院后并未复诊。 

大部分微生物实验室目前针对丝状真菌的培养和鉴定能力较弱，加强这方面的学习，有助于帮助临

床确定感染源和诊疗对策。 

 
 

PU-3552 

免疫球蛋白与血清心肌酶检测 

在早期手足口病(HFMD)患儿中的临床意义 

 
黄晓鹏,梁金明 

湛江中心人民医院,524000 

 

目的  探讨免疫球蛋白与血清心肌酶检测在早期手足口病(hand-foot-and-mouth disease HFMD) 患

儿的意义及指导价值。 

方法  回顾性收集选取湛江中心人民医院中确诊的 139 例手足口病患儿，按病情划分为轻症组 108

例与重症组 31 例，同时选择 82 例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三组儿童的血清免疫球蛋白与心肌酶的检

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并比较。 

结果  手足口病重症组与轻症组患儿血清免疫球蛋白（IgM、IgG 与 IgA）水平浓度均低于对照组，

且重症组患儿免疫球蛋白水平浓度明显较轻症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05)。手足口病重症组

和轻症组患儿血清心肌酶（AST、LDH、CK、CK-MB）水平浓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重症组水

平浓度较轻症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0.05)。 

结论  手足口病患儿在早期体内存在较严重的体液以及细胞免疫功能的紊乱，心肌酶和免疫球蛋白

的检测能够明确反映出患儿的病变情况并及时给与准确干预，避免心肌损害等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具有较高的临床指导价值。 

 
 

PU-3553 

2017-2018 年驻浙部队呼吸道感染 病原体谱流行病学调查 

 
戴玉柱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七医院/杭州空军医院,310000 

 

目的  了解驻浙部队官兵呼吸道感染常见病原体谱及其流行病学调查。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间，以我院为网络实验室监测下辖 5 家哨点，共监测有

呼吸道感染症状的驻浙部队官兵 308 例，采用 RT-PCR 技术检测常见病原体核酸：甲型流感病毒

（Flu A）、乙型流感病毒（Flu B)、呼吸道合胞病毒（RSV）、腺病毒（ADV）、冠状病毒

（CoV）、副流感病毒（HPIVs）。按驻浙官兵感染病原体的不同进行分组统计，分别统计各病原

体的阳性分布及其分型情况。 

结果  308 例呼吸道感染官兵中已知病原体检测阳性 191 例，阳性率 62.0%。甲型流感病毒感染阳

性率最高（26.6%），其中主要分型为 2009H1 型，阳性率达 92.68%，其余为 H3 型，阳性率

7.32%；腺病毒阳性率其次(23.4%)，其中主要分型为 11/55 型，阳性率达 95.83%，其余为 3 型和

7 型，阳性率分别为 2.78%和 1.39%；乙型流感病毒阳性率为 11.7%；冠状病毒仅检测到一例，其

分型为 OC43 型，未检测到呼吸道合胞病毒和副流感病毒。 

结论  部队应提高呼吸道感染的预防及治疗能力，提高部队卫生防病工作，制定针对性的预防措

施，做好部队呼吸道病原监测工作，对部队传染病的防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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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54 

原发性感染时多株艰难梭菌的存在与复发性疾病的发展有关 

 
彭文雯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100000 

 

目的  梭状芽胞杆菌感染(CDI)的复发是医疗保健系统的主要负担。先前的研究已表明：特异性的艰

难梭菌或核糖体与严重的疾病和/或复发有关。然而，在一些患者中，在随后的感染中发现了一种

新的菌株，复杂的纵向研究集中在可能导致疾病结果的菌株差异上。 

方法  复发或没有复发的患者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核糖体成分检查，以检查多重梭状芽胞杆菌(混合感

染)感染，在感染过程中。在文献中提及，其使用回顾性研究，61 例患者(共 105 个样本)的初始感

染、复发(第 15-56 天内第 2 例 CDI)和再感染(第 56 天后第 2 例 CDI)中分离出 36 个艰难梭菌群。

观察到，78.6%的样本在初次感染后出现复发的患者中出现混合感染，而没有复发的患者中只有

18.1%出现混合感染，混合感染在调整性别和先前的抗生素暴露后仍与随后的复发有关(或 3.5,95% 

CI 1.3-9.4, P =.015)。纵向取样的患者(32 例为 44 个连续事件)，31.8%的连续样本中显性核糖体发

生改变，且在该患者之前的样本中未检测到新的显性核糖体 

结果  混合艰难梭菌感染比先前证实的更普遍，可能是复发易感性的标志。同时观察到在 CDI 诊断

和复发时，患者粪便样本中混合梭状芽胞杆菌感染率较高。特别是，在最初的 CDI 诊断过程中，即

使在调整了其他临床预测因子后，复发性 CDI 发作的患者更有可能感染不止一个 C. difficile 核糖

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多个患者表现出在给定的时间点携带多个菌株的能力，与初始诊断时观察到

的显性核糖体的动力学无关。 

结论  此研究表明混合艰难梭菌定殖可能比之前认为的更普遍，尤其是在更容易复发的患者群体

中。这些观察结果对艰难梭菌流行病学和我们对不同人群无症状和有症状定植的理解有一定的意

义。 

 
 

PU-3555 

HAd-B55 腺病毒实时荧光定量 PCR 

扩增快速检测方法的建立及评价 

 
董磊 

空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构建 HAd-B55 腺病毒的实时荧光定量 PCR（qPCR）扩增方法并对其灵敏度及特异性进行验

证。 

方法  通过 Mega 软件设计获得针对 HAd-B55 Hexon 基因序列的特异性引物，建立 HAd-B55 腺病

毒的 qPCR 扩增方法，并对其灵敏度及特异性评估。 

结果  获得了 HAd-B55 的特异性引物，建立了特异检测 HAdV-B55 的 qPCR 方法，其特异性良

好，灵敏度可以检测到 0.008PFU/反应。 

结论  该研究成功建立了针对我国 HAd-B55 的特异性 qPCR 检测方法，为我国 HAd-B55 的快速检

测及防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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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56 

女性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及耐药性分析 

 
蒋久怡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了解近三年本地区女性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的分布以及耐药情况的变化，为本地区支原体

感染患者的诊治提供可靠的依据。 

方法  对某院 2015 年 1 月到 2017 年 12 月女性患者支原体的检测结果进行收集，回顾性分析其感

染状况、年龄分布和药敏结果。 

结果  在 4259 例样本中共检出阳性样本 2433 例（57.13%），UU、Mh 和 UU+Mh 的检出率分别

为 47.45%、3.35%和 6.22%。UU 检出率 25 岁及以下最高(51.11%)且检出率随年龄增加而降低，

不同年龄段的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单独感染 UU 时其整体耐药性较低；单独感染 Mh 时对罗

红霉素、阿奇霉素、克拉霉素的耐药率较高，对交沙霉素、多西环素、米诺环素的耐药性较低；混

合感染时对罗红霉素、环丙沙星普遍耐药，对交沙霉素、多西环素、米诺环素的耐药率较低。 

结论  在女性泌尿生殖道感染培养阳性中主要以 UU 为主，交沙霉素、多西环素、米诺环素可作为

女性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治疗的首选药物。 

 
 

PU-3557 

我院 2017 年重症监护病房细菌感染特点及耐药性分析 

 
刘亚荣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了解我院 2017 年 ICU 病原菌感染特点及耐药特性。 

方法  对我院 ICU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院内感染的各类感染标本中分离的 1363 株病原菌

加以整理分析，采用 VITEK—Compact2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进行鉴定和药敏试验。 

结果  在 1363 株病原菌中，致病菌前 4 位分别是: 鲍曼不动杆菌 246 株（18.0%），肺炎克雷伯菌

164 株（12.0%），白色念珠菌 159 株（11.7%），大肠埃希菌 155 株（11.4%）；常用抗菌素

中：耐药率较高的有氨苄西林、氨苄西林/舒巴坦、头孢唑啉、头孢曲松、左旋氧氟沙星、复方新

诺明；大肠埃希菌及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类仍较敏感,但均出现了碳青霉烯类耐药株。 

结论  2017 年里，我院 ICU 患者的感染情况日益严重，同时如大肠、肺克等常见感染菌已出现碳

青霉烯类耐药株，这种情况应引起临床和院感的高度重视。 

 
 

PU-3558 

2011-2017 年鲍曼不动杆菌 

和铜绿假单胞菌的临床分布及耐药性变迁 
 

任艳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分析我院 2011-2017 年鲍曼不动杆菌（AB）及铜绿假单胞菌（PAE）的临床分布及耐药性，

指导临床合理用药并为医院控制感染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1-2017 年所分离 AB 和 PAE 的分布及其对临床常用药物的耐药率；采用

WHONET5.5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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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011-2017 年共分离 AB 3025 株、PAE 3217 株，各年度 AB 和 PAE 占分离总病原菌的构成

比分别为 9.6%和 7.4%、7.1%和 7.3%、6.3%和 6.1%、6.2%和 7.0%、5.7%和 6.2%、5.2%和

6.1%、4.8%和 5.8%。临床分离的 AB 和 PAE 中，标本来源均主要为痰液，分别占 83.3%和

37.6% ；病区来源主要为重症监护室（ICU，30.4%和 12.3%）和呼吸内科（10.9%和 17.9%） 。

2011-2017 年中，前两年 AB 对大多数药物的耐药率呈上升趋势，在 2013 年对临床常用药物的耐

药率下降，而后在 2014-2017 年间其耐药率又增加，但左氧氟沙星耐药率在 2016 年及 2017 年出

现明显下降。AB 对大多药物耐药率较高，阿米卡星、左氧氟沙星耐药率相对较低。2011-2017 年

间，PAE 的耐药率基本呈逐年下降的趋势。除氨苄西林/舒巴坦耐药率均>95%外，PAE 对大多数

药物敏感性较好，耐药率大多数<20%。 

结论  AB 对常用药物的耐药率较高，但在 2013 年相对较低；PAE 的耐药率则多呈逐年降低态势，

因此动态监测 AB 和 PAE 的耐药性变化对临床正确选择抗菌药物、控制医院感染、延缓细菌耐药

性快速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PU-3559 

肺炎克雷伯菌耐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的研究进展 

 
高静 

涡阳县人民医院,236000 

 

目的  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机制 

方法  综述 

结果  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是控制肺炎克雷伯菌感染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感染耐碳青霉烯类的肺炎

克雷伯菌，也就意味着无药可治 

结论  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的耐药机制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产碳青霉烯酶；

（2）高水平 AmpC 酶或 ESBLs 外膜缺失（孔蛋白）或改变；（3）青霉素结合蛋白（PBPs）亲

和力的降低；（4）主动外排系统增强或外排量增多等。其中产碳青霉烯酶是最主要的机制之一。 

 
 

PU-3560 

2015-2016 四川地区 whire 耐药监测网葡萄球菌属细菌耐药性 

 
吴贤丽 

攀枝花市中心医院 

 

目的  分析 2015-2016 四川地区 whire 耐药监测网葡萄球菌属的分布及耐药现状，为临床合理用药

及耐药菌管理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 WHONET 5.6 对 2015-2016 四川地区 whire 耐药监测网分离的 6815 株葡萄球菌属的标

本、科室分布及耐药性进行分析。 

结果   分离出葡萄球菌属 6815 株，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 3775 株，占葡萄球菌属 55.39%，凝固酶

阴性葡萄球菌（CoNS）3040 株，占葡萄球菌属 44.61%；葡萄球菌属未发现对万古霉素、利奈唑

胺耐药；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和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MRCoNS)的

检出率分别为 23.90%、84.10%。甲氧西林耐药和敏感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大多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有显著的差异,甲氧西林耐药的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对大多抗菌药物的耐药率显著高于甲氧西林敏

感株。 

结论   对于葡萄球菌属的感染, 应在药敏指导下用药，可以避免 β-内酰胺类药物的滥用,加强耐药菌

监测和防控管理可以阻止或减少耐药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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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61 

实时荧光 PCR 联合六胺银染色在肺孢子菌肺炎诊断中的应用 

 
戴媛媛,鲁怀伟,常文娇,马筱玲 

安徽省立医院,230000 

 

目的  应用实时荧光 PCR 技术与六胺银(GMS)染色法对肺孢子菌肺炎(PCP)患者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BALF)或诱导痰中的肺孢子菌进行检测，比较两种检测方法的性能。 

方法  应用实时荧光 PCR 技术与 GMS 染色对 68 例肺部感染患者的 BALF 和痰液标本进行肺孢子

菌检测，比较两种方法的检测效果。 

结果  以肺孢子菌 DNA > 103拷贝/ ml 为阳性，荧光定量 PCR 检测结果显示，临床标本中共有 20

例为阳性，阳性率 29.4%，而 GMS 染色镜检，共有 16 份标本肺孢子菌阳性，阳性率为 23.5%，

二者具有极高的一致性。以 GMS 染色镜检为参考，实时荧光 PCR 敏感度 93.75% (15 / 16)， 特

异度 92.3％(48／52)，阳性预测值 75％(15/ 20)，阴性预测值 97.9％(47／48)，准确性 92.6％(63

／68)。 

结论  对肺孢子菌感染患者 BALF 和痰液标本的肺孢子菌检测中，荧光肺孢子菌与 GMS 染色有极

高的一致性，且敏感性明显高于后者。实时荧光肺孢子菌方法可快速、灵敏、特异性、定量地检测

肺孢子菌 DNA，在 PCP 的诊断、治疗方案选择和疗效观察方面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PU-3562 

127 例感染患者 PCT 检测的临床应用观察 

 
余大海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探讨血浆降钙素原（ procalcitonin,PCT）在不同类型感染的关系以及在疾病诊断和预后判断

中的价值。 

方法  将感染性疾病患者分为脓毒症和非脓毒症患者，用电化学发光定量法检测患者血浆中的 PCT

水平，以此比较脓毒症组与非脓毒症组之间，不同类型细菌感染组之间，以及存活组与死亡组之间

的差异。 

结果  将 PCT＞2ng/mL 作为脓毒症阳性的判定标准，则脓毒症组与非脓毒症组血浆 PCT 阳性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以 PCT＞0.1ng/mL 作为阳性标准，PCT 阳性率为 85％

（109/127）。但在不同类型细菌感染组之间，PCT 阳性率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患

者的预后和疾病转归与 PCT 高低密切相关，存活组 PCT 水平明显低于死亡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PCT 对脓毒症的临床特异度为 87％（52/60），诊断灵敏度为 70％（47/67）。 

结论  血浆 PCT 的检测可用于细菌感染和脓毒症的鉴别，但是在何种细菌感染方面却无法作出判

断。由于 PCT 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体内细菌感染程度，因此，PCT 检测对于疾病的诊断以及判断

疾病的发展和预后具有一定的帮助。同时，把 PCT 的检测和细菌培养相互结合起来，对于提高临

床诊断的准确性以及治疗的及时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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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63 

1048 例尿培养阳性结果分析 

 
陈凤娇 

绵阳市中心医院,621000 

 

目的  分析绵阳市中心医院尿培养阳性标本的细菌分布情况，为临床合理选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 

方法  用回顾性调查方法，对绵阳市中心医院 2017 年 1 月到 2017 年 12 月从尿标本中分离的病原

菌进行分析。 

结果  共分离菌株 1048 株，其中革兰阴性菌 724 株，占 69.07％；革兰阳性菌 241 株，占 23.01

％；真菌 83 株，占 7.92％。分离量最多的菌种为大肠埃希菌，共 491 株（46.85％)；其次为肺炎

克雷伯菌 63 株(6.01％)、粪肠球菌 61 株(5.82％)和屎肠球菌 61 株(5.82％)。病原菌分布科室前 3

位是泌尿外科 274 株(26.15％)、肾病科 151 株（14.41％）和门诊 73 株（6.96％）。 

结论  本院尿培养阳性标本的主要致病菌以大肠埃希菌为代表的革兰阴性杆菌为主，但粪肠球菌和

屎肠球菌等革兰阳性菌所占比例比以往有所增多。了解病原菌的分布趋势，及时、准确地对尿培养

分离出的病原菌进行监测，有利于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PU-3564 

益生菌可通过重建肠道菌群结构 

和改善肠源性内毒素血症 而延缓 NAFLD 进展 

 
耿燕,薛丽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检验科 

 

目的  饮食诱导的非酒精性脂肪肝（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发生与肠源性细菌

脂多糖（LPS）及其引起的肝脏 TLR4 活化有关，但在 NAFLD 进展中 LPS 和 TLR4 的变化规律尚

不清楚。益生菌具有抑制有害菌增殖及改善肠道屏障功能的作用，然而 LPS/TLR4 信号通路是否参

与益生菌对 NAFLD 的保护作用尚无报道。本研究旨在分析 NAFLD 进展过程中肠道菌群的构成特

征及肠道菌群与 LPS/TLR4 的关系，并探究益生菌干预在其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应用高脂高糖饮食构建大鼠 NAFLD 模型，应用 HE 染色方法检测肝脏病理化，并依据相应标

准评判肝脏脂肪变程度及炎症活动度分值；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模型血清肝脏酶学指标、脂类指

标和糖类指标 FPG；ELISA 法测定血清细胞因子含量；采用 PCR-DGGE 指纹图技术对肠道菌群

进行分析，细菌培养技术与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粪便中 5 种代表性细菌的含量；应用动态显色

法测定浆 LPS 含量，RT-PCR 法测定肝组织 TLR4-mRNA 的表达。 

结果  NAFLD 进展过程中血清 LPS 水平和肝脏 TLR4 表达增高，同时肠道菌群生物多样性和肠道

微生物定植抗力 B/E 值下降。而且我们发现益生菌干预可增加 NAFLD 大鼠肠道优势菌群比例并改

善 NAFLD 肝脏炎性病理。益生菌也可下调血清 LPS 和肝脏 TLR4 水平。 

结论  肠道菌群结构改变和内毒素血症均参与了 NAFLD 的进展，益生菌可能通过 LPS/TLR4 信号

途径延缓 NAFLD 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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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65 

肠道屏障功能生化指标在 NEC 分级中的意义 

 
张丽秀,王称,王陆军,张翀,贺锐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730000 

 

目的  探讨肠道屏障功能生化指标（D 乳酸、二胺氧化酶和内毒素）在 NEC 分级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研究共纳入 NEC 患儿 78 例，按照 Bell 分级法将患儿分为 NEC I 级（44 例，占 56.41%）、

NEC II 级（28 例，占 35.90%）、NEC III 级（6 例，占 7.69%）三组。应用ＪＹ－ＤＬＴ肠道屏

障功能分析系统检测肠道屏障功能生化指标（D 乳酸、二胺氧化酶和内毒素），并结合其他的实验

室指标（WBC、PLT、CRP、PCT）评估其在 NEC 患儿疾病分级中的意义。 

结果  ⑴常见实验室指标在 NEC 分级中的意义：① WBC 随着 NEC 分级的升高而升高，但各组之

间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PLT 随着 NEC 级别的升高而降低，NEC III 级明显低于 NEC I

级和 NEC II 级（P<0.05），但 NEC I 级和 NEC II 级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③血清

CRP 水平随着 NEC 级别的升高而升高, 其中 NEC I 级明显低于其他两组（P<0.05），但 NEC II

级和 NEC III 两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④同样，血清 PCT 水平也随着 NEC 级别的升高

而升高， NEC I 级明显低于其他两组（P<0.05），但 NEC II 级和 NEC III 两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

（P>0.05）。⑵肠道屏障功能生化指标在 NEC 分级中的意义：血清 D 乳酸、二胺氧化酶、内毒素

水平随着 NEC 级别的升高而升高，各级别之间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D 乳酸、二胺氧化酶和内毒素是较好的反映肠道屏障功能的指标，在血清中的浓度随着 NEC

级别的升高而增加，在 NEC 的诊断和分级中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其临床应用价值优于其他常见

的实验室指标。 

 
 

PU-3566 

耳部真菌合并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培养及分离 1 例 

 
杨蕙 

解放军第 107 医院 

 

目的  外耳道炎和中耳炎是耳科常见的感染性疾病，不仅影响听力，还可以引起严重的颅内外并发

症而危及生命。其中，耳部感染又以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真菌感染居多。现将 1 例耳分泌物标本培养

后伴行生长的真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进行分离。 

方法  培养标本分别接种于哥伦比亚血平板、巧克力平板、麦康凯及沙保罗平板。第 2 日观察发

现，在哥伦比亚血平板上溶血的白色菌落下均匀生长一层白色短丝，考虑为涂片中的丝状真菌。白

色溶血菌落涂片镜检为革兰氏阳性球菌，似葡萄球菌，进行分纯，待第 3 日发现，两种均依然同时

伴行生长，球菌无法实现分纯。随后，再次使用哥伦比亚血板进行分纯，并将伏立康唑纸片贴于平

板一区。第 4 日，球菌得以分纯，鉴定为“金黄色葡萄球菌”，除对青霉素、氨苄西林耐药外，其它

药物均敏感。在从沙氏培养基上取真菌菌丝，使用 10%KOH 压片镜检，并结合真菌生长状态，鉴

定为黑曲霉。使用“伏立康唑”纸片抑制真菌生长，以获取“金黄色葡萄球菌”纯菌落。 

结果  成功获取“金黄色葡萄球菌”及丝状真菌的纯菌落，并鉴定。 

结论  在引起耳部感染的病原菌中，真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位居前列，真菌感染中又以曲霉菌感染

为首。仅根据临床表现诊断浅部真菌病的准确率较低，真菌培养是浅部真菌感染诊断的金标准。因

此，通过微生物培养，获得科学准确的实验结果，使治疗合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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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67 

5874 例急性呼吸道感染病毒病原学分析 

 
池细俤 

福建省南平市第一医院 

 

目的  了解福建南平地区 7 种常见呼吸道病毒感染的流行情况,为临床诊疗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3 月至 2018 年 2 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南平第一医院 5874 例急性呼吸道

感染患者；采用直接免疫光法检测 7 种常见呼吸道病毒抗原｡ 

结果  5874 例送检标本中，病毒抗原检测为阳性的患者 1150 例 (男 737 例,女 413 例)，检出率

19.58%。其中单一病毒感染患者 1131 例，构成比 98.35%(1131/1150)；混合感染患者 19 例，构

成比为 1.65%(19/1150) ；近三年检出率情况： 11.48%(135/1176) 、 21.71%(378/1741) 、

21.54%(637/2957)；7 种呼吸道常见病毒中以 RSV 感染为主达 57.65% (663/1150)，其次为副流

感病毒 3 型(P3)为 13.57%、流感病毒 A(IA) 为 12.00%､流感病毒 B(IB) 为 6.52%、腺病毒(AD) 为

4.17%、P1 为 13.39%和 P2 为 1.04%｡病毒抗原检出率最高的人群为 1 岁以下儿童，构成比达

58.43%，毛细支气管肺炎是呼吸道病毒感染后的主要临床表现，构成比达 46.78%。呼吸道病毒感

染的检出率受时节影响明显，秋冬季节为病毒感染高发期占全年构成比的 62.78%。 

结论  南平地区近年来呼吸道病毒的检出率有逐年增高的趋势。RSV 的检出率在 7 种常见呼吸道病

毒中保持最高。秋冬为该地区病毒易感季节。1 岁以下儿童是病毒易感人群。主要表现为支气管肺

炎。 

 
 

PU-3568 

住院患者肠道携带 VRE 的研究 

 
李红玲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调查湖南省某综合性三甲医院 2016 年 7 月-2017 年 3 月期间住院患者肠道携带耐万古霉素肠

球菌的分离情况，为湖南地区 VRE 的预防和控制提供有价值的临床信息。 

方法  通过琼脂稀释法测定从住院患者肠道分离的 208 株肠球菌对万古霉素的 MIC 值，利用多重

PCR 技术扩增万古霉素耐药基因，结合临床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208 株肠道分离的肠球菌，采用琼脂稀释法未检测出 VRE 菌株，其中 MIC 值为 4 的有 4

株，MIC 值为 2 的有 34 株，其余 170 株 MIC 值均≤1。采用多重 PCR 技术未扩增出万古霉素耐药

基因。 

结论  在研究时间段内，该综合性医院住院患者肠道标本中，未筛选出 VRE 菌株，说明近期湖南地

区住院患者肠道携带 VRE 的概率很低，在其他抗生素控制相关感染无效的情况下，临床医生可以

选用糖肽类抗菌药物万古霉素来治疗患者的感染，会取得较满意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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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69 

比较倾注法与划线涂布法培养的差异 

 
杨蕙 

解放军第 107 医院 

 

目的  比较倾注法与划线涂布法培养后细菌生长数量及形状方面的差异。 

方法  分别用倾注法和划线涂布法接种 4 种不同浓度的菌液。并对生长菌落数、生长状况和操作差

异进行比较。选用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 25923），调制菌悬液，按 0.5 麦氏单位相当于 108 

CFU/ml，依次进行稀释，留取 103 CFU/ml、102 CFU/ml、10 CFU/ml、1 CFU/ml 四种浓度的菌

液。倾注法将四种不同浓度的菌液取 1ml、100ul 分别加入无菌平皿中，每种浓度分别加入到 5 个

不同平皿中，每皿倾入 15～20ml 琼脂，并设倾注法空白对照 1 个。划线涂布法取不同浓度的菌液

100ul 均匀涂布到平板表面，每种浓度 5 个平皿，并设空白对照 1 个。以上均按照 GB 15982-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附录 A《采样及检查方法》规定进行。 

结果  比对显示四种浓度菌液倾注法和划线涂布法菌落数无显著性差异（P>0.05）。细菌生长形态

有差别。在倾注法中，因细菌无法获得足够的氧气，生长菌落较小，计数时部分菌落需仔细辨认。

且细菌生长于琼脂内部，不利于进一步挑取分纯。如需观察菌落需多放 1～2 日，部分菌落可从琼

脂内部生长至平板表面。划线涂布法由于菌落生长在琼脂表面，菌落生长个体大，便于观察菌落形

态和直接挑取。 

结论  两种方法菌落计数无差异，菌落形态倾注法细菌分布均匀，要求有适宜储存环境才可用于随

机检测。划线涂布法对人员接种技术要求高，但适宜随机检测。 

 
 

PU-3570 

1050 例鼻窦炎病原菌分析 

 
黄艳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引起鼻窦炎的致病微生物及与鼻窦炎感染类型的关系，为临床医师提供诊断依据， 指导

治疗。 

方法  对 2013 年~2017 年五年中收集的 1050 例鼻窦炎患者，通过鼻内窥镜手术所取的窦腔内容物

行标本直接涂片镜检，接种培养及质谱仪菌种鉴定。 

结果  1050 例鼻窦炎患者中，急性鼻窦炎患者 164 例，慢性鼻窦炎患者 384 例，真菌性鼻窦炎患

者 502 例。经培养后共培养出 51 种病原，排在前几位的细菌分别为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

菌和肠杆菌科细菌，其次才是流感嗜血杆菌和 α 溶血性链球菌；厌氧菌主要是消化链球菌、普雷沃

菌、具核梭杆菌；前几位的真菌是曲霉菌、其余主要是普通裂褶菌、链格孢霉、尖端赛多孢子菌和

瓶霉（外瓶霉）。 

结论  鼻窦炎的致病细菌以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肠杆菌科细菌为主，厌氧菌多为消化

链球菌、普雷沃菌、具核梭杆菌，真菌以曲霉菌属为主，临床应根据培养结果合理用药，将有利于

患者的及时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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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71 

感染性心内膜炎的主要病原菌耐药基因检测 

 
王佳,高辉,黄云昆,朱雯梅,姚瑶,俸玉 

昆明市延安医院,650000 

 

目的  通过检测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血培养分离草绿色链球菌和葡萄球菌的耐药基因，分析耐药表

型与耐药基因的关系，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方法  收集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血培养分离的草绿色链球菌和葡萄球菌，提取 DNA，用 PCR 法扩

增检测耐药基因。 

结果   草绿色链球菌扩增的基因为 PBP1a、PBP2b 和 PBP2x，这三个基因主导 β-内酰胺类抗生素

耐药，葡萄球菌扩增基因为 mecA 和 ermB，mecA 基因可引起耐甲氧西林阳性，ermB 基因主导大

环内脂类耐药，本实验选取的 5 株草绿色链球菌未检测出 PBP1a、PBP2b 和 PBP2x 基因，葡萄

球检测检测结果显示 6、7、8、10 号菌株 mecA 基因阳性，6、7、8、9 号菌株 ermB 基因阳性。 

结论   草绿色链球菌药敏实验对青霉素敏感，没有检测出 PBP1a、PBP2b 和 PBP2x 基因，葡萄球

菌药敏实验中 6、7、8、10 号耐甲氧西林阳性，6、7、8、9 号菌株对红霉素耐药，对甲氧西林耐

药菌株均检测出 mecA 基因，对红霉素耐药菌株均检测出 ermB 基因，所有实验菌株耐药基因检测

结果与耐药表型相符。根据实验结果，可以看出该实验初步条件已成熟，可以进一步收集样本进行

检测，研究细菌耐药性与基因的一致性，指导临床早期合理用药。 

 
 

PU-3572 

艰难梭菌感染与肠道菌群的胆汁酸代谢 

 
吕治,苏建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100000 

 

目的  人体肠道菌群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参与胆汁酸代谢，当肠道菌群被破坏失调时，胆汁酸代谢也

出现异常，造成肠道一些胆汁酸水平的异常变化，这些胆汁酸促进了肠道中艰难梭菌芽孢的萌发，

最终引起艰难梭菌感染性疾病。 

方法  综述 

结果  阐述肠道菌群胆汁酸代谢与艰难梭菌感染的关系 

结论  胆汁酸代谢改变可能是艰难梭菌感染性疾病发生的一个重要机制。调节胆汁酸成为抑制艰难

梭菌芽胞萌发、预防艰难梭菌感染的可能途径。 

 
 

PU-3573 

溺水性肺炎患者血液中分离到新型弗朗西斯菌 

 
屈平华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对从溺性性肺炎患者血培养和胸水中分离的一株革兰阴性苛养性进行鉴定。 

方法  通过培养基生长实验、镜检形态、生理生化特性、16S rRNA 基因和管家基因测序等多种方

法对分离株进行菌种鉴定，E-test 法进药敏实验。 

结果  分离株为一种革兰阴性球杆菌，其在血平板生长不良，培养 48 h 形成针尖样大小不溶血菌

落；嗜血巧克力平板上生长状况优于血平板，其培养 48 h 菌落直径可达 1~2cm；麦康凯和营养琼

平板上不生长。氧化酶阴性、触酶弱阳性，硝酸盐还原试验和尿酶实验阴性。16S rRNA 基因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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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土拉弗朗西斯菌和西班牙弗朗西斯菌接近，但 rop B、mdhA 和 sdhA 等 3 个管家基因与土拉弗

朗西斯菌和西班牙弗朗西斯菌差异度较大，但与 Francisella cf. novicida 3523 的基因序列较为接

近。药敏检测显示该菌产 β-内酰酶，对青霉素和头孢菌类耐药，对庆大霉菌、氯霉菌、四环素、环

丙沙星等敏感。 

结论  溺水性肺炎患者血培养中分离的病原菌为一新型弗朗西斯菌，可能与 Francisella cf. novicida 

3523 为同一个种。 

 
 

PU-3574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the Epidemiology 
of Mupirocin Resistance of MRSA 

 
wenwei yu 

Anhui Provincial Hospital 

 
Objective MRSA colonization increases the risk of infection. Mupirocin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and most effective topical agents for the treatment of colonized MRSA. However, 
its extensive use has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resistance. Mupirocin resistance contributes to the 
outcome of decolonization failure. It is important to collect data on prevalence of MRSA mupirocin 
resistance to formulate appropriate MRSA control strategies and set a suitable way to 
decolonization. 
Methods We identified published studies of MRSA mupirocin resistance prevalence by searching 
PubMed and EMBASE databases from 1986 to 2016 and 70 studies have been selected for 
meta-analysis.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achieved by using R software version 3.3.3. The overall 
prevalence of MRSA mupirocin resistance was pooled by using the forest plot, table and figure 
with 95% CI. 
Results Pooled prevalence of high-level mupirocin resistance (HLMR) was 5.08% (95%CI 4.00–
6.44) and low-level mupirocin resistance (LLMR) was 4.43% (95%CI 3.37–5.80). Pooled 
prevalence of HLMR increased from 2.00% (95%CI 1.14–3.47) in studies undertaken before 2000, 
to 4.41% (95%CI 3.40–5.69) in studies from 2000–2010, to 9. 91% (95%CI 5.39–17.53) in 2011–
2016. LLMR prevalence was 4.73% (95%CI 2.54–8.64), 3.30% (95%CI 2.03–5.32) and 5.23% 
(95%CI 2.93–9.16), respectively. In subgroup analysis, HLMR prevalence was 5.61% (95%CI 
3.84–8.13) in Asia, 4.64% (95%CI 2.74–7.77) in Europe and 5.01% (95%CI 3.34–7.41) in 
Americas. LLMR prevalence was 4.13 % (95%CI 2.73–6.20), 2.48% (95%CI 1.02–5.93), 6.38% 
(95%CI 3.91–10.42) in these regions, respectively. HLMR prevalence isolated from all clinical 
specimens was 4.24% (95%CI 3.38–5.31), from nasal swab specimens it was 5.77% (95%CI 
3.07–10.58), and from skin and soft tissue infection (SSTI) specimens it was 13.47% (95%CI 
6.09–27.02). LLMR prevalence in these specimen types was 3.58% (95%CI 2.57–4.98), 5.79% 
(95%CI 3.59–9.20), and 10.47% (95%CI 6.79–15.8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prevalence of HLMR has been increasing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frequencies 
of HLMR and LLMR isolated from SSTI more often than from other samples. The use of 
mupirocin should be more stringently controlled as well as guided by susceptibility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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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75 

Semi-rational screening of the inhibitors and blactam 
antibiotics against the New Delhi metallo-blactamase 1 

(NDM-1) producing E. coli 
 

Juan Wang,Weijia Wang 

Zhongshan People's Hospital，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Bacteria containing blaNDM-1 gene are a growing threat to almost all clinically β-
lactam antibiotics. Especially, the New Delhi metallo-β-lactamase (NDM-1) has become a 
potential public survival risk. In this study, a novel and efficient strategy for inhibitors and β-lactam 
antibiotics screening using recombinant New Delhi metallo-beta-lactamase (NDM-1) was 
developed. 
Methods First, the gene of blaNDM-1 was identified and cloned from multi-drug resistance of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isolate; by the means of protein expression and purification, 
recombinant NDM-1 activity was up to 68.5 U ml-1, and high purity NDM-1 protein with activity of 
347.4 U mg-1 was obtained. Finally, for NDM-1, the inhibitors (aspergillomarasmine A (AMA) and 
EDTA) with high affinity (HI) and the β-lactam antibiotics (imipenem) with low affinity (LA) were 
screened out. 
Results Surprisingly, the inhibition of the NDM-1 was enhanced by the use of inhibitor 
combinations (AMA–EDTA (1: 2)), where the IC50 of AMA–EDTA was reduced by 88% and 95%, 
respectively, comparing to the AMA and EDTA alone. More interesting, AMA-EDTA could restore 
the activity of imipenem when tested against NDM-1 expressing strains (E. coli and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with a working time of 120 min and 330 min,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is method is expected to be used in high-throughput screening, drug redesign 
(including new inhibitors and drugs) and “old drug new use”. 
 
 

PU-3576 

恒温扩增实时荧光检测技术 

在手足口病病毒 EV71 型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荣婷婷,沈立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233000 

 

目的  评估 RNA 恒温扩增实时荧光检测技术（SAT）在临床咽拭子标本肠道病毒 EV71 检测中的临

床价值。 

方法  对 2014 年 6 月到 9 月上海市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40 例临床怀疑手足口病患者的咽拭子标

本及 20 例其他呼吸道病毒感染患者分别用 SAT 法、EB 病毒核酸扩增荧光体外检测试剂盒 RT-

PCR 法同时进行检测。SAT 法和 RT-PCR 法结果不符标本，再对两种方法的扩增产物进行扩增及

测序，对病毒型别进行鉴定。采用 х2检验比较 SAT 法与上述两种方法对肠道病毒 EV71 的阳性检

出率。 

结果   以测序结果作为金标准，则 SAT 方法的敏感度为 95% （ 38/40），特异度为

90.9%(20/22)，阳性预测值为 100%(38/38) ，阴性预测值为 90.9%(20/22) 。 SAT 法与测序法结

果符合率为 95%(38/40)。 临床怀疑手足口病患者咽拭子标本 SAT 法、RT-PCR 法的阳性检出率分

别为 63.3%(38/60),58.3%(35/60) ，SAT 法显著高于 RT-PCR 法的阳性检出率，P 值＜0.05，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SAT 技术用于肠道病毒 EV71 实验室诊断具有特异度高、敏感度好，操作简便、快速，污染

率低的特点，有望成为实验室诊断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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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灭活试验 

筛查产碳青霉烯酶肠杆菌科细菌的效能评价 

 
余佳佳,刘瑛,俞静,李媛睿,刘静娴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233000 

 

目的  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灭活试验（Carbapenem Inactivation Method，CIM）是 2015 年由国外

学者 van der Zwaluw 建立，可用于细菌碳青霉烯酶的快速检测。本研究评估 CIM 试验快速筛查产

碳青霉烯酶肠杆菌科细菌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09 年 6 月-2015 年 6 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临床标本中分离的 154 株

肠杆菌科细菌，其中 150 株细菌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敏感性降低，4 株细菌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

物敏感。使用 PCR 扩增法检测常见的碳青霉烯酶基因，包括 blaKPC-2、blaGES、blaIMP-1、blaIMP-2、

blaVIM-1、blaVIM-2 、blaNDM-1和 blaOXA-48，并对 PCR 产物进行测序。以碳青霉烯酶基因测序结果作

为金标准，利用 CIM 试验筛查 154 株肠杆菌科细菌中产碳青霉烯酶的细菌，并与改良 Hodge 试验

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150 株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敏感性降低的肠杆菌科细菌中，碳青霉烯酶基因检测阳性有

125 株，阴性有 25 株；4 株敏感菌碳青霉烯酶基因检测均为阴性。敏感性降低菌株中 CIM 试验阳

性有 126 株，阴性有 24 株，敏感菌株 CIM 试验均为阴性，符合率、特异度和灵敏度分别为

99.4%、96.6%和 100%；敏感性降低菌株中改良 Hodge 试验阳性有 127 株，其中 2 株为弱阳性，

阴性有 23 株，敏感菌株改良 Hodge 试验均为阴性，符合率、特异度和灵敏度分别为 98.7%、

93.1%和 100%。CIM 试验仅需 8 小时即可得到结果，而改良 Hodge 试验需要 16～24 小时。 

结论  与改良 Hodge 试验相比，CIM 试验具有符合率与特异度高、试验时间短和结果易于观察等优

势，可当天向临床科室发出报告。该试验操作简便，无需特殊的试剂和仪器，适合在各级医院的微

生物实验室中推广使用，有助于临床微生物实验室快速筛查产碳青霉烯酶肠杆菌科细菌，从而指导

临床医师采取合理的抗菌药物治疗和相应的感染控制措施。 

 
 

PU-3578 

肺炎患儿外周血超敏 C 反应蛋白、 

降钙素原及细胞免疫指标变化及意义.docx 

 
袁婷 

湛江中心人民医院,524000 

 

目的  探讨肺炎患儿外周血超敏 C 反应蛋白、降钙素原、细胞免疫指标的变化情况，总结其变化的

临床意义。 

方法  选择 2016 年 9 月-2017 年 9 月本院肺炎患儿 90 例，包括细菌性肺炎、病毒性肺炎、支原体

肺炎三种疾病患儿，另外选取 30 例健康小儿作为对照组，均接受外周血超敏 C 反应蛋白、降钙素

原及细胞免疫指标测定，分析结果。 

结果  支原体肺炎组、细菌性肺炎组患儿 hs-CRP 测定结果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 3

组细胞免疫指标 CD3＋、CD4＋、CD8＋、CD4＋/CD8＋均与对照组有明显差异(P＜0.05)；细菌

性肺炎组 PCT 水平、PCT 阳性率明显高于病毒性肺炎组以及支原体肺炎组，且高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通过测定外周血超敏 C 反应蛋白、降钙素原及细胞免疫指标水平，有助于临床肺炎的诊断以

及鉴别，指导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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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至 2016 年全国 15 家教学医院院内 

获得性腹腔感染的细菌流行病学调查和预后研究 

 
张建港,王辉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100000 

 

目的  监测 2007 年至 2016 年我国不同地区 15 家教学医院分离的腹腔感染病原菌的菌种分布及其

体外药物敏感性，并对腹腔感染患者的预后进行回顾性研究。 

方法  按设计方案收集来自腹腔感染的病原菌。菌株经中心实验室复核后，采用琼脂稀释法测定菌

株的最低抑菌浓度(MIC)，判定标准使用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M100-S27 的规定。药

敏数据输入 WHONET 软件进行耐药性分析。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确定引起腹腔感染的危险因

素与患者的预后情况。 

结果  2007 年至 2016 年共收集腹腔感染病原菌 2913 株，其中革兰氏阴性菌 2063 株（70.8%），

革兰氏阳性菌 850 株（29.2%）。病原菌中分离率位于前 5 位的分别为：大肠杆菌（973 株，

33.4%）、肺炎克雷伯菌（314 株，10.8%）、屎肠球菌（312 株，10.7%）、粪肠球菌（175 株，

6.0%）和金黄葡萄球菌（140 株，4.8%）。本研究共纳入了 2756 例腹腔感染患者。这些患者的

30 天全因死亡率为 9.5%。腹腔感染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有：年龄（P<0.001）、肺部并发疾病

（P=0.037）、气管内插管（P=0.027）、感染发生在 ICU 病房（P=0.001）、最近 90 天内住过院

（P<0.001）、发生感染前使用过抗生素（P=0.006）、近期使用过免疫抑制剂（P=0.004）和致

病菌为多重耐药菌（P<0.001）。 

结论  革兰氏阴性肠杆菌科细菌和革兰氏阳性肠球菌是腹腔感染的主要病原菌。替加环

素、碳青霉烯类和阿米卡星对引发腹腔感染的肠杆菌科细菌保持了较高的抗菌活性，

而非发酵的革兰阴性杆菌的耐药情况令人担忧。替考拉宁和万古霉素对院内革兰阳性

球菌保持了较高的抗菌活性。在腹腔感染患者中，年龄、肺部并发疾病、感染发生在

ICU 病房、最近 90 天内住过院、发生感染前使用过抗生素、近期使用过免疫抑制剂和

致病菌为多重耐药菌为腹腔感染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PU-3580 

手术室医务人员携带细菌情况的现状分析 

 
周强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手术室医务人员鼻前庭、双手及手机携带细菌情况，加强对手术室医护人员医院感染的

预防和控制。 

方法  采用涂抹采样和细菌分离鉴定方法，对某医院手术室工作一年以上的 80 例医护人员鼻前庭、

双手屈掌面及手机所携带的病原菌进行培养检测，MRSA 筛查培养基、ESBL 筛查培养基分别筛查

MRSA、MRSCON、ESBL 耐药菌株。 

结果  受检的医护人员鼻前庭标本共分离条件致病菌 112 株，革兰球菌和革兰阴性杆菌分别占 67.0

％（75/112）和 33.0％（37/112）；医生、护士和护工鼻前庭多重耐药菌 MRSA、MRSCON、

ESBL 携带率分别为 15.0%、40.0%和 33.3%；医生、护士和护工手标本的合格率分别为 85.0%、

93.3％和 53.3％；手机标本中合格率为 98.75（79/80），仅 1 部手机标本细菌检出率超标。 

结论  该院手术室医护人员鼻前庭普遍携带病原菌，并存在多重耐药菌，应加强对医护人员病原菌

及耐药率的检测，同时应加强对护工手卫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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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81 

核酸、NS1 抗原及 IgM/IgG 抗体测定 

在登革热不同病程中的诊断价值 

 
周强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登革病毒核酸、NS1 抗原和 IgM/IgG 抗体检测对 DF 不同病程的诊断价值，为合理使用

DF 实验室诊断项目提供依据。 

方法  以开始发热为发病第 1 天，对 DF 患者不同时间点的血清标本，采用 qRT-PCR 检测 vRNA；

采用免疫层析法检测 NS1 抗原和 IgM/IgG 抗体，分析这三种方法对 DF 不同阶段的诊断价值。 

结果  vRNA 总阳性率为 78.7%，其中第 1~5 天 qRT-PCR 阳性率为 100%，第 6 天开始下降；

NS1 总阳性率为 85.4%，第 1~8 天均大于 80%，第 9 天开始降低；IgM 抗体在第 3 天开始出现并

逐渐升高，总阳性率为 68.9%；IgG 抗体总阳性率为 28.7%，第 1~7 天阳性率较低，第 8 天开始

迅速升高；vRNA 和 NS1 联合检测在第 1~8 天阳性率为 100%，NS1 和 IgM/IgG 联合检测在第 7

天以后阳性率为 100%。 

结论  核酸检测在 DF 早期阳性率达 100%，为 DF 早期患者首选检测方法；NS1 持续时间较长，适

用于登革热中期诊断，联合 vRNA 检测可以到达 100%的灵敏度；IgM/IgG 抗体检测在病程后期有

重要诊断价值。 

 
 

PU-3582 

1195 例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分离菌耐药监测 

 
陈玲 1,杨传松 1,李佳 2,张琴 3,肖金 1 

1.江油市人民医院,621000 

2.江油市九 0 三医院 

3.江油市第二人民医院,621000 

 

目的  调查江油地区社区获得性呼吸道感染患者分离主要细菌的耐药性，为本地区呼吸道感染治疗

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6.1-2017.12 两年江油地区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首次标本分离的 1195 例菌株，其中

流感嗜血杆菌 438 株，肺炎链球菌 365 株，肺炎克雷伯菌 143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 125 株，卡他

莫拉菌 116 株，A 群链球菌 8 株；用微量肉汤稀释法测定常规抗菌药物的 MIC 值；采用

WHONET-5.6 软件统计与分析菌株对受试抗菌药物的敏感度。 

结果  江油地区社区获得性呼吸道感染，在纳入分析的呼吸道常见六种菌中，流感嗜血杆菌占

36.7%，肺炎链球菌占 30.5%，肺炎克雷伯菌占 12.0%，金黄色葡萄球菌占 10.5%，卡他莫拉菌占

9.7%等。肺炎链球菌菌和 A 群链球菌对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喹诺酮类均高度敏感（大于

95%），未检出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喹奴普汀/达福普汀耐药菌株，PRSP（耐青霉素肺炎链球

菌）分离率 2.7%；流感嗜血杆菌和卡他莫拉菌对测试的 12 种抗生素，未发现对三代头孢菌素、阿

莫西林/克拉维酸、 氧氟沙星耐药菌株，但卡他莫拉菌比流感嗜血杆菌更耐药，β-内酰胺酶试验阳

性率也更高，前者为 31.0%(36/116)、后者为 21.9%(95/438)；几乎所有（99.3%）受试肺炎克雷

伯菌对亚胺培南及美罗培南显示敏感，在治疗肺炎克雷伯菌选择抗生素上，第三代头孢菌素如头孢

噻肟、头孢曲松、头孢他啶敏感率高于第一、二代头孢菌素，但是不及喹诺酮类敏感如环丙沙星

（89.5%）、左氧氟沙星（94.4%）敏感； 

结论  引起本地区 CAP（不含非典型肺炎和病毒性肺炎）以细菌为流感嗜血杆菌、肺炎链球菌为

主，其次为肺炎克雷伯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卡他莫拉菌等，本地区初次诊断 CAP 可选用阿莫西

林克拉维酸、第三代头孢菌素，重症 CAP 可联用阿奇霉素、呼吸氟喹诺酮类等广谱而强有力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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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药物进行治疗。但是，当找到病原菌应根据药敏试验降阶梯治疗，选用窄谱、有效、安全、经济

的抗生素，最终做到精准治疗。 

 
 

PU-3583 

The clinical relevance of the detection of atypical 
pathogens and respiratory viruses in adults with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in Guangzhou 

 
Sheng Qin 

Guang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of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spread of atypical pathogens and 
respiratory viruses in adults admitted with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CAP) in South China, 
the available laboratory and hospital admission data from a hospital in Guangzhou were analysed. 
Methods We detected atypical pathogens and respiratory viruses using the PneumoslideIgM test. 
From September 2014 to October 2015, 685 hospitalized CAP patients and 108 non-CAP control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Elderly patients and those with pre-existing kidney disease 
were at higher risk of developing CAP. 
Results The total percentage of the CAP patients who tested positive in the PneumoslideIgM test 
was 35.4%, and the highest rate was observed in the 18- to 24-year age group (P<0.05). 
Mycoplasma pneumoniae (MP) showed the highest positive rate, 17.11%, and the mean age of 
MP-infected pati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s (P<0.05). The study identified a 
multiple-infection rate of 4.37%. Among 685 patients with CAP, cough and expectoration were the 
most common symptoms (P<0.01), occurring in 78.4% and 67.4% of patients, respectively, 
followed by fever (P<0.01), which occurred in 54% (169/310) of the patients, with a typical 
duration of 0-3 days. Anhelation (39.1%), inappetence (36.8%), thirst (26.7%), chill (18.7), 
headache (14.6%) and dizziness (13.1%) were also frequently observed in the CAP group. 
Conclusions In summary, MP was the most common causative pathogen in adult CAP patients 
in Guangzhou, with the highest percentage of positive results in the PneumoslideIgM test found in 
the 18- to 24-year age group in the 18- to 24-year age group. The characteristic symptoms in 
CAP patients were cough, expectoration and fever, accompanied by obvious systemic and 
respiratory symptoms. 
 
 

PU-3584 

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的研究进展 

 
张雅薇,王辉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100000 

 

目的  肺炎克雷伯菌是引起医院和社区获得性感染的最主要致病菌之一，可引起肺炎、泌尿系统感

染、菌血症、肝脓肿和脑膜炎等严重感染，有时甚至继发脓毒血症并导致死亡。引起临床致死性感

染的肺炎克雷伯菌高毒力侵袭性种群，以及全球广泛播散的多重耐药菌是肺炎克雷伯菌发展的两个

重要趋势。 

方法  本综述重点总结了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的流行病学、毒力致病机制和耐药方面的研究进展。 

结果  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hvKP）严重威胁人类公共卫生健康，自台湾地区首次报道以来，

hvKP 的感染不仅仅局限于亚太地区（如台湾地区、韩国、日本、伊朗、新加坡等），北美（美国

和加拿大）、南美（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欧洲（法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等）、澳大利

亚、非洲和南非等多个地区也相继出现 hvKP，发生率在全球呈现上升趋势，引起临床广泛关注。

近年来，我国 hvKP 的发生率也逐渐增加。与经典型肺炎克雷伯菌（cKP）相比，hvKP 具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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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力相关因素，包括高粘液表型、荚膜多糖血清型、特异性 ST 分型、摄铁系统、毒力质粒、致病

岛和其他毒力因子。目前，大部分 hvKP 对抗菌药物敏感，但是多重耐药 hvKP 感染的病例已经出

现，且临床预后较差。目前，全球 hvKP 的研究很少，且大部分停留在病例报道方面。有关耐药

hvKP 感染的临床和分子生物学特点、危险因素等，国内外鲜有报道。此外，大多数研究以拉丝试

验阳性作为 hvKP 的定义标准，但是否所有拉丝阳性的菌株均为 hvKP，以及高粘液表型与毒力的

关系仍不明确。因此，亟需开展将菌株的基因背景纳入 hvKP 判定的多中心流行病学研究。 

结论  hvKP 在全球发生率不断升高，多重耐药菌株，如产 ESBL 和碳青霉烯类耐药的高毒株已出

现，提示临床重点关注。 

 
 

PU-3585 

血液分离肺炎克雷伯菌 ompK36 基因型分布 

及与毒力、耐药性相关分析 

 
蓝优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探讨血液分离肺炎克雷伯菌膜孔蛋白 ompK36 基因型分布及其毒力、耐药性的差异及关系。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0 月分离自血液样本的肺炎克雷伯菌 103 株，并检索临床资

料。采用 K-B 法检测菌株耐药性；拉丝试验检测高黏液（HMV）表型；PCR 检测 ompK36 基因

型、常见荚膜血清型及毒力基因。 

结果  103 株肺炎克雷伯菌中，ompK36 基因型分为 A 型 15 株（14.6%）、B 型 10 株（9.7%）、

C 型 34 株（33.0%）、D 型 41 株（39.8%）和未分型 3 株（2.9%）。其中，A 型 HMV 表型、荚

膜血清型 K1/K2/K5/K20/K54/K57、毒力基因 rmpA、aerobactin、 iucB 的阳性率分别为 0%

（0/15）、0%（0/15）、6.7%（1/15）、0%（0/15）、0%（0/15）；B 型相对应的阳性率分别

为 20.0%（2/10）、20.0%（2/10）、20.0%（2/10）、20.0%（2/10）、20.0%（2/10）；C 型相

对应的阳性率为 50.0%（17/34）、52.9%（18/34）、58.8%（20/34）、61.8%（21/34）、

44.1%（15/34）；D 型相对应的阳性率为 7.3%（3/41）、4.9%（2/41）、9.8%（4/41）、7.3%

（3/41）、34.1%（14/41）。各基因型菌株间 HMV 表型、荚膜血清型 K1/K2/K5/K20/K54/K57、

毒力基因 rmpA、aerobactin、iucB 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 C 型菌株各阳性率

均最高。耐药性分析结果显示各基因型菌株间耐药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 D 型菌

株耐药率最高。 

结论  HMV 表型、常见荚膜血清型、毒力基因 rmpA、aerobactin、iucB 主要见于 C 型；耐药菌株

主要见于 D 型，ompK36 分型有助于预测肺炎克雷伯菌毒力株及耐药株。 

 
 

PU-3586 

ST81 型艰难梭菌耐药特征及耐药机制的研究 

 
王保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100000 

 

目的  通过对比分析 ST81 型和其他 ST 型别艰难梭菌的对抗菌药物耐药率及耐药基因编码的氨基酸

突变特征，初步探讨 ST81 型别艰难梭菌菌株在我院流行的主要原因 

方法   采用琼脂稀释法测定 136 株艰难梭菌对甲硝唑、万古霉素、非达霉素等 11 种抗菌药物的

MIC 值；PCR 扩增耐药相关基因（GyrA，GyrB，ermB 和 rpoB）等，测序并分析氨基酸突变位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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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所有的 ST81 型别艰难梭菌菌株属于多重耐药菌，对红霉素(MICs ≥ 256 μg/ml)，克林霉

素(MICs ≥ 32 μg/ml)，莫西沙星（MICs ≥ 128 μg/ml）及头孢曲松(MICs ≥ 128 μg/ml)均呈现高水

平的耐药，对这四种药物的耐药率为 100%，高于其他 ST 型别。（2） ST81 型别菌株其 GyrA 和

GyrB 基因编码的氨基酸同时发生突变，而其他 ST 型别对喹诺酮类耐药的菌株其 GyrA 基因编码的

氨基酸发生单突变。（3）ST81、ST8 型菌株 ermB 基因的阳性率为 100%，介导对 MLSB 类药物

的高水平耐药，高于其他 ST 型别。（4）ST81 型别菌株对利福昔明的耐药率为 0，其 RpoB 基因

无突变；ST39 型别菌株对利福昔明产生耐药，其基因组的 RpoB 基因发生突变。 

结论  （1）ST81 型菌株为多重耐药菌株，对临床常见抗生素的耐药率高于其他 ST 型别。（2）

ST81 型菌株对喹诺酮类耐药机制与其他 ST 型别菌株不同。（3）结合转座子 ermB 基因在大环内

酯类耐药中起主要重要作用。（4）RpoB 基因突变与利福昔明耐药相关 

 
 

PU-3587 

Developmentand application of a double-antigen sandwich 
ELISAfor detecting dengue 1 virusspecific antibodies 

 
Qiang Zhou 

Guangdong Province Hospital OF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Envelope domain III(EDIII) of the dengue virus (DENV) is responsible for viral 
attachment to host cells, and forms an attractive target fortype-specificneutralizing antibodies 
response. However, type-specific antibodies against the primarydengue virus infection may 
contribute to enhance disease during secondary infection with another serotype. In this study the 
ELISAmethod for detecting type-specificantibodies in DENV1exposed individualswas developed 
using double-EDIII antigen sandwich ELISA. 
Methods EDIII proteins of DENV1 were expressed in Escherichia coliand purified by Ni-NTA 
metal-affinity chromatography followed by coupling onto horseradish peroxidase(HPR)directly. 
ELISA for determining the type-specificantibodies was described using the labeled EDIII proteins. 
Serawith DENV1infection were detected usingthe ELISA and also compared with theconfirmed 
test of plaque reduction neutralization test (PRNT). 
Results Specific antibodies to EDIII were found in 39 out of 42 sera of patients with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to DENV1 (92.9% sensitivity). The antibodiesof 1 patient were negative with the two 
methods. A close correlation (R2=0.5176,P<0.01) between the two methods was apparent. 
Dynamic detection showed that DENV1 specific antibodies were detectablein day 7 during 
dengue infection and increased to peak rapidly from day10 to day 12, thendecreased after 10 to 
12 months.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ouble-EDIII sandwich ELISA showa high sensitivity 
in detecting DENV1 specific antibodies, and the method will be valuable to determine the 
DENV1specific antibodies in DENV1 endemic regions. 
 
 

PU-3588 

某医院 1754 株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分布特点及其耐药性分析 

 
王云凤,石瑛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450000 

 

目的  分析多重耐药菌医院感染的临床分布特点及耐药性情况,为临床合理选用抗菌药物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选取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2016 年 7 月-2017 年 7 月多重耐药菌医院

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其病原菌分布及其耐药性情况进行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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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该医院临床科室 2016 年 7 月-2017 年 7 月全年分离出医院感染病原菌 1754 株，其中多重耐

药菌 337 株，占病原菌总数的 19.21%；分别以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菌（CRKPN）、ESBL

（+）大肠埃希菌、ESBL（+）肺炎克雷伯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耐碳青鲍

曼不动杆菌居前 5 位。多重耐药菌主要分离自痰液(占 42.62%)、尿液(占 33.24%)、分泌物(占

20.20%)和血液（2.17%）；多重耐药菌检出较高的科室依次为 NICU、PICU、儿童呼吸科和心外

科；分离出的耐碳青霉烯类菌株对美罗培南、亚胺培南的耐药率已高达 65.0%。 

结论  该医院临床分离病原菌耐药严重，应采取积极的防控和干预措施,以降低多重耐药菌医院感染

发生率，提高医疗质量。  

 
 

PU-3589 

中国热带地区乙肝患者基因分型 

与抗原定量及 HBV-DNA 含量相关性分析 

 
周光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中国热带地区乙肝基因型分型与 HBV-DNA 水平和血清标志物的关系，为进一步掌握本

地区 HBV 感染的自然史和制定防治措施奠定基础。 

方法  收集热带地区 200 例乙肝患者血清，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FQ-PCR)检测 HBV-

DNA 水平和 HBV 基因分型，采用全自动电化学发光仪器检测乙肝五项标志物和乙肝表面抗原定量

值。 

结果  1、该地区 HBV 患者 B 基因型比率（64.0%）显著高于 C 和 BC 基因型（分别占 15.5%和

12.0%）（P＜0.01）；2、不同基因型中 HBsAg 含量、HBV-DNA 水平的分布不同：C 基因型中

HBsAg＞20000 IU/mL 患者、HBV-DNA＞105 copies/mL 患者分别为 41.9%、74.2%，明显高于 B

基因型（分别为 19.5%、53.1%）和 BC 基因型（分别为 0%、12.4%）；3、基因型与 HBeAg/抗-

HBe 具有相关性：C 型 HBeAg 阳性率(64.5%)明显高于 B 和 BC 型（P＜0.01），BC 型抗-HBe 阳

性率（83.3%）明显高于 B 和 C 型（P＜0.01）；4、HBsAg 和 HBV-DNA 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随

着 HBsAg 浓度的增加，B、C 型的 HBV-DNA 检测值呈现出向高浓度逐渐集中的趋势，当达到

HBsAg＞20000 IU/mL 时，B、C 型的 HBV-DNA 都大于 105 copies/mL，BC 型无此规律变化；

5、不同基因型时 HBsAg 含量和 HBeAg/抗-HBe 的相关性：HBeAg（+）时，C 型中 HBsAg＞

20000 IU/mL 者占 41.9%，明显高于在 B 和 BC 型患者（P＜0.01）；抗-HBe（+）时，BC 型

HBsAg＜1500 IU/mL 占 45.8%，明显高于 B 和 C 型（P＜0.01）。 

结论  中国热带地区 HBV 基因型以 B 型为主。HBV 不同基因型与 HBsAg、HBeAg、HBV-DNA 都

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此外，结果提示 C 基因型的病毒载量、DNA 复制水平、突变能力和肝损伤都

明显高于 B 型和 BC 混合型。联合检测 HBV 基因型、血清标志物和 HBV-DNA，可及时发现免疫

应答差、无免疫应答者和耐药突变者，为调整治疗方案和管理手段提供有力支持。 

 
 

PU-3590 

3308 株肠球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沈跃云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了解不同标本来源的肠球菌属分布及耐药性特点，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4 至 2016 年不同标本来源的肠球菌属分布特点及耐药状况，应用

WHONET 5.6 对药敏数据进行分析，应用 SPSS 16.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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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近三年，肠球菌分离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检出率分别为：9.14%、9.55%、10.10%；主要标

本来源为尿液、血液、组织及引流液；不同标本来源的屎肠球菌对青霉素 G、氨苄西林、左旋氧氟

沙星、万古霉素和环丙沙星的耐药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尿液标本的耐药率均高于组织和血液标

本；不同标本来源的粪肠球菌对四环素、红霉素的耐药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尿液中耐药率最高，

其次是血液标本，组织标本耐药率最低。 

结论  肠球菌分离率逐年升高，部分常用抗菌药物在尿液标本的耐药率相对较高，临床医生应根据

药敏情况合理使用抗菌药物，防止更多耐药菌株出现。 

 
 

PU-3591 

ST81 型别艰难梭菌菌株在我院出现及流行 

 
王保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100000 

 

目的  应用 MLST 分子分型技术分析我院不同核酸型别临床艰难梭菌分离株的流行情况。 

方法  收集 2016 年至 2017 年期间，近 1000 例临床住院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病人的粪便标本，分

离、培养和鉴定艰难梭菌，扩增毒素基因，分析毒素基因类型，进一步应用 MLST 分子分型技术分

析临床艰难梭菌分离株的分子型别分布。 

结果  共获得 136 株艰难梭菌菌株，包括 110 株毒素阳性（32 株 tcdA-B+, 78 株 tcdA+B+）和 26

株毒素阴性菌株（tcdA-B-），未分离出二元毒素阳性的菌株；MLST 分子分型鉴定出 28 个 ST 型

别，以 ST81 型为主（26 株，占 18.12%），其次为 ST8（15 株，占 11.03%）和 ST2（14 株，

占 10.29%），其中 ST409 和 ST416 为新的 ST 型别。 

结论  我院艰难梭菌感染以 ST81 型为主，与国内报道的主要流行型别不同，表明艰难梭菌感染存

在地域分布的差异。 

 
 

PU-3592 

2785 例念珠菌感染临床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马薇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了解我院临床送检非痰类标本中念珠菌分布情况，并分析其耐药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4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临床收集的非痰类标本中分离的念珠菌 2785

株，分析鉴定结果及药敏试验。 

结果  2785 株念珠菌中，白念珠菌 55.62％，光滑念珠菌 18.89％，热带念珠菌 12.71％，近平滑

念珠菌 8.19％，克柔念珠菌 2.08％,其他念珠菌 2.15％。从尿、创口分泌物、组织、血液、产道五

个部位分离到的念珠菌中均以白念珠菌检出率最高。五种念珠菌对两性霉素 B 和 5-氟胞嘧啶耐药

率≤10％，而对氟康唑和伊曲康唑耐药率较高。 

结论  临床应根据真菌感染的部位及菌种选择不同的抗真菌药物，能及时有效的预防和控制真菌感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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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93 

棒状杆菌属细菌感染的流行病学特点和药物敏感性分析 

 
孙伟,苏建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临床分离的棒状杆菌属细菌的流行学特点和药物敏感性特征，为临床治疗棒状杆菌提供

实验室依据。 

方法  将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临床分离的 166 株棒状杆菌

通过 MADI-TOF MS 微生物质谱鉴定系统进行鉴定，并结合患者相关信息，进行分析总结。参照

CLSI M45 (第 3 版)，利用微量肉汤稀释法对临床分离株进行药物敏感性检测。 

结果  166 株棒状杆菌以纹带棒状杆菌为主（146/166），标本主要来源为干部保健病房和重症监护

病房的老年患者，尤以 80 岁以上患者占比最高（93 /166）。药敏结果显示，166 株棒状杆菌对青

霉素、头孢噻肟、红霉素、克林霉素、环丙沙星、四环素的耐药率均超过 55％，未发现对万古霉

素、利福平和利奈唑胺耐药。 

结论  棒状杆菌属细菌为临床重要的机会致病菌，以纹带棒状杆菌最为常见，需引起临床高度重

视，医护人员日常工作中应注意手卫生，减少该菌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可能性。 

 
 

PU-3594 

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呼吸道定植清除的必要性 

 
庞载元 

攀枝花市中心医院 

 

目的  随着广谱抗菌药的大量使用，近年来，多重耐药、泛耐药菌的流行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

点。对于日益增多的耐药菌，可能性更大的情况是，由于医疗机构基础硬件设施的不足、就医患者

数量的巨大，加之医院感染有效防控手段的缺失而使得耐药细菌在医疗机构中的患者间广泛传播。

在耐药菌已广泛传播的情况下简单地限制抗生素使用未必能够真正有效地控制细菌的耐药性和耐药

细菌的传播。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Extensively Drug Resistant A.baumannii，XDRAB）是指对

临床常用的五类抗生素耐药仅对 1～2 种潜在有抗不动杆菌活性的药物（主要指替加环素和/或多黏

菌素）敏感的菌株，由于耐药程度高药物难以清除。该菌主要分布于呼吸道中，在重症医学科、神

经科、呼吸科，由于侵入性操作较多容易造成重症患者发生肺部感染、血流感染和尿路感染等，泛

耐药会极大提高其临床治疗的危险性,一旦发生血流感染病死率极高。XDRAB 的大量检出和引起难

于控制的感染问题，主要源于其呼吸道定植管理松懈有关。本文阐述了 XDRAB 呼吸道定植清除的

必要性，讨论了哪些患者需要定植清除，用什么方法清除，哪些患者可以不做定植清除，不做定植

清除如何加强管理等问题。 

方法  本文阐述了 XDRAB 呼吸道定植清除的必要性，讨论了哪些患者需要定植清除，用什么方法

清除，哪些患者可以不做定植清除，不做定植清除如何加强管理等问题。 

结果  本文阐述了 XDRAB 呼吸道定植清除的必要性，讨论了哪些患者需要定植清除，用什么方法

清除，哪些患者可以不做定植清除，不做定植清除如何加强管理等问题。 

结论  本文阐述了 XDRAB 呼吸道定植清除的必要性，讨论了哪些患者需要定植清除，用什么方法

清除，哪些患者可以不做定植清除，不做定植清除如何加强管理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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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95 

肠道共生菌—嗜黏蛋白阿克曼氏菌与肥胖和和糖代谢异常的关系 

 
彭永正,郭先凤 

广东省 广州市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目的  分离具有缓解肥胖作用的人体肠道共生菌。 

方法  分离具有缓解肥胖作用的人体肠道共生菌。 

结果  我们在世界上率先分离了 37 株人体肠道嗜黏蛋白阿克曼氏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

AKK），并用小鼠模型初步研究了 GP01 株的功能。 

结论  GP01 株能显著降低高脂饮食诱导的小鼠空腹血糖水平，减体重，改善胰岛素抵抗、肝细胞

脂肪变、棕色脂肪细胞白色化及学习认知功能损伤。 

 
 

PU-3596 

2017 年肠道门诊分离气单胞的 MLPA 分型及流行病学分析 

 
周妍妍,苏建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100000 

 

目的   本研究采集腹泻病例粪便标本进行气单胞菌的分离，通过多基因串联系统进化分析

(Multilocus Phylogenetic Analysis, MLPA）对气单胞菌进行种的鉴定，获得气单胞菌菌种分布特

征，提供北京地区气单胞菌相关性腹泻的流行病学数据。 

方法  收集 2017 年北京友谊医院 4-10 月肠道门诊的急性腹泻患者粪便标本进行气单胞菌的分离，

同时以非腹泻病例粪便气单胞菌的分离率作为正常对照。粪便首先经蛋白胨水增菌后，经 20μg/ml

氨苄西林的血平板和庆大霉素培养基同时进行分离培养，挑取动力阳性、氧化酶阳性的可疑菌落转

种血平板，质谱鉴定后，20%甘油肉汤冻存液保存菌株，置于-80℃冰箱。其后对收集到的气单胞

菌进行 MLPA 分型：以 gyrB, rpoD, recA, dnaJ, gyrA, dnaX 和 atpD 为目标基因，将扩增产物串联

并用 MEGA5.0 软件进行聚类分析。 

结果  共收集北京友谊医院 4-10 月肠道门诊的急性腹泻标本 2038 份，其中气单胞相关腹泻 163

例，分离率为 8.0%（163/2038），其中 1 名病人为 A.caviae 和 A.veronii 混合感染。共收集健康

体检人群正常粪便 200 份，分离出一株 A.veronii，分离率为 0.5%（1/200）。腹泻病例与非腹泻

病例气单胞菌分离率有统计学差异（p < 0.05）。在本研究腹泻样本中，除 1 株无法分型，164 株

气单胞分为 8 个种，分别是 87 株 A.veronii (52.7%)， 62 株 A.caviae (37.6%)， 4 株

A.enteropelogenes (2.4%) ， 5 株 A. dhakensis (3.0%) ， 3 株 A.hydrophila (1.8%) ， 

A.allosaccharophila、A.sanarellii、A.taiwanensis 各 1 株 (0.6%)。 

结论  与腹泻相关的气单胞菌主要是 A.veronii 和 A.caviae，而 A.hydrophila 在腹泻病人粪便分离率

不高。在临床工作中，建立气单胞的 MLPA 分型方法，能够弥补生化及 MS 鉴定对气单胞种间分型

的缺陷，对预防和控制气单胞菌相关性腹泻发生及流行有重要意义。 

 
 

http://www.so.com/link?m=ar8%2FHnbYPR51NnKOvnCSUFX9cUiWXZIu%2FtG1ldZNGNdhrLfbN4cGZ14Rk0Qsc7X0DCG9RQVPRsVb5c5t7qjzVWny%2B6D1CpMzOros1mULctTrT7PFY6ITRwogPodahdlmzOHO1Crt1KPdlLSW7eXUMzmStp2mU68Eu%2BnOp9TF9z3aT%2BWTMsFXa2syYZYBGTzRFhwTkgQ%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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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97 

科玛嘉显色培养、VITEK2 和 MALDI-TOF MS 

鉴定酵母样真菌的临床应用价值比较 
 

李炼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分析某医院 2017-2018 年住院患者无菌体液中分离酵母样真菌的菌群分布及相关危险因素；

比较科玛嘉显色培养、VITEK2 和 MALDI-TOF MS（VITEK）在临床无菌体液分离酵母样真菌菌株

中的鉴定准确性，进而评价不同方法在酵母样真菌鉴定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统计分析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4 月住院患者中无菌体液分离酵母样真菌菌群分布，并收集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4 月住院患者无菌体液分离酵母样真菌，分析相关危险因素后，分别用科

玛嘉显色培养、VITEK2 和 MALDI-TOF MS 进行鉴定，结果不符者经真菌 ITS 序列分子测序，分

析不同方法的准确性。 

结果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4 月共 90 例无菌体液培养阳性患者，分离出 92 株酵母样真菌，菌株

类型共 13 种，常见菌种分布情况为：白念珠菌最多（35%，31/92），其次是热带念珠菌

（ 25%,23/92）、近平滑念珠菌（ 14%,13/92）、新型隐球菌（ 8%,7/92）、光滑念珠菌

（6%,5/92）、克柔念珠菌（4%,4/92）。 

经 3 种方法分别对上述菌株进行鉴定，不符者经 ITS 序列测序确认，准确率分别为：科玛嘉显色培

养 78.9%（30/38）、VITEK2 84.2%（32/38）和 MALDI-TOF MS100%（38/38）,两组之间进行

c2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提示：MALDI-TOF MS 方法在常见酵母样真菌的鉴

定准确率较高，但对少见酵母样真菌的鉴定准确率仍需后续评估。 

结论  本院无菌体液中分离的酵母样真菌以白念珠菌居多，非白念珠菌呈明显上升趋势，我院非白

念珠菌以热带念珠菌为主。IFD 感染的危险因素多，本次实验观察到的指标有：入住 ICU、高龄、

恶性血液系统疾病、糖尿病、应用糖皮质激素。在常见酵母样真菌鉴定方法中，MALDI-TOF MS

准确性最佳，其次为 VITEK2，最后为科玛嘉显色培养。其中：MALDI-TOF MS 鉴定速度快、单个

标本检测成本低、准确性高，较其他方法临床实用价值更高；而对少见酵母样真菌的鉴定仍需后续

评估。 

 
 

PU-3598 

霉菌性食管炎伴单克隆性 TCR 基因重排 1 例及文献复习 

 
金呈强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272000 

 

目的  探讨一例霉菌性食管炎伴单克隆性 TCR 基因重排患者两者之间的联系及预后情况。 

方法  利用骨髓活检、胃镜和 TCR 基因检测技术等来对高比例淋巴细胞的高热患者进行诊断。 

结果  胃镜显示霉菌性食管炎（食管粘膜上有成簇白色颗粒状隆起的伪膜附着），非萎缩性胃炎伴

胆汁返流，胃多发溃疡（A2 期）；食管取材找到酵母样孢子及假菌丝。骨髓活检显示：骨髓增生

低下，未见明显异常淋巴细胞；TCR 基因检测显示：检测到单克隆性 TCR 基因重排；半年后随访

未发现患者霉菌性食管炎，淋巴细胞降正常范围。 

结论  霉菌性食管炎可能诱导单克隆性 TCR 基因重排，TCR 单克隆重排患者不一定能够诊断为淋

巴瘤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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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99 

Bacteraemia due to AmpC β-lactamase-producing 
Escherichia coli in hospitalized cancer patients: risk 

factors, antibiotic therapy and outcomes 

 
Qing Zhang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Cancer Institute and Hospital 

 
Objective  AmpC β-lactamase-producing Escherichia coli (AmpC-EC) is one of the main 
antimicrobial resistant pathogens.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assess the risk factors, antibiotics 
therapy and outcomes of AmpC-EC bacteraemia in hospitalized cancer patients, which will 
prompt the improvement on current therapeutic strategies and prognosi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performed from inpatients of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Cancer Institute and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2 through December 2015.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patients with bacteraemia due to an isolate of AmpC-EC and those with bacteraemia 
due to a cephamycin susceptible EC isolate (non-AmpC-EC).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in 
order to identify risk factors for AmpC-EC infection. We also compared patients who died with 
those who survived to determine the independe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overall mortality. All 
analyses P<0.05 was considered to represent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Results 248 cases of Escherichia coli bacteraemia were documented in cancer patients, 51 
(20.6%) were caused by AmpC-EC and 197 (79.4%) were caused with non-AmpC-EC. Prior 
exposure to cephalosporins (OR 2.786; 95%CI: 1.094-7.091; P=0.032), carbapenems (OR 2.296; 
95%CI: 1.054-5.004; P=0.036), and invasive procedures (OR 4.237; 95%CI: 1.731-10.37; 
P=0.002) were identified as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AmpC-EC. We found that the 30 day all-
cause mortality rat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cancer patients with AmpC-EC than in those with 
non-AmpC-EC (25.5% versus 12.2%; P=0.018). However, AmpC production was not a significant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overall mortality. Metastasis (OR=2.778, 95% CI: 1.078-7.162; 
P=0.034), the presence of septic shock (OR=4.983, 95% CI: 1.761-14.10; P=0.002), and organ 
failure (OR=24.51 95% CI: 9.884-60.81; P <0.001) were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overall mortality. Moreover, the mortality rate showed a gradual increase when appropriate 
antibiotic therapy (AAT) was delayed more than 48h as determined by the trend test (P<0.001). 
Conclusions AmpC-EC bacteraemia was common in hospitalized cancer patients of our area, 
especially in those exposed to antibiotics and invasive producers. Patients with AmpC-EC more 
received inadequate antibiotic therapy and presented poorer outcomes.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apply appropriate therapeutic approaches and improve outcom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for the acquisition of AmpC-EC. 
 
 

PU-3600 

Clinical outcomes of bloodstream infections caused by 
extended-spectrum-lactamase-producing Escherichia coli 

with biofilm formation in hospitalized cancer patients 

 
Qing Zhang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Cancer Institute and Hospital 

 
Objective Extended-spectrum β-lactamase (ESBL) producing Escherichia coli is one of the main 
antimicrobial-resistant pathogens in hospitalized cancer patients with bloodstream infection (BSI). 
Biofilm formation (BF) by Escherichia coli is an important virulent factor for disease pathogenesis. 
However, relevant information about the BF for ESBL producing Escherichia coli isolated from 
BSI is scarce.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identify the clinical impact of BF for ESBL producing 
Escherichia coli (ESBL-EC) BSI on outcomes of hospitalized cancer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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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performed from inpatients of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Cancer Institute and Hospital during January 2013 and September 2017. The demographics, 
clinical and micro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outcomes of the cancer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Kaplan–Meier survival estimates were used to generate survival curv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urvival curves were assessed by means of the log-rank test. All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variables with P<0.05 identified in univariate analysis were further analyzed b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A total of 324 cases of Escherichia coli was isolated from BSIs. Prior antibiotic exposure 
(cephalosporins, carbapenems), chemotherapy and biofilm production were associated with 
ESBL producing Escherichia coli. After applying a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ESBL acquisition were cephalosporins (OR 0.296; 95% CI: 0.094-0.936; P=0.038), 
chemotherapy (OR 1.801; 95% CI: 1.121-2.891; P=0.015) and biofilm production (OR: 2.786, 
95% CI:1.608-4.829; P<0.001). Log-rank analysis showed a lower survival rate in patients 
infected with BF isolates than those with non-BF isolates (p<0.001). The prognosis of non-BF 
producing ESBL-EC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with BF-producing ESBL-EC 
(P=0.001).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cancer patients with metastasis (OR=2.713 
95% CI:1.591-4.626; P<0.001), ICU admission (OR=2.080, 95% CI:1.128-3.837; P=0.019), 
biofilm production (OR=2.196, 95% CI:1.328-3.631; P=0.002), organ failure (OR=10.326, 95% 
CI:5.915-18.028; P<0.001) and the presence of septic shock (OR=2.168, 95% CI:1.244-3.776; 
P=0.006)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overall mortality. 
Conclusions Biofilm formation is not only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production of ESBL by 
Escherichia coli, but also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mortality in hospitalized cancer patients 
with BSI.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BF isolates with other appropriate 
laboratory indicators might create benefited antibiotic treatment and clinical outcomes, which may 
improve current therapeutic strategies and prognosis to cancer patients with BSI. 
 
 

PU-3601 

肿瘤医院多重耐药菌感染监测 

 
李峥,任丽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300000 

 

目的  分析肿瘤医院患者多重耐药菌(MDRB)感染及分布情况，了解肿瘤患者多重耐药菌感染情况，

为制定有效的防控措施提供依据。 

方法  对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间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送检的所有标本进行回顾性分析，

筛选出其中的 MDRB，并收集相应的临床信息，分析 MDRB 的分布情况。 

结果  共检测出 196628 株细菌，其中多重耐药菌 1376 株（0.7%），MDRB 中以鲍曼不动杆菌

（26.5%），金黄色葡萄球菌（17.6%）及铜绿假单胞菌（16.8%）为主；检出标本中以引流液

（42.4%），痰标本（18.6%）和血液（12.1%）为主；MDRB 科室分布中以肝胆肿瘤科

（21.2%），结直肠肿瘤科（18.4%）和肺部肿瘤科（13.7）为主；MDRB 感染率随着年龄增长有

升高趋势（p<0.05)，女性略高于男性。 

结论  我院多重耐药菌整体感染率较低，感染率较高的主要为大手术科室，应加强围手术期的管

理，对高龄患者应重点关注，加强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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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02 

大肠埃希菌感染耐药与抗生素使用强度关联分析 

 
陶月,张之烽 

南京鼓楼医院 

 

目的  探讨大肠埃希菌感染耐药与抗生素使用强度的关联性，为控制细菌耐药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回顾 2013-2017 年间在我院住院患者的大肠埃希菌耐药及其抗生素使用强度及其变化趋势，

分析大肠埃希菌感染耐药与抗生素使用强度的关联性及滞后季度，抗生素使用强度及细菌耐药率趋

势采用线性回归，抗生素使用强度与细菌耐药相关性使用时间序列分析。 

结果  大肠埃希菌耐亚胺培南趋势近年平稳，大肠埃希菌耐派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他定、环丙沙

星呈下降趋势；三代头孢类抗生素使用强度与大肠埃希菌耐环丙沙星、亚胺培南呈正相关

（r=0.759 p=0.004 Lag=2）, （r=0.482 p=0.043 Lag=1）,喹诺酮类抗生素的使用强度与大肠埃希

菌耐环丙沙星呈正相关（r=0.716 p=0.009 Lag=2），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使用强度与大肠埃希菌耐

头孢他定呈正相关（r=0.621 p=0.008 Lag=2）。 

结论  大肠埃希菌的耐药率与三代头孢、喹诺酮类、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使用均有相关性，规范抗生

素使用及加强抗生素管理对于控制大肠埃希菌耐药显得十分迫切。 

 
 

PU-3603 

15004 例生殖泌尿道感染患者的 6 种性传播疾病 

病原体感染特点分析 

 
黄晓彤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了解深圳宝安地区经生殖泌尿道感染的 6 种性传播疾病（STDs）病原体 DNA 检出情况及临

床特点，为 STDs 的预防控制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采用 Roche LghtCycler480 多聚酶链式反应扩增系统对 UU、NG、CT、HSV-II、HPV-6/11

与 HPV-18 进行 DNA 定性检测。 

结果  2017 年共收集标本 15004 例，其中检出 6 种 STDs 病原体 2181 例（阳性检出率为

14.54%）。UU、NG、CT、HSV-II、HPV-6/11 与 HPV-18 的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37.98%

（ 1273/3352）、4.23%（ 150/3545）、 8.61%（ 500/5806）、 36.54%（ 19/52）、 17.37%

（41/236）和 9.84%（198/2013）。UU、NG、CT 这三种病原体感染的男女性别构成比具有统计

学意义， 其中 UU、CT 感染的女性分别为 81.78%和 69.20%，感染情况比同时段的男性严重；而

NG 感染中男性感染者占 76.00%，较女性多。UU、NG、CT 主要感染 20～29 岁年龄段人群，而

其他 3 种性传播病原体感染与患者年龄不具有统计学意义。UU、NG、CT、HSV-II、HPV-6/11 和

HPV-18 混合感染率分别为 29.07%、90.67%、59.20%、68.42%、87.80%、57.58%，其中 NG

混合感染发生率最高为 90.67%，最常见混合感染模式为 UU+CT。 

结论  UU 和 CT 是本地区 STDs 感染的主要病原体,应持续全面对 STDs 进行防控。部分 STDs 男

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0～29 岁人群为性病感染活跃人群，应加大对该人群的防治力度。混合感

染的主要模式为 UU 合并 CT 感染,用药时应考虑多种病原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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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04 

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肠杆菌科细菌 KPC 基因检测分析 

 
叶杨芹,张雯雁,包裕杰,路丹檬,王玉超 

上海市东方医院 

 

目的  分析引起医院感染的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CRE）菌种分布及 KPC 基因

检出情况。 

方法  收集 2017 年 6 月~2018 年 4 月引起上海市东方医院住院患者医院感染的碳青霉烯类抗生素

耐药肠杆菌科细菌（CRE）50 株。采用改良 Hodge 实验检测细菌碳青霉烯酶产生情况；采用荧光

定量 PCR 法检测 KPC 基因。 

结果  CRE 菌株中肺炎克雷伯菌 37 株（74%），大肠埃希菌 4 株（8%），黏质沙雷菌 6 株

（12%），产酸克雷伯菌 1 株(2%)，产气肠杆菌 1 株(2%)，奇异变形杆菌 1 株(2%)；改良 Hodge

试验检测碳青霉烯酶，阳性菌株共 44 株，检出率 88%；荧光定量 PCR 检测 KPC2 基因：检出阳

性菌株 41 株，检出率 82%。 

结论  本次研究中引起医院感染的 CRE 菌株以肺炎克雷伯菌为主；以 kpc2 基因介导细菌产生碳青

霉烯酶为主要耐药机制。 

 
 

PU-3605 

淋病奈瑟菌外膜蛋白 PorB 基因 

与免疫佐剂 ctxB 融合基因的克隆、原核表达及鉴定 

 
王彦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肿瘤医院,222000 

 

目的  构建淋病奈瑟菌外膜蛋白 PorB 与免疫佐剂霍乱肠毒素 B 亚单位 ctxB 融合基因 PorB-ctxB 原

核表达载体 pGEX4T-PorB-ctxB，并诱导融合基因在原核系统中表达，获得基因重组蛋白，为进一

步研究淋病奈瑟菌外膜蛋白的免疫原性、免疫保护性、佐剂活性及淋病高效黏膜疫苗提供了科学依

据。 

方法  根据淋球菌 PorB 基因序列和霍乱毒素 B 亚单位 ctxB 基因序列设计合成最佳引物，PCR 分别

扩增 PorB 和 ctxB 基因。根据大肠杆菌偏爱密码子自行设计 Linker(Gly4Ser)3，利用重组 PCR 技

术，通过两轮 PCR 扩增出融合基因 PorB-ctxB。将 PCR 扩增产物 PorB-ctxB 与高效原核表达质粒

pGEX-4T-1 定向重组，构建原核表达重组体 pGEX4T-PorB-ctxB，并转化到 E. coli BL21 感受态细

胞中。重组子经酶切、PCR 鉴定和核酸序列分析正确后，异丙基-β-D-硫代半乳糖苷(IPTG)诱导重

组蛋白在 E. coli BL21 中表达，并用 SDS-PAGE 及 Western Blot 技术鉴定。 

结果  经 PCR、酶切鉴定和核酸序列分析表明，成功扩增重组基因 PorB-ctxB，并成功构建重组质

粒 pGEX4T-PorB-ctxB。经 SDS-PAGE 及 Western Blot 分析显示重组蛋白在 E. coli BL21 中得到

了高效表达。 

结论  成功构建 pGEX4T-PorB-ctxB 原核表达载体，并在原核系统中得到了高效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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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06 

2016～2017 年某三甲医院 508 株血培养阳性病原菌分布 

及耐药性对比分析 

 
刘敏洁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分析血培养阳性数据，了解我院病原菌种类、临床科室分布及耐药情况等特点，为临床早期

诊治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对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宝安医院 2016-2017 年送检的 16995 份血培养标本的结果进行回顾

分析。全自动血培养仪及其配套血培养瓶使用美国 BD 公司 BACTEC；细菌鉴定和药敏试验使用德

国西门子公司 MicroScan WalkAway-40。 

结果  16995 份血培养标本中共计检出病原菌 1012 株（5.95%），排前三位的病原菌依次是大肠杆

菌、肺炎克雷伯杆菌和人葡萄球菌人亚种。病原菌检出前三位的临床科室分别是 ICU,血液内科和

感染内科。大肠杆菌和肺炎克雷伯杆菌对氨苄西林的耐药率较高，分别为 77.31%，94.11%；人葡

萄球菌人亚种对红霉素的耐药率为 82.14%，表皮葡萄球菌、人葡萄球菌人亚种和金黄色葡萄球菌

对青霉素的耐药率均较高，分别为 87.23%，75%， 73.68%。2016～2017 年两年的血培养阳性

率、病原菌分布和的大部分细菌药敏情况差异较小。 

结论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检出率高应引起临床重视，加强无菌操作意识，防止皮肤寄生菌感染。

ICU 作为病原菌检出率最高的临床科室应引起重视，减少导管相关血流感染。临床应重视早期血培

养病原菌检测及药敏结果，积极控制感染对症治疗，避免滥用抗菌药物防止菌群失调。 

 
 

PU-3607 

第三代头孢菌素类抗生素的使用强度与细菌耐药性的关联分析 

 
陈雨欣,周万青,常海燕,吴超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探讨第三代头孢菌素类抗生素的使用强度与细菌耐药性的关联性，为规范三代头孢菌素类抗

生素使用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回顾 2013-2017 年期间在南京鼓楼医院三代头孢的使用强度及细菌培养结果及其耐药率，分

析其变化趋势及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及细菌耐药滞后抗生素使用强度的季度数。抗生素使用强度及

细菌耐药率趋势采用线性回归，抗生素使用强度与细菌耐药相关性使用时间序列分析。 

结果  2013-2017 年三代头孢类抗生素使用强度趋势平稳，平均 99.04DDDs，三代头孢类抗生素使

用强度与大肠埃希菌耐环丙沙星、亚胺培南呈正相关，分别为（r=0.759 p=0.004 Lag=2）、

（r=0.482 p=0.043 Lag=1）;三代头孢类抗生素使用强度与鲍曼不动杆菌耐头孢他定呈正相关，分

别为（r=0.470 p=0.042 Lag=0）；三代头孢类抗生素使用强度与肺炎克雷伯耐头孢他定呈正相

关，分别为（r=0.621 p=0.008 Lag=2）；三代头孢类抗生素使用强度与铜绿假单孢耐派拉西林他

唑巴坦呈正相关，分别为（r=0.634 p=0.008 Lag=3）。 

结论  高强度的三代头孢菌素的使用增加了革兰阴性菌的耐药率，规范使用抗生素是控制细菌耐药

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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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08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newly lytic 
bacteriophage TC3 infecting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ti chen1,Yong Wu1,Xiaojie Zhang2 

1.The Third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2.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solate phages infecting multidrug-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MDR-AB) 
and characterize the highest lytic capability phage as a model to evaluate the potential on phage 
therapy. 
Methods  Clinical isolates of Acinetobacter were collected and used as indicator hosts for 
screening phages. Four phages were isolate from wastewater and showed narrow host rang. 
Results The phage TC3 was able to effectively lyse the most MDR-AB. With respect to its life 
cycle in the sensitive strain A.baumannii JVC1264, TC3 is strong lytic toward MDR-AB isolates; it 
adsorbs rapidly (99% in 12 min), has short latent period (30 min), possesses a large burst size 
(ca. 233 PFU per infected cell), and has a low ability of strain to obtain phage-resistance mutants 
(1.8±0.7 X 10-7). The TC3 genome was estimated to be approximately 48 kb in length. The 
restriction analyses also indicated that phage TC3 was a double-stranded DNA virus. 
Conclusions Infections with MDRAB are extremely difficult treat and development of a phage 
combinations therapy could be a therapeutic alternative in the future. The phage TC3 is a good 
candidate for inclusion in phage combinations. 
 
 

PU-3609 

肺炎克雷伯杆菌的耐药率与抗生素使用强度的相关性分析 

 
张之烽,周万青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肺炎克雷伯杆菌是临床上常见的条件致病菌，随着抗生素的广泛运用，肺炎克雷伯耐药耐药

率逐年上升，探讨肺炎克雷伯杆菌感染耐药性与抗生素使用强度的关联性,为减少肺炎克雷伯杆菌

耐药率及规范抗生素使用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回顾 2013-2017 年间在南京鼓楼医院住院患者肺炎克雷伯杆菌感染培养结果及其耐药情况,调

查细菌耐药倾向，探讨抗生素使用强度与肺炎克雷伯杆菌耐药率的内在关联性。其中抗生素使用强

度及细菌耐药率趋势采用线性回归，抗生素使用强度与细菌耐药相关性使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 

结果  2013-2017 年间肺炎克雷伯杆菌耐派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他定、环丙沙星、亚胺培南趋势

平稳，未见明显上升趋势。肺炎克雷伯杆菌耐头孢他定、环丙沙星与三代头孢类抗生素使用强度呈

正相关（r=0.621、p=0.008）、（r=0.525、p=0.030），肺炎克雷伯杆菌耐亚胺培南与三代头孢类

抗生素使用强度呈正相关趋势（r=0.341、p=0.181）均滞后两个季度；肺炎克雷伯杆菌耐头孢他定

与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使用强度呈正相关趋势（r=0.396、 p=0.116），而耐药发生比抗生素使用

滞后两个季度。 

结论  三代头孢、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使用强度可能会增加肺炎克雷伯杆菌对三代头孢和碳青霉烯类

抗生素的耐药率，因此规范抗生素使用及加强抗生素管理对于控制肺炎克雷伯杆菌耐药率显得十分

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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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10 

血流感染肺炎克雷伯菌的临床调查研究 

 
严洁婷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215000 

 

目的  本实验分析我院血流感染肺炎克雷伯菌的表型和分子特性，检测血流感染高毒力肺炎克雷伯

菌的高黏液表型，荚膜型和毒力基因以及血流感染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CRKP）的耐药基

因及传播方式。 

方法  收集 2010~2018 年我院血流感染的肺炎克雷伯菌，利用拉丝试验检测荚膜型，用 PCR 检测

rmpA,rmpA2,iron,iutA 四个毒力基因和 mcr-1,kpc,ndm,vim,imp,oxa-48 六个耐药基因；质粒接合转

移试验、药敏试验分析 CRKP 菌株。 

结果  从我院 2010~2018 年的 168 株血流感染肺炎克雷伯菌的临床分离株中鉴定到拉丝试验阳性

菌株共有 55 株，其中 ST11 共有 36 株，ST23 共有 11 株，ST65375 共有 6 株，ST86 共有 2 株。

K1 型 17 株，K2 型 8 株。rmpA 基因阳性株共有 44 株，基因检测和表型的符合性很好。CRKP 共

有 10 株。成功获得 NDM-5 和 KPC 的接合转移子。共有一株高毒高耐肺炎克雷伯菌。 

结论  在中国社区获得性感染的患者中 hvKP 很普遍，虽然 hvKP 获得耐药质粒不常见，但由于临

床抗生素用药的筛选和诱导，越来越多的血流感染肺炎克雷伯菌获得耐药性，其耐药基因主要通过

质粒传播。我们需要控制临床碳青霉烯类治疗药物的使用，实验室和临床都应该重视 hvKP 的流行

及并关注其耐药趋势的演变。 

 
 

PU-3611 

血流感染患者血脂相关指标变化情况分析 

 
江杨华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23000 

 

目的  研究血流感染患者血脂的变化情况。 

方法  比较性分析血流感染患者与体检正常者的 PCT 和血脂相关指标的变化，并同时对血流感染患

者的血脂按 PCT 值的大小和病原菌的种类进行分组研究。 

结果   与体检正常者比较，血流感染组 PCT 和 TG 的均值显著增高，而 TC、HDL-C 和 LDL-C 的

均值显著降低；按 PCT 的值分成 A 组（PCT<2 ng/mL）和 B 组（PCT> 2ng/mL）后， B 组除 TG

的均值稍大于 A 组相对应的值，但增大不明显外，TC、HDL-C 和 LDL-C 的均值均显著小于 A 组

相对应的值；按病原菌种类分组后，阴性杆菌组 HDL-C 和 LDL-C 的均值显著低于阳性球菌组，阴

性杆菌组 TG 稍增高于阳性球菌组，TC 则稍低，但差异不大。 

结论  血流感染患者的血脂水平较正常人有显著变化；部分血脂指标的变化水平还能反应血流感染

的严重程度；血流感染患者血脂变化水平与病原菌的种类也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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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12 

Xpert MTB/RIF 早期诊断结核性脑膜炎的价值评估 

 
刘佳庆 

海河医院,300000 

 

目的  评估 Xpert MTB/RIF 对结核性脑膜炎（TBM）的早期诊断价值 

方法  观察性队列研究设计。纳入 2014 年 12 月-2017 年 12 月间天津海河医院疑似脑膜炎患者 226

例，依据“TBM 诊断标准专家共识”分为 TBM 组 115 例，非 TBM 组 111 例，其中确诊的 TBM 40

例，很可能的 TBM 26 例，可能的 TBM 49 例。所有入组病例均于用药前行脑脊液 Xpert 

MTB/RIF、抗酸染色、MGIT960 液体培养和腺苷脱氨酶（ADA）试验及外周血的 T-SPOT 试验 

结果  Xpert MTB/RIF、抗酸染色、M 液体培养、ADA 及 T-SPOT 鉴别 TBM 的敏感度(Se)分别为：

39.13%、13.04%、34.78%、64.35%、70.43%；特异度(Sp)：99.1%、100%、100%、86.49%、

79.28%；ROC 曲线下面积(AUC)：0.691、0.584、0.674、0.754、0.749；比值比(OR)：70.71、

34.93、119.62、11.55 和 9.12；结果回报时间(TAT)中位数：1d、1d、13d、2d、1d。Xpert 

MTB/RIF 和 MGIT960 液体培养比较：Se(c2=3.20，P=0.074)和 Sp(c2=0.00，P=1.000)的差异不

显著；诊断效能的差异不显著 (AUC 比较：Z=1.632，P=0.103)；两者诊断一致性良好

(Kappa=0.914)。用于早期诊断 TBM 时，Xpert MTB/RIF 与抗酸染色、ADA、T-SPOT 四者联合平

行试验(parallel test)的 Se、Sp、AUC、阳性预测值(PPV)和阴性预测值(NPV)分别为：80.87%、

77.48%、0.792、78.81%和 79.63%；四者联合序列试验(serial test)的 Se、Sp、AUC、PPV 及

NPV 分别为：13.04%、100.00%、0.584、100.00%和 52.61% 

结论  Xpert MTB/RIF 与液体培养两者诊断 TBM 一致性良好，但 Xpert MTB/RIF 的 TAT 为 1d，与

抗酸染色、ADA 和 T-SPOT 四者的联合平行试验可以用于临床上早期、准确诊断 TBM 

 
 

PU-3613 

2016-2017 年湘雅医院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病原菌分布 

及耐药性分析 

 
罗珊 1,佘越婷 2,刘文恩 1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2.湖南师范大学 

 

目的  本文通过研究湘雅医院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CRBSI）的病原菌分布以及细菌耐药情况，讨

论其相关性的危险因素，为临床提供可靠的治疗依据并且协助控制医院感染。 

方法  回顾性分析湘雅医院 2016-2017 年 428 例置入静脉导管患者，分析其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的

病原菌分布及比较排位常见病原细菌的耐药特征。 

结果  152 例 CRBSI 感染患者共检出感染菌 190 株，革兰阳性菌占 35.26%，革兰阴性菌占

56.31%，真菌占 8.42%。革兰阳性菌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对利奈唑胺、万古霉素、替加环素

的敏感性最高；革兰阴性菌以肺炎克雷伯菌与鲍曼不动杆菌为主，对阿米卡星、替加环素、复方新

诺明的敏感性较高。真菌以近平滑念珠菌和热带念珠菌为主，对各类抗真菌药物的敏感性皆较高。 

结论  感染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临床应结合药敏试验结果，选用合理的抗菌药物，减少耐药

菌株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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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14 

Xpert MTB/RIF 诊断肺结核假阴性结果相关风险因素评估 

及其预测模型的建立 

 
刘佳庆 

海河医院,300000 

 

目的  调查 Xpert MTB/RIF 对肺结核的诊断价值，并研究假阴性结果的相关风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纳入天津市海河医院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肺结核和非结核呼吸疾病住院患者，

收集实验室和影像数据及其基本资料，利用多变量 Binary Logistic 回归分析 Xpert MTB/RIF 试验诊

断肺结核假阴性结果的相关风险因素。 

结果  结果：2256 例肺结核（确诊病例 641 例、临床诊断病例 1615 例）和 2387 例非结核呼吸病

患者共计 4643 例纳入研究。肺结核组 Xpert MTB/RIF 阳性 1488 例（65.92%，95% CI：

63.96~67.91%），Xpert MTB/RIF 阴性 768 例（34.04%）。肺结核组 Xpert MTB/RIF 假阴性病例

经多变量 Binary Logistic 回归分析得到其相关风险因素为：T-SPOT.TB 阴性（OR=3.559，

95%CI：2.324~6.955）、痰培养阴性（OR=1.977，95% CI：1.410~2.686）、痰涂片阴性

（OR=1.520，95% CI：1.131~2.006）、未合并空洞（OR=1.122，95%CI：1.015~1.256）、年

龄递增（OR=1.019，95% CI：1.012~1.025）。Xpert MTB/RIF 假阴性预测模型为：PRE 假阴性

=1/1+e-(3.559 T́-SPOT.TB 阴性+1.997 痰́培养阴性+1.520 痰́涂片阴性+1.122 未́合并空洞+1.019´

年龄递增)。 

结论  T-SPOT.TB 阴性、痰培养阴性、痰涂片阴性、未合并空洞及年龄递增是 Xpert MTB/RIF 诊断

肺结核假阴性结果的相关风险因素。疑诊肺结核患者 Xpert MTB/RIF 试验为阴性时，通过 Xpert 

MTB/RIF 假阴性预测模型可以预测 Xpert MTB/RIF 阴性结果为假阴性的概率。 

 
 

PU-3615 

产 IMP-38 肺炎克雷伯菌碳青霉烯耐药分子机制 

及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刘宁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探讨插入序列 IS6100 对碳青霉烯酶基因 blaIMP-38表达的影响及其机制；调查 blaIMP-38 在肺

炎克雷伯菌中的流行情况。 

方法  构建并鉴定原核表达质粒 pCold TF/IMP-38 -IS6100，转化大肠埃希菌受体菌 BL21（DE3）

获得 BL21（DE3）-pCold TF /IMP-38-IS6100 转化子。比较上述转化菌与课题组前期构建的 BL21

（DE3）-pCold TF/IMP-38 转化子及临床分离的 blaIMP-38阳性肺炎克雷伯菌其耐药基因 DNA 拷贝

数、mRNA 拷贝数、蛋白表达量及产碳青霉烯酶表型和 MIC 值的差异。收集本院 2013 年到 2016

年分离自临床标本的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耐药或中介肺炎克雷伯菌，PCR 和测序筛选出 blaIMP-38

阳性的菌株，通过多位点序列分型技术（MLST）进行分子分型。 

结果  成功构建 pCold TF/IMP-38-IS6100 重组质粒，测序验证正确。获得 BL21（DE3）-pCold 

TF/IMP-38-IS6100 转化菌并成功表达目的基因编码蛋白。BL21（DE3） -pCold TF /IMP-38-

IS6100 与 BL21（DE3）-pCold TF/IMP-38 在 DNA 拷贝数、mRNA 拷贝数、蛋白表达量、产碳青

霉烯酶表型及 MIC 值上无显著差异，两者的 mRNA 转录水平明显高于临床分离的 blaIMP-38 阳性

菌株。515 株碳青霉烯类耐药或中介的肺炎克雷伯菌中有 14 株携带新基因 blaIMP-38，总检出率

为 2.72%，MLST 分型结果显示全为 ST307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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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成功构建了碳青霉烯酶表达载体 pCold TF/IMP-38-IS6100；IS6100 插入 blaIMP-38 下游短期

内对后者的表达无影响；本研究中产 IMP-38 肺炎克雷伯菌全为 ST307 型，是该序列型中首次报道

发现 IMP 型碳青霉烯酶基因；ST307 型产 IMP-38 肺炎克雷伯菌在本地区持续存在，有较强的播散

能力，应加强医院感染的预防和控制。 

 
 

PU-3616 

三种方法检测艾滋病病人结核潜伏性感染的 阳性率比较研究 

 
高丽 

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 

 

目的  了解三种检测方法在艾滋病病人结核分枝杆菌潜伏感染的阳性率情况。 

方法  用 2 种结核分枝杆菌相关 γ-干扰素检测试剂盒（体外释放 ELISA 法和 Elispot 法）检测 121

例艾滋病病人的结核分枝杆菌抗原特异性 γ-干扰素(γ-IFN)反应水平，并对其进行结核菌素皮肤试验

作为对照研究 

结果  用 TST、T-SPOT.TB 及 TB-IGRA 检测，阳性率基本相同，分别为 14.9%、15.7%、

17.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ST 与 T-SPOT.TB､TB-IGRA 的 Kappa 值分别为 0.521､0.481，一致

性中等；T-SPOT.TB 与 TB-IGRA 的 Kappa 值为 0.761，一致性较好 

结论  三种方法检测的阳性率基本相同，临床医生需要根据病人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检查。 

 
 

PU-3617 

神经重症患者医院感染病原菌种类及易感因素分析 

 
苏磊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272000 

 

目的  总结并探讨神经重症患者医院感染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情况，分析易感因素，为临床防治提供

参考。 

方法  选取重症医学科神经系统重症患者 688 例，收集患者流行病学及病原学资料，采用卡方检验

和 logistic 回归方程分析易感因素。 

结果  688 例神经重症患者中发生 93 例医院感染，分离出 124 株病原菌，标本多来自于痰液及下呼

吸道分泌物（57 株，占 45.97%），其中革兰氏阳性菌占 27.42%，革兰氏阴性菌占 58.87%，真

菌占 13.71%。分离出耐碳青霉烯类铜绿假单胞菌 8 株（占 32%），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 3 株

（占 20%），产 ESBLs 肺炎克雷伯菌 5 株（占 55.56%），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 6 株（占

75%），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2 株（占 22.22%）耐万古霉素屎肠球菌 1 株（占 7.14%）。

χ2 检验结果显示，性别、手术、使用呼吸机、深静脉置管、住院日＞7 天、疾病诊断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logistic 回归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住院日＞7 天[OR 18.369(8.58～39.33)]、

手术[OR 2.910(1.72～4.93)]、使用呼吸机[OR2.404(1.43～4.041)]是神经重症患者发生医院感染的

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神经重症患者医院感染病原菌呼吸道检出率较高，以革兰氏阴性菌居多，加强病原菌培养及

药敏监测，针对医院感染危险因素采取感控措施，对降低医院感染发病率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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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18 

Antifungal Activity of Spider Venom-derived Peptide 
Lycosin-I against Candida tropicalis 

 
Li Tan,Min Hu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incidence of fungal infections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hile the number of 
available antifungal classes remains the same. We used lycosin-I, a peptide isolated from the 
spider venom Lycosa singoriensis, to reveal its antifungal activity against Candida species. 
Methods  To investigate in vitro antifungal activity of lycosin-I against planktonic cells and 
biofilms of Candida species,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including a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 assay, time-kill kinetics assay, salt-tolerance assay, biofilm inhibition assay, biofilm 
eradication assa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confocal laser scanning microscope were 
conducted. 
Results Lycosin-I showed selective antifungal activity against Candida spp., showing the best 
inhibition on fluconazole-susceptible and fluconazole-resistant C. tropical isolates, with MIC50 
values of 8µg/mL for both. In the time-kill kinetics assays, lycosin-I reduced the numbers of 
fluconazole-susceptible and fluconazole-resistant C. tropical isolates colony-forming units by 
approximately 70% during a 2-hour exposure period. The salt-tolerance assay revealed that 
higher concentrations of lycosin-I retained their potent ability to inhibit the growth of the tested 
isolates, even in the presence of Mg2+. The biofilm metabolic activity of fluconazole-susceptible 
and fluconazole-resistant C. tropical isolates decreased as the concentration of lycosin-I 
increased from 1×MIC to 8×MIC. The BIC50 values was approximately 32µg/mL and BEC50 
values was approximately 128µg/mL for both. Confocal laser scanning microscope showed that 
lycosin-I may exert its activity against fungi by acting on fungal cell wall and cell membrane rather 
than interacting with the fungal cell nucleus.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lycosin-I shows promising antifungal activities against 
clinical C. tropical infections. 
 
 

PU-3619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for rapid detection of group A streptococcus 

 
Lei Wang,Minyi Xu 

Shanghai No.8 People’s Hospital， Xuhui Branch of Shanghai No.6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rapid detection of group A streptococcus (GAS) 
by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LAMP), with primers designed for speB gene.  
Methods The DNAs of standard GAS strains were detected by LAMP, to evaluate the detection 
limit. Other 8 standard strains of respiratory diseases related pathogenic bacteria were also 
detected by LAMP, to evaluate the specificity of the method. 40 clinical specimens were identified 
by LAMP, and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LAMP was evaluated.  
Results In this study, the detection limit of LAMP for speB gene of GAS was lower than 30 copies. 
Positive results showed for DNA detection of GAS quality control strains by LAMP, while negative 
results showed for other 8 non-GAS strains, indicating a specificity of 100%. The results of clinical 
specimens detection by LAMP were in concordance with the positive results by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suspected false-negative results by traditional culture was identified by LAMP.  
Conclusions LAMP, with primers designed for speB gene of GAS, features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convenience and rapidity, would be considered suitable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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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20 

阴道炎患者的阴道分泌物中微生态分析 

 
何彩珍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213000 

 

目的  了解本地区阴道炎患者微生态构成、检出率等情况，为诊治妇女阴道炎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本院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1 月门诊就诊患者阴道分泌物，湿片、革兰染色镜检和 BV

试剂卡检查念珠菌、滴虫并判断阴道清洁度。分泌物培养后采用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

谱仪（MALDI-TOF MS)鉴定微生物。 

结果  213 例标本中阴道清洁程度异常的有 98 例(46.01%)，呈现为细菌性阴道炎(BV)阳性的 69 例

(20%)，其阴道清洁度为Ⅲ-Ⅳ度的有 38 例（55.07%）。213 例标本中共分离出 345 株菌，其中以

乳酸杆菌、葡萄球菌、阴道加纳菌、棒杆菌、念珠菌为最高，分别为 92 株（26.7%）、43 株

（12.46%）、37 株（10.72%）、37 株（10.72%）和 34 株(9.86%)。另外检出无乳链球菌 14 株

（4.1%），以及滴虫 8 例(2.32%)和 2 例淋球菌(9.86%)。检出的 92 株乳杆菌中，以卷曲乳杆菌为

最高，占 54.35%，惰性乳杆菌、格氏乳杆菌、詹氏乳杆菌分别占 18.48%、11.96%和 6.52%。 

结论  卷曲乳杆菌、惰性乳杆菌和格氏乳杆菌为女性阴道内乳杆菌优势菌，在维持阴道清洁度和保

持阴道微生态平衡发挥重要作用。而阴道加纳菌、白假丝酵母菌是导致女性阴道炎的重要原因。 

 
 

PU-3621 

艰难梭菌毒素 B 诱导细胞凋亡初探 

 
张运丽,刘文恩,李艳明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研究重组艰难梭菌毒素 B（rTcdB）对乳腺癌 MDA-MB-231 细胞增殖及凋亡的影响及其机

制； 

方法  采用不同浓度的 rTcdB 处理 MDA-MB-231 细胞，流式细胞术（Flow Cytometry, FCM）检测

细胞周期；蛋白印迹法（Western Blot，WB）检测抑/促凋亡蛋白 Bcl-2 和 BAX 的表达水平 

结果  流式结果显示，不同浓度 rTcdB 处理组中，MDA-MB-231 细胞的 G1 期细胞百分比没有明显

不同（P>0.05），但其处于 S 期和 G2 期细胞数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0.05），即

rTcdB 浓度越高，S 期的细胞数越少，而 G2 期的细胞数越多；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随着 rTcdB

浓度的升高，促凋亡蛋白 BAX 的表达增加，而抑凋亡蛋白 Bcl-2 的表达下降； 

结论  实验结果表明，rTcdB 可以抑制 MDA-MB-231 细胞周期进程从而抑制细胞增殖，并且随

rTcdB 浓度的提高，这种抑制作用增强；其机制可能与升高的 BAX 表达，及降低的 Bcl-2 表达有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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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22 

谷氨酸脱氢酶（GDH)与毒素 A/B 联合检测在艰难梭菌检测中的

应用价值的探索 

 
张运丽 1,李艳明 1,高翔 2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2.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目的  探索谷氨酸脱氢酶（GDH）及毒素 A&B 联合检测检测艰难梭菌在医院腹泻患者中的应用价

值，并进行艰难梭菌感染危险因素分析。 

方法  采集住院腹泻病人的粪便标本 126 例并统计其临床资料，所有标本分为两份，一份于-70℃保

存，一份采用 VIDAS 艰难梭菌谷氨酸脱氢酶(GDH)检测试剂及 A&B 毒素检测试剂进行检测，同时

进行大便培养及 PCR 毒素基因检测，比较各方法间差异，并以大便培养结合 PCR 毒素基因检测为

参考标准对 GDH 与毒素 A/B 联合检测进行评价。结合临床信息进行综合分析。采用 SPSS17.0 进

行统计分析。 

结果  126 例患者中 24 例 GDH 检测阳性(24/126)，阳性率为 19.05%；毒素阳性 5 例(5/126)，阳

性率为 3.97%；艰难梭菌培养阳性 16 例(16/126)，阳性率为 12.69%，其中 81.25%（13/16)为

A+B+型，18.75%（3/16）为 A-B-型。GDH 与 VIDAS 毒素检测与大便培养结合毒素 PCR 两种方法

间差别有统计学意义。对临床资料的分析显示，使用 PPI、抗生素与否两项在 CDI 与非 CDI 患者

间差异较为显著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GDH 与 VIDAS 毒素 A/B 联合检测艰难梭菌具有良好的特异性与阴性预测值，但敏感性不

高，仍需与大便培养联合运用。长期使用抗生素、PPI 与 CDI 有关。 

 
 

PU-3623 

3 种方法对结核病诊断的应用分析 

 
张运丽 1,刘利琴 2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2.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目的  比较 T-SPOT.TB 法、结核特异性抗体免疫层析法及抗酸染色液基集菌夹层杯法检测结核分

枝杆菌感染的结果，分析评价三者在结核病实验室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对 308 例结核感染患者进行外周血 T-SPOT.TB 检测、血清结核抗体检测以及痰液结核杆菌

涂片检测，将三项检测结果与最终临床诊断进行比较，以阳性率、灵敏度、特异度、符合率、正确

诊断指数、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作为评价指标，探讨这三种试验在鉴别活动性结核病诊断中的

应用价值。检测结果均用阳性率表示，采用 χ2 检验。 

结果  308 例患者中，T-SPOT.TB 法的阳性率（灵敏度）、特异度、符合率、正确诊断指数、阳性

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63.89% 、86.50%、78.57%、50.39%、71.88%、81.60%。结核特

异性抗体免疫层析法的阳性率（灵敏度）、特异度、符合率、正确诊断指数、阳性预测值、阴性预

测值分别为 13.89%、87.00%、61.36%、0.89%、36.59%、65.17%。抗酸染色液基集菌夹层杯法

的阳性率（灵敏度）、特异度、符合率、正确诊断指数、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9.26%、

100.00%、68.18%、9.26%、100.00%、67.11%。通过 χ2 检验，3 种检测方法之间的阳性率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χ2=92.08,P<0.005）。 

结论  T-SPOT.TB 法在检测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相对其他两种方法的检测灵敏度、符合率、正确诊断

指数以及阴性预测值都要高，故在临床实验室检测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有较好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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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24 

粪便微生物标志物对结直肠癌早期诊断价值的研究 

 
曾秋耀,李林芳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   肠微生态平衡的破坏可能诱发炎症及肿瘤，研究粪便中微生物标志物具核梭杆菌

（Fusobacterium nucleatum，Fn）构成的差异用于结直肠癌（CRC）的早期诊断。 

方法  CRC 诊断候选粪便微生物标志物的筛选：通过 Illumina Miseq 高通量测序测定 CRC 患者和

健康人粪便样本中微生物菌群，分析两组样本中微生物多样性构成的差异菌群，进一步筛选候选微

生物标志物。  

候选粪便微生物标志物诊断性能的评估：通过 qPCR 检测 903 例收集于两个不同地区粪便样本中 

Fn、Fp、Bb 和 Lb 菌的丰度，利用 ROC 评价候选标志物的诊断效能。 

结果  CRC 患者肠道中存在明显的菌群生态紊乱现象，定量分析粪便中 Fn 的数量诊断 CRC 有

75.2%敏感性和 80%特异性，AUC 为 0.875。 qPCR 数据表明，相对于 HS，CRC 患者体粪便 Fn 

丰度显著增高且 Fp 和 Bb 的丰度显著降低，且 Fn/Bb 比值诊断 CRC 表现出较高的敏感性

（84.6%）和特异性（ 92.3% ）。 

结论  粪便中微生物 Fn/Bb 比值具有早期 CRC 筛查的诊断的价值，并且 Fn 和多种益生菌的比值是

评估 CRC 患者体内是否存在微生态失调的一项重要指标。 

 
 

PU-3625 

血流感染患者 D-二聚体检测的临床价值 

 
刘秋颖,潘玥 

北京市海淀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海淀院区） 

 

目的  探讨血流感染 D-二聚体检测的临床价值，为更好的预测血流感染的程度、有效监测血流感染

伴高凝或微血管内凝血的产生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采用 BACT/ALERT 3D 型血培养仪及 VITEK 微生物鉴定血流感染，ACLTOP 500 全自动血

凝分析仪检测 D-二聚体水平，收集北京市海淀医院 2016 年 1 月至 12 月 112 例血流感染患者及

100 例血培养阴性的非血流感染的炎症病例，分析血流感染患者的 D-二聚体的水平及血流感染与非

血流感染的炎症患者 D-二聚体水平之间的差异。 

结果  112 个血培养阳性病例中 106 例伴有 D-二聚体高于正常值（0-0.232μg/ml），血流感染阳性

组 D-二聚体水平明（0.812μg/ml）显高于非血流感染的炎症组（0.383μg/ml）（p<0.05）。 

结论  血流感染患者中近 95%伴 D-二聚体水平升高，提示菌血症、败血症及脓毒血症患者易伴有高

凝和微血管内凝血，感染期应连续监测 D-二聚体水平并给与及时治疗可以有效预防机体高凝或弥

散性血管内凝血（DIC）的发生；血流感染阳性组 D-二聚体水平明显高于非血流感染组提示 D-二

聚体水平与血流感染的程度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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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26 

Determination of microorganism living in hospital 
secondary water supply 

 
陈颖洁 1,王瑜琛 1 

1.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2.济南市传染病医院,250000 

 

目的   To study the quantity and composition of microorganism living in hospital secondary water 

supply.  

方法   The quantity of random secondary water supply sampies was 15, as well as the 

corresponding tap water at the same time.Immediately, they were quantitatively smeared on 

nutrient mediums and cultured under 35℃  for 24 hours and 48 hours.  

结果  The quantity of microorganism detected  in tap water was 0-32 CFU/ml and the average 

was 3.1 CFU/ml, while the quantity in secondary supply was 0-3600 CFU/ml and the average was 
604.3 CFU/ml .The discrepancy was obvious .  

结论  There may be plenty of microorganism especially nonfermentative bacteria in hospital 

secondary water supply, which can result in the happening of hospital infection .And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is problem . 
 
 

PU-3627 

(1,3)-β-D 葡聚糖检测在侵袭性真菌感染中的诊断意义 

 
杨晔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256600 

 

目的  探究(1-3)-β-D-葡聚糖检测是否可作为临床上诊断侵袭性真菌感染的有效手段，研究其相对于

传统真菌培养方法的优点和可靠性，进行对比分析，研究(1-3)-β-D-葡聚糖检测实验在临床实践中

的诊断价值。 

方法  主要利用反应主剂 G 因子以及凝固蛋白原可被微量(1-3)-β-D-葡聚糖激活的特性，根据反应

过程中产生的浊度或凝胶反应对送检标本中的(1-3)-β-D-葡聚糖含量进行检测，同时对送检标本进

行传统真菌培养，统计两组数据，分析对比两组的阴、阳性预测值和阳性率，以及(1-3)-β-D-葡聚

糖检测实验的特异性和敏感性。 

结果  送检标本中，真菌(1-3)-β-D-葡聚糖检测检测阳性率为 39.4％，敏感性为 92.1％，特异性为

79.2％，真菌培养阳性率为 35.5％。侵袭性真菌感染患者以呼吸科和重症监护室为主，主要为白色

假丝酵母菌。 

结论  (1-3）-β-D-葡聚糖属抗原成分，是存在于真菌细胞壁的多糖成分，广泛存在于真菌细胞中，

不存在于其他微生物以及人体体液中。研究分析证明了 (1-3)-β-D-葡聚糖检测实验可以作为临床医

生诊断患者患侵袭性真菌感染的有效手段，其诊断结果有临床意义，是临床上快速检测患者真菌感

染的有效手段之一 。更为突出的是，(1-3)-β-D-葡聚糖检测实验耗时短，适应临床病情的需要，最

大程度地为患者争取了最佳治疗时间，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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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28 

卒中急性期肠杆菌科水平是治疗结局的独立风险因子 

 
尹恝 1,夏耿红 1,游超 1,高徐璇 1,何彦 2,徐开宇 2,曾秀丽 1,谭楚红 1,徐若霆 1,周宏伟 2 

1.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神经内科 

2.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检验医学部 

 

目的  辨别影响缺血性卒中患者早期神经功能恢复（Early improvement, EI）的危险因子能帮助我

们深入机制，找到更加恰当的治疗方法。肠道菌群已经证实与卒中的多个危险因子密切相关，且临

床报道卒中急性期患者的肠道菌群出现显著性紊乱。但是，卒中患者急性期紊乱的肠道菌群对其 EI

的作用如何尚不清楚。本研究将探讨卒中患者急性期紊乱的肠道菌群可能对其 EI 的影响和预测。 

方法  纳入 36 名急性期中重度缺血性卒中患者（采用美国国立卫生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评估神经功能受损程度,NIHSS≥4）,根据入院治疗 7 天早期神经功能

恢复 NIHSS 降低率≥40%定义为 EI 组，其余患者纳入 Poor EI 组(NIHSS 降低率<40%）。收集患

者入院 48 小时内新鲜粪便进行菌群 16S r RNA V4 测序，采用 QIIME 和 LEfSe 进行菌群数据分

析。单因素及多因素回归分析肠道菌群预测 EI 的关联。建立一个新的独立队列（76 人）验证菌群

预测 EI 结局的效果。 

结果  非加权 UniFrac 矩阵距离结果显示：Poor EI 组患者的菌群结构明显不同于 EI 组，前者肠杆

菌科（Enterobacteriaceae）丰度明显较 EI 组增多（接近 3 倍）。单因素分析（6.2, 95% CI, 1.27-

30.34, P=0.024, Wald’s test)及多因素分析(OR 6.27, 95% CI 1.16-33.73 P=0.033, Wald’s test)均

显示肠杆菌科水平明显与 Poor EI 相关。在模型队列及验证队列肠杆菌科预测卒中患者 Poor EI 结

局的效果（ROC AUC,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分别达到 76.9%和

74.9%。 

结论  卒中患者急性期肠道升高的肠杆菌科水平可作为早期治疗结局的独立风险因子。我们的研究

结果将为临床开展靶向肠菌，改善卒中患者早期临床症状恢复和临床结局预测提供新的研究方向。 

 
 

PU-3629 

Xpert MTB/RIF Ultra 

在结核分枝杆菌及利福平耐药检测中的价值 

 
陈会会,王伟 

河南省胸科医院 

 

目的  通过与 Xpert MTB/RIF 检测比较，来评价  Xpert MTB/RIF Ultra 在结核分枝杆菌及利福平耐

药检测中的价值。 

方法  从我院招募具有肺结核症状的参与者，分成检测组和多重耐药组。使用 Xpert MTB/RIF 和

Xpert MTB/RIF Ultra 分别检测两组参与者，以培养作为参考方法比较两者在结核分枝杆菌及利福

平耐药检测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结果  Xpert MTB/RIF Ultra 在结核分枝杆菌检测中的灵敏度高于 Xpert MTB/RIF （96%，85%），

特异度相同，Xpert MTB/RIF Ultra 在涂阴结核检测中的灵敏度明显高于 Xpert MTB/RIF（75%，

0）。两者在利福平耐药检测中的作用也是相同的。 

结论  Xpert MTB/RIF Ultra 在结核分枝杆菌尤其是在涂阴结核患者检测中的灵敏度要优于 Xpert 

MTB/R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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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30 

Detection of invasive fungal infections with DNA Apatmer 
Specifically binding to (1,3)-β-D-glucans using 

Flowcytometry 

 
Min Y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study was aimed to develpoed a method based on DNA aptamer using 
flowcytometry to detect(1,3)-β-D-glucans in serum of patients with invasive fungal infections, and 
evaluate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 of flowcytometry compared to G-test.  
Methods (1,3)-β-D-glucans were exctracted from Candida albicans and DNA aptamer was 
obtained by SELEX. Flowcytoometry was used to detect (1,3)-β-D-glucan in samples. 
Results The dissociation constant of the aptamer is 14.05±3.98nM. Roc curve analysis indicated 
tha area under ROC curve is 0.914, and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is 87.88% and 92%,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study provided a new method to detect (1,3)-β-D-glucans and have great 
potential applications in the early diagnosis of invasive fungal infections. 
 
 

PU-3631 

龟脓肿分枝杆菌引起血流感染 1 例 

 
任玉吉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利用可开展的检测手段，综合判断，快速鉴别出非结核分枝杆菌感染 

方法  血液增菌培养报阳后接种于血琼脂，35℃孵育，同时涂片进行革兰染色，可见浅紫色杆菌，

改做抗酸染色，为强阳性，同时血液检测 T-spot 为阴性。血琼脂平板在转种 24 小时后可见膜状生

长的光滑、湿润菌落。用培养物进行基因芯片检测以及质谱检测 

结果  2.1 患者三套血培养中需氧瓶均报阳，血琼脂平板培养 24 小时后在原始区可有薄膜状生长，

三至四天可有单个菌落生长，为白色、凸起、湿润、光滑、无溶血的菌落形态，酷似凝固酶阴性葡

萄球菌。进行革兰染色，可见淡紫色杆菌，抗酸染色强阳性。 

2.2 基因芯片检测为龟/脓肿分枝杆菌，质谱检测结果为脓肿分枝杆菌，得分是 9.079。外院测序结

果为龟分枝杆菌脓肿复合体。 

2.3 根据热病推荐经验性用药，采取莫西沙星、比阿培南联合用药，体温可恢复正常。由于影像学

高度怀疑肿瘤，肿瘤不能排外，且患者既往有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病史，后转至专科医院继续治

疗。 

结论  由于分枝杆菌在常规染色---革兰染色中不易着色，仅为淡淡的杆菌影，容易被漏检。龟/脓肿

分枝杆菌属于严格需氧菌，生长速度快，2 至 5 天即可见明显菌落，生长速度明显快于结核分枝杆

菌，相对于其他非结核分枝杆菌，较易被培养分离到。临床表现为午后发热，体温呈现弛张热，多

个淋巴结肿大，淋巴结活检表现为慢性肉芽肿，多次送检的血液需氧培养报阳，涂片抗酸染色为强

阳性，同时对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有较高特异性的 T-spot 表现为阴性，应引起重视，警惕龟/脓肿分

枝杆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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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32 

临床无乳链球菌血清学分型调查及其与质谱分型比较研究 

 
钟桥,张宇蔺,徐卫东 

苏州市立医院本部,215000 

 

目的  调查苏州地区无乳链球菌临床分离率，明确本地区无乳链球菌感染流行的主要血清学型别，

质谱分型特点，比较质谱学分型与传统分型相关性，并且分析其与无乳链球菌耐药性之间的关系，

为进一步建立临床快速检测和生物分型方法，为预防和治疗此类感染性疾病奠定基础。 

方法  采用试剂盒法和煮沸法提取无乳链球菌菌株 DNA 模板，型别特异性引物 PCR 法鉴定无乳链

球菌血清学型别，KB 法判读其耐药性，基质辅助激光解析飞行时间质谱技术测定其特征峰并依据

聚类距离对其进行质谱分型。 

结果  采用型别特异性引物 PCR 法检测 126 株无乳链球菌菌株血清型，共检出 5 种常见血清型，

包括 Ia 型 27 株，Ib 型 13 株，III 型 72 株，V 型 3 株和 VI 型 1 株，以及 10 株未定型。对菌株采用

邻近法聚类分析，依据聚类距离，主要分成 3 种质谱亚型：I 型 18 株、II 型 64 株、III 型 44 株，其

中 II 型和 III 型还可以分为 IIa 型（27 株）以及 IIb 型（37 株），IIIa 型（18 株）及 IIIb 型（26

株）。I 型菌株红霉素耐药率为 44.4%，克林霉素耐药率为 33.3%，左氧氟沙星耐药率为 11.1%，

II 型菌株耐药率依次为 68.8%，75%，56.3%，III 型菌株耐药率依次为 52.3%，79.5%，79.5%。 

结论  苏州地区无乳链球菌感染流行的血清学型别主要有 5 种：Ia，Ib，III，V 和 VI 型，其中以血

清型 III 型最为常见。质谱分型中，I 型菌株对三种抗生素耐药性显著低于其他两组，具有更敏感特

征，而 II 型菌株显示较为耐药，III 型菌株具有更高的氟喹诺酮耐药性。质谱学特征峰分析表明，氟

喹诺酮耐药菌株主要是以在 6894，3445，5076，3407，4544，3721，4677，6698，6250 m/z

等位置存在特征峰。对这些特征峰进行临床诊断灵敏度和特异性分析，发现其 ROC 曲线诊断面积

均大于 0.76，其中 6894m/z 特征峰，具有显著性差异，p 值为 1.90E-15，且 AUC 为 0.923，提示

其可以作为此类耐药菌株快速鉴别诊断标志物。此外，将无乳链球菌质谱型与血清型间比较发现，

二者之间并无良好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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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33 

雌激素及孕激素对白色念珠菌生物膜影响的体外试验 

 
尉景娟,马立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100000 

 

目的  检测雌二醇、雌三醇及孕激素对白色念珠菌生物膜的体外影响。 

方法  采用白色念珠菌标准菌株（ATCC76615）为研究对象，采用 96 孔微量培养板及甲基四氮盐

（XTT）减低的方法，评价不同浓度的雌二醇、雌三醇及孕激素对不同阶段白色念珠菌生物膜体外

生长的影响。 

结果  不同浓度的雌二醇、雌三醇及孕激素对不同生长阶段（早、中、成熟期）的白色念珠菌生物

膜的影响均无显著差别 

结论  雌二醇、雌三醇及孕激素对体外白色念珠菌生物膜无明显抑制作用，可能提示生理周期的激

素水平波动对女性阴道内定植的白色念珠菌生物膜可能无明显的影响。 

 
 

PU-3634 

雌激素及孕激素对白色念珠菌生物膜影响的体外试验 

 
尉景娟,马立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100000 

 

目的  检测雌二醇、雌三醇及孕激素对白色念珠菌生物膜的体外影响。 

方法  采用白色念珠菌标准菌株（ATCC76615）为研究对象，采用 96 孔微量培养板及甲基四氮盐

（XTT）减低的方法，评价不同浓度的雌二醇、雌三醇及孕激素对不同阶段白色念珠菌生物膜体外

生长的影响 

结果  同浓度的雌二醇、雌三醇及孕激素对不同生长阶段（早、中、成熟期）的白色念珠菌生物膜

的影响均无显著差别 

结论  雌二醇、雌三醇及孕激素对体外白色念珠菌生物膜无明显抑制作用，可能提示生理周期的激

素水平波动对女性阴道内定植的白色念珠菌生物膜可能无明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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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35 

肠道菌群的地理差异及其对疾病模型的影响 

 
何彦 1,吴为 2,3,郑慧敏 1,2,李攀 1,2,Daniel McDonald4,盛华芳 1,陈慕璇 1,陈子慧 3,纪桂元 3,郑钟黛西 2,Prabhakar 

Mujagond5,陈晓娇 1,容祖华 1,2,陈鹏 6,吕丽仪 7,王险 7,吴崇斌 7,余楠 1,许燕君 8,尹恝 9,Jeroen Raes10,11,12,Rob 

Knight13,马文军 3,周宏伟 1 

1.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检验医学部，器官衰竭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2.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学系 

3.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 

4.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 

5.教科文组织地区生物技术中心，NCR 生物技术科学集团，肠道感染和炎症生物学实验室，印度法里达巴德 

6.南方医科大学病理生理教研室 

7.深圳市返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9.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神经内科 

10.鲁汶大学鲁汶大学微生物与免疫学系，比利时鲁汶 

11.VIB，疾病生物学中心，比利时鲁汶 

12.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布鲁塞尔微生物部科学和生物工程科学学院，比利时 

13.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儿科和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微生物创新中心，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 

 

目的  不同研究对肠道菌群与疾病的报道结果常常不一致，这很可能是由于地理差异所导致的。目

前尚未有区域化设计且流程严格统一的人群肠道菌群调查研究来探究这一问题。本研究基于广东省

人群肠道菌群流调数据，研究宿主信息与肠道菌群之间的关系，在较大规模人群中探究影响菌群的

因素。 

方法  通过随机分层抽样在广东省 14 个地区纳入了 7009 个样本，并收集了粪便、血液样本和多种

背景信息，通过高通量测序得到肠道菌群数据，通过多因素相关分析、机器学习模型等方法对肠菌

紊乱特征进行研究。 

结果  肠道菌群与多种宿主信息有关，本研究发现地理分布与菌群相关性最大。此外 BMI、血压、

血尿酸、粪便评分等与肠菌关系也相对较为密切，与此前西方人群的研究结果一致。疾病特征菌的

地区差异大于疾病与健康间的差异，本地区进行建模对疾病诊断的 AUC 达到了 70%以上，而当本

地的疾病模型推广到其他地区时 AUC 则下降到接近 50%。我们进一步在不同的地理层级进行建模

和外推，发现外推的 AUC 都接近 50%，我们提出疾病模型存在内推效率远高于外推，随着地理范

围扩大内推效率递减的规律，并在不同地理层级对该规律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所有地理层级均符

合这一规律。 

结论  研究发现地理因素与肠道菌群关联密切。肠道菌群的地区差异大于疾病与健康间的差异，这

也可能是不同研究结果不一的原因。此外，不同地区的肠道菌群疾病模型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地区，

建立本地化的肠道菌群数据库对疾病诊断和预测十分重要。 

 
 

PU-3636 

评价 T-SPOT.TB、痰涂片和 TB-DNA 

在肺结核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来庆鹤 

山东省莒县人民医院,276800 

 

目的  对比分析肺结核诊断中，痰涂片、结合感染 T 细胞斑点试验（T-SPOT.TB）与结合分期杆菌

DNA(TB-DNA)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肺结核患者 54 例与非肺结核患者 54 例，分别进行痰涂片、T-SPOT.TB 与 TB-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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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肺结核痰涂片、T-SPOT.TB 与 TB-DNA 测定阳性率均显著高于非结核组（P<0.05）；肺结

核组中，T-SPOT.TB 阳性率显著高于痰涂片与 TB-DNA，TB-DNA 阳性率显著高于痰涂片

（P<0.05）；痰涂片、T-SPOT.TB 与 TB-DNA 敏感度分别为 27.78%、88.89%、64.81%，特异

度分别为 100%、85.19%、77.78% 

结论  相较于痰涂片、TB-DNA，T-SPOT.TB 在肺结核的诊断中具有更高的价值，TB-DNA 也可以

作为一种重要的辅助诊断手段 

 
 

PU-3637 

MALDI-TOF MS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 

在临床常见菌快 速鉴定中的应用探讨 

 
赵瑜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将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2015 年新引进的 MALDI-TOF MS 全自动快速微生物质谱检测系统与

原有的 Vitek 2 Compact 全自动细菌鉴定分析系统相比较，探讨 MALDI-TOF MS 的临床应用价

值。 

方法   对比 MALDI-TOF MS 和 Vitek 2 Compact 系统的菌种数据库，筛选出 MALDI-TOF MS 菌库

中新增的 205 种菌株，统计自 2015 年 5 月 MALDI-TOF MS 投入使用到 2016 年 3 月近 11 个月的

应用中，新增菌库中微生物被检测出的频率，以及 MALDI-TOF MS 快速鉴定的临床常见致病菌的

种类及数量。 

结果  MALDI-TOF MS 菌库中新增的 205 种菌株，且在 2015 年 5 月-2016 年 3 月的鉴定临床微生

物应用中，MALDI-TOF MS 可鉴定但 Vitek 2 Compact 菌库中无法鉴定的共有 77 例，应用

MALDI-TOF MS 能准确快速鉴定的临床常见致病菌共 152 例。 

结论   

MALDI-TOF MS 检测速率快、菌种数据库大、准确度高，更能满足临床微生物检验诊断的需求，

极大地提高了微生物鉴定和感染性疾病的诊断水平，适于更广泛的投入到临床微生物鉴定的应用

中。 

 
 

PU-3638 

山东省某医院肠道门诊腹泻患者病原谱分析 

 
范会,王丽萍,邵春红,张仁峰,金炎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了解山东省某医院肠道门诊腹泻患者的病原学特征。 

方法   2017 年 5 月至 10 月山东省某医院肠道门诊收集腹泻患者的粪便标本 243 份。对沙门菌、志

贺菌和副溶血性弧菌进行分离培养，对致泻大肠埃希菌和诺如病毒进行核酸检测。采用描述性流行

病学方法对病原的时间分布、人群分布、血清型别等特征进行分析 。 组间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

验。 

结果   243 份样本中，95 份细菌检测阳性，检出率为 39.09%，其中致泻大肠埃希菌检出率为

31.69%（77/243），其次为副溶血性弧菌 4.53%（11/243）、沙门菌 2.88%（7/243）和志贺菌未

检出。60 份样本诺如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检出率为 27.91%（60/215）。致泻大肠埃希菌以肠聚集

性大肠埃希菌(EAEC)43 份、肠产毒性大肠埃希菌(ETEC)28 份和肠致病性大肠埃细菌(EPEC)6

份。 

结论   夏季致泻大肠埃希菌是肠道门诊腹泻患者的主要病原，诺如病毒的检出也应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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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39 

MALDI-TOF MS 结合短时培养法 

在阳性血培养病原菌鉴定中的临床应用 

 
马立艳,苏建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100000 

 

目的  评估 MALDI-TOF MS 结合短时培养法在阳性血培养病原菌鉴定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162 例单一病原菌血培养阳性标本，取 3ml 培养液离心后刮取分离胶表层浓集的病原

菌，血平板培养 1-4 小时，直接用菌膜涂靶板，MALDI-TOF MS 菌株鉴定，同时与常规培养后再

鉴定的传统检测方法进行比较。 

结果  共收集革兰阳性细菌 73 株，革兰阴性细菌 89 株。与传统培养法相比，MALDI-TOF MS 结合

短时培养法的鉴定时间由 1-2 天缩短至 1-4 小时，革兰阳性细菌和革兰阴性细菌的鉴定准确率分别

为 87.7%和 98.9%。 

结论  用 MALDI-TOF MS 结合短时培养法可以大大缩短阳性血培养病原菌鉴定时间，尤其适用于

革兰阴性杆菌所致血流感染。该方法操作简单、结果可靠，有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PU-3640 

代谢组学在结核病及病原菌中代谢物的研究 

 
古秀娟,曾娅莉 

四川绵阳四 0 四医院 

 

目的  随着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MTB )感染率、耐药率的提高以及耐药谱的

变化，结核病(tuberculosis，TB )的诊断和治疗受到严重挑战。虽然目前已获得大量 TB 蛋白质组

学、基因组学和转绿组学的相关数据，但对 TB 的诊断和治疗仍是难点。代谢组学技术是一个新发

展起来的技术，通过对生物体内小分子代谢物的评估，找到结核患者或病原菌的特殊代谢途径，可

为新药研发、药物毒性评价等方面提供更多信息。现对代谢组学技术在 TB 和 MTB 代谢物检测的

研究进行分析概述。 

 
 

PU-3641 

肺移植术后常见革兰阴性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耿先龙 

无锡市人民医院,214000 

 

目的  调查肺移植患者术后感染革兰阴性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情况，为临床合理选用抗菌药物提供

依据。 

方法  选择 330 例肺移植患者，采集痰液、肺泡灌洗液、分泌物等标本并对其分离出的革兰阴性感

染菌进行标本分布及耐药情况分析。 

结果  共检出革兰阴性杆菌 1052 株，鲍曼不动杆菌、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分别占 38％、

17％、17％，鲍曼不动杆菌对头孢哌酮/舒巴坦、亚胺培南的耐药率为 55.8％和 65.6％，其他检测

药物的耐药率均在 50％以上；铜绿假单胞茵对亚胺培南、头孢哌酮／舒巴坦的耐药率为 28.4％和

35.1％；其他革兰阴性病原菌对抗生素的耐药率也较高。 

结论  肺移植患者检出的革兰阴性病原菌多重耐药严重，抗感染治疗需要依据微生物室的药敏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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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42 

乙肝表面抗原阴性乙肝病毒 DNA 阳性结果分析 

 
李佳,李莉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200000 

 

目的  探讨 2 例临床标本乙肝表面抗原阴性乙肝病毒 DNA 阳性的原因。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2 月-2018 年 3 月 2 例就诊于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的乙肝表面抗原阴性且

乙肝病毒 DNA 阳性的标本，PCR 扩增 HBV-DNA S 区基因序列，对扩增产物进行测序分析，分析

S 区基因编码蛋白变异情况。 

结果  2 例血清标本中提取的 HBV-DNA 均出现变异，其中 1 号标本为 F134L 突变，2 号标本为

S143T 突变。 

结论  HBV-DNA S 区基因序列突变可导致乙肝表面抗原氨基酸变异，影响乙肝表面抗原的检测结

果。 

 
 

PU-3643 

大肠埃希菌感染耐药与抗生素使用强度的关联分析 

 
陶月 

南京鼓楼医院 

 

目的  探讨大肠埃希菌感染耐药与抗生素使用强度的关联性，为控制细菌耐药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回顾 2013-2017 年间大肠埃希菌耐药及抗生素使用强度及其变化趋势，分析大肠埃希菌感染

耐药与抗生素使用强度的关联性及滞后季度，抗生素使用强度及细菌耐药率趋势采用线性回归，抗

生素使用强度与细菌耐药相关性使用时间序列分析。 

结果  大肠埃希菌耐亚胺培南趋势近年平稳，大肠埃希菌耐派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他定、环丙沙

星呈下降趋势；三代头孢类抗生素使用强度与大肠埃希菌耐环丙沙星、亚胺培南呈正相关

（r=0.759 p=0.004 Lag=2）, （r=0.482 p=0.043 Lag=1）,喹诺酮类抗生素的使用强度与大肠埃希

菌耐环丙沙星呈正相关（r=0.716 p=0.009 Lag=2），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使用强度与大肠埃希菌耐

头孢他定呈正相关（r=0.621 p=0.008 Lag=2）。 

结论  大肠埃希菌的耐药率与三代头孢、喹诺酮类、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使用均有相关性，规范抗生

素使用及加强抗生素管理对于控制大肠埃希菌耐药显得十分迫切。 

 
 

PU-3644 

Differential analysis of X region of spa protein in 
Staphylococcus aureus in different infection types 

 
Meng Wang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ianjin First Central Hospital 

 
Objective The DLST-spa from 183 clinical specimens with Staphylococcus aureus infected were 
discuss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fference in X region of spa protein and this 
pathogen infection type was explained in our work. 
Methods Th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nd cultured, then identified by VITEK-MS Mass 
spectrometer. The drug susceptibility performed by VITEK-II susceptibility system. The 
sequences of DLST-spa were obtained by PCR. The structure of spa X protein was predicted and 
analyzed by bioinformatics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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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major mutated nucleotides of DLST-spa in these strains were A-T, G-T, A-G and C-
T. The mutations in DLST-spa gene in venous blood and aseptic body fluid have more mutations 
than others. The mutation frequency of MRSA was higher. The length of Spa X protein in these 
clinical samples were not exactly the same, while the length of Spa X protein infected by 
Staphylococcus aureus was different 
Conclusions We had concluded that the samples from venous blood and aseptic body fluid with 
shorter length of Spa X protein than that in other body fluids. Meanwhile, the length of protein in X 
region in MSSA was longer than which in MRSA. 
 
 

PU-3645 

A mussel-inspired facile method to prepare multilayer-
AgNP-loaded contact lens for early treatment of bacterial 

and fungal keratitis 

 
Xiaoqi Liu1,Jiang Chen2 

1.Sichuan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Sichu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2. Institute of Biomaterials and Surface Engineering， Key Lab.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of Materials， 

Ministr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use of contact lenses for the early treatment of bacterial or fungal keratitis has 
become a new research focus.  To overcome the traditional method disadvantages of poor AgNP 
loading and low visible light transmittance, which could be induced by limited amount of phenolic 
hydroxyl groups on and second oxidation of the PDA coating respectively. In this paper, we 
provided a facile and novel method to robustly bind multilayer-AgNPs on contact lens surfaces by 
using dopamine as reducing agent and bio-glue. 
Methods Contact lenses were was immersed into a dopamine solution for 4 h to deposit the PDA 
coating.Then, the contact lens with PDA coating was immersed in an AgNO3 solution with a 
serials concentration .Character the AgNP-loaded contact lens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UV-vis spectrophotometer, a drop shape analysis system and 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 
We  proformed In vitro testing of anti-bacterial ,anti-fungal activity , cytotoxicity assays and In vivo 
testing.  
Results The amount of Ag+ released from the contact lens which was made by new methods was 
much higher than traditional method .The results of cytotoxicity suggest that the multilayer-AgNP-
loaded contact lenses may not be cytotoxic to HCECs.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multilayer-AgNP-loaded contact lenses  exhibited significant therapeutic effect in rabbits with 
early bacterial keratitis induced by P. aeruginosa and A. fumigatus infection. 
Conclusions  In comparing with the monolayer-AgNP-loaded contact lenses fabricated by the 
traditional method, the multilayer-AgNP-loaded contact lenses made by our new methods had 
excellent anti-microbial and anti-fungal ability and better visible light transmittance. Moreover, the 
multilayer-AgNP-loaded contact lens had low cytotoxicity to human corneal epithelial cells and 
anti-inflammation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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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46 

1084 株肺炎克雷伯菌的临床分布特点及耐药性变迁 

 
谭福燕 1,庞载元 2,胡雪飞 3 

1.南昌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医学检验技术 2014 级 

2.攀枝花市中心医院检验科 

3.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 

 

目的  研究某三甲医肺炎克雷伯菌的临床分布特点及耐药性变迁，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及抗感

染治疗提供有力依据。 

方法  用 whonet5.6 和 SPSS13.0 软件对医院 2013～2016 年间临床分离的 1084 株肺炎克雷伯菌

的分布及药物敏感性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084 株肺炎克雷伯菌中，50%的标本分离自痰液，临床科室分布中，儿科、ICU 和呼吸内科

所占比例最高，分别为 18.0%、18.0%、14.0%。不同标本和科室来源的肺炎克雷伯菌对各种抗菌

药物的耐药性不同，ICU 分离的菌株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率明显高于其他科室。肺炎克雷伯菌对

头孢唑林的耐药率最高，达 37.7%，对亚胺培南的耐药率最低，为 1.7%，ESBLs 检出率为

24.1%，除亚胺培南、厄他培南、头孢替坦外，ESBLs（+）菌株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明显高于

ESBLs（-）菌株。前三年大多数药物的耐药率趋于平稳，近年呈上升趋势。男女标本比例为

1.99:1,不同年龄和性别标本中分离的肺炎克雷伯菌对大多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存在差异，71 岁及以

上年龄组分离的菌株耐药率最高，从女性标本分离的肺炎克雷伯菌对呋喃妥因和复方新诺明的耐药

率明显高于男性。 

结论  分离自不同性别、年龄段、标本、科室的菌株对同一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差异较大，临床应针

对标本来源合理用药，加强重点科室细菌监测，控制肺炎克雷伯菌的院内感染流行。 

 
 

PU-3647 

102 株铜绿假单胞菌感染的分布及药敏结果分析 

 
高贵阳,黄志昂,黄晓辉,黄党生,林婉徇 

揭阳市榕城区中心医院检验科 

 

目的  了解本地区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分布情况及对 18 种抗生素耐药性分析，从而指导临床合理用

药。 

方法  对 2017 年 1 月—12 月揭阳市榕城区中心医院各种临床标本中所分离的铜绿假单胞菌，采用

纸片琼脂扩散 K-B 法对上述菌株进行药物敏感试验及结果分析。 

结果  共分离铜绿假单胞菌 102 株，其中呼吸道标本(痰及咽拭子)分离出 74 株(72.54%)；伤口分泌

物分离出 20 株(19.6%)；尿液分离出 5 株(4.92%)；血液标本分离出 2 株(1.96%)；胸腹水标分离出

1 株（0.98%）。铜绿假单胞菌对头孢他啶、头孢曲松、头孢吡肟、美罗培南、替卡西林、哌拉西

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替卡西林/克拉维酸、氨苄西林/舒巴坦、庆大霉素、妥布霉素、阿米卡

星、米诺环素、氯霉素、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的耐药率分别为 44%、75%、47%、18.0%、

48%、25%、19%、17%、77%、56%、47%、23%、68%、70%、38%、76%；对氨曲南、复方

新诺明的耐药率高达 80%及 90%。 

结论  铜绿假单胞菌主要以呼吸道和伤口感染为主，其对多种抗生素具有较高耐药性。替卡西林/克

拉维酸、美罗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可作为揭阳市榕城区中心医院铜绿假单胞菌感染的首选药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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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48 

Conditioned medium mimicking the tumor 
microenvironment augments  chemotherapeutic resistance 

via ATM and NF-κB pathways in gastric cancer  cells 

 
Xinguo Zhuang,Xun Li,Jiaqin Zhang,Yi Hu,Bin Hu,Yi Shi,Guolin Ho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me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tumor microenvironment affects the processes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gastric cancer, and contributes to multidrug resistance (MDR). 
Methods  Although the metabolism of gastric cancer cells is known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umor microenvironment, the exact role of metabolism in microenvironment-
induced MDR formation remains unclear.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used self-conditioned medium 
(CM), which is formed through the metabolism of SGC-7901 gastric carcinoma cells, to mimic the 
tumor microenvironment. The effects of CM on drug resistance were evaluated in gastric 
carcinoma cells.  
Results Our study showed that CM could not only upregulate the expression of ABCG2 and 
MRP2, but could also upregulate the expression of certain anti-apoptosis proteins in SGC-
7901 cells. Moreover, CM could activate the ATM and NF-κB pathways, and CM-induced ABCG2, 
MRP2, and anti-apoptosis protein upregulation could be impaired by ATM and NF-κB inhibitors.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CM could augment chemotherapeutic 
resistance by activating the ATM and NF-κB pathways in gastric cancer cells, and revealed that 
the ATM and NF-κB pathways may be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s for cases of chemotherapeutic 
resistance in gastric cancer.  
 
 

PU-3649 

利用 SELDI-TOF-MS 快速鉴定鲍曼不动杆菌的研究 

 
解春宝 

四川省人民医院,610000 

 

目的  利用表面增强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SELDI-TOF-MS）技术快速鉴定鲍曼不动杆菌

(A.baumannii)。 

方法  收集临床分离鉴定的鲍曼不动杆菌 60 株及对照菌 160 株，将其所有菌株随机分成训练组和

验证组。运用 SELDI-TOF-MS 技术检测鲍曼不动杆菌和对照菌的蛋白表达，筛选鲍曼不动杆菌特

征性蛋白。用 Ciphergen Proteinchip 软件自动收集数据，并用 BioMarker Wizard 和 BioMarker 

Pattern 分析建立分类树模型。利用该模型对 20 株鲍曼不动杆菌和 51 株非鲍曼不动杆菌进行盲法

验证。 

结果  在相对分子量 3 000-30 000Da 范围内共检测到 72 个蛋白峰，其中具有统计学差异的蛋白峰

有 56 个(P<0.01)。BioMarker Pattern 软件判别分析，择优选出质荷比（M/Z）为 1 6737.8 和

5763.61 的蛋白质峰建立鲍曼不动杆菌分类树模型。盲法验证结果表明 SELDI-TOF-MS 对鲍曼不

动杆菌诊断的灵敏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85%(17/20)、100%(51/51)。 

结论  利用 SELDI-TOF-MS 可快速鉴定鲍曼不动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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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50 

女性支原体培养及药敏结果分析 

 
吕炜 

昆明市中医院,650000 

 

目的  了解女性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情况及耐药性，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方法  使用珠海市银科医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支原体 uu/mh 分离培养及药敏试剂盒，检测门

诊及住院病人中送检的疑似女性泌尿生殖道感染的 437 份标本。 

结果  检出支原体阳性 205 份，阳性检出率 46.7%（205/437），其中单纯 uu 阳性 196 份占

96.5%（196/205），单纯 mh 阳性 9 例，占 3.5%（9/205）未检出混合感染的病例。支原体对 10

种抗菌药物的药敏结果显示：单纯 uu 对交沙霉素、美满霉素敏感性最高分别为 100%、96.2%。

耐药率最高的为环丙沙星、螺旋霉素，分别为 77.2%,62%,单纯 mh 感染的病例对交沙霉素，美满

霉素 100%敏感，对环丙沙星，阿奇霉素，螺旋霉素 100%耐药，对其余 5 种抗菌药物 50%的敏

感。 

结论  近期内我院女性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病例主要以单纯 uu 感染为主，且支原体感染类型不

同，其药敏结果也不相同，临床医生应根据培养及药敏试验结果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单纯 uu 感染

病例对交沙霉素，美满霉素最为敏感，可作为临床首选用药，喹诺酮类抗生素不宜选用。对单纯

mh 感染病例，交沙霉素，美满霉素可作为首选用药，不宜选用喹诺酮类，阿奇霉素，螺旋霉素。 

 
 

PU-3651 

碳青霉烯酶三种检测方法间的比较 

 
肖圣达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430000 

 

目的  碳青霉烯酶是一类可以水解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的 β-内酰胺酶，随着近年来大量耐碳青霉烯

酶菌株的出现，导致临床对多重耐药或泛耐药细菌面临无药可医的状况，在临床工作中造成日益严

重的损失。因此用更好的方法检测出碳青霉烯酶，在临床工作中显得尤其重要。临床上检测碳青霉

烯酶的方法不断完善，方法间的比较将为临床工作者提供参考。 

方法  本文将从碳青霉烯酶三种检测方法——改良 Hodge 试验，Carba NP 试验，CIM 试验的概

念、原理、试验步骤等方面进行综述，以期为后期三种方法进行系统比较，给临床检验工作者带来

便利打下基础。 

供参考。 

结果  改良 Hodge 试验，其需通过观察细菌生长检测细菌产酶情况，特异度较好，但其灵敏度较

差，操作步骤多，周期长。 

Carba NP 法检测碳青霉烯酶仅需肉眼观察可见的颜色变化即可准确检出细菌产酶情况，具有良好

的准确性、特异性及较高的灵敏度，此法 30min 内即可得到检测结果且费用相对低廉，适合在临

床、微生物实验室、疾控等相关单位广泛使用。此法的应用不仅极大的提高产酶菌株检测效率，而

且亦为临床抗菌药物的使用、控制产碳青霉烯酶细菌的医院感染赢取宝贵时间。 

CIM 试验不受菌龄、实验室人员操作和技术因素等影响，成本低廉，结果易于判读，所需试剂均为

实验室常规用品，无需额外购置仪器设备，有利于基层实验室开展，有望成为碳青霉烯酶表型筛选

的有效方法。但该试验在取菌量、温育时间等问题上仍需商榷，后续有待增加菌株和检测基因数

量，进一步更加准确地评价其应用价值。 

结论  改良 Hodge 试验，其需通过观察细菌生长检测细菌产酶情况，特异度较好，但其灵敏度较

差，操作步骤多，周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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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a NP 法检测碳青霉烯酶仅需肉眼观察可见的颜色变化即可准确检出细菌产酶情况，具有良好

的准确性、特异性及较高的灵敏度，此法 30min 内即可得到检测结果且费用相对低廉，适合在临

床、微生物实验室、疾控等相关单位广泛使用。此法的应用不仅极大的提高产酶菌株检测效率，而

且亦为临床抗菌药物的使用、控制产碳青霉烯酶细菌的医院感染赢取宝贵时间。 

CIM 试验不受菌龄、实验室人员操作和技术因素等影响，成本低廉。 

 
 

PU-3652 

产吲哚金黄杆菌耐药性和耐药基因的研究 

 
解春宝 

四川省人民医院,610000 

 

目的  本研究拟了解临床分离产吲哚金黄杆菌的耐药特性，检测其耐药基因分析耐药机制，为临床

合理使用抗生素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收集四川省某三甲医院 2013 年 10 月-2015 年 2 月临床分离的产吲哚金黄杆菌菌株，分析其

耐药谱。利用聚合酶链反应（PCR）技术筛查其耐药基因，扩增阳性产物进行序列测定然后将其结

果与 GenBank 数据库进行比对分析以确定其基因型。 

结果  本研究收集到 6 株产吲哚金黄杆菌，6 株菌株对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以及碳青霉烯类等抗

菌药物表现为耐药。耐药基因检测结果：IND-2、IND-LIKE 及 CIA 耐药基因有 5 菌株细菌均为阳

性；IND-1、IND-3 及 IND-4 耐药基因 6 株细菌均为阴性。 

结论   目前从该院临床分离的产吲哚金黄杆菌表现为多重耐药，其耐药基因型以 IND-2 和 CIA 为常

见。 

 
 

PU-3653 

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感染的临床分布及耐药分析 

 
时黎明 

菏泽市立医院,274000 

 

目的  分析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CRKP）感染的临床分布特征及耐药现状,为临床预防和控

制感染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实验室依据｡ 

方法  收集菏泽市立医院 2016 年至 2017 年临床分离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菌株,标准方法进

行抗菌药物敏感性实验,采用 Whonet5.6 和 SPSS17.0 软件统计分析｡ 

结果  2016 年—2017 年我院共检出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 117 株,占同时期该院分离肺炎克雷

伯菌的比例为 23.6%,在重症监护病房(ICU)内检出率最高(68.4%)｡临床标本以痰液标本(86.3%)为

主要来源､其次为尿液标本(6.0%)｡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对甲氧苄啶/磺胺甲恶唑的耐药率最低,

为 11.8%,对其余临床常用抗菌药物呈现出高度的耐药性,其耐药率均大于 88%｡ 

结论  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临床分离率高,耐药性严重,部分呈现泛耐药,医院须对碳青霉烯耐药

肺炎克雷伯菌加强监控工作,尤其 ICU 内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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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54 

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感染的临床流行病学研究 

 
时黎明 

菏泽市立医院,274000 

 

目的  分析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感染的临床分布及耐药特点,为控制感染、延缓和减少细菌耐

药性的发生提供理论指导。 

方法  收集山东省菏泽市立医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临床分离的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

菌菌株 220 株,按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2016)推荐方法进行抗菌药物敏感性实验,采用

Whonet5.6 和 SPSS19.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结果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我院共检出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 220 株,占同期分离该院

肠杆菌科细菌的比例为 13.1%(220/1678),在重症监护病房内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的检出率

为最高 53.4%(114/220)｡分离标本中以痰液标本(63.2%)为主要来源,其次是脓液标本(11.8%)和尿液

标本(10.0%)｡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对甲氧苄啶/磺胺甲恶唑的耐药率最低,为 32.2%,对其它临

床常用抗菌药物耐药程度严重,耐药率多大于 70%｡ 

结论   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临床分离株数较多,临床分离率高,对多数临床常用抗菌药物耐药

程度严重,部分具有泛耐药的特点,医院须对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加强监控工作,尤其是 ICU 内

的菌株,应引起足够重视｡ 
 
 

PU-3655 

口服抗肿瘤药物对小鼠肠道菌群和免疫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 

 
祝贺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微生物的结构组成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宿主基因型、年龄、饮食、抗生素等。抗肿

瘤药物存在毒副作用，这种毒副作用亦能够影响肠道菌群结构，但其作用机制尚不明确。因此，本

文以此为切入点，进行口服抗肿瘤药物卡培他滨对小鼠肠道菌群和免疫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研究，

以期揭示药物影响肠道菌群及免疫系统的作用机制。 

方法  高通量测序 

结果  通过转录组测序技术筛选Ⅰ、Ⅱ、Ⅲ三个时期实验组和对照组中差异表达基因，以及这些差

异表达基因相关的信号通路，随后进一步筛选差异表达的免疫相关基因和它们参与的信号通路。 

结论  提示卡培他滨可能通过改变肠道菌群进而影响黏膜免疫系统 

 
 

PU-3656 

Complete Sequence of a Plasmid co-harboring CTX-M-65， 

SHV-12,KPC-2，Rmtb and TEM-1 from  

a hyper-virulent Klebsiellarr pneumonia Clinical Strain 

 
沈伟 

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644000 

 

目的  High-throughout sequencing technique was performed for plasmid of SWU01 comprising of 

162,552 bp, which was referred as pSWU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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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After analyzing, we found this plasmid harbors drug-resistant genes CTX-M-65, SHV-12, 

KPC-2, Rmtb, and TEM-1, toxin encoding gene including VagC, toxic poly-peptide, RelE toxin 
protein, virulence factor, transposon (Tn), insertion sequence(IS), Integron and Transfer position 
(Tra, Trb). BLAST search against NCBI Genebank revealed similarity between pSWU01 and 
drug-resistant plasmids.  

结果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pSWU01 is 85% identical t to the 151,466 bp of drug-resistant 

plasmid LJ04(GeneBank Accession NO: KT185451.1) , while 76% identical to the 136,848 bp of 
drug-resistant plasmid pkP1034(GeneBank Accession NO: KP893385.1). 

结论  Plasmid of multidrug-resistant Strain SWU01 for Klebsiellar pneumonia harbors rich drug-

resistant elements, which contribute mainly to the multi-drug resistance of this strain. 
 
 

PU-3657 

2015 至 2017 年郑州儿童医院侵袭性 

肺炎链球菌临床分离株耐药分析 

 
方盼盼,王颍源,杨俊文,高凯杰,杨俊梅 

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了解河南省儿童医院住院部肺炎链球菌侵袭性分离株的耐药状况。 

方法  收集 2015 年１月至２017 年 12 月河南省儿童医院住院患儿无菌体液标本中肺炎链球菌分离

株，采用美国 BD Phoenix™-100 全自动细菌鉴定/药敏系统链球菌板条及Ｅ-test 条进行药敏试

验，分析肺炎链球菌对主要抗菌药物敏感率，比较侵袭性肺炎链球菌耐药性年度变化及不同标本来

源肺炎链球菌的耐药性差异。率的比较采用 Fisher 确切概率法或 c2检验。 

结果  收集了 97 株肺炎链球菌，其中非脑脊液侵袭性分离株 76 株，脑脊液分离株２1 株。97 株肺

炎链球菌分离株对抗菌药物敏感性株 [（%）]依次为：万古霉素 97（100%），利奈唑胺 97

（100%），左氧氟沙星 97（100%），替考拉宁 97（100%），青霉素 90（92.8%），头孢吡肟

84（86.6%），头孢噻肟 89（93.7%），复方新诺明 23（23.7%)，克林霉素 2(2.1%)，红霉素

2(2.1%),阿莫西林 78（80.4%），美罗培南 93（（95.9%）。肺炎链球菌侵袭性分离株对复方新诺

明的敏感率 2015-2017 年分别为 43.5%（10／23）、24.4％（10／41）、9.1%（3／33），３年

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8.878，P<0.05），分离株对其余抗菌药物３年间的耐药状况的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统一按肺炎链球菌脑膜炎静脉注射给药折点判断，76 株非

脑脊液分离株与 21 株脑脊液分离株对 13 种药物耐药率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P ＞ 0.05） 

结论  2015 至 2017 年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住院患儿肺炎链球菌临床分离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

药率呈增长趋势，而青霉素耐药率低于全国水平，我院应加强医院感染防控措施，做好细菌耐药性

监测以便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PU-3658 

鼻咽癌患者鼻咽溃疡医院感染及临床分析 

 
辛娜,陈丽妹,陈燕 

福建省肿瘤医院,350000 

 

目的  调查分析鼻咽癌患者放疗过程中鼻咽溃疡发生医院感染的菌种分布、耐药性及其临床特征，

总结临床经验，为医院感染的预防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随机选取医院 184 例鼻咽癌发生鼻咽溃疡的住院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临床资料的回顾

性分析，研究患者医院感染的临床特征与病原菌类型。 

http://www.baidu.com/link?url=b5PaJOOlXQwLBvxJsUlXHogxPyv30LNlz7y8a0kx6JWbTX0tiIlJdnl3Ft5PhbFrnER9eXxYcStXoUyNJXsSiTSV7plWjxbTlFxo-i5sQ82CZyYjK8r8pkji8-vm3TW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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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84 例鼻咽癌鼻咽溃疡的住院患者中有 64 例发生医院感染，感染率高达 37%，共检出病原

体 90 株 ，以肺炎克雷伯菌（26.9），铜绿假单胞菌（19.2%），金黄色葡萄球菌（15.4）为主，

真菌比例较低。鼻咽癌患者行放化疗过程中鼻咽腔黏膜发生发射性反应 ，形成鼻咽溃疡，易造成

医院感染 。肿瘤分期晚，肿瘤体积大，激素类药物的应用并发感染的概率高。发生医院感染的危

险因素包括住院时间、鼻咽黏膜完整性、体内白细胞水平、抗菌药物。 

结论  为预防医院感染 ，鼻咽癌患者在行放化疗时，应积极关注其鼻咽黏膜完整性，预防性保护，

及时送检分泌物标本，合理用药。 

 
 

PU-3659 

Leukotoxin and Pyrogenic Toxin Superantigen Gene 
Backgrounds in Bloodstream and Wound Staphylococcus 

aureus Isolates from Eastern Regions of China 

 
Chunyan He1,Su Xu2,Huangqiang Zhao1,Fupin Hu2,Xiaogang Xu2,Shu Jin3,Han Yang1,Fang Gong4,Qingzhong 

Liu1 

1.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2.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3.Shanghai People's Hospital of Putuo District， Shanghai， China 

4.The Third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tong University Wuxi， China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distribution of genes encoding leukocidin and pyrogenic toxin 
superantigens in clinical S. aureus isolate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rulence genes 
and the genetic background of isolates. To explore whether the expression of lukED in leukocidin 
gene is related to the genetic background of isolates. 
Methods Five leukotoxin genes and thirteen PTSAg determinants were detected for 177 S. 
aureus isolates from blood (n = 88) and wound (n = 89) infections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The expression of leukotoxin ED (lukED) was determined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qRT-PCR). The genetic backgrounds of isolates were analyzed by staphylococcal cassette 
chromosome mec (SCCmec) typing (for methicillin-resistant S. aureus isolates), 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 accessory gene regulator (agr) typing and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for representative isolates based on PFGE type) methods. 
Results 99.4% (176/177) isolates contained at least one of leukotoxin genes. Among them, 
94.9% (168/177), 81.4% (144/177) and 67.8% (120/177) isolates harbored hlgBC, lukED and 
lukAB, respectively. Compared to leukotoxin genes, there was a relatively lower overall 
prevalence of PTSAg genes [99.4% versus 72.9% (129/177), P < 0.001], and they were 
organized in 59 patterns, with the most common combination of the egc cluster with or without 
other PTSAg genes. Genetic analysis showed the distribution of certain toxin genes is associated 
with the genetic backgrounds of isolates. The egc cluster was a common feature of CC5 isolates, 
among which ST5 and ST764 isolates harbored more PTSAg genes. The lukED was not present 
in ST398 isolates, and its expression is quite different among isolates. Due to a limited number of 
isolates detected, no markedly correl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lukED expression and ST 
type or agr group.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study elucidated the distribution of leukotoxin and PTSAg genes and 
the expression of lukED in blood and wound isolates, and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with ge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isolates. These data improved the pres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hogenicity of S. aur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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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60 

2783 株 ICU 科临床标本病原菌种类分布及抗生素耐药性分析 

 
杨璐,张晓蓓,李云轩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对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ICU 病房临床标本病原菌种类分布及耐药性进行分析，为本

院 ICU 患者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选取 2014 年 7 月 1 日-2017 年 7 月 1 日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ICU

科送检临床标本，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对标本进行细菌的培养、分离鉴定，根据抗菌药物敏

感性试验执行标准（CLSI 2014 版-2017 版）进行耐药性分析。 

结果    ICU 科临床标本送检 2717 份，痰标本 1009 份（36.3%），无菌体液标本 875 份

（31.4%），血液标本 537 份（19.3%），尿液标本 227 份（8.2%）。其中 CRE 的标本分布类型

主要为痰 90 份（41.1％），引流液 60 份（27.4%），血液 31 份（14.2%）。2783 株 ICU 临床标

本分离出铜绿假单胞菌 502 株(18.0%)、大肠埃希菌 474 株(17.0%)、鲍曼不动杆菌 450 株

(16.2%)。384 株 ICU 科临床检出 CRE 中，粘质沙雷菌检出率最高，检出 170 株，占 44.27%，检

出肺炎克雷伯菌肺炎亚种 138 株，占 35.94%。铜绿假单胞菌对除氨苄西林、哌拉西林、头孢唑林

和头孢曲松外的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均比大肠埃希菌高（P<0.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不同标本

类型组间检出的革兰阴性菌耐药性比较中，尿液标本中检出的铜绿假单胞菌对哌拉西林、头孢他

啶、头孢吡肟、亚胺培南、美洛培南、阿米卡星、庆大霉素、环丙沙星和左氧氟沙星耐药率高于其

他标本类型（P<0.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痰标本中检出的大肠埃希菌对 ESBL、头孢呋辛、

头孢曲松、头孢噻肟、头孢西丁和氨曲南耐药率高于其他标本类型（P<0.005），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ICU 科临床标本病原菌以铜绿假单胞菌、大肠埃希菌和鲍曼不动杆菌为主，是 ICU 病房患者

的重要致病菌。治疗时应慎重、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PU-3661 

全国多中心成人医院获得性肺炎微生物学与多重耐药细菌的 

危险因素和预后研究：数据来自 2007 至 2016 年 

中国医院感染抗菌药物耐药性监测网（CARES） 
 

尹玉瑶,赵春江,李荷楠,王辉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100000 

 

目的  HAP 是最常见的医院获得性感染，且是医院护理常见的并发症。在本研究中，我们调查了引

起 HAP 的细菌，旨在确定 2007-2016 年中国 MDR 病原体引起的 HAP 的危险因素和预后。 

方法  收集 2007~2016 年 12 所中国教学医院医院感染病原菌及 HAP 致病菌。最低抑菌浓度用琼脂

或肉汤稀释法测定。通过单变量和多变量分析确定由 MDR 细菌引起 HAP 的危险因素与预后。 

结果  2007~2016 年收集的菌株数为 3254 株，其中鲍曼不动杆菌 25.9％，铜绿假单胞菌 20.1％为

主，其次为肺炎克雷伯菌 15.6％，金黄色葡萄球菌 11.9％。鲍曼不动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的感染

率在 2007 年从 17.4％和 14.0％上升到 2016 年的 27.3％和 19.1％。CRPA 有下降趋势，CRAB 从

36.2％增加到 78.6％，CRKP 从 1.7％增加到 14.0％。MRSA 从 2007 年的 87.1％显着下降到

2016 年的 56.1％。在 HAP 人群中，心血管疾病（OR, 1.569; 95％CI, 1.253-1.964; P = 0.003），

皮质醇治疗（OR, 2.180; 95％CI, 1.720-2.761; P = 0.018），气管插管时间> 14 天（OR, 2.115; 

95％CI, 1.640-2.727; P = 0.016），近 90 天内住院（OR, 1.477; 95％CI, 1.198-1.822; P = 

0.033）和感染 MRSA（OR, 1.911; 95％CI, 1.017-3.592; P = 0.015）是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多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010 

 

变量分析显示，从其他医院转入 ICU 和使用多种抗菌药作为与 CRAB 感染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

气管插管时间>14 天是 CRPA 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与感染 MRSA 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有吸烟和

感染前 30 天接受抗菌药治疗。 

结论  具有高度多重耐药性的非发酵革兰氏阴性杆菌是 HAP 主要的病原菌。HAP 临床分离株的耐

药趋势持续变化。在 HAP 人群中，心血管疾病，皮质醇的接受，长时间气管插管，最近 90 天内的

住院和感染 MRSA 是 HAP 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多变量分析表明感染在 ICU，从其他医院或病房

转移，使用多种抗菌药，长时间气管插管，感染前 30 天接受抗菌药是 MDR 的独立危险因素。 

 
 

PU-3662 

836 例各年龄段女性阴道分泌物的常规检验及分析 

 
于文凯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272000 

 

目的  通过对 836 例不同年龄段女性阴道分泌物病原菌的检查，了解本地区不同年龄段女性所感染

阴道疾病病原菌的情况，探讨阴道分泌物常规检查作为女性妇科常规筛查指标的重要意义。 

方法  对就诊的 836 例鲁西南地区女性患者的阴道分泌物进行生理盐水涂片后，直接在显微镜下检

查，并将其分为≤20 岁、21～40 岁、41～60 岁、≥61 岁四组，进行分组比较。 

结果  在 836 例标本中，显示异常的 124 例，检出阴道毛滴虫 41 例(33.06%)，真菌 83 例

(66.94%)。不同年龄组阴道炎发生率分别为 5.6%、47.73%、32.5%、14.17%。其中 21～40 岁组

阴道炎发生率最高，与≤20 岁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阴道毛滴虫检出率在 41~60 岁年

龄组最高(0.78%)，在≤20 岁年龄组最低(0.22%)；真菌检出率在 21~40 岁年龄组最高(10.25%)，

在≥61 岁年龄组最低(2.11%) 

结论   滴虫性阴道炎和真菌性阴道炎是本地区女性常见阴道感染性疾病，应注意不同年龄段对阴道

疾病的影响，从而做好防治工作。另外，阴道分泌物常规检验是妇科最简单、最常用的检查手段，

有利于及时发现疾病和早期治疗，应定期进行阴道分泌物常规检查。 

 
 

PU-3663 

甜菜碱对肺炎克雷伯菌生物膜形成与分散的影响 

 
胡仁静,黄红宇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214000 

 

目的  探讨甜菜碱对肺炎克雷伯菌生物膜形成抑制及分散的作用。 

方法  收集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分离肺炎克雷伯菌 31 株，分离自肝脓

肿引流液、痰液及尿液。采用结晶紫染色法检测肺炎克雷伯菌 24h-144h 体外生物膜形成能力，检

测甜菜碱对肺炎克雷伯菌的生物膜抑制与分散试验。PCR 检测肺炎克雷伯菌常见的高毒力的荚膜

血清型（K1、K2、K5、K16、K20、K54、K57）。配制碱 128g/L-0.125g/L 浓度的甜菜进行梯度

抑制试验。 

结果  31 株肺炎克雷伯菌检出 K1 型 6 株、K2 型 3 株、K5 型 1 株、K20 型 1 株、K57 型 6 株，14

株未检出高毒力血清型。31 株肺炎克雷伯菌 24 h 均形成生物膜，浓度大于等于 16g/L 的甜菜碱作

用 24 h 则可明显抑制肺炎克雷伯菌生物膜形成(t =3.90，P<0.01)，不同荚膜血清型无明显差异；

甜菜碱分散试验显示作用 24 h 与 48 h、72 h 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16g/L 甜菜碱可有效抑制肺炎克雷伯菌生物膜的形成并能 24 h 分散熟生物膜，为肺炎克雷伯

菌眼部及脓肿感染部位的细菌冲洗灭菌带来更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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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64 

鲍曼不动杆菌主动外排系统 adeR 基因与耐药相关性探讨 

 
蔡燕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637000 

 

目的  通过分析外排泵基因 adeR 在鲍曼不动杆菌中的表达情况及临床常用抗生素的药敏结果，探

讨外排泵对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性的影响。 

方法  PCR 法检测 84 株鲍曼不动杆菌中外排泵基因 adeR 的表达情况，并根据 PCR 结果将菌株分

为 adeR 基因阳性组和 adeR 基因阴性组，分析两组鲍曼不动杆菌对丁胺卡拉霉素、头孢匹美、左

氧氟沙星和亚胺培南的耐药情况，并用统计软件 SPSS16.0 对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PCR 结果显示收集的鲍曼不动杆菌中 adeR 基因表达阳性率为 70.24%（59/84）；adeR 基

因阳性组中丁胺卡拉霉素、头孢匹美、左氧氟沙星和亚胺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 83.93%、90.74%、

84.75%和 67.80%，多重耐药率为 77.97%，adeR 基因阴性组中各抗生素的耐药率分别为

58.33%、73.91%、56.00%和 44.00%，多重耐药率为 53.85%。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两组间耐药率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外排泵基因在本地区鲍曼不动杆菌中的检出率较高，与临床常用抗生素耐药情况高度相关，

是本地区鲍曼不动杆菌多重耐药的重要原因之一。 

 
 

PU-3665 

VITEK MS 在血培养报阳标本直接检测中的应用 

 
侯伟伟,李冬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200000 

 

目的  探讨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系统（VITEK MS）在血培养报阳标本直接快速检

测中应用的可行性，从而实现临床血培养阳性细菌的快速而准确的鉴定。方法 收集同济医院

BACTEC FX 仪器报阳的血培养标本 428 例，按常规流程操作，对阳性血培养报阳标本进行涂片及

转种培养，并采用 Vitek2 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对培养菌落进行鉴定。同时，从血培养

瓶直接抽取血液至分离胶采血管中离心，采用 VITEK MS 对离心富集细菌进行直接的菌种鉴定，比

较两者鉴定结果的一致性，结果有差异的菌株采用 16S rDNA 基因测序进行验证 

方法  收集同济医院 BACTEC FX 仪器报阳的血培养标本 428 例，按常规流程操作，对阳性血培养

报阳标本进行涂片及转种培养，并采用 Vitek2 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对培养菌落进行鉴

定。同时，从血培养瓶直接抽取血液至分离胶采血管中离心，采用 VITEK MS 对离心富集细菌进行

直接的菌种鉴定，比较两者鉴定结果的一致性，结果有差异的菌株采用 16S rDNA 基因测序进行验

证 

结果  428 例血培养阳性标本中，快速 VITEK MS 方法鉴定准确的菌株共 248 例（77.1%），未鉴

定出菌株 88 株（20.6%），而鉴定错误的菌株仅 10 例（2.3%）。和传统 Vitek2 Compact 鉴定相

比，快速 VITEK MS 方法的鉴定准确率分别为 88.4%（190 例）、67%（124 例）和 37.5%（3

例）。 

结论  VITEK MS 在血培养报阳标本直接快速检测中的应用具有可行性，虽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如未鉴定出的概率为 20.6%，但该方法鉴定错误率非常低，且对常见病原菌，如肠杆菌科、非发酵

菌、肠球菌等，鉴定准确率均大于 70%，与传统 Vitek2 Compact 鉴定系统相比优势突出，如成本

低、操作方便、结果快速等。VITEK MS 联合分离胶可作为血培养报阳标本快速检测的一种新的研

究方法，应用于临床微生物检验。对于临床而言，该方法可明显缩短临床获取鉴定结果的时间，为

临床的快速诊疗争取时间，从而最大程度的满足临床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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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66 

3586 例临床尿路感染的病原菌分布与耐药性分析 

 
杨璐,马自蓉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尿路感染病原菌分布和药敏试验结果，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获取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就诊的尿路感染患

者中段尿中分离出病原菌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whonet5.6 软件对所有菌株进行耐药性统计分析，采

用 SPSS17.0 统计学软件对产 ESBLs 菌株和非产 ESBLs 菌株进行分析。 

结果  从尿路感染患者的尿液中共检出病原菌 3586 株，其中革兰阴性菌 2514 株占 70.11%，革兰

阳性菌 1072 株占 29.89%；革兰阴性菌以大肠埃希菌为主，革兰阳性球菌以肠球菌为主。药物敏

感性试验结果显示在尿路感染患者分离出的产 ESBLs 的大肠埃菌中，18 岁以上人群中比 18 岁以

下的人群对除头孢吡肟、头孢西丁、亚胺培南、四环素外的常用抗生素的耐药率均显著升高。产

ESBLs 的大肠埃希菌比非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对除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呋

喃妥因外的常用抗生素耐药率均显著升高。 

结论  尿路感染患者中分离得到病原菌以革兰阴性杆菌居多，其中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的比例较

高，与非产 ESBLs 菌株耐药性相比，产 ESBLs 株的耐药率显著增高，且随年龄的增长产 ESBLs

的大肠埃希菌的耐药率呈不断上升趋势。故积极监测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及其耐药情况对于临床

合理用药、院内感染控制及流行病学调查极为重要。 

 
 

PU-3667 

两种结核分枝杆菌培养检测方法的比较 

 
张欣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比较小川培养基和 BacT/ALERT 3D 系统培养检测结核分枝杆菌结果的差异。方法   对 100

份结核患者痰标本进行前处理后，分别用上述两种方法进行培养。 

方法  对 100 份结核患者痰标本进行前处理后，分别用上述两种方法进行培养。 

结果  两种方法的阳性率分别为 28％、38％；阳性平均报告时间分别为 28.3 天、14.6 天；污染率

分别为 3％、5％。 

结论  3D 系统培养法较小川培养法有更高的灵敏度和更快的检出时间，在加强无菌操作的情况下，

3D 系统可以取代小川培养法，作为结核杆菌培养检测的常规方法。 

 
 

PU-3668 

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患者 GM/G 试验诊断价值及临床疗效评价 

 
冯善丽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272000 

 

目的  探讨半乳甘露聚糖（GM)抗原检测和（1,3)-β-D-葡聚糖（G）抗原检测对临床侵袭性肺部真

菌感染（invasive pulmonary fungal infection，IPFI ）的诊断价值。 

方法  采用竞争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和光度法检测 GM 和 G 抗原浓度。四格法计算 GM 和 G 试验的

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准确性和漏诊率等诊断指标。查阅病历回顾性调查

IPFI 患者的年龄、科室、并发疾病、曲霉菌种类、相关感染指标和药物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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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435 例 GM 和/或 G 阳性。男 63.0%，女 37.0%。24 天～90 岁，平均 55.3±26.6 岁， 50 岁

以上 64.2%。呼吸科、儿科和重症监护室较多，依次 30.6%、17.5%和 14.2%。重症肺炎和慢性阻

塞型肺病占 31.5%。烟曲霉 80.0%。白色念珠菌 64.3%、热带念珠菌 21.4%、光滑念珠菌

10.7%。C-反应蛋白(C  reactive protein，CRP）、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D-二聚体

（D-Dimer）增高率依次为 77%、91.6%、82.9%。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

准确性和漏诊率 GM 试验分别为 86.3%、93.0%,、91.4%、88.7%、89.9%和 13.7%；G 试验

78.3%、77.2%、80.4%、74.9%、77.8%和 21.7%。GM 和 G 试验阳性率 34.7%和 42.3%，二者

P＞0.05。伏立康唑有效率为 81.4%、卡泊芬净 58.8%，二者Ｐ＜0.001。 

结论  GM 和 G 试验对 IPFI 的诊断有较大价值。小儿和 50 岁以上的老年男性患者、重症肺炎、慢

性阻塞性肺病、血液风湿免疫性疾病、脑出血、脑梗塞、尿毒症、肿瘤、烟曲霉菌及白色念珠菌应

视为 IPFI 的危险因素。经验选用伏立康唑和卡泊芬净治疗 IPFI 疗效较好。 

 
 

PU-3669 

社区获得性金黄色葡萄球菌毒力蛋白 EsxB 

与 GRP78 蛋白相互作用影响宿主细胞凋亡 

 
吕慧颖,李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200120 

 

目的  筛选鉴定出高毒力社区获得性金黄色葡萄球菌 ST398 克隆株中与细菌毒力相关的蛋白 EsxB 

与宿主细胞直接相互作用的宿主蛋白，了解该毒力蛋白对宿主细胞凋亡的影响，并筛选出由于该毒

力蛋白与宿主细胞的相互作用，导致宿主细胞中凋亡相关的信号通路的变化，从而揭示金葡菌

EsxB 蛋白在侵染宿主细胞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机制。 

方法  构建毒力蛋白表达载体获得携带 His 标签的 EsxB 蛋白，同时对细胞系 A549、THP-1 进行

SILAC 标记后，在细胞蛋白提取物中加入带有 His 标签的毒力蛋白，共同孵育后用特异性亲和吸附

His 的树脂对发生相互作用的宿主细胞蛋白进行富集，并进行蛋白电泳，找出与对照的差异条带，

割胶进行质谱分析，确定与毒力蛋白相互作用的宿主细胞蛋白。之后利用 CO-IP、pull down 及细

菌双杂交等方法验证这种相互作用。同时构建 esxB 敲除株及 grp78 缺陷细胞系，利用野生株和突

变株与宿主细胞相互作用，通过流式细胞仪 FITC-AnnexinV/PI 双染法及 western blot 法检测

Caspase-3，确定 EsxB 对宿主细胞凋亡的影响。并通过检测 Caspase-12 确定宿主细胞的凋亡通

路。 

结果  通过质谱分析及 CO-IP 验证，内质网应激相关的葡萄糖调节蛋白 GRP78 能与 EsxB 毒力蛋

白相互作用。 esxB 突变株能够以 Capsase-12 凋亡通路抑制宿主细胞的凋亡，并且凋亡受蛋白

GRP78 的影响。证明 EsxB 通过与宿主细胞 GRP78 蛋白相互作用，影响宿主内质网应激反应，诱

发宿主细胞早期凋亡，促进细菌的毒力。 

结论  在金葡菌侵染宿主细胞的过程中，毒力蛋白 EsxB 能够与 GRP78 发生相互作用，影响宿主细

胞的内质网应激，诱发未折叠蛋白反应（UPR），导致新生肽的错误折叠，通过 Caspase-12 通

路，促进宿主细胞的凋亡，提升社区获得性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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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70 

艰难梭菌的检测及临床分析 

 
刘元元,李晓哲,董海新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272000 

 

目的  了解我院艰难梭菌的感染流行情况，为防控感染的爆发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 2016-2017 年期间住院腹泻患者的大便标本，进行大便艰难梭菌鉴别培养基显色培养，

通过筛查菌落形态、镜检，最终依赖质谱鉴定。同时对大便标本使用酶联荧光免疫测定艰难梭菌毒

素 A/B。收集阳性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艰难梭菌感染相关的危险因素。 

结果  收集的大便标本经厌氧培养及鉴定，艰难梭菌培养阳性率为 16.5%，艰难梭菌毒素检出率为

12.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单因素分析发现头孢一代、头孢三代、抗生素联用是艰难梭菌感染的

潜在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发现头孢三代的使用是感染艰难梭菌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我院艰难梭菌存在一定流行情况，同时存在易感因素，应严密监测，积极预防及控制。 

 
 

PU-3671 

2017 年我院铜绿假单胞菌耐药性分析 

 
郭杨柳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637000 

 

目的  了解 2017 年我院铜绿假单胞菌临床分离株的临床分布特点和耐药性，为临床合理选择抗菌

药物提供参考。 

方法  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进行细菌培养分离，使用 VITEK2-Compact 进行细菌鉴定，

联合仪器法和 K-B 法进行药敏试验，并用 WHONET5.6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2017 年共分离铜绿假单胞菌 469 株，分离率占前三位的标本类型依次为：痰标本

（66.5%）、脓液标本（10.4%）和尿标本（7.2%）；铜绿假单胞菌总体耐药率为 1.8%～23%，

其中对阿米卡星的耐药率最低，对氨曲南的耐药率最高；常见临床标本分离株耐药情况如下：痰标

本分离株耐药率为 1.3%～22.0%，脓液标本分离株耐药率为 0.0%～26.6%，尿液标本分离株耐药

率为 3.1%～48.0%，血液标本分离株耐药率为 0.0%～9.5%，；主要科室分离株耐药情况如下：

ICU 分离株耐药率为 0.0%～31.7%，脑外科分离株耐药率为 0.0%～22.4%，呼吸内科分离株耐药

率为 0.0%～27.8%；铜绿假单胞菌对亚胺培南总体耐药率为 12.1%，其中对亚胺培南耐药率占前

三位的标本类型依次是：痰标本（15.2%）、尿液标本（15.2%）和脓液标本（6.1%）；对亚胺培

南耐药率占前三位的科室依次为：ICU（31.7%）、脑外科（21.2%）和呼吸内科（7.3%）。 

结论  临床铜绿假单胞菌主要分离自下呼吸道标本，提示临床以下呼吸道感染为主。铜绿假单胞菌

对不同药物的耐药率在各标本类型和科室间差异较大，其中对亚胺培南耐药率较高的分离株主要来

自病人基础情况差，应用侵入性操作多和使用抗菌药物时间长的科室。医院应加强抗菌药物使用管

理，促进抗菌药物合理使用，并加强感控措施，防止耐药菌株在医院内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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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72 

抗菌肽 lycosin-I 作用于热带念珠菌的转录组学研究 

 
陈芷阳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410000 

 

目的  体外研究 lycosin-I 抗热带念珠菌的可能作用机制。 

方法  转录组测序研究 lycosin-I 与热带念珠菌结合后的分子机制。 

结果  抗菌肽 lycosin-I 处理过的热带念珠菌在转录组学数据上产生了较大的改变，共有 598 个基因

上调，239 个基因下调。在 GO 富集分析中，与膜结构相关的 GO 分类中差异基因数较多；生物途

径与细胞组成中基因表达差异最显著的是呼吸链复合物 IV 相关基因（GO:0008535）；分子功能中

基因表达差异最显著的是三价铁离子结合相关基因（GO:0008199）。在 KEGG 富集分析中，基因

差异表达最显著的是丙酮酸代谢（ko00620）相关基因。 

结论  lycosin-I 结合热带念珠菌细胞后通过调控热带念珠菌基因表达来发挥抗菌活性。 

 
 

PU-3673 

南京市江宁区大肠杆菌 OMV 耐药基因的检测和水平转移 

 
谢垚 

南京市江宁医院 

 

目的  细菌外膜囊泡（OMV）是由细菌外膜出芽形成，其内含由细胞质成分，常由革兰氏阴性细菌

产生，使细菌可以与周围环境互相作用。OMV 为球形脂质双层囊泡，大小通常为 100-300nm，携

带脂多糖、磷脂、肽聚糖、外膜蛋白、细胞壁成分、蛋白质、核酸(DNA,RNA)。革兰阴性甘将军的

耐药性除了可以通过接合、转化水平传播以外，还可以通过 OMV 转移由于脂质双层外膜的保护作

用，囊泡内的核酸物质可不被 DNA 酶降解，更有利于耐药性的水平转移。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对临

床上分离的大肠杆菌 OMV 携带耐药基因的情况及其介导耐药基因的水平转移能力进行探究。 

方法  对临床分离的大肠杆菌 OMV 的提取、纯化及其携带的耐药基因的分析以及 OMV 在大肠杆菌

间的转化率测定。 

收集 2018 年 5 月到 2018 年 8 月南京市江宁医院微生物室培养的表型为多重耐药大肠杆菌标本。

根据 VITEK-2 表型分析分为两组 ESBL 组和非 ESBL 组冷冻保存。菌株复苏后，增菌。  

1. 提取细菌质粒，多重 PCR 分析耐药基因和质粒同源性。通过接合实验转染质控菌株。 

2. 超速离心法提取 OMV,密度梯度离心纯化，测定蛋白含量。 

3. 用蛋白酶 K 和 DNase 消化 OMV 表面蛋白和核酸后，转化质控菌株，并测定转化率。 

结果  大肠杆菌的 OMV 中含有多种核酸，经 PCR 后确定含有耐药基因。 

结论  耐药基因在革兰阴性杆菌中的水平转移成为频繁出现各种多重耐药细菌的重要因素。通过本

实验的研究，我们试图证明在大肠杆菌的 OMV 中含有耐药基因，并能够通过 OMV 水平转移耐药

基因。从而，为预防和控制大肠杆菌的感染和传播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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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74 

碳青霉烯耐药鲍曼不动杆菌血流感染及预后的危险因素分析 

 
王宇,肖秀美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100000 

 

目的  分析住院患者发生碳青霉烯耐药鲍曼不动杆菌血流感染（CRAB-BSI）及其预后的危险因

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我院住院患者中 CRAB-BSI 患者的临床资料，以病例

组年龄、性别、科室为选择条件，随机选择 1-2 例无鲍曼不动杆菌血流感染患者为对照组，调整患

者基础疾病后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分析 CRAB-BSI 的危险因素。以感染后 30

天死亡为评价终点，应用单因素及多因素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对预后进行危险因素分析。 

结果   67 例 CRAB-BSI 患者和 129 例非鲍曼不动杆菌血流感染患者被纳入病例对照研究，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感染前使用碳青霉烯类抗生素 [OR 8.79; 95%CI 2.35-32.85; 

P=0.001] 、外科手术[OR 2.89; 95%CI 1.29-6.50; P=0.010]、留置胃管[OR 4.32; 95%CI 1.38-

13.52; P=0.012]以及感染前从其它部位分离出 CRAB [OR 8.79; 95%CI 2.35-4.60; P=0.041]为

CRAB-BSI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58 例 CRAB-BSI 患者纳入预后分析，感染后 30 天死亡率

65.2%，多因素 Cox 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结果表明，Pitt Bacteremia 评分>2 [风险比(HR) 2.66; 

95%CI 1.22-5.77; P=0.014]是 CRAB-BSI 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感染后 5 天内使用有效抗菌药物

治疗[HR 0.27; 95%CI 0.13-0.56; P<0.001]是 CRAB-BSI 预后的保护性因素。 

结论  住院患者获得 CRAB-BSI 与之前使用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留置胃管、外科手术和其它部位

分离出 CRAB 有关，Pitt Bacteremia 菌血症评分>2 的患者预后差、死亡率高，感染后早期应用有

效的抗菌药物治疗非常关键。 

 
 

PU-3675 

大肠杆菌抗药性动力学研究 

 
张筝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抗生素滥用造成抗药性水平居高不下，细菌抗药性成为全球问题。随着抗性基因的转移，超

级细菌横扫全球，造成巨大的损失和恐慌，环境抗药性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对细菌抗药性

来源、动力学过程和生态学规律的系统研究颇为重要。 

方法  96 点阵药敏试验方法、粪样涂片、Illumina 测序、免疫因子测定 

结果  先从 SPF 鸡肠道菌群中分离了大肠杆菌，模拟体内环境，选用氨苄西林等常用抗生素对分离

得到的大肠杆菌进行药物浓度递增的连续诱导，对诱导所得菌株的抗药表型进行研究。其次，又以

SPF 鸡为研究对象，选用 β-内酰胺类和氨基糖苷类抗生素，以水喂药的形式，进行体内的药物浓

度递增的连续诱导，对诱导所得菌株的抗药表型和抗生素对肠道菌群多样性的影响进行研究。 

结论  当口服抗生素时，首先改变肠道菌群的生态结构，包括抑制肠道或组织内的病原菌及正常菌

群。长期大剂量使用抗生素，会增强肠道菌群对抗生素的耐受性，筛选出高抗药性菌株，甚至是多

重抗药菌株。突破单一病原菌对单一抗生素的抗药性变化研究，研究抗生素对肠道微生物组影响；

有区分地优化抗生素的使用策略；预测停用抗生素后，抗药性能否以及多久能够回落至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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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76 

ADC 病人不同部位 HIV-1gp120  

对血脑屏障内皮细胞紧密连接蛋白的影响 

 
秦泽明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为探讨 ADC 病人不同部位 HIV-1 gp120 蛋白对血脑屏障内皮细胞紧密连接蛋白 occludin、 

ZO-1 的损伤作用，从而对血脑屏障的通透性的影响。 

方法  将表达不同 HIV-1gp120 蛋白的 U87 细胞的上清孵育鼠原代内皮细胞、HUVEC 细胞 24h，

收集、裂解细胞，经 BCA 蛋白定量，并用 WB 进行 ZO-1、occludin 的定量，比较实验组与空白

组、质粒组的对应蛋白含量。 

结果  PL、PV、TGWJ 组对应 ZO-1、occludin 含量少于质粒组和空白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质粒组和空白组的蛋白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ADC 病人不同部位 HIV-1 gp120 蛋白使血脑屏障内皮细胞紧密连接蛋白 occludin、 ZO-1 减

少，血脑屏障的通透性增强，为进一步探讨 HIV 通过血脑屏障的途径提供科学依据。 

 
 

PU-3677 

Analysis of Drug-resistant Associated Mutations and 
Genetic Barriers in HCV NS5B Sequence in China 

 
聂滨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644000 

 

目的  NS5B was the most important target region in development of directly acting antivirals 

(DAAs) drugs. However, the appearance of drug-resistance site and genetic barrier dramatically 
decreased therapy effect. In this study, HCV NS5B sequences from different Chinese provinces 
were analyzed for existence of natural drug-resistance site and genetic barrier. 

方法  NS5B sequences, 3322 from GeneBank and 153 amplified from three cities (Yibin, Zigong 

and Luzhou) of Sichuan province were enrolled in screening of drug-resistance amino acid. Vijver 
methods was introduced to evaluate the occurrence of genetic barrier of enrolled sequences. 

结果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in 17 drug-resistance sites summarized from literatures, 9 were 

found in Chinese NS5B sequences, the dominant site was C316Y. In genetic barrier evaluation, it 
was found that the occurrence probability of drug-resistance amino acid reached as high as 100% 
and 99.7% in position 96 and 282 upon drug-selective pressure in the presence of antiviral drugs.  

结论  Our study analyzed the natural drug-resistance site and evaluate the genetic barrier in 

Chinese NS5B sequenc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results was important in drug development and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anti-viral drugs which targeted HCV NS5B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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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78 

2012-2016 年山西阳泉地区 

妇科门诊患者宫颈 HPV 感染现状分析 

 
赵俊琴,石玉萍,何鸿绯,刘菲,李占荣 

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045000 

 

目的  了解山西阳泉地区妇科门诊女性宫颈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状况，分析本地区的感染型

别特点、多重感染情况以及在不同年龄组的分布差异。方法  应用凯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医用核

酸分析快速杂交技术，对 2012-2016 年 16735 例我院妇科门诊女性患者宫颈脱落细胞样本进行

HPV 分型检测，分析 HPV 感染亚型、多重感染情况及年龄分布差异。 

方法 应用凯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医用核酸分析快速杂交技术，对 2012-2016 年 16735 例我院妇

科门诊女性患者宫颈脱落细胞样本进行 HPV 分型检测，分析 HPV 感染亚型、多重感染情况及年龄

分布差异。 

结果  2012-2016 年的 16735 例患者 HPV 总阳性率为 29.73%；2012 年到 2016 年各年度 HPV 感

染率分别为 33.20%、31.74%、33.37%、28.39%、24.66%；21 种型别均有检出，单一型别感染

共计 3549 份，占阳性样本的 71.34%，其中高危型感染 3108 份，占阳性样本的 62.47%，低危型

感染 441 份，占阳性样本的 8.86%；高危型感染前五位型别分别是 16、58、52、53、39；低危型

感染以 81、6 居多；多重感染为 1452 份，占阳性样本的 33.07%，双重感染最常见，占阳性样本

的 21.85％，多重感染中以高危型感染为主，其构成比达到 63.50%；＜25 岁人群与≥65 岁人群有

较高感染率。 

结论  本地区妇科门诊患者宫颈 HPV 总感染率较高，2012-2016 年的感染率有下降趋势，可能与我

院妇科门诊重视宫颈疾病的筛查和不断对公众进行认知教育、宣传指导有关；以单一感染为主，且

高危型感染居多，常见感染亚型为 16、58、52、53、39，提示我院临床医师在进行宫颈疾病诊疗

时，应加强对 HPV16、58、52、53、39、68 等常见亚型的及时监测和筛查，特别是加强对高危

型感染患者的随诊、复查和治疗； 本地区多重感染中双重感染最为常见，又以高危型多重感染多

见；感染发生人群多见于年龄分布的两端，＜25 岁人群与≥65 岁人群有较高感染率。 

 
 

PU-3679 

血清半乳甘露聚糖抗原检测联合肺部 CT 

在 COPD 合并 侵袭性肺曲霉病诊断中的应用 

 
钱震雯,陆书华,李晓哲 ,蒋胜华,员强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272000 

 

目的   探讨血清 GM 抗原检测联合肺部 CT 在 COPD 合并 IPA 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我院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诊断为 COPD 且无粒细胞缺乏的 316 例患者，均行血清

GM 抗原检测和肺部 CT 检查。后参照国内外 IPA 诊断标准，将 316 例 COPD 患者分为确诊、临

床诊断、拟诊和非曲霉感染组。本研究将确诊、临床诊断和拟诊组纳入 IPA 组。GM≥0.65 判为阳

性，将肺部结节、空洞、斑片或索条状高密度影、肺实变作为肺部 CT 特征性表现。分析数据并比

较单独 GM 实验、GM+CT 联合检测对 IPA 诊断的价值。 

结果   316 例 COPD 患者 IPA 组 47 例，非曲霉感染组 269 例，发病率 14.9%。47 例 IPA 患者

中，单独 GM 阳性 20 例，阴性 27 例；GM+CT 联合检测阳性 17 例，阴性 30 例。两组试验的敏感

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42.6%，91.8%，47.6%，90.1%；36.2%，

98.9%，85%，89.9%。269 例非曲霉感染者中，单独 GM 阳性 22 例，GM+CT 联合阳性 3 例。

GM+CT 联合检测的特异性和阳性预测值与单独 GM 实验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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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GM+CT 联合检测，其特异性和阳性预测值均比单独 GM 实验显著提高，在非粒缺的 COPD

合并 IPA 的诊断中，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PU-3680 

某院 2014-2017 年鲍曼不动杆菌最新耐药性分析 

 
李芮,王学哲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了解 2014-2017 年四年间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鲍曼不动杆菌的分布及耐药性变迁，用

以指导临床各个科室正确合理应用抗菌药物。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对我院 2014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分离培养出来的所有鲍曼不动杆菌

进行统计分析，以得出细菌的分离情况及药敏试验的结果，利用 WHONET5.6 和 SPSS17.0 软件

进行分析总结得到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性变迁。 

结果  2014-2017 年共分离培养出来革兰阴性杆菌 7271 株，其中非发酵阴性杆菌 3021 株，鲍曼不

动杆菌 1272 株。鲍曼不动杆菌在革兰阴性杆菌中的分离率位居第三（17.49%），而在非发酵杆菌

中的分离率排行首位（42.10%）。标本来源以痰培养为主（88.2%），其次为尿液培养

（3.8%）、血培养（2.6%）。临床检出率排行前三的科室分别是重症医学科（ICU）（49.2%）、

神经外科（20.9%）、呼吸科（11.7%）。2014-2017 年四年间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率持续增高，

2016 年较 2014,2015,2017 年耐药率差异不显著，2017 年药敏耐药率较 2014 年和 2015 年有着显

著变化。鲍曼不动杆菌对头孢菌素的耐药率除了头孢他啶（79.4%）和头孢吡肟（78.4%），其它

均>80%，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耐药率明显增高。鲍曼不动杆菌对氨基糖苷类药物稍敏感些，其

中阿米卡星耐药率最低（66.8%），其次为妥布霉素（67.2%），其余抗生素耐药率均>70% 

结论  我院鲍曼不动杆菌的临床分布较广，且其耐药情况较严重，因此，控制院内细菌感染，根据

药敏试验结果合理使用抗生素，对于降低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率和耐药率有着重要意义。 

 
 

PU-3681 

三种方法对临床相似病原菌的鉴定 

 
王庆忠,王敬华,陈蓉,葛平,徐蓉,刘学杰,张敏敏,夏启航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探讨常规生化鉴定、微生物质谱仪、16S rRNA 对临床生化表型相似病原菌的鉴别能力。 

方法  分别用 API 生化检测条、ATB 生化鉴定仪和 MicroScan WalkAway 鉴定对临床菌株菌进行生

化鉴定。采用甲酸提取法对纯培养单菌落进行处理，通过 Bruker Dahonics 公司提供 MALDI 

Biotyper 3.1 系统进行质谱分析。提取细菌基因组，PCR 扩增引物序列采取通用引物 27F（5'-

AGAGTTTGATC MTGGCTCAG-3'）和 1492R（5'-TACCTTGTTACGACTT-3'）。PCR 扩增产物

经测序后获得 GENEBANK 网站进行进行在线比对，确定匹配菌株。 

结果  分离得到的 4 株病原菌 16S rRNA 序列信息已提交 GENEBANK，经网上序列比对分别匹配

了高度相似菌株，4 种病原菌分别为塞氏柠檬酸杆菌（Citrobacter sedlakii）、佐治亚克吕沃尔菌

(Kluyvera georgiana) 、 摩 氏 摩 根 菌 (Morganella morganii) 、 赫 氏 埃 希 菌 （ Escherichia 

hermannii）。结果同质谱鉴定结果一致。所采用的传统和新型分子鉴定方法对摩氏摩根菌和赫氏

埃希菌的鉴定吻合；而对塞氏柠檬酸杆菌和佐治亚克吕沃尔菌鉴定结果不一致。MicroScan 

WalkAway 将塞氏柠檬酸杆菌鉴定为无丙二酸柠檬酸杆菌（Citrobacter amalonaticus）。而 ATB

和 MicroScan WalkAway 对佐治亚克吕沃尔菌的鉴定结果分别为抗坏血酸克吕沃尔菌（Kluyvera 

ascorbata）、栖冷克吕沃尔菌（Kluyvera cryocresc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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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微生物质谱鉴定和 16S rRNA 测序较常规生化鉴定仪在细菌生化反应差异不明显、区分度不

强相似菌株的鉴定上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PU-3682 

血清降钙素原预测患者血流感染的临床价值 

 
伊贝拜汗.买卖提,梁梦洁,易卫东,李静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医院,830000 

 

目的  探讨不同血清降钙素原水平预测患者血流感染的临床价值。 

方法  梅里埃荧光免疫法检测血清降钙素原（PCT）。纳入标准：选取 2014 年至 2015 年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医院所有进行过血培养和 PCT 检测的住院患者，且血培养与 PCT 的送检间隔不超过

24h。定量数据用中位数（四分位间距）描述。 

结果  符合纳入标准的血培养共 595 例，其中血培养阳性（阳性组）205 例，血培养阴性（阴性

组）390 例。检出 G+球菌 78 株、G-杆菌 122 株、真菌 5 株。阳性组年龄、体温、呼吸频率均高于

阴性组（P＜ 0.05），性别和心率两组间无差异（ P＞ 0.05）。两组比较，PCT［ 2.48

（0.29,21.75）ng/ml VS0.29（0.05,1.65）ng/ml］、白细胞总数（WBC）［10.51（7.41,14.98）

×109/L VS8.67（6.18,11.89）×109/L］和中性粒细胞总数［9.1（5.89,12.9）×109/L VS7.12

（4.78,10.05）×109/L］有差异（P＜0.05），C 反应蛋白（CRP）［69.8（27.6,139.5）

mg/L VS70.54（24.22,116.42）mg/L］无差异（P＞0.05）。校正年龄后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显示

PCT、WBC 是血培养阳性的独立预测因子。PCT 2～10 ng/ml 的患者发生血流感染的风险是

PCT<0.5 ng/ml 的 2.789 倍（95%CI：1.478，5.253）；PCT≥10 ng/ml 的患者发生血流感染的风

险是 PCT<0.5 ng/ml 的 5.283 倍（95%CI：2.944，9.637）；PCT≥10 ng/ml 的患者发生血流感染

的风险是 PCT0.5～2 ng/ml 的 3.337 倍（95%CI：1.648，6.933）。PCT、WBC 的 ROC 曲线下

面积分别为 0.713（95%CI：0.669, 0.756）和 0.605（95%CI：0.556,0.653）。当 PCT 为 1.250 

ng/ml 时 ROC 曲线下面积最大，血培养阳性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59.51%和 72.05%。 

结论  血培养患者随着血清 PCT 水平升高，发生血流感染的风险增加。 

 
 

PU-3683 

医院内真菌感染的药敏分析 

 
孙玉芹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烟台中医院/烟台市中医院/烟台市中西医结合医院,264000 

 

目的  研究引起我院真菌感染的种类及其抗真菌药物的敏感性分析 

方法  对我院 2010 年 1 月-2010 年 12 月感染的患者留取的标本采用常规方法分离和显色培养基培

养真菌,用法国生物梅里埃 YBC 鉴定系统进行检测真菌的种类及其体外抗真菌药物敏感性进行分析. 

结果  1 年中分离出的真菌 165 株.其中痰标本 125 份,尿标本 16 份,分泌物标本 10 份,粪便标本 10

份,血液标本 2 份,其他 2 份.念珠菌属占 97.5%,以白色念珠菌为主,药敏试验中,5-氟胞嘧啶与两性霉

素耐药率较低,氟康唑\伊曲康唑有较高的耐药率. 

结论  临床应根据药敏试验结果,掌握真菌的感染及耐药情况,有效预防和治疗真菌感染性疾病,延缓

和防止真菌耐药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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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84 

实时荧光环介导等温扩增检测艰难梭菌方法的建立及应用 

 
郭旭光,王婷,夏勇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目的   建立用实时荧环介导等温扩增（ real-time fluorescence loop 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方法快速检测艰难梭菌的方法。 

方法  根据艰难梭菌 630（A+B+菌株代表） 毒素 A、毒素 B 和 16SrDNA 基因序列各设计 6 套引

物并进行筛选，建立实时荧光 LAMP 反 应体系。并对该方法进行方法学性能评价，评估实时荧光 

LAMP 方法检测艰难梭菌的特异 性、灵敏度和重复性。 

结果  本研究中设计的 18 套引物中，16SrDNA-primer3、tcdA-primer5 和 tcdB-primer4 的扩增效

率最好，选取的 8 株常见致病菌做特异性实验，其结果全为阴性， 艰难梭菌扩增曲线呈典型的“S”

型；本研究测定艰难梭菌基因 16SrDNA、tcdA、tcdB 灵 敏度分别为 0.5pg/μL、5.0 pg/μL、5.0 

pg/μL。三个基因重复性较好。 

结论  实时荧光 LAMP 方法能准确、快速的检测艰难梭菌，并区分出该菌是否产生毒素，产生的毒

素种类。 

 
 

PU-3685 

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和血浆中 EB 病毒核酸载量的对比分析 

 
王克迪,吕治,高琰,贾坤,苏建荣 

北京友谊医院 

 

目的  比较分析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和血浆中 EB 病毒核酸（EBV-DNA）的载量，旨在探

讨 EBV-DNA 检测中标本的合理选择。 

方法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定量检测 117 例 EB 病毒感染患者[包括传染性单核粒细胞增多

症（ IM）44 例，EB 病毒相关噬血细胞综合征（HLH）36 例，移植后淋巴细胞增殖性异常

（PTLD）37 例]和 102 例健康人群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和血浆中 EBV-DNA 载量，并进行比较分

析。 

结果  对照组 EBV-DNA 拷贝数为 0[0]，显著低于 IM，HLH 和 PTLD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IM 和 PTLD 患者 PBMC 中 EBV-DNA 拷贝数分别为 53600[7875,626500]和

114000[3396,590500]，显著高于血浆中的拷贝数 4500[675,8600]和 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 HLH 患者 PBMC 和血浆中 EBV-DNA 拷贝数分别为 5100[1425,170000]和

13500[1303,152500]，差异无统计学差异。Spearman 相关性分析显示 IM 和 HLH 患者中 PBMC

和血浆 EBV-DNA 拷贝数有较好的相关性，r 值分别为 0.5481 和 0.3996，p 均<0.05，而 PTLD 患

者中 PBMC 和血浆 EBV-DNA 拷贝数无相关性，r 值为 0.3083，p>0.05。 

结论  对于 EBV 感染的诊断与监测，不同疾病推荐的标本类型有所差异，临床上应根据疾病的种类

合理选择标本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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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86 

辽宁省 2015-2017 年某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患者病原菌分布及耐

药性分析 

 
张娜娜,王学哲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近三年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入住患者的菌群分布和耐药性，重症监护病房病人自身病

情复杂, 基础疾病多, 侵袭性医疗操作多, 住院时间相对较长，重症监护病房患者病情危重，抵抗力

弱，经常联合使用多种广谱抗菌药，是院内感染的高危群体，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选择 2015-2017 年入住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病原菌培养结果阳性患者 939 例，用 MicroScan 

WalkAway 96 细菌药敏分析仪和琼脂药敏纸片进行菌株鉴定及药敏分析，对病原菌的分布情况和

药敏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939 例标本中以痰标本最多,占 65.07%；其次尿液和血液，分别占 15.34%及 14.80%；共分

离出病原菌 939 株，其中革兰氏阴性菌占 67.30%，革兰氏阳性菌占 16.40%，真菌占 16.30%；鲍

氏不动杆菌对氨苄西林、头孢噻肟、头孢曲松、头孢唑啉、头孢西丁、氨曲南的耐药率均>95.0%,

革兰氏阳性菌对青霉素 G、红霉素的耐药率均>70.0%，但对万古霉素最为敏感。 

结论  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患者感染病原菌仍以革兰氏阴性菌为主，革兰氏阴性菌以鲍曼不动杆菌为

主，革兰氏阴性菌的几种常见菌均存在较高的耐药性，最为严重的是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性。对鲍曼

不动杆菌较敏感的抗菌药物仅有米哌拉西林/他唑巴坦、亚胺培南等。真菌感染有上升趋势，可能

与病人较多基础疾病、多项有创操作及抗菌药的使用有关，诊疗中应重视 ICU 患者中真菌感染的控

制，及时合理使用抗真菌药物。需加强重症监护病房病原菌及耐药性的监测,根据药敏的结果合

理、正确的使用抗菌药物,降低耐药菌感染的发生。 

 
 

PU-3687 

粪肠球菌通过 mTOR 通路活化 T 淋巴细胞的初步研究 

 
覃淇 

湘雅二医院 

 

目的  探究肠道菌群－粪肠球菌是否能刺激细胞免疫，活化 T 淋巴细胞。结合常规的细胞蛋白质合

成通路－mTOR 信号通路，观察粪肠球菌是否能影响细胞的增殖活化。有助于丰富 T 细胞活化途

径的研究。 

方法  1.利用 T－spot 观察粪肠球菌是否能刺激 T 淋巴细胞产生干扰素。2.定量检测粪肠球菌与淋

巴细胞共培养后 IFN、IL－6、LDH、K＋的产生情况。3、光镜及电镜观察 T 淋巴细胞在与粪肠球

菌共培养前后的形态变化。4、利用流氏技术观察实验组 T 淋巴细胞表面 CD3、CD4、CD8、

CD147 等细胞活化和成熟分化的细胞分子的表达。5、利用 WB 技术检测 T 淋巴细胞与粪肠球菌共

培养前后，mTOR 信号通路相关蛋白的含量变化。 

结果  1、通过 T－spot 观察发现，使用粪肠球菌刺激 T 淋巴细胞后，与对照孔相比，在孔底观察到

5 一 10 个阳性点。2、加入粪肠球菌后的实验组，炎症指标 IL－6 明显上升，IFN 轻微上升，细胞

死亡指标 LDH、K＋上升明显。3、在电镜下观察到实验组的 T 淋巴细胞表面有免疫突触的产生。

4、实验组 T 淋巴细胞表面有活化分子的表达，其中 CD8 表达最多。5、实验组的 T 淋巴细胞中的

mTOR 蛋白相比对照组，表达明显增多。 

结论  粪肠球菌能通过 mTOR 通路活化 T 淋巴细胞，可能还受到其他信号通路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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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88 

I-IFN expression is stimulated by cytosolic mtDNA released 
from Pneumolysin-damaged mitochondria via STING 

signaling pathway in host macrophages 

 
Xuexue Hu 

1.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2.Key Laboratory of Diagnostic Medicine Designa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Ply is a major virulence factor of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which has various 
immunity effects on host cells during infection. We showed here that Ply was capable of inducing 
IFN-β expression, which is contrary to previous results reported by other groups. Therefore,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we aim to demonstrate the IFN-β inducing function of Ply and the mechanism 
under it. 
Methods To verify whether Ply lead to mitochondrial damage in macrophages ,we detected the 
accumulation of mitochondrial damage marker protein PINK1, the loss of mitochondrial 
membrane potential and the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of mitochondria after Ply treatment. 
Increased cytosolic mtDNA indicates the release of mtDNA, here, we analysis copies number of 
mtDNA marker CoxI and CoxIII  to investigate whether Ply could lead to mtDNA release. To 
explore whether mtDNA play a key role in the process of Ply induced IFN-β expression we 
compared IFN-β production in mtDNA deficient cells with normal cells during Ply treatment. 
STING deficient cells were used to verify whether STING involve in the process of IFN-β 
triggered by ply, and then activation of IRF3, the downstream transcript factor of STING, was 
detected. 
Results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upregulation of IFN-β in host macrophages was mediated 
by mtDNA which released from Ply-damaged mitochondria. After exposure to Ply, mitochondrial 
transmembrane potential were reduced and mitochondrial morphology were destructed. 
Furthermore, mitochondrial damage caused by Ply was associated with excessive ROS, which 
could be suppressed by mtROS inhibitor mitoTEMPO. When mitoTEMPO was used to suppress 
mtDNA release of host cell, the production of IFN-β wa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during Ply 
treatment. We likewise constructed mtDNA-deleted macrophages by treating RAW264.7 with low 
dose ethidium bromide. In mtDNA-deleted RAW264.7 the upregulation of Ply-induced IFN-β 
expression were crippled. Accordingly, we characterized that once mitochondria had been 
destroyed by Ply, mtDNA leaked into cytoplasm and mediated the upregulation of IFN-β. 
Importantly, our research suggested that STING signaling pathway mediated the production of 
mtDNA-induced IFN-β in response to Ply.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our current study explored a novel mechanism underlying Ply-
induced mtDNA release and subsequent STING-mediated activation of I-IFN response. This 
study provided multiple evidences that Ply caused the secretion of IFN-β in macrophages and 
underlined the importance of mitochondrial homeostasis in initiating host immune system during 
S.pn infection. The mechanism revealed in this research might serve as a potential approach for 
S.pn to modulate host immune response. Further study on how mtDNA-induced I-IFN regulated 
the anti-S.pn response might provide a new prospective on improvement of therapeutic method 
and vaccine for S.pn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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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89 

质谱技术在临床微生物实验室的应用 

 
苏广明 

哈尔滨医科大学,150000 

 

目的  探讨质谱技术在临床微生物实验室的应用与前景 

方法  比较近期实验人员在微生物实验室中的细菌检测，真菌检测，耐药性检测以及血液等体液中

致病菌检测时质谱技术的应用与传统技术的优缺点。 

结果  质谱技术在微生物检测中较传统技术更具有快速，准确，操作简单，高通量的特点。 

结论  质谱技术是应用前景广阔的新型病原体鉴定技术，具有快速，准确，操作简单，高通量的特

点。质谱技术在大量研究中不能正确地鉴定菌株是因为数据库中的标准菌株图谱存在缺陷，数据不

够充分导致的。而在未来国内外研究者们不断努力之下使数据库得到补充之后，质谱技术将会愈加

完善，以其固有的优势可以节省检验的时间和成本，提高准确性。 

 
 

PU-3690 

2015-2017 年某院 ICU 分离常见病原菌及耐药性分析 

 
李海英 

宝鸡市人民医院,721000 

 

目的  研究宝鸡市人民医院 ICU 患者分离的病原菌及耐药情况，指导临床抗菌药物的使用。 

方法  常规培养分离细菌，用法国梅里埃 Vitek2-CompactT 全自动鉴定药敏分析仪及配套试剂,对

2015-2017 年宝鸡市人民医院 ICU 送检各种类型标本中的病原菌及其耐药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3 年间共分离出 505 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阴性菌 383 株，占 75.8%，以肺炎克雷伯菌、鲍曼

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大肠埃希菌为主。革兰阳性菌 121 株，占 24.0%，以金黄色葡萄球

菌、屎肠球菌、表皮葡萄球菌为主。真菌 1 株，不做分析。大肠埃希菌与肺炎克雷伯菌产 ESBLs

的检出率分别为 76.1%和 10.4%，鲍曼不动杆菌对左氧氟沙星保持较低的耐药性，铜绿假单胞菌对

氨基糖苷类、喹诺酮类保持较低的耐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 MRSA 的检出率为 51.4%，其对克林

霉素、复方新诺明保持较低的耐药性，未检出耐万古霉素类、替考拉宁、利奈唑胺、替加环素的菌

株。 

结论  CU 患者耐药性高，临床应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延缓耐药菌的发生。 

 
 

PU-3691 

Genetic characterization of  carbapenem-
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isolates with instinsic 

resistance to cefepime-avibactam 

 
Jing Bai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find the resistance mechanism of carbapenem-
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isolates with instinsic resistance to cefepime-avibactam by 
molecular biological means. 
Methods Method:33 isolates were selected which carbapenemase resistance had been 
confirmed .The combination of Cefepime,avibactam and meropenenm MICs were determined by 
2-fold broth microdilution method according to CLSI guidelines.Cefepime-avibactam resis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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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ebsiella pneumoniae isolates were further studied the characterized by PCR .MLS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molecular types of CRKPs.Ompk35 and Ompk36 expressing were tested by RT-
PCR. 
Results  The combination of meropenem and cefepime-avibactam: 18staians were synergistic, 9 
stains were additive.The combination of imipenem and cefepime-avibactam:13 staians were 
synergistic, 15 stains were additive. A total of 4 cefepime-avibactam resistance  were collected, 
the 4 strains were named as 1,2,3 and 4.CTX-M1,SHV,CTX-M-14,OXA-58,KPC-2 and IMP-
4 of 1 were positive. ATC-1,CTX-M1,SHV,CTX-M-14 and CTX-M9 of 2 were 
positive. aacC1,SHV,CTX-M-15,CMY-4 and ATC-1 of 3 were positive.CTX-M-15 and IMP-4 of 4 
were positive.The results of MLST showed that three types of STs were detected: 2 
ST1198 stains , 1 ST37 strain and 1 ST726 strain . The expression of Ompk35 against cefepime-
avibactam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susceptibility strain.P was 0.015. 
Conclusions The combination of meropenem and cefepime-avibactam has similar or even better 
antibacterial effects than the combination of imipenem and cefepime-avibactam.The 
carba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isolates with instinsic resistance to cefepime-
avibactam have a genetic relationship. The down-regulated expression of OMPK35 was play a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stinsic resistance to cefepime-avibactam 
 
 

PU-3692 

Rapid and reliable diagnostic method to detect Zika virus 
by real-time fluorescence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Xu-Guang Guo1,2,Xia Yong2,Zheng Lei1,Wang Qian1 

1.Laboratory Medicine Center，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Province， 510515， China 

2.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Medicine，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Province， 510150， China 

 
Objective To detect Zika virus more rapidly and accurately, we develop a novel method by 
realtime fluorescence reverse transcription loop 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LAMP) 
technique. 
Methods The NS5 gene was amplified by a set of six specific primers that recognized six distinct 
sequences. The amplification process, including 60 minutes of thermostatic reaction with Bst 
DNA polymerase, following real-time fluorescence reverse transcriptase by using genomic Zika 
virus standard strain (MR766), was conducted through fluorescent signaling. 
Results Among the six pairs of primers as we designated here, NS5 was the most efficient one 
with high sensitivity up to 3.3ng/ul and reproducible specificity on eight pathogen samples which 
were used as negative control here. The real-time fluorescence reverse transcription LAMP 
detection process can be completed within 35 min. 
Conclusions Our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as a convenient method, real-time fluorescence 
reverse transcription LAMP could be highly beneficial to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detection Zika virus, 
owning to its high specificity and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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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93 

分离自血培养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性及临床特征分析 

 
管红艳,俞静,刘静娴,朱威南,余佳佳,刘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233000 

 

目的  了解我院近九年分离自血培养标本的肺炎克雷伯菌耐药性变迁情况，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

物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09 年—2017 年分离自血培养标本的肺炎克雷伯菌耐药性情况，并收集相

关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2009 年至 2017 年分离自血培养标本的菌株共 6917 株，肺炎克雷伯菌 311 株，占 4.5%，其

中 298 株菌株有完整药敏结果。近九年分离自血培养标本的肺炎克雷伯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呈整

体上升趋势。肺炎克雷伯菌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替坦、阿米卡星及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的耐

药率由 0 上升至 50.0%左右。非 CRKP 菌株产 ESBLs 检出率在 25.0%–56.0%间波动，CRKP 检

出率总体呈上升趋势：2009 年为 0，2017 年达 48.7%。血培养肺炎克雷伯菌阳性的住院患者主要

分布于普外科、心胸外科、急诊科、儿外科等科室。CRKP 与非 CRKP 组住院患者相比，在入院

后血培养检出肺炎克雷伯菌时间、侵入性操作、住院天数及预后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结论  2009 年至 2017 年间，分离自血培养标本的肺炎克雷伯菌耐药性整体呈现逐渐严重趋势。微

生物实验室应加强此类菌株的耐药性监测，临床医生尽可能减少侵入性操作，并合理选用抗菌药

物，以预防耐药菌株的出现。 

 
 

PU-3694 

氟康唑与抗菌肽联合用药对热带念珠菌的体外研究 

 
张建东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410000 

 

目的  通过体外实验探讨，抗菌肽与氟康唑联合用药时对氟康唑耐药热带念珠菌的最低抑菌浓度、

生长动力的研究、成熟生物膜的作用。 

方法  收集中南大学湘雅附二医院检验科对氟康唑耐药的热带念珠菌，在 96 微孔板中应用微量棋盘

稀释法测定两种药物的 FICI;用涂布平板法取不同的时间点绘制热带念珠菌在联合用药条件下的杀

菌动力学曲线；在 96 微孔板中构建目的菌株的生物膜，通过 XTT 染色法检测联合用药对所选菌株

生物膜的抑制和破坏作用。 

结果  对于本次实验所选的菌株，氟康唑单独作用时，药物浓度较高一般都保持在 4 倍的最低联合

抑菌浓度，具体值在 128ug/ml 左右；抗菌肽虽然单独作用的药物浓度较低，但也基本保持在 4 倍

的最低联合抑菌浓度；从最终的 FICI 值发现，本次实验所选的 10 株耐氟康唑的热带念珠菌中，有

7 株的 FICI 值在 0 到 0.5 之间，两种药物表现为协同作用，有 2 株的 FICI 值在 0.5 到 1 之间，联

合用药表现为相加作用，有 1 株菌的 FICI 值在 1 到 4 之间，两种药之间为无关作用；在 4 倍的最

低联合抑菌浓度作用下，通过绘制的曲线发现在 2h 有 50%的左右的目的菌被杀灭，在 4h 时达到

最大杀菌效果，此时大约有 80%的菌量被杀灭；不同的联合药物浓度对成熟生物膜的破会效果不

同,在本次实验中最高药物浓度 32 倍的最低联合抑菌浓度破坏程度为 80%，在 16 倍的最低联合抑

菌浓度时有 30%的成熟生物膜被破坏。 

结论  通过体外实验发现，抗菌肽与氟康唑的联合用药对热带念珠菌的活性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抗

菌肽与氟康唑的联合用药，不仅可以降低两种药物的浓度，而且表现出较强的抑菌活性。对于耐氟

康唑的热带念珠菌，联合用药在临床的治疗上可能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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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95 

2015 年至 2017 年度我院感染细菌耐药监测分析 

 
吴田田,张蕴莉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总结我院常见细菌的分布、耐药率及其变化，讨论其耐药机制，指导临床用药 

方法  回顾性分析，使用 whonet6.5 软件，word 文档及 excel 表格； 

结果  2015 年-2017 年共分离菌 6805 株，98 种，其中革兰阳性球菌占 16.44%，革兰阴性杆菌占

79.22%，最常见的细菌为肺炎克雷伯杆菌（16.46%）、大肠埃希菌（16.09%）、鲍氏/溶血不动

杆菌（14.49%）、铜绿假单胞菌（14.47%）、金黄色葡萄球菌（6.69%）、阴沟肠杆菌

（4.17%）、嗜麦芽窄食单胞菌（2.31%）、解脲脲原体（2.20%）、表皮葡萄球菌（1.98%），

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大肠埃希氏菌占总大肠埃希氏菌 88.40%，常见革兰阳性菌株为金黄色葡萄球

菌（40.66%）、表皮葡萄球菌（12.06%）、屎肠球菌（10.90％）、人葡萄球菌（6.97％）、粪

肠球菌（6.79％）、无乳葡萄球菌(6.34％)等，常见革兰阴性菌株为肺炎克雷伯杆菌（20.78％）、

大肠埃希氏菌（20.31％），鲍曼/溶血不动杆菌（18.29％）、铜绿假单胞菌（18.27％）、阴沟肠

杆菌（5.27％）、嗜麦芽窄食单胞菌（2.91％）等，革兰阳性球菌中未培养出耐万古霉素菌株，革

兰阴性杆菌对亚胺培南、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敏感性均在 70.00%以上。 

结论  细菌感染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大肠埃希氏菌较之前比例升高，耐甲氧

西林葡萄球菌因含有 mecA 基因而导致其产生青霉素结合蛋白，此类蛋白存在于细胞表面，对 β-内

酰胺酶类抗生素有极低的亲和力，导致对其耐药，与之前相较 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即变化

不明显，其他各类细菌耐药率变化不明显，抗生素用药应引起重视 

 
 

PU-3696 

抗菌肽 lycosin-І 抗耐药型肺炎克雷伯菌活性研究 

 
蒋硕,王玲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410000 

 

目的  通过体外实验探讨 lycosin-I 对耐药型肺炎克雷伯菌抑菌作用的活性研究。 

方法  收集湘雅二医院临床耐药的肺炎克雷伯菌菌株，实验中利用微量肉汤稀释法进行 MIC 测定； 

利用体外实验构建细菌生长模型，在相应的 lycosin-I 浓度作用下观察细菌的生长情况并绘制杀菌动

力学曲线；检测抗菌肽 Lycosin-I 对耐药型肺炎克雷伯菌形成的成熟生物膜的消除效果。  
结果  Lycosin-I 在体外条件下对耐药型肺炎克雷伯菌具有良好的抑菌作用；Lycosin-I 为 16µg/mL

的情况下能有效杀死 50%左右的耐药型肺炎克雷伯菌； lycosin-I 在 40min 可消除 50%的耐药型肺

炎克雷伯菌；lycosin-I 能有效抑制肺炎克雷伯菌已成熟的生物膜，大致能消除 10%~40%耐药型肺

炎克雷伯菌的成熟生物膜。 

结论  lycosin-I 在体外条件下可以有效抑菌杀灭耐药型抗肺炎克雷伯菌浮游菌，具有快速高效的特

点，这种抗生物膜的特性可以被临床用于新药的开发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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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97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有抑菌活性内生菌株的筛选与鉴定 

 
代娇 

曲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目的  研究从药用植物中得到的内生菌的抑菌活性，得到次生代谢产物能够对耐药性金黄色葡萄球

菌的植物内生菌。 

方法  采用严格的表面消毒程序、添加抑菌剂的方法分离、培养内生菌株。利用表型和分子技术相

结合的方法对内生菌进行分类鉴定。棋盘稀释法、微量肉汤稀释法对分离获得的内生菌进行抑菌活

性试验，通过 pcr 技术对 DNA 序列进行分析。 

结果  从黄花地丁内分离到一株产高活性抑菌物质的内生链霉菌 F-3-003, 经测定对对耐药性金黄色

葡萄球菌高度抑制。菌落形态特征和 23S rDNA 序列分析表明,菌株 F-3-003 属于链霉菌属，通过

16S rDNA 序列分析显示菌株 F-3-003 与多株淡紫灰链霉菌(Streptomyces lavendulae)的序列同源

性均高于 99 %，因此，将菌株 F-3-003 命名为淡紫灰链霉菌 F-3-003，基因登录号为 KF751667。 

结论  本研究证明常用中药植物黄花地丁中提取的内生菌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具有高抑菌活性，为黄

花地丁内生菌 F-3-003 次生代谢产物及开发黄花地丁资源奠定了基础。 

 
 

PU-3698 

C-反应蛋白在侵袭性真菌感染 筛查中的应用 

 
罗爱博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410000 

 

目的  探讨 CRP 在侵袭性真菌感染早期筛查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收集并分析了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2018 年 2 月～2018 年 4 月期间

一共 987 例患者的血清标本结果。查阅病历，以临床诊断为标准（107 例无明确临床诊断的患者从

分析中排除），将收集的数据分为真菌感染组、细菌感染组（包括少量的结核分枝杆菌感染）与对

照组，其中真菌感染组患者 248 例，细菌感染组患者 168 例，对照组患者 464 例。首先对三组患

者基本信息进行对比分析，再分析真菌感染组、细菌感染组和对照组各组间患者血清（1-3）-β-D

葡聚糖及 C-反应蛋白浓度水平的差异，并分别计算 G 试验与 C-反应蛋白检测对侵袭性真菌感染诊

断的灵敏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最后进行 G 试验与 C-反应蛋白检测两种分析方

法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 

结果  三组患者的基本信息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真菌感染组患者与

对照组患者血清（1-3）-β-D 葡聚糖浓度水平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真菌感

染组患者与细菌感染组患者血清（1-3）-β-D 葡聚糖浓度水平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真菌感染组患者与对照组血清 CRP 浓度水平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真

菌感染组患者与细菌感染组患者血清 CRP 浓度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当选

取 C-反应蛋白截断值为 50mg/L 时，CRP 检测对侵袭性真菌感染的检出（敏感性为 71.0%，特异

性为 66.5%）高于 G 试验（敏感性为 50.0%，特异性为 65.8%）；CRP 检测对真菌感染的阳性预

测值为 0.45，阴性预测值为 0.85。CRP 检测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1，G 试验 ROC 曲线下面积

仅为 0.62。 

结论  当选取截断值为 50mg/L 时，C-反应蛋白在侵袭性真菌感染诊断中的敏感性及特异性都较 G

试验高，能够作为一种筛查指标应用于临床，但由于其为一种急性时相反应蛋白，血清中的浓度与

患者基础疾病关系密切，且临床中影响因素较多，如炎症、创伤或手术后等都会大幅升高。因此，

C-反应蛋白联合 G 试验进行临床筛查可以提高侵袭性真菌感染早期的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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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99 

消化系统感染性病原体高通量基因芯片检测 

 
马明星,李国俊 

寰基医学检验实验室 

 

目的  消化系统感染性疾病主要由“粪口途径”传播，其发病主要表现为腹泻、腹痛等。此外，婴幼

儿的手足口病也是由肠道病毒感染引起。基于基因芯片技术的高通量消化系统感染性病原体检测技

术，能够通过一个标本的采样，准确快速的检测消化系统潜在的常见 20 种病原菌、病毒感染，能

为临床食源性腹泻等消化系统感染的快速诊断和合理用药提供重要参考。 

方法  基因芯片的设计和制备：通过基因数据库查找并确定芯片所覆盖的待测病原体检测靶点，设

计相应多重 RT-PCR 引物及芯片探针，下游扩增引物采用 CY3 进行末端修饰。收集临床阳性标

本，对候选的 RT-PCR 引物进行性能验证，与基因测序序列比对确认 RT-PCR 引物的扩增特异性

和灵敏度。进一步优化多重 RT-PCR 反应体系，确定最终的多重 RT-PCR 反应体系。采用非接触

式微阵列点样仪将氨基修饰的探针点样于化学修饰玻璃基片上，完成基因芯片制备。 

临床测试：收集临床肛拭子、粪便、咽拭子标本，经离心柱法提取标本中的病原体 DNA/RNA，

RT-PCR 扩增产物与芯片杂交，532nm 激光扫描获得检测图谱并经软件转化为荧光值数据表。 

结果  通过临床收集的 1000 例儿童消化系统感染疑似标本和手足口病疑似标本检测发现，总阳性

检出率 63%，混合感染（同时感染两种或两种以上病原体）占总阳性检出率的 18%，手足口病疑

似病例阳性检出率 87%。 

结论  消化系统感染性疾病的发生与饮食卫生密切相关，常规实验室诊断或医生经验判断无法快速

准确对疾病做出准确判断。基于基因芯片技术的高通量消化系统感染性病原体检测技术，可在 6-8

小时准确快速的检测出消化系统潜在的常见病原体，在检测特异性、灵敏度、多重感染检测方面具

有独特优势，能为临床消化系统感染的快速诊断和合理用药提供重要参考。 

 
 

PU-3700 

Study of the traceability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us faecium 

 
Jia Yang1,Yi Yuan2,Min Tang1,Lian Liu1,Jinbo Liu1 

1.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2. Neijiang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resistance phenotype, resistance genotype and drug 
resistance transposon structure of VREfm using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and whole 
genome sequence analysis to study the genetic background and resistance mechanism,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generating a tentative strategy for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VREfm 
infection. 
Methods Bacteria and susceptibility testing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WGS)  Gene function annotation 
Results The results of the susceptibility test showed that all strains had penicillin, ampicillin, 
ciprofloxacin, levofloxacin, erythromycin, and clindamycin resistance rates of 100%; the linezolid, 
tigecycline, quinupristin/dalfopristin, high-level streptomycin, tetracycline, high-level gentamicin, 
and nitrofurantoin susceptibility rates were 100%, 100%, 97.7%, 88.4%, 83.7%, 44.2% and 4.7%, 
respectively,as shown in Table 1.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vancomycin resistance gene analysis, 
all of the 43 strains had VanA resistant genotypes. VanB and VanD resistance genotypes were 
not detected. The genotype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Sanger sequencing comparison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SY1 genome sequence had 2435331 bp, a GC content of 38.5%, and a total of 
2909 coding genes, including 24 resistance-related coding genes. The LY19 genome sequence 
had 256705 bp, with 3135 coding genes, 27 of which were drug-resistance genes, and the 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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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was 38.3%. The genome sequence of LY22 was 2516184 bp, with a GC content of 
38.4% and 3078 encoding genes in it, 29 of which were drug-resistance genes,as shown in Table 
2.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KEGG analysis of three strains of VREfm ,they have the same 
pathway( Fig.4).The GO annotation analysis results are shown as Fig.5.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43 isolates of seven ST types all belonged to CC17.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ST1392 and ST1394 were newly discovered ST types. The strains in this study 
all had the VanA phenotype and were divided into five types according to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ir transposons;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types B, C, and E had the IS1216V insertion 
sequence,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bility of the bacteria to spread resistance genes. 
Through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we found tetO, tetK, AAC (6 ')-Ie-APH (2 ')-Ia and aad (6) 
[now called ant (6)] resistance genes, which are conclusively genes conferring tetracycline, high-
level gentamicin and high-level streptomycin resistance. Through homologous gene analysis, we 
found that the VREfm strains in our study were highly homologous with other bacteria found in 
other areas;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m remain to be further studied.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research on molecular VREfm monitoring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VREfm isolates, which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the prevention, control, and 
monitoring of VREfm infection. 
 
 

PU-3701 

2015 年-2017 年惠州地区 

流感嗜血杆菌的分布情况及药敏结果分析 

 
谭含芳 

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惠州地区感染流感嗜血杆菌临床分离菌株的分布情况极其药敏结果，为临床合理使用抗

菌药物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临床分离出的流感嗜血杆菌资料，对其

中 149 例流感嗜血杆菌的分布情况和药敏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149 株流感嗜血杆菌主要分离自痰液标本（115 株，77.18%）；婴儿、儿童和老年人的抵抗

力较低，感染率较高；感染流感嗜血杆菌好发于春冬季节，占 69.80%。分离出的流感嗜血杆菌对

四环素、复方新诺明和氨苄西林的耐药率较高，分别是 88.60%、73.80%、67.10%；左氧氟沙

星、头孢曲松和氯霉素的敏感率较高。 

结论  婴儿、儿童感染流感嗜血杆菌与其呼吸系统的生理解剖特点和机体免疫力相关，耐药基因是

流感嗜血杆菌对多种抗菌药物耐药性上升的主要机制，故临床治应参考药敏结果和结合患者的情

况，选择最佳的抗菌药物。尽量使抗菌药物的使用合理化、规范化，以减缓耐药菌株的增长速度。 

 
 

PU-3702 

呼吸系统感染性病原体高通量基因芯片检测 

 
马明星,李国俊 

寰基医学检验实验室 

 

目的  精准医疗离不开精准诊断。临床中，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发病率高，诊断相对复杂。尤其针

对儿童、老年人，ICU 住院患者，呼吸系统感染往往引起严重的后果。基于基因芯片技术的高通量

呼吸系统感染性病原体检测技术，能够通过一个标本的采样，准确快速的检测出呼吸系统潜在的常

见 30 种细菌、真菌、病毒、支原体、衣原体，能为临床呼吸系统感染的快速诊断和合理用药提供

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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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呼吸系统感染性病原体基因芯片的设计和制备：通过基因数据库查找并确定芯片所覆盖的待

测病原体检测靶点，设计相应多重 RT-PCR 引物及芯片探针，下游扩增引物采用 CY3 进行末端修

饰。收集临床标本，对候选的 RT-PCR 引物进行性能验证，与基因测序序列比对确认 RT-PCR 引

物的扩增特异性和灵敏度。进一步优化多重 RT-PCR 反应体系，确定最终的多重 RT-PCR 反应体

系。采用非接触式微阵列点样仪将氨基修饰的探针点样于化学修饰玻璃基片上，完成基因芯片制

备。 

临床测试：收集临床咽拭子和痰液标本，经离心柱法提取标本中的病原体 DNA/RNA，RT-PCR 扩

增产物与芯片杂交，532nm 激光扫描获得检测图谱并经软件转化为荧光值数据表。 

结果  通过临床收集的 1000 例儿童呼吸系统感染疑似标本检测发现，总阳性检出率 97%，其中病

原菌（包括支原体和衣原体）检出率 33%，病毒检出率 67%，混合感染（同时感染两种或两种以

上病原体）占总阳性检出率的 82%。实验结果反馈临床后，临床医生反馈检测结果与临床症状、

治疗情况的符合率 90%。 

结论  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发病率高，混合感染情况复杂，常规实验室诊断或医生经验判断无法快

速准确对疾病做出准确判断。基于基因芯片技术的高通量呼吸系统感染性病原体检测技术，可在 6-

8 小时准确快速的检测出呼吸系统潜在的常见病原体，在检测特异性、灵敏度、多重感染检测方面

具有独特优势，能为临床呼吸系统感染的快速诊断和合理用药提供重要参考。 

 
 

PU-3703 

北京地区致泻性大肠埃希菌流行病学及耐药情况分析 

 
孙宇峰,杨静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100000 

 

目的  了解北京地区某医院食源性腹泻就诊患者中致泻性大肠埃希菌的病原学及其耐药特征 

方法  收集 2016 年 4 月至 2016 年 10 月北京同仁医院肠道门诊腹泻患者粪便标本 1486 份进行分

离培养，MOLDI TOF-MS 鉴定大肠埃希菌；采用多重荧光 PCR 检测毒力基因，筛选致泻性大肠埃

希菌；分别采用 VITEK 2-Compact 全自动细菌鉴定药敏分析仪和玻片凝集法进行药敏试验及 O 抗

原检测；结合病例信息进行流行病学数据分析。 

结果  致泻性大肠埃希菌阳性率为 21.60%（321/1486），其中肠产毒性大肠埃希菌（ETEC）188

株，肠聚集性大肠埃希菌（EAEC）60 株，肠致病性大肠埃希菌（EPEC）47 株，肠侵袭性大肠埃

希菌（EIEC）18 株，肠出血性大肠埃希菌（EHEC）1 株，ETEC+EAEC 3 株，EPEC+EAEC 1

株，分别占 58.57%，18.69%，14.64%，5.61%，0.31%，0.93%，0.31%； 6-8 月的检出阳性率

最高，分别占 16.35%，26.73%，30.19%；DEC 发病年龄与检出率：0～17 岁 DEC 阳性检出率

最高，达 42.00%（ 21/50 ）， 18～ 44 岁为 20.28%（ 172/848 ）、 45~59 岁为 19.78%

（55/278），60~74 岁 23.36%（50/214）， ≥75 岁为 20.83%（20/96）；本次检测共检出 109

株血清凝集致泻性大肠埃希菌,以 ETEC 为主,占 89.91%。共检出 13 种血清型，其中血清型 O25、

O27、O159 检出率较高，占 75.23%；药敏试验结果显示，DEC 对氨苄西林的耐药率最高，达

52.96%。 

结论  致泻性大肠埃希菌是北京重要的腹泻病原菌，其检出率远高于其他腹泻病原菌，应重视致泻

性大肠埃希菌的检出。其对多种抗菌药物的耐药率的较高，应加强对致泻性大肠埃希菌的检测并合

理选用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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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04 

索氏梭菌在艰难梭菌感染实验室检测中的影响分析 

 
董文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100000 

 

目的  分析索氏梭菌在艰难梭菌感染实验室检测中的影响 

方法  2017 年 9 月至 2017 年 11 月住院成人腹泻患者的粪便标本进行培养，毒素检测采用酶联免

疫法（EIA），并对培养出的艰难梭菌和索氏梭菌菌株进行产毒素培养实验（EIA 法）。  

结果  结果  艰难梭菌和索氏梭菌的培养特性很接近，在 CCFA 选择培养基和哥伦比亚血平板上的

菌落形态比较相似；350 例粪便标本，艰难梭菌培养出 58 株，阳性率为 16.6%，索氏梭菌培养出

9 株，阳性率为 2.6%；粪便标本毒素检测的阳性例数为 32 例，阳性率为 9.1%；其中培养和毒素

检测都阳性 22 例，占全部标本的 6.3%，10 例毒素阳而培养阴性，占全部标本的 2.8%；产毒素培

养试验（EIA 法）中艰难梭菌 58 株中 45 株阳性或弱阳性，阳性率 77.5%，索氏梭菌 9 株中全部阳

性或弱阳性，阳性率 100%。 

结论  索氏梭菌在艰难梭菌感染实验室检测过程中对培养，毒素检测，产毒培养实验都会产生干

扰，在临床检测中避免艰难梭菌假阳性出现。 

 
 

PU-3705 

鲍曼不动杆菌 β-内酰胺酶调控基因功能研究 

 
刘畅 

1.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南京鼓楼医院 

 

目的  研究鲍曼不动杆菌肽聚糖循环系统相关蛋白在 AmpC、OXA 两种 β-内酰胺酶调控中的作用 

方法  使用 β-内酰胺酶表达诱导剂头孢西丁对鲍曼不动杆菌进行诱导，并且对鲍曼不动杆菌 AmpD

基因进行敲除，通过测定各缺失株 AmpC、OXA 酶的启动子活性、细菌总 β-内酰胺酶活性以及 β-

内酰胺类抗生素的 MIC 值，确定各调控基因在 β-内酰胺酶调控中的作用；对各调控基因进行测

序，探究其突变与临床菌株耐药之间的相关性，并最终评估各调控因子在耐药机制研究中的临床价

值。 

结果  鲍曼不动杆菌 ATCC19606 的 AmpC、OXA β-内酰胺酶表达情况并不受到头孢西丁和亚胺培

南的诱导。在肠杆菌科细菌中功能较为清楚的 AmpD、PBP4 等蛋白并未产生明显的阻遏作用，其

基因缺失株的 β-内酰胺酶表达水平与野生株持平，表明鲍曼不动杆菌的 β-内酰胺酶调控机制与目

前已知的肠杆菌科细菌相比存在很大差异。 

结论  鲍曼不动杆菌临床耐药问题日趋严重，其 β-内酰胺酶调控模型目前尚不清楚。本研究结果表

明鲍曼不动杆菌具有较为独特的 β-内酰胺酶调控机制，后续实验应通过构建转座子随机突变文库对

耐药突变株进行筛选和测序，确定各 β-内酰胺酶调控因子的功能，最终明确鲍曼不动杆菌 β-内酰

胺酶调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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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06 

2 型糖尿病人群肠道微生态分析 

 
刘谦 

山东省临沂市中医医院 

 

目的  在这篇综述中，我们总结最近的相关研究探讨 2 型糖尿病人群肠道菌群在种类上的变化和数

量上的差异，通过调整肠道菌群的结构来更好地减轻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 

方法  综述 

结果  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 2 型糖尿病人群肠道微生态发生变化，益生菌数量

的降低，致病菌数量的增加，使肠道微环境遭到破坏影响到肠道菌群的功能。 

结论  在这篇综述中，我们总结最近的相关研究探讨 2 型糖尿病人群肠道菌群在种类上的变化和数

量上的差异，通过调整肠道菌群的结构来更好地减轻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 

 
 

PU-3707 

Microbial infection pattern, pathogenic features and 
resistance mechanism of carbapenem-resistant Gram 

negative bacilli during long-term hospitalization 

 
Shuxian We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icrobial infection patterns and molecular epidemiolog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arbapenem-resistant GNB isolates from a long-term hospitalized patient 
Methods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phenotypic screening test for carbapenemase 
production, PCR screening and DNA sequencing of carbapenemase genes, repetitive extragenic 
palindromic sequence-based PCR (REP-PCR), multilocus sequencing typing (MLST) and genetic 
environment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Results Twelve strains with carbapenemase genes were detected from 63 carbapenem-resistant 
isolates, including two blaIMP-25-carrying Pseudomonas aeruginosa, one blaNDM-1-carrying 
Citrobacter freundii, three blaNDM-1-carrying Klebsiella pneumoniae and six blaKPC-2-carrying K. 
pneumoniae. Only the blaNDM-1 genes were successfully transferred from three K. pneumoniae 
strains to Escherichia coli C600 by conjugation. Genetic environment of blaIMP-25, blaNDM-1 and 
blaKPC-2 genes in our study were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reports. Molecular typing of K. 
pneumoniae performed by MLST revealed that most of the isolates belonged to ST11. blaNDM-1-
carrying K. pneumoniae sequencing type 1416 was first reported in our study. 
Conclusions  Carbapenem-resistant GNB are common pathogens during long-term 
hospitalization, and ST11 blaKPC-2-carrying K. pneumoniae is the dominant bacteria of the 
infection patterns in our study. Colonization and horizontal transmission of resistance by plasmids 
of carbapenem-resistant GNB have increased the risks of persistant infection of long-term 
hospitalized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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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08 

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对常见 13 种抗菌药物敏感性分析 

 
徐杰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15000 

 

目的  了解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对常见 13 种抗菌药物体外药敏试验的敏感性，为临床合理选用抗菌药

物治疗嗜麦芽窄食单胞菌的感染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15 年 12 月~2017 年 3 月期间临床和门诊患者样本的嗜麦芽窄

食单胞菌分离株 96 株，分析菌株的标本类型、科室分布、年龄组成与性别差异，纸片法药敏试验

分析这些菌株对 13 种抗菌药物的体外敏感性，PCR 扩增检测复方新诺明耐药相关基因 sul1、sul2

及 Int1。 

结果   从标本分布看，最主要的是痰液标本，共 62 株（64.6%），其次是咽拭子共 18 株

（18.8%）和 6 株来自尿标本（6.3%）；年龄与性别组成表现为 50-70 岁年龄段患者对多（37

例，38.5%），其次为 70 岁以上的患者（27 例，28.1%），男性患者占 68.8%，女性占 31.2%；

科室分布呈现出血液科分布最多（21 株，21.9%），其次为 ICU（18 株，18.8%）与心血管内科

（10 株，10.4%）；选取的 96 株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对多粘菌素 B、米诺环素、替卡西林克拉维

酸、头孢哌酮舒巴坦、左氧氟沙星、莫西沙星、环丙沙星、复方新诺明、替加环素、氯霉素、哌拉

西林他唑巴坦、头孢他啶高度敏感，敏感率依次为 100.0%、100.0%、98.96%、96.88%、

91.67%、91.67%、90.63%、89.58%、88.54%、85.42%、84.38%、84.38%、81.25%，阿米卡

星的耐药率最高，为 67.71%；10 株复方新诺明耐药株中检测到 Int 基因型 3 株、sul2 基因型 1

株、sul1 基因型未检测到。 

结论   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对常见的抗菌药物高度敏感，仅对氨基糖苷类阿米卡星耐药率较高，临床

上可以基于药敏试验结果或药物敏感性回顾数据经验用药治疗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引起的感染。 

 
 

PU-3709 

48 株解脲脲原体、人型支原体检测与药物敏感性结果分析 

 
徐杰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15000 

 

目的  分析解脲脲原体、人型支原体的感染及药物敏感性特点，为临床合理选用抗菌药物治疗解脲

脲原体与人型支原体的泌尿生殖道感染提供参考。 

方法  支原体快速培养与药敏采用丽珠制药支原体鉴定与药敏试剂盒，微生物其他常规培养中的人

型支原体采用 vitek MS 质谱鉴定，药敏试验采用丽珠支原体试剂盒，分析其病原体组成、科室、

年龄段、性别组成及常见药物敏感性等。 

结果  在 70 检测标本中，检出支原体共 48 株，检出率为 68.6%；解脲脲原体（Uu）与人型支原体

阳性率分别为 58.6%（41 株）和 10.0%（7 株）；科室分布以妇科门诊为主，占 85.4%（41

例），其次是泌尿外科与男科 4 例；年龄段分布以 31~35 岁、26~30 岁、36~40 岁、40~50 岁感

染人数最多；患者性别几乎全为女性（45 例），仅 3 例男性患者；解脲脲原体与人型支原体高度

敏感的药物有强力霉素（100%）、交沙霉素（97.83%）、美满霉素（95.65%）、克拉霉素

（84.78%）、阿奇霉素（56.78%）和加替沙星（55.56%）等，高度耐药的药物主要为环丙沙星、

螺旋霉素、罗红霉素、氧氟沙星、左氧氟沙星、司帕沙星，非敏感率依次为 97.83%、94.59%、

89.13%、84.78%、84.78%、84.78%。 

结论  非淋病性泌尿生殖道感染中，主要以解脲脲原体感染为主（41/47），以女性患者为主，生育

与性生活期高发；支原体对喹诺酮类药物、红霉素类耐药率较高，对强力霉素、交沙霉素、四环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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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耐药性较低，给临床基于喹诺酮类治疗泌尿生殖道感染的经验性用药带来了巨大挑战；临床应

进行常规支原体培养与药敏试验、选择高效敏感性的药物、提高治愈率。 

 
 

PU-3710 

某综合性医院 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细菌的分布及耐药动态监测 

 
朱瑞琪 

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每年监测本院住院患者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ESBLs）细菌在革兰氏阴性杆菌中的分布

状况及耐药特征，以便及时有效地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方法  对附属第一医院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分离的病原菌进行目标性监测,统计产 ESBLs 的

株数及在重点科室的分布,并对每年产 ESBLs 细菌的耐药性进行动态监测；采用 WHO 细菌耐药性

监测网提供的 WHONET5.4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结果   3 年来产 ESBLs 检出率从 20%上升至 25%；标本主要分布于痰液、尿液、血液中；以

ICU、神经外科、综合泌尿外科为主要科室来源；除头孢他啶和头孢西丁外，产 ESBLs 菌株对其

他头孢菌素耐药率均＞90%，且呈逐年增加态势；喹诺酮类药物虽有下降但活性较差，耐药率均大

于 70%；酶联合抑制剂耐药率虽有增加，但抗菌作用仍较强；亚胺培南耐药率增长幅度较小，由

13%上升至 14%。 

结论   本院产 ESBLs 株对各类抗生素的耐药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并呈现出多重耐药。亚胺培南仍

为首选治疗药。应加强临床合理应用抗菌药物的管理,同时应加强产 ESBLs 细菌的监测,预防和减少

耐药菌株的产生。 

 
 

PU-3711 

女性支原体感染 136 例及药敏结果分析 

 
董利娟,聂晓红,高金莲,程悦 

大理州中医医院 

 

目的  了解本地区女性阴道分泌物支原体感染情况及药物敏感性差异，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方法  采用珠海迪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的试剂盒对 218 份阴道分泌物标本进行支原体培养及药

敏试验检测。结果   218 例患者中，支原体培养阳性 136 例（62.4%）,其中解脲脲原体（Uu）98

例（44.9%），人型支原体（Mh）4 例（1.8%），两者混合感染 34 例（15.6%%）。药敏结果显

示支原体对交沙霉素最敏感，敏感率 94.1%、其次是克林霉素，敏感率（89.8%）、强力霉素，敏

感率（88.8%），其次是四环素（85.7%），美满霉素（84.7 %）.耐药率最高的是环丙沙星、红霉

素，其次是按其霉素。结论   女性阴道分泌物支原体感染率高，其中解脲支原体（Uu）最高，在支

原体感染治疗上应根据药敏试验合理选择抗生素，交沙霉素、克林霉素，美满霉素、强力霉素可作

为本地区支原体感染首选用药。 

结果   阳性率   218 例患者中，支原体培养阳性 136 例（62.4%）,其中解脲脲原体（Uu）98 例

（44.9%），人型支原体（Mh）4 例（1.8%），两者混合感染 34 例（15.6%%）  

结论  该研究结果显示本地区女性阴道分泌物支原体感染以 Uu 为主，其次为 Uu+Mh 混合感染，临

床用药可选用交沙霉素、美满霉素、强力霉素作为本地区支原体感染的首选用药。在临床上对支原

体感染的治疗应根据药敏试验规范、合理选择抗生素， 控制抗生素的滥用，以减少耐药菌株的产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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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12 

Xpert MTB/RIF 与 T-SPOT.TB 对涂阴患者临床诊断的研究 

 
张鹏,邹红雁,胡馨元,姜艳芳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130000 

 

目的  探讨 Xpert MTB/RIF 和 T-SPOT.TB 对涂阴肺结核患者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4 月我院门诊及住院疑似肺结核的 324 名患者，对其同时进行

痰涂片样本镜检、痰或肺泡灌洗液的 Xpert MTB/RIF 检测以及外周血 T-SPOT.TB 检测，以肺结核

患者的临床诊断、实验室诊断、影像学诊断等结果为最终确诊，最终确诊 38 例结核病患者。 

结果  Xpert MTB/RIF 与 T-SPOT.TB 相比，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以及阴性预测值均有显著

差异（p<0.001）。Xpert MTB/RIF 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以及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92.11%

（35/38），100%（286/286），100%（35/35）和 98.96%（286/289）；T-SPOT.TB 的敏感

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以及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40.82%（20/49），84%（231/275），31.25%

（20/64）和 88.85%（231/260）。 

结论  Xpert MTB/RIF 和 T-SPOT.TB 均有助于早期、快速、准确地辅助诊断肺结核。对于痰涂片阴

性的患者来说，痰或肺泡灌洗液的 Xpert MTB/RIF 检测的敏感性、特异性均高于 T-SPOT.TB 检

测。 

 
 

PU-3713 

耐唑类阴道白假丝酵母菌耐药基因研究 

 
李倩珺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白假丝酵母菌 ERG5，ERG11 基因高表达与唑类抗真菌药物耐药的关系。 

方法  对 150 株临床白色念珠菌进行药物敏感性试验,选取 4 种吡咯类药物（ 氟康唑、酮康唑、克

霉唑，伊曲康唑）中一种或一种以上耐药的耐药菌株作为实验菌株;采用裂解法提取白假丝酵母菌

总 RNA,并反转录合成 cDNA、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FQ - RT - PCR)方法分别检测 ERG5，

ERG11 基因的表达水平，比较耐药株与敏感株表达水平的差异。 

结果  氟康唑和酮康唑耐药组有 19 株发生 ERG5 高表达,占 73.12%,敏感组中 6 株发生高表达,占

43.25%。耐药菌株组 ERG11 基因的表达量与敏感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耐药菌

株组 ERG5 基因的表达量与敏感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白假丝酵母菌 ERG11 基因的高表达可能与氟康唑，酮康唑产生耐药有关,白假丝酵母菌

ERG5 基因高表达在耐药中的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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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14 

脑脊液分离大肠埃希菌主要流行型 ST1193 

对喹诺酮类 耐药机制研究 

 
钟一鸣 1,马正 2,刘文恩 1,晏群 1,刘清霞 1,李艳明 1,李虹玲 1,邹明祥 1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2.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医学检验系 

 

目的  本课题组前期发现本地区脑脊液中分离的大肠埃希菌最主要的型别是 ST1193 型，但其相关

特征不明，因此本研究目的是揭示脑脊液分离大肠埃希菌主要流行性 ST1193 的耐药性及对喹诺酮

类耐药机制。 

方法  通过收集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脑脊液分离大肠埃希菌非重复菌株

28 株，采用 Vitek2 compact 药敏分析仪检测细菌的耐药性，采用 PCR 检测 fimH、gyrA、parC 等

位基因，质粒介导的喹诺酮类耐药基因 [qnrA，qnrB，qnrC，qnrD，qnrS，aac(6’)-Ib-cr 和

qepA]，并对扩增产物进行测序和相关点突变位点进行比对，分析等位基因型别。 

结果  28 株大肠埃希菌共检出 9 株 ST1193 型菌株，占 32.1%。药敏结果显示，ST1193 菌株中对

环丙沙星耐药率达 88.9%。三种等位基因显示，8 株对环丙沙星耐药的 ST1193 菌株均为 fimH27

型，均存在 gyrA1AB/parC4A 突变，而仅有的 1 株对环丙沙星敏感的 ST1193 菌株存在

gyrA1/parC4A 突变。质粒介导的喹诺酮类耐药基因结果显示，8 株环丙沙星耐药菌株中，qnrD 基

因阳性率达 87.5%，aac(6’)-Ib-cr 基因阳性率为 22.2%，未检出其他质粒介导的耐药基因。 

结论  本地区脑脊液分离大肠埃希菌主要流行性 ST1193 对环丙沙星耐药率较高，其主要耐药机制

是存在 gyrA1/parC4A 突变，同时也存在 qnrD 和 aac(6’)-Ib-cr 基因。而环丙沙星敏感的 ST1193

菌株也存在 parC4A 的突变，需警惕其进一步变为耐药株的风险。 

 
 

PU-3715 

老年脑卒中合并吸入性肺炎病原学分析及危险因素研究 

 
辛娜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老年脑卒中合并吸入性肺炎（aspiration pneumonitis，AP）的病原学分析及危险因素。 

方法  抽选我院 2016 年 3 月-2017 年 5 月收治的 737 例老年脑卒中患者，其中合并 AP 者 58 例，

非合并 AP 者 679 例，分析 58 例合并 AP 患者的病原菌分布及构成比，对比分析脑卒中合并 AP 与

非合并 AP 两组患者之间的相关资料，分析脑卒中合并 AP 的危险因素。 

结果  本研究 737 例老年脑卒中患者中 58 例合并 AP，共分离出 93 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阳性菌 27

株（29.03%），感染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62.96%）；分离出革兰阴性菌 66 株（70.97%），

感染以肺炎克雷伯菌（45.45%）、鲍曼不动杆菌（27.27%）为主。经 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显

示：年龄＞70 岁、体位不当、意识障碍、侵袭性操作以及吞咽困难是老年脑卒中引发 AP 的独立危

险因素。 

结论  脑卒中后吸入性肺炎病原菌感染主要以革兰氏阴性菌为主，临床对脑卒中卧位、意识障碍、

侵袭性操作以及吞咽困难等危险因素应加强干预护理，以降低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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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16 

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相关危险因素及防治研究进展 

 
徐雪梅 

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碳青霉烯类药物的不合理使用，导致碳青霉烯类药物耐药的菌株数量激增。 

本文就流行病学现状、相关危险因素、防治措施方面对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的研究进展进行

综述。 

方法  对比前几年细菌耐药监测数据，我国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杆菌的检出率呈不断上升趋

势。施方面对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结果  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与碳青霉烯类敏感肺炎克雷伯菌相比，具有更高的致死率。 

y>施方面对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结论  当医院内出现 CRKP 菌株后，如果缺乏及时有效的消毒措施，易于发生 CRKP，从而导致菌

株暴发流行。完善相关环境监测措施，强调医护人员手卫生，对污染环境进行彻底消毒，是减少暴

发流行的重要环节。 

 
 

PU-3717 

2016-2018 年革兰阳性球菌耐药现状调查与耐药性变迁分析 

 
陈琳 

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对医院 2016-2018 年革兰阳性球菌耐药现状与变迁进行分析，为控制医院感染和指导临床用

药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对医院门诊、住院临床送检标本进行分离培养细菌，药敏试验使用纸片扩散（K-B）法进

行，药敏试验的方法与标准判定按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研究所规定进行，所有数据使用

Whonet5.5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共分离出 886 株革兰阳性球菌，葡萄球菌属 567 株、肠球菌属 187 株、链球菌属 76 株，其

他菌属 56 株；3 年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对青霉素 G、苯唑西林、红霉素、环丙

沙星的耐药率均>60%，对庆大霉素和磺胺甲噁唑/甲氧苄啶的耐药率 35.0%~60%，未发现耐万古

霉素的菌株；粪肠球菌对庆大霉素的耐药率>35%，屎肠球菌对青霉素 G、氨苄西林、左氧氟沙

星、庆大霉素和链霉素的耐药率均>35%，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对万古霉素均出现了耐药菌株。 

结论   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均出现了多药耐药性，而替考拉宁、利奈唑胺和万古

霉素仍是治疗多药耐药性葡萄球菌属感染的重要药物，而肠球菌属对于抗菌药物的耐药性越来越严

重，临床用药时需加以重视。 

球菌对青霉素 G、氨苄西林、左氧氟沙星、庆大霉素和链霉素的耐药率均>35%，粪肠球菌和屎肠

球菌对万古霉素均出现了耐药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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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18 

儿童侵袭性肺炎链球菌病的临床特征及耐药性分析 

 
邓秋连,钟华敏,钟玉葵,杨丽媛,谢永强,黄连芬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510000 

 

目的  了解儿童侵袭性肺炎链球菌病（invasive pneumococcal diseases, IPD）临床特点及侵袭性

肺炎链球菌的耐药情况，以提高该病的诊疗水平。 

方法  对 2013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本院 123 例侵袭性肺炎链球菌病患儿临床资料及 123 株从患儿

血液、脑脊液、胸腔积液等无菌体液分离到的肺炎链球菌药敏试验结果回顾性分析。耐药性结果判

读参照各年度 CLSI 标准。 

结果   123 例患儿中男 82 例，女 41 例，男女比例为 2:1。年龄 23d-11 岁，其中 5 岁以下 107

例，占 87.0%，2 岁以下 70 例，占 56.9%。临床诊断败血症 41 例（33.3%），支气管肺炎 53 例

（43.1%），化脓性脑膜炎 35 例（28.4%），脓毒血症 14 例（11.4%），重症肺炎 11 例

（8.9%）。合并基础疾病 45 例（36.6%），其中合并外科疾病 15 例（12.2%）,病毒感染 13 例

（10.6%），血液系统肿瘤 8 例(6.5%)， 肾病综合征 4 例（3.3%）,红斑狼疮 3 例（2.4%），婴肝

1 例，川崎病 1 例。发病以冬春季为主 84 例（68.3%），秋季明显减少，其中 100 例（81.3%）

为社区获得性感染。临床治愈例 85，好转 28 例，死亡 10 例（8.1%），死亡原因均为毒性休克、

多脏器功能衰竭。123 株侵袭部位检出肺炎链球菌对红霉素 100%耐药；对青霉素脑膜炎折点

PSRP 87%，非脑膜炎折点 PNSP39.8%、PSRP15.4%；对美罗培南和厄他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

26.8%和 2.4%；对万古霉素、替加环素、利奈唑胺均为敏感。 

结论  侵袭性肺炎链球菌病好发于 5 岁尤其是两岁以下儿童，36.6%患儿存在基础疾病。临床疾病

以败血症和化脓性脑膜炎最常见。侵袭性肺炎链球菌耐药率高，应做好耐药性监测，有利于指导临

床用药。 

 
 

PU-3719 

血培养阳性病原菌特征分析 

 
周周娟 

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2017 年血培养阳性标本中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情况，为预

防控制血流感染及指导临床用药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美国 BD 公司 BACTEC9120 型和 BACTEC FX 型血培养仪对血培养标本进行培养，珠

海迪尔 DL-96 细菌鉴定系统对分离的病原菌进行菌种鉴定和药敏试验。 

结果    共收到血培养申请 13425 套，检出病原菌 1150 株。其中，检出革兰阳性菌 670 株

（58.26%），排名前三位的是葡萄球菌、肠球菌和肺炎链球菌；检出革兰阴性菌 466 株

（40.52%），排名前三位的是大肠杆菌、肺炎克雷伯菌和铜绿假单胞菌；检出真菌 14 株

（1.22%）。其中，多重耐药菌中，耐碳青霉烯大肠杆菌 3 株（1%），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菌 8

株（10.5%），耐碳青霉烯铜绿假单胞菌 4 株（16%），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24 株

（30%）。28 个科室检出病原菌，儿科、成人 ICU、儿科 ICU、肾内科、肿瘤科检出率最高，眼

科、耳鼻喉科及口腔科检出率较低。 

结论   不同科室血培养阳性率不同，不同细菌对不同抗生素的耐药率也有差异，今后应加强对血培

养结果的监测，尤其是阳性检出率较高科室和耐药率较高抗生素，控制血流感染，合理使用抗生

素，提高临床的诊疗效率和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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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20 

急性白血病患者合并感染的菌群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李岩,肖晓光,林琳,王楠,王晶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6000 

 

目的  研究分析急性白血病患者合并感染的病原菌种类、菌群分布及耐药性情况。 

方法  收集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血液科收治的急性白血

病患者１２９２例，采集临床标本进行细菌培养鉴定及药敏实验，分析其菌群分布及耐药率。 

结果  急性白血病患者合并感染的感染率为３０．５７％。以呼吸道感染为主，占４７．８５％；

其次为血液感染占２０．９７％。分离出的病原菌中革兰阴性菌为３６７株（６５．７７％），革

兰阳性菌为１４２株（２５．４５％），真菌４９株（８．７８％）。革兰阴性菌中以肺炎克雷伯

菌、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为主。革兰阳性菌中以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为

主。真菌则主要是白色假丝酵母菌为主。碳青霉烯类和加酶抑制剂药物在革兰阴性菌感染中敏感率

最高，在９０．００％以上。革兰阳性菌感染中糖肽类和达托霉素的敏感率都是１００．００％，

其次是替卡西林／棒酸，敏感率是８４．９３％。感染的真菌所用的抗真菌药物，敏感率都是１０

０．００％。 

结论  急性白血病患者合并感染的感染率较高，并以呼吸道感染为主。革兰阴性菌是主要病原菌且

对碳青霉烯类敏感率较高，革兰阳性菌和真菌在感染中也占有较高比例。 

 
 

PU-3721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of Neisseria 
gonorrhoeae porA pseudogene: a rapid and reliable 

method to detect gonorrhea 

 
meiling liu1,Yong Xia1,Xing zhong Wu2,Jian qiong Huang1,Xu guang Guo1 

1.Clinical laboratory，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2.Clinical laboratory，Guangdong Center for SKin Disease & STDCSTD Control Guangzhou， Guangzhou， 

China 

 
Objective Gonorrhea is a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caused by the bacterium Neisseria 
gonorrhoeae. Rapid detection is crucial for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This study 

developed and tested a low‑cost effective method for detecting N. gonorrhoeae, especial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ethods DNA from a N. gonorrhoeae standard strain, as well as from 26 genital secretion 

samples of gonorrhea patients, were isolated and used for loop ‑ 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LAMP) assay, which was conducted using either an automatic real‑time PCR 

analyzer or a water bath. The amplified porA pseudogene sequence was compared with the 
NCBI database and the LAMP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method 
for its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Results  LAMP was able to detect Neisseria DNA at a concentration as low as 1 pg/µL (1 × 103 

CFU/mL cells). The LAMP assay results obtained using an automatic real‑time PCR analyzer 

wa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water bath. Relative to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the LAMP assay were 94.7 and 85.7%,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LAMP was sensitive and reliable for detecting the porA gene of N. gonorrhoeae. It 
could be used as a rapid, low cost, and effective method for detecting N. gonorrho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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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22 

The current novel therapeutic regimens for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 (CDI) and the potential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reatment of CDI 
 

Yan Gao,Jianrong Su 

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 (CDI) is featured as the dysbiosis of gut microbiota and 
consequent mild diarrhea or severe pseudomembranous colitis.  However, the frequent 
recurrence of CDI following treatment course challenged the antibiotic therapy.  Currently, several 
novel therapeutic approaches have been introduced to resolve the relapse of CDI, including 
Bezlotoxumab, SYN-004 (Ribaxamase), RBX2660, and fecal microbial transpla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s an old medical system accumulat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Orientated by syndrome-based treatment, TCM functions in a multicomponent and 
multitarget mode.  This old medical system showed superiority over conventional medical 
treatment, particularly in the treatment of complex disorders, including CDI. 
Methods   In the present review, we will elaborate the evidence for the current available 
therapeutic strategies for CDI, and highlight the TCM intervention in management of CDI and 
others disorders via restoring the gut microbiota dysbiosis.  
Results We hope that our understanding of TCM a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for CDI treatment 
could be increased from this review.  However, more rigorously designed basic researches a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need to conduct to appraise the function mechanisms and effects of 
TCM.  
Conclusions  Finall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combined therapeutic potentials of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could be harness to resolve the recurrence and improve the outcome of CDI.  
 
 

PU-3723 

产单核李斯特菌血液感染并脑炎一例 

 
毕艳妮 

威海市立医院,264200 

 

目的  李斯特菌病是产单核李斯特菌所致的人和动物共患的感染性疾病。本菌引起的食物中毒多见

报道，而近年来，从人类感染性标本中检出本菌的报道呈上升趋势，被认为是人类机会致病菌四。

本菌同时侵犯血液和脑脊液致病较少见，笔者发现一例，具体报道。 

方法  对一名脑炎患者进行脑脊液培养和血培养，并对培养出的细菌进行细菌鉴定（包括菌落形

态、生化反应和 16SrRNA 测序）及药敏试验。 

结果  脑脊液和血液中均培养出细菌，菌落形态观察和生化反应结果提示疑似单核李斯特菌感染，

16SrRNA 测序结果确认为单核李斯特菌感染，药敏结果显示。该菌对环丙沙星、万古霉素、头孢

哌酮、阿米卡星、庆大霉素均敏感。 

结论  李斯特菌广泛存在于环境、家庭和食品中，其致病作用越来越受到卫生监督机构的重视。微

生物工作者也应对此菌增强感性认识，多从形态、染色、培养特性方面人手，掌握鉴定要点，准确

鉴定，为临床诊断李氏杆菌病提供依据。随着分子生物学理论和技术的不断发展，分子生物学方法

的广泛应用，使李斯特菌的检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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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24 

Ag+、Cu2+、Zn2+对常见念珠菌杀菌作用的研究 

 
陈丽丹,温嘉欣,曹玲,林信光,吴伊雪,甘燕玲,李林海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510000 

 

目的   研究常见金属离子 Ag+、Cu2+、Zn2+对常见念珠菌如白色念珠菌、热带念珠菌、近平滑念珠

菌、克柔念珠菌和光滑念珠菌的杀菌作用。 

方法  采用平板计数法计算不同浓度（10-2M～10-7M）的金属离子对不同念珠菌的杀菌率。 

结果   Ag+、Cu2+、Zn2+浓度分别为 10-4M-10-5M、10-3M-10-4M、10-3M-10-4M 时，对 5 种念珠菌的

杀菌率都≥99%；当 Ag+、Cu2+、Zn2+浓度分别≤10-7M、10-6M -10-7M、10-4M-10-5M 时，对 5 种念

珠菌的杀菌率均＜90%。Ag+浓度为 10-5M-10-6M 时，对克柔和光念的杀菌率仍≥99%；Cu2+浓度为

10-4M-10-5M 时，对热念、近平滑和光念的抗菌率仍≥99%。 

结论  Ag+、Cu2+、Zn2+对五种常见念珠菌的生长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杀菌率随着离子浓度的下

降而下降。同一金属离子对不同念珠菌的最佳抗菌浓度不相同；不同金属离子对同一念珠菌的最佳

抗菌浓度也不相同。 

 
 

PU-3725 

肾病综合征合并播散性新生隐球菌病 1 例 

 
宋宇 

威海市立医院,264200 

 

目的  新生隐球菌脑膜炎是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真菌病。肾病综合征患者由于长期应用激素及免疫

抑制剂，影响了机体的免疫能力，可并发新生隐球菌脑膜炎，其临床表现复杂多样，极易漏诊或误

诊为结核性脑膜炎或病毒性脑膜炎等。在以往的报道中，肾病综合征并发此症发病率较低，而本病

例中同时在患者的腹腔脓肿切口脓性分泌物、全血以及脑脊液中检出新生隐球菌更实属少见，报道

如下。 

方法  对一名肾病综合征患者进行脑脊液墨汁染色，并对切口脓性分泌物、血液、脑脊液进行细菌

培养和药敏鉴定。 

结果  墨汁染色结果见少量疑似新生隐球菌，切口脓性分泌物、血液、脑脊液细菌培养均培养出新

生隐球菌，药敏结果提示：两性霉素 B、氟胞嘧啶、氟康唑、伊曲康唑、伏立康唑均敏感。 

结论  分析本例患者同时中枢神经系统及血流隐球菌感染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①患有严重

肾病，一直应用足量激素治疗，导致细胞和(或)体液免疫受抑制，机体免疫力低下，因此提示在有

自身免疫疾病基础上发生隐匿起病的剧烈、难忍的头痛，需考虑中枢神经系统新生隐球菌感染的可

能，早期诊断至关重要。②在细菌感染时，临床可能会根据经验用药，过度使用抗生素造成菌群失

调。③患者为老年男性，本身免疫功能低下，加之低蛋白血症，肾病综合征时免疫球蛋白(IgG)从

尿中丢失，使 IgG 降低，抵抗力下降，这些原因都使新生隐球菌有致病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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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26 

临床碳青酶烯类不敏感肠杆菌科细菌产酶研究 

 
房丽丽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了解我地区 CRE 产碳青霉烯酶情况，为临床 CRE 感染预防、控制、治疗及分子流行病学研

究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厦门某医院住院患者分离碳青霉烯类不敏感肠杆菌科细菌

47 株（剔除同一患者相同部位重复菌株）。VITEK-2 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进行细菌鉴定

及药敏试验；改良 Hodge 实验及 EDTA 双纸片协同实验检测耐药表型；PCR 技术检测耐药基因。 

结果  47 株 CRE 中有 35 株肺炎克雷伯菌、4 株阴沟肠杆菌、3 株弗氏柠檬酸杆菌、3 株大肠埃希

菌及 2 株产酸克雷伯菌。42.5%分离自下呼吸道标本；25.5%分离自中段尿标本；12.8%分离自血

液标本。CRE 菌株分离率居前三位的科室分别是呼吸内科（27.6%）、ICU（21.3%）、干部保健

科（19.1%）。有 93.6%菌株改良 Hodge 实验阳性，63.8%菌株 EDTA 双纸片协同实验阳性。38

株 CRE 产 KPC 型碳青霉烯酶，占 80.9%。35 株肺炎克雷伯菌中全部产 KPC 型碳青霉烯酶。3 株

大肠埃希菌均产 NDM-1 型碳青霉烯酶。 

结论  产碳青霉烯酶是我地区 CRE 菌株耐药的重要原因。携带 blaKPC及 blaNDM-1是我地区 CRE 菌

株主要基因型。对 CRE 菌株进行定期监测，合理使用抗生素，有效控制院内多重耐药菌株的感

染。 

 
 

PU-3727 

Polymyxin B heteroresistance revealed among ST11 type 
KPC-2-producing Klebsiella pneumoniae and in vitro 
evaluation of polymyxin B and ceftazidime/avibactam 

treatment alternatives 

 
Xingyan Ma1,Yuting He1,Renxing Cai2,3,Yang Lu2,3,Jianming Zeng2,3,Cha Chen2,3,Bin Huang1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2.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Guang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China 

3.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China 

 
Objective Klebsiella pneumoniae carbapenemase (KPC)-producing Klebsiella pneumoniae 
(KPC-KP) infections were troublesome to clinical treatment. For this situation, polymyxin B (PMB) 
revived as the last-sort antibiotic, and ceftazidime/avibactam (CAV) arose as a new hope to fight 
with KPC-producers. However, PMB heteroresistance may lead to PMB treatment failure.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heteroresistance to polymyxin B among KPC-KP isolates and the possible 
mechanisms of heteroresistance. Then we evaluated the effects of PMB and CAV antibiotics 
alone or in combination against polymyxin B heteroresistant KPC-KP in order to provide 
informations for clinical treatment alternatives. 
Methods Heteroresistance to PMB among KPC-KP isolates was investigated  by K-B method 
and comfirmed by population analysis profiles (PAPs). The roles of PMB resistance related genes 
were evaluated by qPCR. Then we evaluated the effects of PMB and CAV antibiotics alone or in 
combination against KPC-KP by time-kill studies. 
Results Seventeen clinical isolates, which belonged to ST11, harbored KPC-2, extended-
spectrum β-Lactamases (ESBLs) , non-functional OmpK35 and mutant OmpK36. All isol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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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d decreased susceptibility to CAV and ten isolates showed PMB heteroresistance, which 
can't be detectd by K-B method. The overexpression of phoP and the downregulation of mgrB 
and ompK36 may play roles in PMB heteroresistance.PMB monotherapy (0.5, 1, 2 and 6 mg/L) 
showed no repression of PMB resistant subpopulations. The higher level of CAV (1×, 2×, 4× and 
8× MIC) monotherapy resulted in a rapid and durable killing over 24 h. Whereas, the lower level 
of CAV (0.25× and 0.5× MIC) monotherapy displayed an initial killing but followed by regrowth by 
24 h. Bactericidal activity of PMB was improved by the addition of CAV (0.5× and 1× MIC) against 
all isolates and synergy was observed. 
Conclusions PMB heteroresistance was commom among our KPC-KP. What's worse, this 
heteroresistance can't be detected by clinical routine methods and will be mistook for 
sensitive.PMB heteroresistance in Klebsiella pneumoniae may be caused by upregulation in the 
PhoPQ regulatory system.  To our knowledge, this is the first report of ompK36 downregulation in 
PMB hetero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But the role of OmpK36 remained unclear. Acturally, 
exposure to PMB would lead to the selection of higher resistant populations and resulted in 
treament failure. Monotherapy with CAV might be appropriate for more susceptible isolates and 
concentrations of CAV that can be reached at the site of infection will be several times higher 
than MIC. Combinations can be considered as a promising treatment option for PMB 
heteroresistant KPC-KP, particularly with lower susceptibility to CAV, and can suppress the 
emergence of the highly PMB resistant subpopulations. Antimicrobial heteroresistance may have 
serious implications in antimicrobial therapy effective. An operational definition and uniform 
criteria for assessment of heteroresistant bacteria should be explored to counteract 
heteroresistance. 
 
 

PU-3728 

耐碳青霉烯阴沟肠杆菌的耐药机制及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蔡依玫,黄彬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山一院）以及宁夏医科大学宁夏总医院（宁夏总医院）临床

分离的碳青霉烯类耐药阴沟肠杆菌（CREL）的耐药机制及分子流行病学特点，为临床合理用药和

及早发现、判断是否存在产碳青霉烯酶菌株的克隆传播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4~2016 年间中山一院分离的 19 株 CREL 以及 2012~2016 年间宁夏总医院分离的

41 株 CREL，收集相关基础资料及药敏信息。所有菌株经 VITEK 2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鉴定到种并

进行药敏试验；采用改良 Hodge 试验检测碳青霉烯酶表型；用聚合酶链反应( PCR) 检测常见的碳

青霉烯酶基因、ESBLs 基因以及 AmpC 酶基因; 用 PFGE 做同源性分析。 

结果  CREL 感染者多为中老年人，常见分离科室主要是 ICU 和外科病房。药敏显示宁夏菌株多重

耐药现象更严重，甚至出现泛耐药。宁夏菌株的改良 Hodge 试验阳性率高于中山一院菌株。中山

一院 19 株 CREL 中有 3 株菌检出 NDM，1 株菌检出 VIM，1 株菌检出 IMP；ESBLs 阳性率为

47.4%；未检出 AmpC 酶基因。宁夏 41 株 CREL 中有 34 株菌检出 NDM，8 株菌检出 IMP；

ESBLs 阳性率为 46.3%；DHA 阳性率为 14.6%。PFGE 分析将 60 株 CREL 分成 41 个基因型，两

院间无同型菌株。中山一院菌株分为 15 个基因型，未发现暴发流行。宁夏总医院菌株分成 24 个基

因型，于 2016 年暴发于肝胆外科，以 1 型和 2 型为主，且可能传播至血管外科。 

结论  中山一院 CREL 在 2014-2016 年间尚处于散发流行阶段，其耐药机制包括产碳青

霉烯酶以及 ESBLs 和/或 AmpC 酶过度表达同时合并外膜孔蛋白丢失。宁夏 CREL 于

2016 年存在暴发，其耐药机制主要与 NDM、IMP 基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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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29 

探讨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局部感染及围手术期预防用药选择 

 
陈丽妹,辛娜,陈燕 

福建肿瘤医院 

 

目的  分析我院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宫颈非厌氧菌感染菌种分布及耐药性，为多重耐药菌管理提供依

据，探讨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围手术期预防用药的选择。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2017 年 482 例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感染情况，并收集临床分离株，采用 K-B

纸片扩散法结合 VITEK II MIC 法进行病原菌药敏试验，按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

（CLSI）标准判断结果,采用 WHONET5.5 进行统计。 

结果  宫颈部位发生感染率为 59.43%，其中大肠埃希菌检出率占居首位，构成比为 64.9%，其次

是粪肠球菌、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前四位构成比合计高达 91.50%。大肠埃希菌和肺炎

克雷伯菌对头孢唑啉、头孢呋辛、头孢曲松耐药率均高于 50%，两者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

（ESBL）菌检出率分别为 62.47%和 41.94%。肠球菌对红霉素耐药率为 88.37%，对环丙沙星和

左旋氧氟沙星耐药率高于 30%，屎肠球菌对多数抗菌药物耐药率均保持较高水平，金黄色葡萄球

菌耐药率相对较低，本实验室未检出耐碳青霉烯类的肠杆菌科细菌和耐万古霉素及利奈唑烷的阳性

球菌。 

结论  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宫颈感染率较高，且耐药现象严重，需加强多重耐药菌管理及防治。妇科

恶性肿瘤患者宫颈感染主要病原菌为大肠埃希菌、粪肠球菌、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其对

第一、二代头孢菌素、头孢曲松及头孢噻肟耐药率高，是否可应用其他抗菌药物作为妇科恶性肿瘤

围手术期预防用药值得探讨。 

 
 

PU-3730 

临床分离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感染分子流行病调查 

 
孔娜娜 1,李刚 2,杨传信 1,肖林林 1,汪小桐 1,张龙 1,曹梅 1,魏取好 1 

1.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检验科 

2.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检验科 

 

目的     了解院内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菌（CRKP）克隆分型、耐药特征、血清型、携带耐药

整合子特征及基因盒的种类等，为医院感染控制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临床非重复分离的 84 株 CRKP，采用全自动微生物分析

仪测定受试菌株对 19 种抗菌药物的敏感性。多位点序列测定法确定克隆型，PCR 法检测碳青霉烯

酶耐药基因 blaKPC、blaVIM、 blaIMP、 blaNDM、 blaGES、 blaVEB。WZI 序列测定法分析血清型。

PCR 扩增第 1、2 类整合酶基因及其可变区耐药基因盒，测序分析可变区启动子及耐药基因盒种

类，分析整合子及其携带的耐药基因在细菌多重耐药中的作用。 

结果      84 株 CRKP 对头孢菌素类、喹诺酮类、碳青霉烯类、青霉素类抗生素的耐药率均大于

90%，对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的耐药率略低（83.9%）。MLST 分型显示 84 株 CRKP 共有 8 种 ST

分型（ST290 型、ST11 型、ST340 型、ST15 型、ST37 型、ST571 型、ST1396 型、ST1066

型），其中 40 株为 ST290 型(47.6％)。40 株 ST290 型 CRKP 血清学分型均为 K21 型，均来源于

ICU（34 株）和神经外科（6 株）。84 株 CRKP 中 75 株检出 blaKPC，其他 blaVIM、 blaIMP、 

blaNDM、 blaGES、 blaVEB 均未检出。84 株 CRKP 中第 1 类整酶基因阳性 77 株，阳性率为 91.7

％，76 株第 1 类整合子可变区扩增测序成功，其中 21 株 CRKP 耐药基因盒为 aadA2，其启动子

为 PcH1,55 株 CRKP 耐药基因盒为 dfrA12-orfF-addA2，其启动子为 PcWTNG-10。84 株 CRKP 未

检出第 2 类整合酶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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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 CRKP 以携带 blaKPC为主，ST290 型为优势型别，提示 ST290 型存在局部克隆株播

散，应引起临床的广泛重视，第 1 类整合子广泛存在于 CRKP 中，与 CRKP 多重耐药性密切相

关。 

 
 

PU-3731 

厦门地区艰难梭菌感染的横断面调查 

 
马晓波 1,林惠妹 2,朱波 1,郑燕青 1,洪国粦 1 

1.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莆田学院 

 

目的  针对某三甲医院的住院及门诊腹泻患者，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初步分析厦门地区艰难梭

菌感染的情况，为临床诊治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以 2017 年 10 月 31 日为截点，收集某三甲医院当日腹泻患者的新鲜粪便标本 172 份, 标本性

状评估依据布里斯托分级、艰难梭菌的初次分离及初步鉴定采用 Chrom CDIF 鉴定培养基、菌种的

确认采用基质介导的激光电离解吸-时间飞行质谱（Vitek-MS 质谱分析系统），采用 GeneXpert 

Dx 全自动 PCR 检测系统分析毒素基因，涉及毒素 B(TcdB)、二元毒素(CDT)、 ntΔ117 缺失株

(TcdC)。 

结果  调查当日分别有 150 例住院腹泻患者及 20 例门诊腹泻患者，布里斯托分级以六级粪便（略

有形状）居多。CDIF 培养到艰难梭菌 14 株（占 8.14%），经质谱分析均符合艰难梭菌。

GeneXpert 系统毒素基因检测，12 例 tcdB 阳性，其中 1 例同时包含二元毒素基因。调查当日艰难

梭菌感染率是 6.98%（12/172），某日艰难梭菌感染率 52.5/万住院患者、1.1/万人门诊患者。 

结论  厦门地区存在艰难梭菌感染患者，横断面阳性率为 6.98%。CDIF 鉴定培养基兼具快速分离

及初步鉴定的优点。GeneXpert 系统可直接快速分析标本，帮助临床快速检出 CDI 患者，促进院

感控制。 

 
 

PU-3732 

厦门地区碳青霉烯类抗生素 

不敏感鲍曼不动杆菌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李珣,房丽丽,马晓波,洪国粦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对 61 株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不敏感的鲍曼不动杆菌进行表型和耐药基因检测，以揭示厦门

地区 CRAB 产碳青霉烯类酶的情况，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提供流行病学依据 

方法  采用 VITEK-2 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鉴定细菌种类及亚胺培南或美罗培南的最小

抑菌浓度（MIC）；采用美罗培南纸片法改良 Hodge 实验检测 CRAB 菌株产碳青霉烯酶的情况；

通过金属浴细胞煮沸法提取细菌 DNA，采用聚合酶链式反应（PCR 法）检测细菌耐药基因（包括

B 类酶中的 blaNDM-1；D 类 OXA 酶的 blaOXA23、blaOXA24、blaOXA51和 blaOXA58），并经琼脂糖凝胶

电泳和凝胶成像分析仪分析产物；基因测序法检测耐药基因的碱基序列，结果与 Genbank 中的数

据比对。 

结果   ICU 患者标本 CRAB 的分离率占全院首位（45.90％），呼吸内科患者分离率次之（9.84

％）；标本类型以分泌物居多（29.51％）；改良 Hodge 实验显示产碳青霉烯酶菌株占 85.25％

（52/61）；耐药基因检测结果为 61 株实验菌株中 57 株（93.44％）为 blaOXA-23 基因阳性，57

（93.44％）株菌株检测到 blaOXA51 基因，4（6.56％）株菌株为 blaOXA58 基因阳性，仅有 1（1.64

％）株菌株为 blaNDM-1 基因阳性，61 株实验菌株均未检测到 blaOXA24 基因，有 1 株菌株同时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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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NDM-1、blaOXA23、blaOXA51和 blaOXA58四种耐药基因； blaNDM-1、blaOXA23、blaOXA51和 blaOXA58阳

性扩增产物的碱基序列与 Genbank 比对，一致性均为 100%。 

结论  OXA 型碳青霉烯酶是本地区鲍曼不动杆菌的主要耐药机制，以 OXA-23 型和 OXA-51 型基因

为主。 

 
 

PU-3733 

阳性血培养直接质谱方法的建立及临床 一致性研究 

 
李珣 1,魏磊 2,马晓波 1,洪国粦 1 

1.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莆田学院 

 

目的  本研究利用不含活性炭血培养瓶和普通分离胶促凝管富集病原菌，联合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

离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 MS）直接检测阳性血培养瓶中的病原菌，以缩短病原菌鉴定所需时

间，满足临床急诊所需。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4 月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微生物实验室血培养阳性的临床标

本 50 例，按照传统质谱鉴定和直接质谱鉴定同时对 50 例血培养阳性标本进行试验。以传统质谱鉴

定结果为金标准，计算直接质谱鉴定对病原菌的检出率以及鉴定的准确率，同时记录单次试验两种

方法分别耗时情况，比较两种鉴定方法的鉴定所需时间。 

结果  直接质谱鉴定的病原菌检出率与鉴定准确率分别是 96%和 100%；对革兰阴性菌的检出率为

95%，鉴定准确率为 100%；对革兰阳性菌的检出率为 100%，鉴定准确率为 100%。并且直接质

谱鉴定对病原菌鉴定所需时间远远短于传统质谱鉴定。 

结论  直接质谱鉴定对临床常见病原菌鉴定准确率高、速度快，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PU-3734 

多管多重实时荧光 PCR 法 

与 PCR-反向点杂交法在人乳头瘤病毒基因分型中的对比研究 

 
黄振勇 

清远市人民医院 

 

目的   比较 PCR-反向点杂交法与多管多重实时荧光 PCR 法在 HPV 分型检测的异同。 

方法    同时采用 PCR-反向点杂交法与多管多重实时荧光 PCR 法对 100 例脱落细胞标本。其中

PCR-反向点杂交法可同时对 HPV-6、11、16、18、31、33、35、39、42、43、45、51、52、

53、56、58、59、66、68、73、81、82、83 共 23 种亚型进行检测，多管多重实时荧光 PCR 法

可同时对 HPV-6、11、16、18、31、33、35、39、42、43、44、45、51、52、53、56、58、

59、66、68、73、82、83 和 CP 型共 24 种亚型进行检测。 

结果    在所检测的 100 例标本中，经 PCR-反向点杂交法检测为阳性的为 39 例，检出亚型为 14

种，多重感染检出 12 例；经多管多重实时荧光 PCR 法检测为阳性的为 40 例，检出亚型为 15

种，多重感染检出 12 例。 

结论    多管多重实时荧光 PCR 法和 PCR-反向点杂交法在 HPV 分型检测上有良好的一致性，能为

临床在 HPV 感染的诊疗上提供详尽的有意义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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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35 

幽门螺杆菌毒力因子进展研究 

 
张剑 

威海市立医院,264200 

 

目的  本文将主要针对幽门螺杆菌 中与胃癌相关的毒力因子及其致癌机制进行简要综述，进一步明

确其在胃癌发生发展中的生物学作用。 

方法  通过文献查阅和整理，综述了 Cag PAI, VacA, OMPs 和 OipA 的分子结构和功能，综述了其

在幽门螺杆菌发挥毒力和胃癌致病过程中的作用和机制。 

结果  综述了 Cag PAI, VacA, OMPs 和 OipA 的分子结构和功能，综述了其在幽门螺杆菌发挥毒力

的机制，明确了其在胃癌发生发展中的生物学作用。 

结论  本研究综述了 Cag PAI, VacA, OMPs 和 OipA 的分子结构和功能，综述了其在幽门螺杆菌发

挥毒力的机制，明确了其在胃癌发生发展中的生物学作用，为今后胃癌的防控及治疗提供了参考。 

 
 

PU-3736 

中药制剂抗真菌活性成分及抗真菌机制研究的新进展 

 
王保强,陶元勇,孙铭艳,王楠,刘言霞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261000 

 

目的  对现有的抗真菌中药的活性成分及抗真菌机制的研究状况的介绍作为该研究的参考依据 

方法   通过查阅国内外文献，综述进入 21 世纪以来人类对抗真菌中药活性成分及抗真菌机制方面

取得的新进展 

结果  结论和结果  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味中药活性成分及其抗真菌机制的实验研究，对中药复

方制剂的抗真菌研究较少，但是中药抗真菌所具有的优势明显，是未来抗真菌药物的重点方向。 

结论  结论和结果  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味中药活性成分及其抗真菌机制的实验研究，对中药复

方制剂的抗真菌研究较少，但是中药抗真菌所具有的优势明显，是未来抗真菌药物的重点方向。 

  
 
 
 

PU-3737 

CRBSI 的判别与诊断 

 
马红玲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430000 

 

目的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血管介入性导管技术广泛应用于临床，为病人进行输液、营养支持、

血透以及血流动力学监测等，但与之相关的各种并发症也随之而来，最常见的是导管相关性血流感

染(catheter related bloodstream infection，CRBSI)，已成为导致原发性菌血症的主要原因之一。

它发病率高，是临床上比较棘手的问题。 

方法  查阅文献 

结果  对于病人来说，增加了病人的痛苦、延长了住院时间、增加住院费用且死亡率明显增加。对

于医院来说，则增加了医护人员的工作量、降低了病床的周转率，有可能使医院面临医疗纠纷。 

结论  早期诊断 CRBSI，了解高危因素，从而采取有效的治疗及预防措施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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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38 

医院多重耐药菌感染的目标性监测与分析 

 
葛华,陈涛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730000 

 

目的  探讨康复专科医院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发病率和相关危险因素，为临床有效预防和控制多重耐

药菌在院内的传播，保障患者安全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目标性监测方法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检测出所有多重耐药的分布进行调查

分析。 

结果  临床共分离出 1254 株病原菌，其中目标性监测的多重耐药菌（MDRO）100 株，所检出相

应种属病原菌的百分比排在前六位的分别是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CR-AB) 占 29.63％(40／

135)、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占 26.53％(13／49)、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占 20.0％

(3／15)、耐甲氧西林表皮葡萄球菌(MRSS) 18.42％(7／38)、产超广谱 B 内酰胺酶(ESBLs)的肺炎

克雷伯菌 9.21％(7／76)、多药耐药铜绿假单胞菌(MDR-PA)占 8.28％(14／169)；MDR0 主要来自

痰液及中段尿标本、分泌物、血，分别为 65％、28 ％、5％、1％；由 MDR0 引起的社区获得性

感染占 96％(96／100)，医院获得性感染占 4 ％(4／100)。 

结论  对住院患者进行 MDRO 主动筛查，及时发现多重耐药菌感染或定植，便于有效预防和控制多

重耐药菌在医院内的传播非常重要。加强 MDRO 尤其是社区 MDRO 监管，合理使用抗菌药物，防

治其引起的呼吸道及泌尿道感染是院内感染的防控重点。 

 
 

PU-3739 

医院下呼吸道感染的病原菌种类及其耐药 

 
葛华,陈涛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730000 

 

目的  下呼吸道感染是临床中最常见的感染性疾病，在治疗时必须明确引起感染的病原体并且选择

合理有效的抗生素。现如今临床上可供使用的抗生素越来越多，感染病原菌种类众多。给临床治疗

下呼吸道感染疾病增加难度。本文分析本院下呼吸道感染的病原菌种类及其耐药情况，为及时准确

地检出病原菌并选择合理有效的抗生素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对医院呼吸内科 2017 年 1-10 月份送检的痰标本进行统计处理。对引起呼吸道感染的病原菌

及其对常用抗生素的耐药性进行分析。 

结果  302 例革兰氏阴性杆菌中以肺炎克雷伯氏菌检出最多，为 69 例，占 23.5%；其次为鲍曼不动

杆菌 57 例，占 19.8%；大肠埃希菌 50 例，占 16.8%；铜绿假单胞菌 47 例，占 15.7%；阴沟肠杆

菌 40 例，占 13.1%；其他 30 例，占 12%。药敏试验显示下呼吸道感染肺炎克雷伯氏菌耐药率最

高的为氨苄西林 98%，亚胺培南及美洛培南耐药率为 0；鲍曼不动杆菌对亚胺培南和美洛培南耐药

率为 19%，12%；大肠埃希菌对氨苄西林耐药率最高 84%，其次为哌拉西林，头孢曲松，均大于

60%，阿米卡星为 6%可作为首选药，亚胺培南和美洛培南耐药率为 0，为强有力的抗菌药；铜绿

假单胞菌耐药率最高的为复方新诺明 100%，对常用抗菌药物耐药率均未超过 40%，阴沟肠杆菌耐

药率最高的为头孢西丁为 100%，其次是氨苄西林，最低为亚胺培南和美洛培南。 

结论  医院下呼吸道感染病原菌主要为革兰阴性杆菌，其中肺炎克雷伯氏菌最多，多数致病菌对常

用抗生素普遍耐药,治疗时应根据药敏试验结果选用药物，杜绝不合理使用或滥用抗生素,预防和延

缓耐药菌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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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40 

免疫缺陷患者血流感染大肠埃希菌的分子流行病学分析 

 
王海晨,熊梦园,邹明祥,李军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大肠埃希菌(Escherichia coli，E coli)是医院感染重要的条件致病菌。本研究收集了免疫缺陷

患者血流感染的大肠埃希菌，分析其系统发育群以及毒力基因，以期为临床合理使用药物及提供新

的治疗靶点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湘雅医院 2014 年 6 月至 2018 年 1 月从免疫缺陷患者血流感染分离的大肠埃希菌 86

株，采用 VITEK MS 质谱仪（生物梅里埃公司，法国）进行菌种鉴定并采用 PCR 方法检测 uspA

基因进行确证，多重 PCR 的方法进行系统发育群分析，多重 PCR 方法分析毒力基因携带情况。 

结果  在 86 株大肠埃希菌中，系统发育群分析显示以 A、D 群最多，分别为 33.0%、41%。毒力基

因分析显示大肠埃希菌携带不同的毒力基因，其中分离率由高到低分别为 fimH（89%）、traT

（71%）、cnf1（55%）、 fyuA（49%）、papG  alle Ⅲ（49%）、KpsMT II（49%）、K5

（34%）、PAI（24%）、papEF（26%）、afa/draBC（26%），其他毒力基因的检出率较低，均

小于 20%，其中 papG I 未检出。 

结论  免疫缺陷患者血流感染的大肠埃希菌分离株多多携带多种毒力基因协助其致病。 

 
 

PU-3741 

消化系统疾病患者发生复合菌血流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 

 
叶丽艳,沈跃云,赵乾,马薇,赖开生,陈刚,罗燕萍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分析消化系统疾病住院患者发生混合血流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为临床预防提供依据。 

方法  对 2008 年 8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生血流感染患者病例分别入组 PBSI 组和 MBSI

组，并对其病例资料中的相关危险因素及预后等数据进行收集，应用 SSPS20.0 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  把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危险因素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腹水、腹腔

引流、抗生素使用种类和抗生素使用时间是 PBSI 的独立危险因素。PBSI 组的病死率（14.84%）

约是 MBSI 组（8.70%）两倍，明显高于 MBSI 组；PBSI 组的住院时间明显高于 MBSI 组，同样

PBSI 组比感染后住院时间（19d）明显高于 MBSI 组（13d）。住院费用方面，PBSI 组的住院费

用明显高于 MBSI 组，这也说明 PBSI 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结论  混合血流感染的预后较差，预防危险因素的暴露,降低发病率。 

 
 

PU-3742 

内毒素检测对感染性疾病的诊断性能评估 

 
万舒婷,雷晶莹,宋金龙,刘利东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探讨血浆内毒素检测对诊断感染性疾病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检测患者血浆内毒素水平，通过查阅患者病历资料以及其他检查结果，判断患者的感染患病

情况，计算诊断性能评价指标。除外，查询同时做血培养和内毒素检测的病例，收集其血培养结

果，用 SPSS 进行两者阳性率的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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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将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共 261 例内毒素检测阳性标本与 300 例内毒素阴性标本纳

入统计，可得内毒素检测感染性疾病的灵敏度为 64.5%，特异性为 74.8%。统计同时进行血培养和

内毒素检测的 423 例病例，计算得出血培养阳性率为 5.0%，内毒素阳性率为 35.0%，内毒素阳性

率显著高于血培养，两者有统计学差异（χ2=121.3，P<0.01）。 

结论  内毒素能特异检测感染性疾病，较血培养更快速，简便，阳性率高，可为临床诊断感染性疾

病提供依据。 

 
 

PU-3743 

消化肝胆病区患者复合菌血流感染的流行病学特征 

 
叶丽艳,沈跃云,赵乾,宋林键,马薇,陈刚,罗燕萍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分析消化肝胆病区住院患者发生复合菌血流感染的病原学特点、耐药性分析，为临床预防及

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对 2008 年 8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生血流感染 866 例患者分别入组 PBSI 组和 MBSI

组，并对其微生物培养及药敏结果进行收集比较分析，应用 Whonet5.6 进行耐药分析。 

结果  消化系统疾病患者血流感染检出率 17.99%，其中复合菌血流感染（PBSI）组 186 例，检出

率 3.86%，略高于前期研究（3.81%）。PBSI 占肝胆消化病区血流感染的 21.48%；病原菌主要为

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和屎肠球菌，PBSI 组中病原菌的组合模式复杂。PBSI 组的耐药率普遍

比 MBSI 组高，部分存在组间差异。PBSI 组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耐药率（22.82%）明显高于

PBSI 组（12.36%）。PBSI 组的耐万古霉素的屎肠球菌检出率为 6.15%。 

结论  复合菌血流感染的病原菌组合复杂，临床治疗时应结合病原菌药敏报告，考虑两种甚至更多

病原菌的耐药性。 

 
 

PU-3744 

引起耳道感染的铜绿假单胞菌的流行病学分析 

 
叶丽艳 1,王玥 2,沈跃云 1,马薇 1,赵强 1,陈刚 1,张有江 1,杨继勇 1,罗燕萍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2.重庆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 

 

目的  了解北京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外科耳道感染患者标本中分离的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Pae) 的人群分布、生物膜产生情况以及耐药情况等流行病学特征，为临床提供重要

依据。 

方法  采用 Vitek MS 质谱仪进行细菌鉴定, 药敏实验采用纸片扩散法(K-B 法)或 Vitek 2 compact 全

自动细菌鉴定药敏仪, 按 CLSI2016-M100 的标准进行药敏结果分析，用结晶紫染色法对铜绿假单

胞菌检测生物膜并对生物膜形成能力进行判定。 

结果  2013-2017 年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共收集到与耳道感染相关的铜绿假单胞菌 106 株，各年龄段

均有检出；形成生物膜的菌株占 80.2%，复发病例分离株中可形成生物膜菌株比例（81.25%）高

于未复发病例分离菌株（78.57%）；不同生物膜形成能力的菌株抗生素敏感率没有明显差异，产

膜菌株的亚胺培南、头孢他啶和左氧氟沙星比未产膜菌株敏感性略高；复发组与未复发组菌株的抗

生素敏感性没有明显差异，复发组的头孢他啶、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左氧氟沙星、哌拉西林、氨

曲南和头孢哌酮/舒巴坦的抗生素敏感率稍高于未复发组；11.1mmol/L 葡萄糖可促进生物膜的形

成，15μg/ ml 壳聚糖季铵盐对生物膜的形成有一定抑制作用。 

结论  引起耳道感染的铜绿假单胞菌生物膜形成能力较强，生物膜的形成与疾病复发有一定的关

系；降低血糖浓度及使用壳聚糖季铵盐凝胶对抑制生物膜形成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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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45 

MALDI-TOF MS 在临床曲霉菌鉴定中的应用 

 
叶丽艳,王强,沈跃云,叶坤,马薇,陈刚,杨继勇,罗燕萍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000 

 

目的  探讨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技术（MALDI-TOF MS）在临床曲霉菌属鉴定中的

应用，并评价其鉴定性能。 

方法   以 ITS 测序结果为金标准，对解放军总医院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1 月临床分离的曲霉菌

属采用 VITEK MS V3.0 进行鉴定，并对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通过 V3.0 数据库(含 12 种曲霉菌图谱)鉴定了 9 种曲霉菌，占总体分离菌株的 86.24%。

VITEK MSV3.0 的鉴定符合率为 91.49%，未获得结果的占 16.51%；菌属符合率为 93.62%，其中

仅有两株杂色曲霉鉴定到属水平。根据鉴定置信度进行统计，88.30%的菌株获得了 99%以上的鉴

定率。首次未获得鉴定结果的占 13.83%，鉴定错误率 3.19%，二次提取后再次进行质谱鉴定未鉴

定菌株降低到 6.38%，鉴定错误率降到 2.13%；结合传统鉴定和 VITEK MS 鉴定手段，属正确率

为 98.94%，种正确率为 93.62%；其他真菌对曲霉菌鉴定的影响度为 0%。 

结论  MALDI-TOF MS 作为传统鉴定方法的有力补充，应用于曲霉菌鉴定给工作带了很多便捷，提

高了种水平鉴定准确率，使得真菌实验室鉴定水平得到了提高。 

 

PU-3746 

我院 2016 年鲍曼不动杆菌的临床分布及药敏结果分析 

 
唐芸 

昆明市中医院,650000 

 

目的  为临床鲍曼不动杆菌的合理用药提供可靠依据。 

方法  临床送检标本中共分离出 52 株鲍曼不动杆菌(Ab)，进行分析标本来源、感染科室分布及对

17 种常用抗菌药物耐药情况。 

结果  泛耐药 Ab 最常出现于痰标本中，其次是尿液。感染科室以 ICU 最多，其次是肺脾胃科。其

中 ICU 检出的鲍曼不动杆菌表现为高度耐药和多重耐药，对亚胺培南耐药率高达 64．98％。耐药

率最低的是多黏菌素，其次是头孢哌酮／舒巴坦、阿米卡星。 

结论  应重点加强对 ICU、呼吸病房的消毒隔离，缩短住院及气管插管时间，进一步强化医护人员

无菌观念，防止交叉传播；药物治疗首选替加环素，其次为头孢哌酮／舒巴坦+阿米卡星。 

 
 

PU-3747 

痰标本涂片镜检与细菌培养结果分析 

 
普菊华 

昆明市中医院,650000 

 

目的  探讨痰标本培养前进行显微镜检查的重要性及意义。    

方法  对送检的 360 例痰标本作革兰染色涂片镜检，并与培养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360 例痰标本中，涂片合格标本 262 例，占 72.7%；不合格标本 98 例，占 25.5%。在涂

片合格的标本中，细菌检出率为 75.5%（198/262），涂片不合格痰标本细菌检出率为 25.5%。 

结论  镜检和培养结果说明痰标本培养前进行显微镜细胞观察很有必要性，可作为是否进行细菌培

养的重要依据，可以筛除不合格的痰标本，提高痰培养的细菌检出率，还可克服盲目性，节约人力

物力。 痰涂片检查，有着非常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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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48 

血流感染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情况分析 

 
王丽萍 

山东省立医院,250000 

 

目的  了解某院 2015-2016 年血流感染的病原菌分布及药敏变化情况，辅助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

物。 

方法   收集某院 2015-2016 年血培养标本，血培养采用法国梅里埃公司 BACT / ALERT 3D 全自动

血培养仪及其配套培养瓶，药敏试验采用 K-B 法进行（金黄色葡萄球菌除外，仪器法），依据

CLSI 2016 年版标准判读结果，使用 WHONET 5.6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剔除来自同一患者的重复菌株，共分离病出原菌 830 株，其中革兰氏阴性杆菌 562 株

（67.70%），革兰氏阳性球菌 236 株（28.44%），真菌 32 株（3.86%）。检出的病原菌依次为

大肠埃希菌（308 株，37.11%）、肺炎克雷伯菌（99 株，11.93%）、肠球菌（71 株，8.55%）、

金黄色葡萄球菌（54 株，6.51%）。药敏结果显示，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对阿米卡星、亚胺

培南、美罗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及头孢哌酮/舒巴坦保持较高的敏感性，碳青霉烯耐药的大肠

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分别为 1.3%、10.1%；肠球菌主要是屎肠球菌和粪肠球菌，粪肠球菌对青

霉素 G 和氨苄青霉素保持较高敏感性，屎肠球菌耐药性较粪肠球菌严重，未发现万古霉素、利奈

唑胺耐药的肠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MRSA 的检出率为 22.7%，未发现对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和

利奈唑胺耐药的葡萄球菌。 

结论   血流感染病原菌种类分布广，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各院感染病原菌分布和耐药变化有各自特

点，临床应重视病原菌检测及药敏实验，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减少耐药菌株的产生。 

 
 

PU-3749 

探究本地区碳青霉烯酶耐药基因型及对其实验性能的方法学评估 

 
李婕,李小宁 

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241000 

 

目的  比较三种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CLSI)规定

的药敏试验，在对筛选碳青霉烯酶抗生素耐药菌株表型结果方面是否存在差异。 

方法  通过 VITEK 2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鉴定为亚胺培南耐药的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

菌一共 50 例，再采用 2017 年 CLSI 最新药敏试验标准的改良 Hodge 法、碳青霉烯酶失活法

（mCIM）、Carba NP 法对进行初步检测，最后以 PCR（聚合酶链式反应）对所有菌株的基因进

行扩增以后，检测是否存在耐药基因型 blaVIM、blaIMP、blaNDM、blaSPM、blaOXA、blaKPC、blaSME、

blaGES基因。 

结果  在 50 例分离实验菌株中，改良 Hodge 试验阳性率为 26%（13/50），mCIM 试验阳性率为

28%（14/50），Carba NP 试验为 38%（19/50）。经 PCR 扩增之后的凝胶电泳带成像显示，

blaKPC型 24 株，其中 blaKPC-2型为 10 株，blaOXA-48型 2 株，blaGES型 4 株，blaIMP型 1 株，blaNDM

型 1 株，blaSPM型 1 株。 

结论  本地区对碳青霉烯酶抗生素耐药的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杆菌菌种主要为 blaKPC型，改良

Hodge 试验和 mCIM 试验改良 Hodge 法、碳青霉烯酶失活法（mCIM）、Carba NP 法的重复性很

高，Carba NP 试验阳性检测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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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50 

健康人皮肤和鼻腔可培养共生菌多样性 

及对病原性 MRSA 的抑制作用分析 

 
孟红委,李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200120 

 

目的  本研究主要分析中国上海地区健康人群皮肤和鼻腔可培养共生菌群的种属多样性，并研究其

主要菌属对病原性 MRSA 的抑制作用，以挖掘全新有效的抗 MRSA 分子，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抗

MRSA 药物的研发，并为人体共生菌的研究提供方法和思路。 

方法  采集中国上海地区 18 至 22 岁健康人皮肤和鼻腔拭子，用血平板培养后，用 MALDI-TOF-

MS 进行种属鉴定并分析其多样性；用不同来源的病原性 MRSA 筛选具有抗菌作用的共生菌；选取

抗 MRSA 作用最明显的一株共生菌进行研究，明确其抗菌分子是否为可分泌型及分泌时相，并用

转座子随机插入突变文库和细菌基因组完成图测序分析结合基因失活实验，以探究并验证与抗菌分

子相关的基因，再用化学方法初步分离纯化抗菌分子。 

结果  210 名健康人的样本中共分离出 2438 株菌，鉴定出 25 个菌属，以葡萄球菌属（81.34%）为

主，其中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CoNS）占葡萄球菌的 93.95 %。在选取的 588 株 CoNS 中共筛选

出 19 株具有抗 MRSA 作用的 CoNS，其中有 6 株 CoNS 能抑制来自全球的 MRSA 流行克隆株的

生长，而作用最好的是表皮葡萄球菌 N173-2。N173-2 的抗菌分子由质粒上的 PKSs/NRPSs 杂合

基因簇合成，是可分泌型并在细菌指数生长中期即开始分泌；转座子随机突变文库筛到的染色体上

的 3 个基因中，2 个与 PTS 有关，还有 1 个涉及铜离子转运。用 30%甲醇分离 N173-2 培养上清

的初提物得到了最有效的活性成分。 

结论  中国上海地区健康人皮肤和鼻腔可培养共生菌存在丰富的种属多样性且以 CoNS 为主，

CoNS 对不同来源病原性 MRSA 的抑制作用不同，作用最强的表皮葡萄球菌 N173-2 的分泌型抗菌

分子由全新的 PKSs/NRPSs 基因簇合成，而临床上许多药物如万古霉素、达托霉素、利福平等都

由这类基因簇合成，表明本研究发现的抗菌分子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和潜在应用价值。 

 
 

PU-3751 

我院 2017 年肺炎克雷伯菌耐药率统计分析 

 
李妮 

昆明市中医院,650000 

 

目的   分析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 日我院三区住院部分离出的肺炎克雷伯菌对我院常

用抗生素的体外药敏试验结果，为临床治疗提供用药依据，避免盲目大量用药和不合理用药而导致

多重耐药菌株的产生，指导临床医务人员加强院感防控意识。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 日期间，我院分离的肺炎克雷伯菌 336 株，分别使

用梅里埃 VITEK-2 Compact 全自动细菌分析仪和 K-B 纸片法进行检测 20 种抗生素的敏感性和超

广谱 β-内酰胺酶(ESBLs)初筛，进行体外药敏试验。观察肺炎克雷伯杆菌对我院常用的 20 种抗生

素的耐药情况。 

结果  肺炎克雷伯菌对常用抗菌药物氨苄西林 100%耐药，而产 ELBLs 的肺炎克雷伯菌对氨苄西林/

克拉维酸、哌拉西林、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四环素、呋喃妥因等药的耐药率较高，都超过了

90%；对头孢他啶、头孢地嗪和头孢曲松等三代头孢的耐药率超过了 80%；对氨曲南超过了

70%。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2-3%）、头孢哌酮/舒巴坦（12-16%）、头孢比肟（13-18%）、

阿米卡星（25-30%）等素耐药率较低,其中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达到了 2-3%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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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表明碳青霉烯类、头孢哌酮/舒巴坦、头孢比肟、阿米卡星等仍是治疗多产 ESBLs 肺炎克雷

伯菌感染的首选药物。但由于耐药菌株不断增多,临床应重视病原菌检测及药敏试验,避免盲目大

量、不合理使用抗生素而导致多重耐药菌株的产生。同时，临床医务人员需加强院感防控意识。 

 
 

PU-3752 

2012-2016 年某三甲医院 5 种重要分离菌的耐药性监测 

 
曹明杰 

安徽省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收集并分析某三甲医院 5 种重要临床分离菌的耐药性变迁,为临床合理选用抗菌药物提供参

考。 

方法   各类临床分离菌采用 MicroScan WalkAway 96 PLUS 进行鉴定和药敏实验，采用

WHONET5.6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2012-2016 年，每年的临床分离菌数量为 1531～1441 株。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中产

超广谱 β 内酰胺酶（ESBL）菌株检出率呈逐年下降趋势。在上述时期内大肠埃希菌对碳青霉烯类

抗菌药物耐药率基本稳定；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类耐药率呈上升趋势。铜绿假单胞菌对包括亚

胺培南和美罗培南在内的所有监测的抗菌药物耐药率均有所下降。鲍曼不动杆菌对碳青霉烯类的耐

药率由 32.8% 逐步上升至 82.3%。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检出率由 2012 年的 45.2% 逐年

下降至 2016 年的 37.5 %。 

结论  本院近 5 年肺炎克雷伯菌和鲍曼不动杆菌对碳青霉烯类的耐药率逐年上升，临床应引起足够

的重视 

 
 

PU-3753 

高原地区 Bruker  Microflex  MS 在临床常见细菌中的应用 

 
赵文君,巢世兰,周丹 

青海省人民医院,810000 

 

目的  评价德国布鲁克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Bruker  Microflex  MS）对临床常见细

菌、念珠菌、曲霉菌的快速鉴定中的应用。 

方法  青海省人民医院医学检验科微生物室引进德国布鲁克质谱仪 8 个月后临床分离的 2968 株细

菌、437 株念珠菌、27 株曲霉菌，共 3468 株，采用 Bruker  Microflex  MS 技术和常规鉴定

（ViTEK 2 compact 或 API 板条或手工鉴定）方法比较。 

结果  在细菌鉴定到种属水平方面，Bruker  Microflex MALDI-TOF MS 鉴定细菌种水平为 94.3%。

葡萄球菌属鉴定结果的比对 Bruker  Microflex MALDI-TOF MS（97.1%）结果优于 ViTEK 2 

compact（90.8%）。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的耐药情况方面，Bruker  Microflex MALDI-TOF MS 鉴

定符合率 100%。链球菌实验室常规方法鉴定中，110 株链球菌中 ViTEK 2 compact 鉴定到种的为

77.3%，Bruker  Microflex MALDI-TOF MS 鉴定到种的为 98.2%。在厌氧菌的鉴定中，采用

API20AN 鉴定到种的为 25（69.4%）株，MALDI-TOF MS 鉴定到种为 34（94.4%）株。 

结论   高原地区使用 Bruker  Microflex MALDI-TOF MS 方法所需的鉴定时间和鉴定准确率已在本

次试验中得到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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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54 

120 株嗜血杆菌耐药性监测及分析研究 

 
穆廷杰 1,金海红 1 

1.临夏州人民医院,731100 

2.甘肃省临夏州人民医院 

 

目的  调查分析本地区流感嗜血杆菌的检出率及耐药率,为治疗由嗜血杆菌引起的感染和合理使用抗

菌素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将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临夏州人民医院临床分离的流感嗜血杆菌,按 2016 年 CLSI

标准，用 KB 法测定抗菌药物的敏感性 , 用头孢硝噻吩纸片法测定 β-内酰胺酶 ,所有数据用

WHONET 5.6 软件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共检出流感嗜血杆菌 120 株,β-内酰胺酶阳性的确 50 株，阳性率 41.6%，对氨苄西林等抗菌

素耐药率分别为：氨苄西林 47.5%(57/120)、氨苄西林 /舒巴坦 39.1%(47/120)、复方新诺明

63.3%(76/120)、头孢呋辛 26.6%(32/120)、  阿莫西林 /克拉维酸 29.1%(35/120) 、氯霉素

15.8%(19/120)、 利福平 11.6%(14/120)、四环素 47.9%(55/120)，对阿奇霉素、头孢噻肟、头孢

曲松、头孢他啶、头孢吡肟、氨曲南、厄他培南、 亚胺培南、美洛培南 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等

11 种抗菌素对流感嗜血杆菌保持较好的抗菌活性(耐药率≤5.0%)。 

结论   复方新诺明、氨苄西林、氨苄西林/舒巴坦、四环素耐药率高而不宜用于流感嗜血杆菌感染的

治疗, 氨苄西林应慎重用于经验治疗；对二代头孢菌素耐药率呈上升趋势,临床应根据药敏结果合理

使用抗菌药物。 

 
 

PU-3755 

158 株肠球菌临床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黄玉环 

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526000 

 

目的  了解我院 2015-2016 年临床分离的肠球菌分布特点及耐药情况。 

方法  对我院 2015-2016 年临床送检标本进行常规分离培养及鉴定，可疑菌落使用使用美国德灵

MICROSCAN  OUTSCAN-4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及其配套的 PC33 阳性复合板对血平板可疑菌落

进行菌种鉴定及药敏试验。并对分离到的 158 株肠球菌进行药敏结果分析。 

结果  共分离到 170 株肠球菌。其中粪肠球菌 109 株，占 64.1%，屎肠球菌 49 株占 28.8%。鹑鸡

肠球菌 9 株。鸟肠球菌 3 株，分别占 5.3%及 1.8%。在各类送检标本中，肠球菌主要来源于尿液

（42.4%）和分泌物（35.4%）,及占比较低的穿刺液（4.4%），痰（2.5%）及血（5.7%）等。屎

肠球菌耐药率总体高于粪肠菌。屎肠球菌对氨苄西林（AMP），环丙沙星（CIP），红霉素

（E），青霉素（PEN），耐药率均高于 80%，粪肠球菌对红霉素（ERY）（65.9%），奎奴普丁/

达福普汀（QDA）（90%），四环素（TE）（67%）则耐药率较高。2015 年及 2016 年均检出 3

株利奈唑胺（LNZ）耐药株。两年内均未检出 TEC 耐药株及 VRE。 

结论  肠球菌与其他常见的革兰阳性球菌相比有更强的天然耐药性,对常用抗菌药物呈多重耐药，以

屎肠球菌尤为严重。而粪肠球菌及屎肠球菌耐药性有较大差异，肠球菌对万古霉素（ VA）, 替考拉

宁（ TEC）,仍保持高度敏感性，为避免抗菌药物不规范使用带来的细菌耐 药性的产生或提高，治

疗细菌感染时应根据药敏试验结果对不同病源菌合理使用抗生素，以减缓耐药株的产生及耐药性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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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56 

碳青霉烯类/粘菌素耐药肺炎克雷伯菌对替加环素的耐药进化 

 
王若冰,王晓娟,王辉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100000 

 

目的  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广泛耐药细菌之一，粘菌素和替加环素是目前

有效治疗该类细菌感染的唯二药物。质粒介导粘菌素耐药基因 mcr-1 的发现使更多菌株有发生粘菌

素耐药的风险，使用替加环素则成为治疗该感染的最后手段。为此，本研究旨在探究连续使用替加

环素对碳青霉烯类或粘菌素耐药肺炎克雷伯菌引起耐药进化的可能性。 

方法  本研究选取了 2 株分别携带流行碳青霉烯类耐药基因 blaNDM-1 和 blaKPC-2 的肺炎克雷伯菌

ST11，以及 1 株携带质粒介导粘菌素耐药基因 mcr-1 的肺炎克雷伯菌 ST562，采用梯度浓度的替

加环素连续筛选 20 天，进行实验室诱导使耐药肺炎克雷伯菌进化为同时对替加环素耐药的突变

株。 

结果  经过 20 天的替加环素连续耐药诱导，替加环素对携带 blaNDM-1基因的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

伯菌的最小抑菌浓度可由 0.5mg/L 上升至 32mg/L，而其对携带 blaKPC-2 和 mcr-1 耐药基因的肺炎

克雷伯菌的最小抑菌浓度可分别由 0.25mg/L 和 2mg/L 上升至 256mg/L。在连续耐药突变筛选的第

3 天，携带 blaKPC-2和 mcr-1 的突变子即可达到替加环素为 4mg/L 的耐药水平，而携带 blaNDM-1的

突变子则晚于前两者 2 天才达到相同的耐药水平。从筛选的第 5 天起，突变子的耐药水平达到相对

稳定的平缓期，不再在短时间内快速上升，此时所有组的替加环素最小抑菌浓度均达到了

≥4mg/L。相同用药天数，携带 mcr-1 的粘菌素耐药肺炎克雷伯菌组发生替加环素耐药进化的速度

快，且终耐药水平显著比两组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菌高。而同样是 ST11 型的碳青霉烯耐药

肺炎克雷伯菌，携带 blaKPC-2 的菌株明显比携带 blaNDM-1 达到替加环素耐药的速度快且终耐药水平

高。 

结论  相对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携带 mcr-1 的粘菌素耐药肺炎克雷伯菌更易于进化为对替

加环素高水平耐药的突变株。在我国流行的产 KPC 酶的 ST11 型肺炎克雷伯菌也有着相对较易的

对替加环素耐药进化趋势。这提示临床在面对广泛耐药菌时，应谨慎、合理使用替加环素，避免人

为诱导筛选出泛耐药菌。 

 
 

PU-3757 

2012-2016 年某三甲医院大肠埃希菌 

和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性监测 

 
谢瑞玉 

安徽省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 2012-2016 年我院临床分离的大肠埃希菌 1513 株和肺炎克雷伯菌 1176 株对常用抗菌

药物耐药性的变迁情况 

方法  采用 MicroScan WalkAway 96 PLUS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及药敏分析系统对大肠埃希菌与肺炎

克雷伯菌进行鉴定和药敏试验，应用 WHONET5.6 软件对药敏结果进行统计 

结果   2012-2016 年从临床送检的标本中共分离出大肠埃希菌 1513 株和肺炎克雷伯菌 1176 株，

两种细菌对常用抗菌药物耐药率呈持续高水平趋势，对阿米卡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以及碳青霉

烯类抗菌药物的耐药率相对较低；近五年两种菌的 ESBLs 检出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产 ESBLs 株对

测试药物的耐药率均高于非产 ESBLs 株 

结论   临床分离的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耐药严重，尤其是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

（CRE）的检出率逐年增高，应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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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58 

南方医院呼吸科 2017 年全年痰标本的病原菌统计及耐药性分析 

 
刘梦冉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统计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2017 年呼吸科患者痰标本病原菌培养结果，找出主要致病菌及

分析其耐药性，为医院临床医生的工作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对 2017 年的呼吸科的痰标本进行初次菌培养，分离病原菌再进行培养，在培养出菌落的平

板上挑取单菌落，配制好菌液后，用美国 BD 公司细菌鉴定仪 phoenix100 完成细菌鉴定及药敏试

验，小部分特殊细菌或者需要做复查的标本可以用手工方法鉴定，用显色平板将真菌进行分类，小

部分药敏用手工方法(KB 法)，最后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全年阳性标本结果中采用随机方法挑选 371 株病原菌的实验结果，有 223 株病原菌为革兰阴

性菌(占随机挑选的 371 株病原菌的 60.11%)，革兰阳性菌有 50 株（占全部病原菌的 13.48%），

这些病原菌中有真菌 98 株（占全部病原菌的 26.42%）。革兰阴性菌中的鲍曼不动杆菌最多。屎

肠球菌为呼吸科培养出的主要的革兰阳性菌。各种不同菌种药物敏感结果差距很大。 

结论  男性呼吸道病原菌的菌株多于女性，革兰阴性菌为主要致病菌，呼吸科病原菌感染人群主要

为老年人。各类病原菌耐药性有所不同，主要的革兰阴性菌广泛耐药。耐药越严重给临床医生的工

作带来的挑战越严峻。 

  
 

PU-3759 

血液科病原菌分布和耐药性分析 

 
马雨涵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分析 2017 年某医院血液科患者中送检的各类标本的病原菌分布及其耐药性，对临床抗菌药

物的使用提供帮助。 

方法  对 2017 年血液科收集的各类标本进行细菌培养，采用 BD Phoenix100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

与手工鉴定和 K-B 法进行菌种鉴定和药敏试验，并对收集数据进行分析和讨论。 

结果  共培养出 367 株病原菌，革兰阴性菌 213 株，数量排在第一位的为肺炎克雷伯菌，占总体的

22.1%，其次数量第二位的是大肠埃希菌，占总数的 19.2%。氨苄西林和头孢唑林广泛被革兰阴性

菌耐药，革兰阴性菌敏感率较高的抗菌药物是亚胺培南，其次革兰阴性菌对美罗培南和多粘菌素也

比较敏感。屎肠球菌是革兰阳性菌中分离出最多的肠球菌，占总体比例的 34.43%。头孢西丁和阿

米卡星等使肠球菌属耐药。真菌在本次报告中共检出 32 株，其中白假丝酵母菌共 16 株，占总数的

50%。数量上第二位的是热带假丝酵母菌，占总数的 34.37%。 真菌耐药相比细菌较低。 

结论  某医院血液科患者最常见病原菌为革兰阴性菌，临床使用抗菌药物应该根据药敏试验结果，

不可根据经验滥用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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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60 

Xpert MTB/RIF 检测技术在结核病患者痰标本中的应用价值分析 

 
李静,王伟 

河南省胸科医院 

 

目的  探讨 Gene-Xpert MTB/RIF 技术对临床标本中结核分枝杆菌及利福平耐药检测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4 年 3 月份-2015 年 12 月份在河南省胸科医院检查的 356 例肺结核和可疑结核病患

者痰液或肺泡灌洗液样本，对 356 份样本采用 Xpert MTB/RIF 系统进行结核分枝杆菌与利福平耐

药基因 rpoB 的突变检测，以培养结果及表型药敏试验为金标准，判断 Xpert MTB/RIF 检测的敏感

度、特异度。 

结果  对临床确诊为结核病患者的 237 份样本中，Xpert MTB/RIF 系统的结核分枝杆菌阳性检出率

为 80.1%；153 份培养阳性标本中，Xpert MTB/RIF 检测结核分枝杆菌的敏感度为 97.6%；84 份

培养阴性标本中，Xpert MTB/RIF 检测结核分枝杆菌的敏感度为 93.5%；以传统表型药敏试验为金

标准,采用 Xpert MTB/RIF 系统行利福平耐药性检测的敏感度为 95.4%，特异度为 95.1%。 

结论  Xpert MTB/RIF 是一种简便、快速、准确,且能够同时对结核临床标本行结核分枝杆菌检测与

利福平耐药性检测的分子检测技术，对及时发现病情与耐药结核病患者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PU-3761 

1207 例真菌感染菌种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李雪蘅,陈晶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为给临床用药提供参考，了解南方医院 2017 年 10 月份至 2018 年 3 月份所有真菌培养阳性

标本，分析真菌菌种分布及其耐药特性。 

方法   对南方医院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3 月真菌培养阳性标本进行回顾性分析，分离真菌后进

行鉴定，采用安图真菌快速培养鉴定药敏试剂盒进行药敏试验。 

结果  痰，中段尿，粪便，脑脊液，器械，咽拭子，分泌物，穿刺液和血培养的真菌培养标本，阳

性率分别为 34.41%，11.54%，33.08%，2.50%，3.66%，16.67%，14.11%，3.62%，1.17%。

真菌感染的主要病原菌是酵母菌。白假丝酵母菌，光滑假丝酵母菌，热带假丝酵母菌，近平滑假丝

酵母菌，克柔假丝酵母菌均对两性霉素 B 和 5’氟胞嘧啶敏感率达 97%以上，其中热带假丝酵母菌

的耐药情况较严重，对三唑类药物泛耐药。 

结论  真菌感染仍以白假丝酵母菌感染为主，重症医学科患者是真菌感染高危人群。临床医生应结

合患者临床症状，标本类型，以药敏结果作为参考，合理用药，不可滥用抗菌药物。 

 
 

PU-3762 

Xpert® MTB/RIF 临床检测中错误及失败原因分析 

 
邬兰,俞杨 

南京市第一医院,210000 

 

目的  2010 年后 Xpert® MTB/RIF 这一自动化的分子检测进入诊断领域，革新性的提高了结核杆菌

和利福平耐药的早期诊断。2018 年 5 月 1 日《结核病分类标准 WS196-2017》及《肺结核诊断标

准 WS288-2017》正式实施，新标准中提出结核分枝杆菌核酸检查阳性即为结核病病原学检查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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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可作为结核病确诊依据。但 Xpert® MTB/RIF 平台临床应用中常见终止错误、无结果及无效的

报警，其原因鲜有评价分析。 

方法  本实验室自 2015 年 3 月至 2017 年 7 月在 Xpert® MTB/RIF 平台上开展结核杆菌和利福平耐

药检测，共运行实验 659 测试，通过 Xpert®软件平台报告功能导出所有运行的系统日志报告，统

计其中出现终止错误、无结果及无效报警样本编号，记录其错误代码及原因、试剂批次 ID，同时

分析 LIS 信息系统中以上样本的标本种类和标本性状。 

结果  659 测试中出现错误报警 15 次，无结果 2 次，无效结果 37 次，分别占检测频次的 2.28%、

0.30%和 5.61%。错误报警中可分为 7 例试剂因素及 8 例痰液样本粘稠因素，试剂因素中 6 例来源

于同一试剂批号。2 例无结果错误判断为试剂匣因素，来源于同一批号试剂。37 例无效结果中，痰

液样本 34 例，脑脊液样本 1 例，让步检验胸水 1 例，引流液 1 例，原因分析为样本中食物残渣或

血液抑制 PCR。 

结论  按照 WHO 推荐及产品说明书严格 Xpert® MTB/RIF 分析前标本采集要求，加强与临床科室

的沟通，痰液样本中不含食物残渣或血液，对于粘稠痰液样本延长液化时间。重视病原学送检标本

质量、充分利用新的病原学实验室诊断技术，提高诊断患者病原学检出阳性率，增加确诊依据。 

 
 

PU-3763 

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皮疽诺卡菌性肝脓肿一例 

 
郭丽媛 

烟台毓璜顶医院,264000 

 

目的  提高对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皮疽诺卡菌性肝脓肿的临床表现及其诊断与治疗的认识，补充诺

卡氏菌的感染谱。 

方法  报道一例发生于本院的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诺卡菌性肝脓肿并进行相关文献资料复习。病史

简介：中年女性患者以发热 14 天，上腹痛、胸闷憋气 5 天入院，既往系统性红斑狼疮糖皮质激素

治疗史 17 年，查体阳性体征：双肺呼吸音粗，可闻及湿性啰音，右上腹压痛，肝区叩痛。胸腹 CT

扫描示右肺上叶小支气管轻度扩张合并炎症和肝内多发异常密度灶，脓肿？进行痰培养和 B 超引导

下肝脓肿穿刺引流液的培养。 

结果  痰培养及肝脓肿引流液经质谱鉴定均为皮疽诺卡氏菌且以复方磺胺甲噁唑治疗后临床效果明

显。 

结论  该例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其长期的糖皮质激素应用史是发生皮疽诺卡氏菌感染的重要危

险因素。我们推测皮疽诺卡氏菌以吸入的形式感染肺部后，经血行播散至肝脏处，引发了较为少见

的诺卡菌性肝脓肿,肝脏部位的感染应被补充入诺卡菌病的感染谱中。 

 
 

PU-3764 

用 COBAS 4800 系统和 COBAS AmpliPrep/COBAS  

TaqMan 系统 对 HCV RNA 定量能力的比较 

 
欧阳金鸣,董晓龙,杨紫伟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检测和监测丙型肝炎病毒（HCV）RNA 浓度的准确、灵敏和特异的检测对于 HCV 感染的诊

断和治疗是必不可少的。比较 COBAS 4800 系统与 COBAS AmpliPrep/COBAS TaqMan 系统

（CAP/CTM V2.0）对 HCV RNA 定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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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通过比对 COBAS 4800 和 CAP/CTM HCV 的检测结果，评价其相关性和符合率。同时，通

过 COBAS 4800 对血清 400μL 和 200μL 上样量的检测结果的比较，评价不同样本体积间的相关性

和符合率。 

结果  共有 159 例样本进行了 COBAS 4800 系统 400μL 血清和 CAP/CTM 系统 650μL 血清样本的

对 比 检 测 ， 检 出 符 合 率 为 100.00% (97.55%, 100.00%) ， 未 检 出 符 合 率 为 100.00% 

(69.15%,100.00%)，总符合率为 100.00%(97.71%,100.00%)。无论从定量的回归分析，还是全数

据的定性分析结果来看，两者均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共有 99 例样本进行了 COBAS 4800 系统的

400μL 血清和 200μL 血清样本的配对检测，检出符合率为 100.00%（95.98%, 100.00%），未检

出符合率为 100.00%（66.37%, 100.00%），总符合率为 100.00%（96.34%, 100.00%）。两者的

定量回归分析方程和全数据的定性分析结果均表现出很高的一致性。 

结论  COBAS 4800 系统临床检测结果可靠，与 CAP/CTM HCV 具有较高一致性和等效性，临床检

测效能好。同时 400μL 和同源性 200μL 血清间的结果具有很高一致性，检测能力有等效性，证明

COBAS 4800 系统在 400μL 血清及 200μL 血清样本量上适用。 

 
 

PU-3765 

应用重组酶聚合酶扩增检测法快速分群解脲支原体的探讨 

 
王猛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300000 

 

目的  探讨应用重组酶聚合酶扩增（recombinase polymerase amplification，RPA）解脲支原体

（Ureaplasma urealyticum，UU）快速分群的检测方法，并与 PCR-反向点杂交法比较结果，建立

UU 快速分群的 POC 检测方法。 

方法  采用 UU 标准菌株、收集临床样本及阴性质控菌株，经设计引物、液体培养、菌株及临床样

本 DNA 提取，对 UU 标准菌株、收集临床样本及阴性质控菌株进行 RPA 法、PCR-反向点杂交法

分群，通过两种方法的结果比较，评价应用 RPA 法检测 UU 快速分群实验。 

结果  RPA 法成功将 UU 标准菌株分群；113 例临床样本中检测发现 39 例 UU 感染，其中 12 例

UU 为生物 I 型，27 例为生物 II 型；阴性质控菌株未扩增；以上 UU 标准菌株、临床样本、阴性质

控菌株经过 PCR-反向点杂交法分群结果与 RPA 法一致。 

结论  RPA 法与 PCR-反向点杂交法对 UU 进行分群结果一致，应用 RPA 法可以简捷、快速、高

效、灵敏的完成 UU 的分群，获得致病 UU 的诊断结果，实现早发现、早治疗的诊断目的，同时也

为其他病原体的临床诊断提供可靠的参考检测方法。 

 
 

PU-3766 

用 COBAS 4800 系统和 COBAS AmpliPrep/COBAS TaqMan

系统 对 HBV DNA 定量能力的比较 

 
陈昕,杨紫伟,董晓龙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乙型肝炎病毒（HBV）DNA 水平被用来预测对治疗的反应，确定治疗开始，监测对治疗的抵

抗力，并建立治疗成功。比较 COBAS 4800 系统与 COBAS AmpliPrep/COBAS TaqMan 系统

（CAP/CTM V2.0）对 HBV DNA 定量的能力。 

方法  通过比对 COBAS 4800 和 CAP/CTM HBV 的检测结果，评价其相关性和符合率。同时，通

过 COBAS 4800 对血清 400μL 和 200μL 上样量的检测结果的比较，评价不同样本体积间的相关性

和符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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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共收集样本 157 例，包括 HBV 阳性血清样本、服用核苷类药物治疗的干扰样本，和不同类

型病毒和非病毒性肝病样本。检出符合率为 100%（97.47%, 100.00%），未检出符合率为

76.92%（46.19%, 94.96%），总符合率为 98.09％（94.52%, 99.60%）。无论从定量的回归分

析，还是全数据的定性分析结果来看，两试剂均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共有 94 例样本进行了

COBAS 4800 系统的 400μL 血清和 200μL 血清样本的配对检测，其检出符合率为 97.67%

（91.85%, 99.72%），未检出符合率为 100.00%（63.06%, 100.00%），总符合率为 97.87％

（92.52%, 99.74%）。定量的回归分析方程和全数据的定性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样本量时亦有较高

的一致性。 

结论  COBAS 4800 系统临床检测结果可靠，与 CAP/CTM HBV 具有较高一致性和等效性，临床检

测效能好。同时 400μL 和同源性 200μL 血清上样量检测结果具有很高一致性，检测能力有等效

性，证明 COBAS 4800 系统在 400μL 及 200μL 的上样量适用。 

 
 

PU-3767 

输注白蛋白对 1-3-β-D 葡聚糖检测结果的影响研究 

 
伊茂礼 

烟台毓璜顶医院,264000 

 

目的  探讨输注白蛋白对血浆 1-3-β-D 葡聚糖（G 试验）检测结果的影响，以其更好的将此方法用

于临床。 

方法  通过收集 42 例输注白蛋白患者，分别在输注前及输注后 1 天、2 天、3 天采集血样，于 2 小

时内进行 G 试验检测，对所检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探讨输注白蛋白对 1-3-β-D 葡聚糖检测结果是

否存在影响及影响程度。 

结果  输注白蛋白对血浆 1-3-β-D 葡聚糖检测结果无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别。 

结论  输注白蛋白对血浆 1-3-β-D 葡聚糖检测结果无影响，临床在下达 G 试验医嘱及观察检验报告

时可以不予考虑病患是否输注白蛋白。 

 
 

PU-3768 

血培养单瓶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的价值分析 

 
伊茂礼 

烟台毓璜顶医院,264000 

 

目的  通过分析烟台毓璜顶医院双侧采血单阳的 48 例患者的各种感染相关因素和炎症指标，制定血

培养单瓶生长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CNS)分析策略，为临床提供更加可靠的实验结果。 

方法  对该医院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3 月 48 例双侧采血单阳患者的采血时间、抗生素使用情

况、抗生素使用后转归、血培养报阳时间、CRP、PCT、IL-6 等采用各感染和血培养结果的关系制

定积分策略，探寻积分和真阳性的关系。 

结果  48 例双侧采血单阳患者的采血体温，白细胞数升高，PCT 值升高，CRP 值升高，IL-6 值升

高，导管相关感染及报阳时间积分值与血培养结果真阳性成正比。 

结论  CNS 污染率较高，护士采血培养标本时，应尽可能的减少污染；血中分离出 CNS 时应综合

临床检查及实验室检查进行分析，做出正确判断后，再考虑用药，避免滥用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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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69 

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状况及药敏分析 

 
贾琴妹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调查分析本院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状况，年龄分布及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为临床合理用

药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支原体鉴定药敏试剂盒，对 490 例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进行支原体培养及药敏试验。 

结果  490 份患者标本中，支原体阳性的有 239 例，阳性率为 48.78%，其中 Uu、Mh、Uu 合并

Mh 感染的阳性率分别为 41.84%、0.41%、6.53%；男性患者支原体感染的阳性率为 3.27%，女性

患者支原体感染的阳性率为 45.51%；支原体阳性患者以 20～40 岁为主，占 80.3%；总的药敏结

果表明，支原体对原始霉素，强力霉素，交沙霉素敏感度高，对环丙沙星、氧氟沙星敏感度低，且

有 4 例支原体出现全耐药。 

结论  本院支原体感染以 Uu 为主，感染患者以 20～40 岁年龄段为主，总的药敏趋势表明支原体对

多种药物已产生较高的耐药性，临床应参照药敏结果合理选择抗菌药物。在无条件进行药敏试验

时，强力霉素、交沙霉素、原始霉素可作为本院治疗支原体感染的首选药物。 

 
 

PU-3770 

亚胺培南联合妥布霉素促进 

对临床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抗菌活性 

 
戴璐,俞娟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26000 

 

目的  分析亚胺培南与妥布霉素联合用药对铜绿假单胞菌的抗菌效果，评价两者联合用药对临床多

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感染潜在治疗作用。 

方法  用肉汤稀释法检测铜绿假单胞菌标准菌株 ATCC27853 和 20 株临床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菌

株对亚胺培南和妥布霉素的最低抑菌浓度（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用棋盘稀释

法测定不同浓度亚胺培南和妥布霉素联合对标准菌株 ATCC27853 和 20 株临床多重耐药铜绿假单

胞菌菌株 MIC 值变化，并计算部分抑菌浓度指数（fraction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index, FICI）

来判定联合效果。测定亚胺培南和妥布霉素单用及联合使用时的时间杀菌曲线。 

结果  20 株临床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对亚胺培南的 MIC 范围在 8-256μg/mL，妥布霉素的 MIC 范

围在 2-512μg/mL。其 FICI 指数范围为 0.08-1.50。亚胺培南与妥布霉素联合用药可显著降低铜绿

假单胞菌的 MIC。亚胺培南与妥布霉素联合用药表现为协同作用（FICI≤0. 5）为 15%，部分协同

作用（0. 5 ≤FICI≤1）为 35%，相加作用（FICI=1）为 10%，无关作用（1＜FICI≤2）为 40%，无

拮抗作用。亚胺培南与妥布霉素联合用药后的细菌数量与单药相比降低>2log10CFU·mL-1。 

结论  亚胺培南与妥布霉素联合对部分临床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有协同作用，杀菌曲线显示联合

用药效果显著，其具体机制仍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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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71 

2009 年-2017 年某院肺炎克雷伯菌耐药性分析 

及其耐药机制研究 

 
刘宝 1,夏英 2 

1.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550000 

2.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550000 

 

目的  了解某院 2009 年至 2017 年肺炎克雷伯菌临床感染分布及其耐药性变迁，为临床医师合理使

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从而更好的指导临床用药。 

方法  采用 MicroScan WalkAway96 全自动细菌鉴定及药敏分析系统，用 whonet5.6 软件进行数据

统计分析。 

结果  2009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微生物室共计检出细菌 44072 株，其中检出肺炎克雷伯菌 5592

株。标本类型中，痰液、分泌物、尿液、血液依次居前四位，分别占 76.66％、8.17％、7.87％、

4.92％。科室分布中，重症监护室、内科、外科依次居前三位，分别占 20.49％，20.28％，18.51

％。药敏统计分析中，肺炎克雷伯菌对 β-内酰胺/β-内酰胺酶抑制剂复合物、青霉烯类药物耐药率

逐年增高，其中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和青霉烯类药物耐药率提高显著，对氨苄西林/舒巴坦耐药率较

高，九年基本都在 50％左右。肺炎克雷伯菌对头孢类、氨基糖苷类、氨基环醇类、磺胺类、呋喃

类、四环类药物耐药率呈逐年降低。青霉素类药物耐药率较高，氨苄西林高达 80％以上，哌拉西

林在 50％左右。 

结论  肺炎克雷伯菌耐药日益严重，应加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加强细菌耐药监测，降低耐药

率。 

 
 

PU-3772 

新建医院临床分离菌株的分子流行病学分析 

 
孙佟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目的  了解新建医院的常见致病菌分布及传播规律，对主要致病菌的流行病学特征及耐药性进行分

析，为临床用药及预防细菌传播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对医院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０１５年５月送检标本中分离的病原菌进行流行病学分析，并对

分离 较 多 且 具 有 相 近 多 药 耐 药 谱 的 鲍 氏 不 动 杆 菌（ＭＤＲ－ＡＢ）及 多 药 耐 药 铜 绿 

假 单 胞 菌（ＭＤＲ－ＰＡＥ）菌株利用脉冲场凝胶电泳技术（ＰＦＧＥ）进行同 源 性 分 析。 

结果  新 建 医 院 的 分 离 菌 株 与 国 内 其 他已展开工作的医院细菌分离情况大致相似，主要分离

株为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鲍氏不动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对所分离的５

４株 ＭＤＲ－ＡＢ及３２株 ＭＤＲ－ＰＡＥ的流行病学分析表明，ＡＢＡ 多耐药菌株在医院内造

成了流行，而 ＰＡＥ 只是散发病例。 

结论  新建医院内分离菌受国内大环境的影响，分 离 菌 与 其 他 医 院大致相同；对多药耐药菌在

医院的流行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加强针对性策略，以减少耐药率，减轻临床治疗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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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73 

大连地区 HLAR 肠球菌的临床分布特点及耐药性分析 

 
林爱莲,李士军,王晶,肖晓光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6000 

 

目的  通过分析 2014 年间耐高水平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肠球菌（HLAR）在我院的临床分布特点、各

种 HLAR 肠球菌的流行情况、抗生素的耐药情况，为我院临床医生治疗肠球菌感染和开展有关

HLAR 肠球菌感染的科学研究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之间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和住院患者各类标本中

分离出的肠球菌菌株，采用-80℃低温冷冻的方法保存。利用西门子 Microscan Walkway96SI 全自

动细菌鉴定及药敏检测系统检测，筛选出 HLAR 菌株。采用 WHONET 5.6 软件对各类抗生素的耐

药情况等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2013-2014 年间从我院临床共分离到 171 株致病肠球菌（无重复株），从中筛选出 101 株

HLAR 菌株，包括 64 株屎肠球菌，33 株粪肠球菌，1 株鸟肠球菌，1 株坚忍肠球菌，1 株鸡肠球

菌，1 株棉籽糖肠球菌。101 株 HLAR 肠球菌分布于临床各科室中，重症医学科分离到的菌株最

多，其次为泌尿外科、肾内科。从标本来源看，菌株多数从尿液标本中分离获得，其次为血液标

本，此外，妇科和皮肤科的分泌物标本及普外科和部分内科患者的胆汁、腹水和浓汁等标本中也均

检测出 HLAR 肠球菌。肠球菌菌种之间耐药性比较可见：屎肠球菌的耐药结果中，对红霉素耐药率

最高，为 95.31%,其次为环丙沙星，耐药率为 93.75%，左旋氧氟沙星和氨苄青霉素的耐药率相

同，均为 91.19%。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对四环素和喹努普汀/达福普汀的耐药率有很大差别，前者

明显高于后者。两种肠球菌对红霉素、环丙沙星、左旋氧氟沙星和氨苄青霉素的耐药率明显不同，

粪肠球菌低于屎肠球菌，经 χ2 检验其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101 株检测的肠球菌中有 2

株为耐万古霉素肠球菌，均为屎肠球菌。 

结论  我院 HLAR 肠球菌感染率较高，多来源于 ICU 病房和外科等侵入性操作较多的科室。101株

HLAR 肠球菌中屎肠球菌所占比例最大。 

 
 

PU-3774 

三亚地区医院 CRE 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孙佟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目的  调查分析三亚地区医院碳青霉烯类药物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CRE)分布、耐药性及耐药基因

的携带情况，以寻求为指导临床有针对性的预防和控制耐药菌提供科学的依据。 

方法  收集作者所在医院 2014 年 1 月-2018 年 1 月临床分离的肠杆菌科细菌，并对其中复苏成功的

29 株 CRE 和 2 株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MDR-AB)用改良 Hodge 试验(MHT)检测碳青霉烯酶，采

用聚合酶链反应（PCR）法检测耐药基因 NDM-1、KPC-2，并对扩增产物进行测序确认。 

结果  上述时间段内分离肠杆菌中共检出 CRE 50 株，检出率为 2.94%。所研究的 29 株 CRE 中 2

株 MHT 试验阳性，阳性率为 7%；有 26 株扩增出碳青霉烯酶基因，检出率 90%，其中 21 株携带

NDM-1、11 株携带 KPC-2。1 株 MDR-AB 同时含有 NDM-1 和 KPC-2 基因。 

结论  我医院 CRE 的检出率每年及各季度检出数量波动不大，携带耐药基因以 NDM-1 为主，我们

此次的研究表明本地区的耐药菌流行具有热带地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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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75 

艰难梭菌检测方法的临床应用评估及艰难梭菌感染分析调查 

 
秦冉冉,孙立颖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100000 

 

目的  艰难梭菌感染（CDI）已成为国内外不可忽视的重要公共卫生威胁，优化本实验室现有的艰

难梭菌感染诊断策略尤为重要，本研究旨在对艰难梭菌谷氨酸脱氢酶抗原联合毒素检测方法进行性

能评估，以期优化实验室诊断流程，同时分析各科室艰难梭菌感染情况。 

方法  1、收集 2017 年 6 月-7 月疑似艰难梭菌感染腹泻患者的粪便标本 206 份，对其同时进行

VIDAS 艰难梭菌毒素 A/B 检测、艰难梭菌谷氨酸脱氢酶抗原联合毒素检测和培养联合毒素基因检

测方法，以培养联合毒素基因检测的结果作为参比标准，评价不同检测方法的敏感度、特异度、阳

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从而对艰难梭菌谷氨酸脱氢酶抗原联合毒素检测方法进行性能评估。2、

统计学分析运用 SPSS 22.0 软件对分类资料进行卡方检验或精确概率法计算，P＜0.05 表示有统

计学意义。 

结果  产毒艰难梭菌的阳性率为 17.48%（36/206）。与参比方法相比，艰难梭菌谷氨酸脱氢酶抗

原联合毒素检测方法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83.3%、99.4%、96.8%

和 96.6%，而艰难梭菌毒素 A/B 检测方法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52.8%、95.9%、73.1%和 90.6%，艰难梭菌谷氨酸脱氢酶抗原联合毒素检测方法的敏感度、阳性

预测值高于 VIDAS 艰难梭菌毒素 A/B 检测方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本次研究中非重复 206 个送

检标本中，成人产毒艰难梭菌检出率与儿童大致相同。本研究共检出 A-B+CDT-毒素型菌株 13 株

（6.31%），产毒株中 A-B+CDT-毒素型菌株的成人检出率（37.93%）与儿童检出率（28.57%）

无显著差异（P＞0.05）。艰难梭菌感染的相关因素分析发现“住院≥30d”、“30d 内应用抗菌药物”这

两个特征在 CDI 组与非感染组中具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艰难梭菌谷氨酸脱氢酶抗原联合毒素检测方法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较高，且检测

周期短，无需特殊仪器平台，是更为适合艰难梭菌感染的快速诊断试验，应优化实验室现有 CDI 诊

断流程，加强对高危临床科室的监测。 

 
 

PU-3776 

CRE 菌株检出概况分析 

 
牛瑜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50000 

 

目的  通过分析目前 CRE 菌株检出率及分布情况，了解细菌耐药状况。 

方法  使用全自动细菌鉴定及药敏仪 Microscan Walkaway-96 对临床标本分离细菌进行鉴定和完成

药敏试验，用 Whonet 5.6 软件对菌株数据进行收集并统计分析。 

结果  本院 2017 年全年共分离出 88 株 CRE 菌株，其中包括肺炎克雷伯菌 62 株、产气肠杆菌 13

株、大肠埃希菌 5 株、雷氏普罗威登斯菌 3 株以及弗劳地枸橼酸杆菌、粘质沙雷菌、产酸克雷伯

菌、阴沟肠杆菌、潘尼变形杆菌各 1 株。CRE 菌株占肠杆菌科细菌总分离株的 6.7%，肺炎克雷伯

菌的 CRE 菌株占总分离株的 13.4%，大肠埃希菌的 CRE 菌株占总分离株的 1.0%。CRE 菌株的检

出主要分布于呼吸内科（重症 17 株、非重症 12 株）、重症医学科（17 株）、康复科（9 株）、

老年病科（7 株）、神经外科（6 株）。 

结论  肠杆菌科细菌中 CRE 菌株的总分离率为 6.7%，其中肺炎克雷伯菌 CRE 菌株的分离率高达

13.4%，已成为目前全国细菌耐药的首要问题，且耐药率仍有逐年增高趋势。大肠埃希菌 CRE 菌

株分离率为 1.0%，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CRE 菌株主要分布在呼吸内科、重症医学科、神经外科

等科室，与这些科室大量使用碳青霉烯类药物有密切关系。碳青霉烯类药物的耐药状况日趋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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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革兰阴性菌出现无药可医的状况。为了遏制此类耐药形势的继续恶化，需要正确鉴定细菌种类

及其药敏结果，为临床应用抗菌药物打下坚实基础，并多学科协作，共同完成合理应用抗菌药物并

减少、遏制细菌耐药的艰巨任务。 

 
 

PU-3777 

产碳青霉烯酶肺炎克雷伯菌耐药基因型及同源性分析 

 
刘萍 1,黄琛 1,2,王欣 1,张坚磊 1,穆红 1 

1.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300000 

2.天津医科大学,300000 

 

目的  探究产碳青霉烯酶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基因型及其同源性分布，为临床检测、治疗及预防院

内感染提供参考办法。 

方法  收集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2012 年 4 月至 2015 年 4 月的产碳青霉烯酶肺炎克雷伯菌共 53

例，进行药敏试验，提取基因组 DNA 进行多重 PCR 检测；使用 MLST 方法以确定 DNA 序列的

ST 型别，PFGE 方法进行同源性分析。 

结果  我院分离的 CRKP 对 β-内酰胺类抗生药物全部耐药，对替加环素全部敏感，部分菌株对环丙

沙星、阿米卡星、左氧氟沙星及复方新诺明敏感；在 53 株样本中 46 例耐药基因为 blaKPC-2，1

株耐药基因为 blaNDM，6 株耐药基因为 blaOXA-48。PFGE 分型共有 6 个，其中 A 组有 46个、B

组有 3 个、C 组有 1 个、D 组有 1 个、E 组有 1 个菌株、F 组有 1 个。在 MLST 分型中，除了发现

ST11 这种广泛流行于我国的基因型外，也同时发现了 ST-101、ST709 、ST1393、ST-2068 四种

基因型，还有一种未分型的变异株。 

结论  我院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CRKP）的主要耐药基因为 KPC-2，且为同一来源，有院

内小范围播发流行的可能，为本院治疗肺炎克雷伯菌感染提供了医药学依据，也为进一步防控

CRKP 爆发流行提供了理论依据。 

 
 

PU-3778 

艰难梭菌感染患者菌株的毒素检测及多位点序列分型调查 

 
秦冉冉,孙立颖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100000 

 

目的  艰难梭菌感染（CDI）已成为国内外不可忽视的重要公共卫生威胁，本研究旨在通过多位点

序列分型方法了解我院艰难梭菌感染与定植的分子流行病学特征。 

方法  1、收集 2010 年 8 月-2017 年 6 月腹泻患者送检 VIDAS 艰难梭菌毒素 A/B 检测阳性标本，

采用艰难梭菌培养联合毒素基因 A、B 及二元毒素基因 cdtA/cdtB 的 PCR 检测，并对菌株进行多位

点序列（MLST）分型，结合病历回顾研究我院艰难梭菌定植及感染的流行病学特征。2、统计学

分析运用 SPSS 22.0 软件对分类资料进行卡方检验或精确概率法计算，P＜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

义。 

结果  对我院 2010 年 8 月-2017 年 6 月分离的 97 株艰难梭菌进行 MLST 分型，共产生 25 个 ST 型

别，其中 ST37 是优势型别（15.46%），其次为 ST54（10.31%）、ST2（9.28%）、ST3

（9.28%）、ST81（9.28%），还分离出 4 个新 ST 型别。MLST 聚类分析示 ST37、ST375、

ST81 在进化树中形成同一独立的分支，且同一型别菌株存在一定程度的进化；儿童菌株与成人菌

株均数据离散，未形成宿主来源独立的分支，提示基因型别与宿主人群来源不存在明显相关性。对

这 97 株菌进行 Burst 分析，共形成了 3 个克隆群，ST48 是最大的群的始祖，与欧洲数据库中的

1613 株菌进行 Burst 分析，我院分离菌株的 STs 是散布于 5 个克隆群，并没有形成特有的克隆

群，表明许多 ST 型的菌株在全球皆有分布。多数 CDI 临床高危科室并未出现单一 ST 型别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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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且同一 ST 型别也出现在不同病房，呈现出 ST 分布的多态性，提示 ST 型别分布可能与科室

无明显相关性。某些 ST 型别与毒素基因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比如 ST37 全部为毒素 A 阳性、毒

素 B 阴性且二元毒素阴性（A-B+CDT-毒素型），但有 9 种 ST 型别与毒素型之间未发现单一的对

应关系。 

结论  我院艰难梭菌菌株基因组存在一定程度的多态性，国内外流行的 ST54 型在我院检出率明显

偏低，而 ST37 则成为优势型别，具有一定独特性，进一步充实了我国艰难梭菌的流行病学资料。 

 
 

PU-3779 

包头地区肺炎克雷伯菌检出率和耐药性的新特点 

 
李玉栋 

内蒙古科技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医院,014000 

 

目的   回顾 2010－2014 年 5 年我院肺炎克雷伯菌（KPN）的检出率、产 ESBLs 情况及对常用抗

菌药物的耐药性变迁趋势，为临床合理选用抗菌药物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5 年来我院临床分离的所有致病菌中 KPN 所占比率，ESBLs 检出率以及药敏结

果，细菌培养严格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1]，细菌鉴定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的 API 

20E 板条和软件系统，药敏试验采用 K‐B 法，依据 CLSI 最新版本进行结果评价。 

结果   2010－2014 年在各类感染性标本中共分离出 1349 株 KPN，5 年分离率依次为 24.8％、

26.1％26.9％、28.6％和 29.9％；5 年产 ESBLs KPN 检出率依次为 22.5％、21.3％、20.5％、

23.2％和 21.8％；产 ESBLs KPN 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耐药率较低，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

孢呱酮／舒巴坦耐药率达 20%以上，对其他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在 20．0％～100．0％；非产

ESBLs KPN 株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明显低于产 ESBLs KP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KPN 近年来在临床感染标本中检出率高，产酶株耐药率高，非产酶株耐药率极低；碳青霉烯

类抗生素是治疗产酶株 KPN 的首选抗生素，加酶抑制剂抗生素可根据药敏结果选用。 

 
 

PU-3780 

利福平在结核分枝杆菌罗氏药敏和液体药敏中耐药性分析 

 
谭蛟,王伟,李静,李铮 

河南省胸科医院 

 

目的  通过对比结核分枝杆菌罗氏药敏和液体药敏两种实验方法中利福平耐药性，从而对罗氏药敏

和液体药敏进行方法学评估。 

方法  收集河南省某三级专科医院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5 月的结核病患者结核分枝杆菌培养阳性

标本，共 439 例，其中痰液标本 353 例，灌洗液标本 49 例，胸腹水、脑脊液、脓液等无菌体液标

本 37 例。所有类型的标本均进行结核菌液体培养阳性后，同时进行罗氏药敏和液体药敏试验。对

比两种试验方法中利福平耐药情况并用 SPSS21.0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439 例标本中，罗氏药敏利福平耐药株为 61 例，耐药率 13.8%，液体药敏利福平耐药株为

69 例，耐药率为 15.7%。两组数据用 SPSS21.0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显示两种药敏方法中利

福平耐药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中罗氏药敏与液体药敏中不一致的患者为 8 例，占总数的

1.8%。 

结论  河南省某三级专科医院自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5 月期间，结核菌药敏中利福平耐药率为

13.8%~15.7%，其中罗氏药敏与液体药敏两种实验方法无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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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81 

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大蜡螟感染模型的建立 

 
汤怡颖,胡仁静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214000 

 

目的  评价肝脓肿相关肺炎克雷伯菌的大蜡螟感染模型，建立肺炎克雷伯菌毒力检测的新方法。 

方法  收集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分离肝脓肿相关肺炎克雷伯菌 12 株，

对照组选择痰液、尿液中分离的肺炎克雷伯菌 20 株；所有菌株进行黏液丝试验，PCR 检测肺炎克

雷伯菌常见的高毒力的荚膜血清型（K1、K2、K5、K16、K20、K54、K57），大蜡螟毒力实验测

定确定不同血清荚膜型的 80%致死量（LD80）。 

结果  肝脓肿组荚膜血清型主要为 K1、K2、K5、K20、K57，分别占 41.7%（5/12）、 8.3%

（1/12）、 8.3%（1/12）、 8.3%（1/12）、 33.4%（4/12）；对照组未检出高毒力血清型。肝脓

肿组黏液丝试验阳性率为 75%（9/12），对照组的黏液丝实验的阳性率为 10%（2/20）。大蜡螟

毒力实验显示不同的菌株对大蜡螟幼虫的致死率呈现浓度依赖性，接种 12 小时后，K1、K57 组的

死亡的幼虫数量显著高于 K2、K5、K20 组及对照组；接种 96 小时肝脓肿组的 LD80 分别为：

K1、K57（1*106CFU/mL）；K2、K5、K20（1*107CFU/mL）。 

结论  我院分离肝脓肿相关肺炎克雷伯菌均为高毒力菌株，大蜡螟模型菌液接种后 12 小时可进行肺

炎克雷伯菌毒力的检测。 

 
 

PU-3782 

The new perspective of old antibiotic：In vitro antibacterial 

activity of TMP-SMZ against Klebsiella pneumoniae 

 
Jiahui Li1,Wenzi Bi2,Guofeng Dong2,Yizhi Zhang1,Qing Wu1,Tongyu Dong3,Jianming Cao2,Tieli Zhou1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School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nd Life Science，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3.Haining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antibacterial efficacy of Trimethoprim-sulfamethoxazole (TMP-SMZ) 
against Klebsiella pneumoniae. 
Methods The resistance genes of K. pneumoniae clinical isolates were investigated by PCR, 
followed by conjugation experiments and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Results The resistance rate of K. pneumoniae to TMP-SMZ decreased over the collection period 
from 26.7% to 16.9%. The high carrying rates (98.9%) of resistance determinants (sul genes or 
dfr genes) were the main mechanisms of TMP-SMZ resistance isolates, with sul1 (81.1%) and 
dfrA1 (68.0%). Only class 1 integron was detected, the prevalence of which in TMP-SMZ 
resistant K. pneumoniae was 63.4%. 
Conclusions There is the good antimicrobial efficacy of TMP-SMZ against K. pneumoniae, 
Simultaneously, reasonable administration and effective continued monitoring are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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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83 

新生儿肺炎患儿胃液解脲脲原体检测的临床意义 

 
陈雄毅,岑丽莲,梁文静,帅 虎,李成德,谭振华 

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526000 

 

目的  检测新生儿肺炎患儿胃液解脲脲原体，并探讨其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 250 例新生儿肺炎患儿和 113 例正常新生儿的胃液 UU-DNA，

比较胃液 UU-DNA 的阳性发生率，并分析其与早产儿新生儿肺炎的相关性。 

结果  正常新生儿胃液 UU-DNA 的阳性检出率是 13.3%，新生儿肺炎胃液 UU-DNA 的阳性检出率

是 36.0%，可见新生儿肺炎的胃液 UU-DNA 的检出率明显高于正常新生儿，(P<0．05) ；新生儿

肺炎中，剖宫产患儿胃液 UU-DNA 阳性率为 42.9%，阴道娩出患儿则为 31.6%，两者比较没有统

计学意义(P>0．05)；另外新生儿肺炎中，足月患儿胃液 UU-DNA 阳性率为 31.4%，早产患儿则为

46.7%，两者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比较新生儿肺炎 UU 阳性组和阴性组的 WBC 计数和中

性粒细胞绝对值，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O．05)；比较 C 反应蛋白和血小板计数，两组

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O．05)。 

结论  检测胃液 UU-DNA 对诊治新生儿肺炎具有指导意义，且 UU 感染与早产儿新生儿肺炎密切相

关。 

 
 

PU-3784 

临床微生物检验质量控制及常见不合格标本原因分析 

 
周迪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临床微生物检验质量控制及常见不合格标本原因分析 

方法  临床微生物检验不是一个新兴领域，但却有着许多新型的技术，特别是与生物科学领域相结

合，通过使用和借鉴生物科技方面的技术和方法，不但丰富了临床微生物的检测手段，更缩短了检

测时间，从而极大的促进了临床微生物检验技术的发展。 

结果  为了使临床微生物检验工作能更好地满足于临床需求，非常有必要加强临床微生物检验的质

量管理工作。临床微生物检验的质量保证是一个动态的质量管理系统，包括从标本采集、保存、运

送、处理、检验、结果分析和报告，直至临床医师的理解和应用，其中任一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

能导致检验失去意义。 

结论  因此，加强临床微生物检验的质量管理，制定持续性的改进计划，是现实可行的措施。日常

出现的不合格标本大多是由于以上的某个环节出现问题所致，要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不光需要检验

人员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更要加强检验科与临床科室的沟通，有效发挥职能部门的管理效能等，

确保微生物标本符合检验要求。 

 
 

PU-3785 

临床微生物在血流感染诊断中的作用 

 
张晶 

包头市中心医院(原:包头市第二医院),014000 

 

目的  探讨临床微生物在血流感染诊断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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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文通过针在血培养过程中存在的几点问题进行探讨在许包括推荐血培养的数量；血培养的

培养时间的确立；需氧和厌氧血培养瓶培养是应该按常规培养接种；利用厌氧瓶、需氧瓶、血培养

基本方法，来处理和报告疑似血培养污染，如何降低血培养的阴性率，并且找到血培养方法的局限

性。 

结果  本文通过针在血培养过程中存在的几点问题进行探讨在许包括推荐血培养的数量；血培养的

培养时间的确立；需氧和厌氧血培养瓶培养是应该按常规培养接种；利用厌氧瓶、需氧瓶、血培养

基本方法，来处理和报告疑似血培养污染，如何降低血培养的阴性率，并且找到血培养方法的局限

性。 

结论  本文通过针在血培养过程中存在的几点问题进行探讨在许包括推荐血培养的数量；血培养的

培养时间的确立；需氧和厌氧血培养瓶培养是应该按常规培养接种；利用厌氧瓶、需氧瓶、血培养

基本方法，来处理和报告疑似血培养污染，如何降低血培养的阴性率，并且找到血培养方法的局限

性。 

 
 

PU-3786 

呼伦贝尔地区人感染布鲁氏菌菌株生物学特性分析 

 
敖敏高娃 

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021000 

 

目的  了解呼伦贝尔地区人感染布鲁菌的生物学特征  

方法   采用分型鉴定方法和分子生物学方法确定布鲁菌属与种型鉴定。 

结果   分离的菌株经传统分型方法鉴定均为羊种菌，羊 1 型 28 株，羊 3 型 53 株， 

结论   呼伦贝尔地区布鲁氏菌的流行菌株为羊种菌 3 型和 1 型 

 
 

PU-3787 

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机制与抗菌药物治疗研究进展 

 
焦丽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近年来，鲍曼不动杆菌感染日益增多，其对常用的抗生素耐药率越来越高，已成为困扰临床

医生和微生物工作者的难题。研究其耐药机制及抗菌治疗药物已刻不容缓，因此回顾近年来关于多

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与治疗的文献，将其耐药机制与治疗药物研究进展作一综述，期望能为临床与

研究提供帮助。 

 
 

PU-3788 

胆道疾病患者胆汁细菌培养菌谱和耐药情况分析 

 
钟日辉 1, 曾斯婷 2,邓雅文 1,段朝晖 1 

1.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2.广东医科大学 

 

目的  探讨胆道疾病患者胆汁细菌培养菌谱和抗生素耐药模式。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2015.1.1-2016.12.31 期间 267 例行外科手术或经皮肝

穿刺胆道造影术(PTCD)的胆道疾病患者的胆汁细菌培养和耐药情况。同时，研究胆汁中细菌培养

阳性和细菌培养阴性的患者病程的差异性，分析差异有无统计学意义。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072 

 

结果  267 例患者中，胆汁细菌培养阳性 143 例，阴性 124 例，阳性率 53.6%。所有患者共检出

210 株细菌，其中肠杆菌科占的比重最大为 51.43%，其次是肠球菌属、假单胞菌属；肠杆菌科中

主要是大肠埃希菌，产 ESBL 菌株占 53.4%。革兰氏阴性菌占所有菌株 67.1%；胆石症感染的革

兰氏阴性菌种类和数量居多而恶性肿瘤感染的革兰氏阳性菌种类居多。药敏结果表明：在所有患者

中，肠杆菌科对氨苄西林耐药率最高，对厄他培南和替加环素耐药率最低；对阿米卡星、庆大霉

素、妥布霉素、亚胺培南、头孢吡肟、呋喃妥因具有极低耐药性；肠球菌属对四环素耐药率最高，

对替加环素耐药率最低；对氨苄西林、环丙沙星、左旋氧氟沙星、呋喃妥因具有极低耐药性。 

结论  该院胆道感染患者感染的主要病原菌为肠杆菌科，主要为大肠埃希菌、肠球菌。胆石症、恶

性肿瘤和良性疾病患者胆汁病原菌谱有所不同，而胆石症、恶性肿瘤和良性疾病患者胆汁主要病原

菌的抗菌药物抗菌谱基本相同。感染肠杆菌科和假单胞菌属可首选氨基糖苷类、碳青霉烯类抗生

素；感染肠球菌属可首选氨苄西林、替加环素对患者进行治疗。 

 
 

PU-3789 

A simple and novel fecal biomarker for colorectal cancer: 
ratio of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to probiotics 
populations based on their antagonistic effect 

 
Linfang Li1,Songhe Guo2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Medicine，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Guangzhou， China 

2.Department of Microbial and Biochemical Pharmacy， Schoo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Objective Gut microbial dysbiosis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lorectal cancer (CRC). We 
evaluated the utility of fecal bacterial biomarker candidates identified by our 16S rDNA 
sequencing analysis for CRC diagnosis. 
Methods We measured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Fn), 
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 (Fp), Bifidobacterium (Bb) and Lactobacillus (Lb) by qPCR in fecal 
samples from two cohorts of 903 subjects. We evaluated and validated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these microbial ratios and investigated the antagonistic effect of Fn against 3 
different indicator stains. 
Results The microbial ratio of Fn to Bb (Fn/Bb) had a superior sensitivity, of 84.6%, and 
specificity of 92.3% in detecting CRC (AUC = 0.911). The combination of Fn/Bb and Fn/Fp 
improved the diagnostic value (AUC = 0.943). Moreover, the combination of Fn/Bb and Fn/Fp 
offered 60.0% specificity and 90.0% sensitivity in detecting stage I of CRC (AUC = 0.804). In 
particular, Fn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Fp in the CRC group. The performance for CRC 
diagnosis was confirmed in the validation cohort-II.The culture supernatant from Fn exhibited 
strong bactericidal activity against probiotics Fp and Bb strains. 
Conclusions This study found that Fn could play a role in microbiota dysbiosis via the secreted 
antagonistic substances against probiotics. Moreover, the ratio of Fn to the important probiotics 
Fp and Bb was identified as a valuable biomarker for screening early C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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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90 

孕晚期妇女无乳链球菌感染与耐药性情况及对新生儿的影响 

 
王楠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261000 

 

目的    无乳链球菌属于链球菌属，是一种有荚膜的革兰阳性球菌，是临床常见的条件性致病菌，能

够引起孕妇和新生儿的感染，造成孕妇早产、胎儿发育不良、胎膜早破及晚期流产等不良后果，还

可以引起新生儿肺炎、败血症、脑膜炎等，严重感染情况可导致新生儿死亡事件的发生。 

目的了解孕晚期女性生殖道无乳链球菌携带状况及菌株耐药性，为新生儿无乳链球菌感染合理抗生

素预防、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方法连续收集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2017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进行生殖健康检查；结果 873

例孕妇取生殖道分泌物标本进行无乳链球菌的分离培养及体外药敏试验，共分离出 45 例无乳链球

菌，阳性率为 5.15%。 

结果  结果 873 例孕妇取生殖道分泌物标本进行无乳链球菌的分离培养及体外药敏试验，共分离出

45 例无乳链球菌，阳性率为 5.15%。药敏结果统计无乳链球菌对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都比较敏

感。这几种药物对新生儿都可以使用的，毒副作用较小。耐药性较高的抗生素依次为红霉素

（78.5%），克林霉素（57.4%），左氧氟沙星（74.7%）。 

结论  结论孕晚期的妇女无乳链球菌感染率较高，容易通过母婴垂直传播感染新生儿，应早期选择

合适的抗生素治疗，实验室药敏结果能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重要的依据。 

 
 

PU-3791 

产丙酮酸棒状杆菌的致病性及耐药性研究 

 
陶元勇,冯佳佳,孙铭艳,吴倩倩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261000 

 

目的  针对产丙酮酸棒状杆菌开展的研究相对较少，认为该菌对人体不致病，其研究主要集中于该

菌参与免疫调节方面的作用，产丙酮酸棒状杆菌可以产生高浓度丙酮酸，并且具有地沟油生长刺激

性，提示具有工业及环保价值的可能。本研究为首次从国内临床皮脂腺囊肿脓液标本中分离，并报

道产丙酮酸棒状杆菌，由于该菌在发现时被认为极有可能为非致病菌，本研究通过构建动物疾病模

型证明该菌具有致病性，并对该菌的耐药性进行研究。 

方法  提取分离菌株 DNA，采用通用引物对 16S rRNA 基因进行 PCR 扩增并测序，将测序结果与

GenBank 中收录的 16S rRNA 基因序列进行 BLAST 同源性对比。选用四环素、万古霉素、利福平

等研究耐药性。建立小鼠感染产丙酮酸棒状杆菌疾病模型，观察和记录注射产丙酮酸棒状杆菌菌悬

液后，小鼠的精神状态、进食及活动等变化。将小鼠病变的肝脏、脾脏、皮下组织等经甲醛处理

后，做病理切片、染色，明确病变部位的病理改变。对注射产丙酮酸棒状杆菌 2 周后皮下组及腹腔

组小鼠进行心脏取血。采用凝集法检测小鼠抗体的效价。 

结果  （1）分离菌株经 VITEK 2 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鉴定为玫瑰色库克菌，通过 16S 

rRNA 基因序列分析，鉴定标本分离菌株为产丙酮酸棒状杆菌。（2）药敏试验结果显示分离菌株

对四环素、万古霉素、利福平敏感，对青霉素、红霉素、克林霉素、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复方

新诺明、头孢吡肟、亚胺培南、庆大霉素等均耐药。（3）构建动物疾病模型，实验结果示：腹腔

组小鼠出现精神萎靡、进食及活动量减少，皮下组及对照组无明显改变；病变部位病理结果示肝脏

部分中央静脉扩张、局部炎症细胞浸润、多个小脓肿形成，脾小体反应性增生，皮下组织大量炎症

细胞浸润、化脓性坏死、肉芽组织形成等。（4）血清学诊断方法示：皮下组抗体效价为 1:16，腹

腔组抗体效价为 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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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产丙酮酸棒状杆菌对人体具有致病作用（2）产丙酮酸棒状杆菌的具有较强耐药性

（3）敏感药物有万古霉素、四环素、利福平。 

 
 

PU-3792 

Real-time reverse transcription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for rapid detection of Newcastle disease virus 

 
Jingjiao Du 

ChaoYang Central Hospital 

 
Objective A one-step, single tube, real-time accelerated reverse transcription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R-T-LAMP) assay was developed for detecting the fusion protein gene 
of Newcastle disease virus (NDV). 
Methods By using one set of six specially designed primers that recognized eight distinct 
sequences of the targeting the fusion protein gene, the RT-LAMP assay amplified nucleic acid 
with high specificity, efficiency, and rapidity under isothermal conditions within 0.5 h. It required 
only a regular laboratory water bath or a real-time turbidimeter through real-time monitioring the 
changes in the turbidity of RT-LAMP reactions, which is capable of measuring the turbidity of 
multiple samples simultaneously while maintaining constant temperature .Detection of gene 
amplification also could be accomplished by agarose gel electrophoresis. Optimal assay 
conditions were established for the detection of low levels of NDV. 
Results A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uantity of the initial template DNA and time of 
positivity over a range of 1.98×104—1.98×108 copies was obtained. The RT-LAMP assay 
demonstrated 100-fold higher sensitivity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RT-PCR. The quantification 
of virus was also determined from the standard curve based on the time of positivity.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T-LAMP assay is a valuable tool for rapid, real-
time detection as well as quantification of NDV, without requiring any sophisticated equipment, 
and has potential replaced for RT-PCR. 
 
 

PU-3793 

Sulforaphane inhibits toxin production 
 in Clostridium difficile 

 
Pingping Zhang,Jianrong Su 

Clinical Laboratory Center， 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Objective Clostridium difficile, a Gram-positive, anaerobic, spore-forming bacterium, is a main 
reason of antibiotic-associated diarrhoea and pseudomembranous colitis. Drugs currently used in 
clinical therapy of C. difficile infection (CDI) is not much, for decades metronidazole and 
vancomycin have been the first choice to treat CDI.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reports that the 
sensitivity of C. difficile to these two drugs has declined.Sulforaphane (SFN), a substance rich in 
broccoli sprouts. In this study, we explored the effects of SFN on growth, toxin gene transcription 
and toxin production in C. difficile. 
Methods Real-time PCR (RT-PCR) was used to test transcriptional level of the toxin A and B 
genes. The VIDAS CDAB assay, which can measure toxin A/B directly from samples. 
Results SFN inhibited the growth of ATCC 43255 and 2 diverse C. difficile human clinical 
isolates; SFN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level of toxin toxin genes transcription expression and 
production.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rch showed that sub-MIC concentrations of SFN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level of toxin toxin genes transcription expression and production. S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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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d excellent in vitro activity against C. difficile, and it could be a promising novel candidate 
for future drug development against C. difficile infection. 
 
 

PU-3794 

铜绿假单胞菌整合子分布差异与耐药性关系 

 
徐令清,黄圳婷,汤英贤,李玉珍,温伟洪,王欢,李介华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目的  通过分析调查临床分离的铜绿假单胞菌（PA）的耐药特征及整合子的分布差异，并检测整合

子中耐药基因盒的信息，以探讨整合子携带与细菌耐药的关系。 

方法  收集并保存临床分离的非重复铜绿假单胞菌共 68 株；采用 BD phoenix100 全自动细菌鉴定

仪进行细菌鉴定和药敏试验；采用聚合酶链式反应(PCR)和琼脂糖凝胶电泳的方法对Ⅰ类、Ⅱ类和

Ⅲ类整合子的整合酶基因以及可变区进行检测，并对可变区阳性的标本进行测序分析。 

结果  41 株碳青酶烯类敏感菌株Ⅰ类、Ⅱ类和Ⅲ类整合子均未检出；27 株碳青酶烯类耐药菌株Ⅰ

类整合子的检出率为 25.9%（7/27）,未检出Ⅱ类、Ⅲ类整合子；7 株Ⅰ类整合子阳性菌株中有 6 株

成功扩增出可变区，有 6 株携带基因盒，检出 ant(2〞)-Ⅰa、aadA1、aadA4、aadB、aadA2、

aadA15、blaVIM-2、blaVIM-3、blaOXA-2、arr-6、qnrVC1、cmlA15 共 12 种耐药基因盒，检出的耐药

基因盒与耐药表型有较好的一致性。 

结论  Ⅰ类整合子是介导铜绿假单胞菌耐药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耐药基因的传播中起着关键的作

用，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PU-3795 

两种阳性血培养标本前处理法 

在 VITEK COMPACT 直接快速药敏实验结果评估 

 
张灏旻,罗梦麒,杨俊,吴晶,李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200120 

 

目的  本研究通过比较两种直接药敏检测方法（BD 分离胶促凝管直接分离或分离后用 TSB 肉汤增

菌）与常规药敏自动检测方法药敏检测结果的准确性,评估并优化两种阳性血培养样本前处理方

法，从而建立适合临床实验室的阳性血培养样本直接药敏检测的方法。 

方法  收集仁济医院东院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4 月阳性血培养标本 341 例，分别使用直接沉淀和

TSB 增菌两种不同直接药敏前处理方法进行药敏实验分析，并与纯菌药敏结果进行比对。 

结果  341 例样本革兰阴性菌 210 例，革兰阳性菌 131 例。革兰阴性菌直接沉淀法与纯菌药敏符合

率（CA）为 3409/3569（95.5%），严重错误（VME）为 14/3569(0.40%)，重大错误（ME）为

12/3569(0.34%)，非重大错误（MIE）为 134/3569(3.75%)；增菌法与纯菌药敏符合率（CA）为

3420/3569 （ 95.8% ） , 严 重 错 误 （ VME ） 为 10/3569(0.28%) ， 重 大 错 误 （ ME ） 为

11/3569(0.31%)，非重大错误（MIE）为 128/3569(3.59%)。革兰阳性菌直接沉淀法与纯菌药敏符

合率（CA）为 1870/1975（94.7%），严重错误（VME）为 21/1975(1.06%)，重大错误（ME）

为 33/1975(1.67%)，非重大错误（MIE）为 51/1975(2.58%)；增菌法与纯菌药敏符合率（CA）为

1896/1975（96%）,严重错误（VME）为 9/1975(0.46%)，重大错误（ME）为 30/1975(1.52%)，

非重大错误（MIE）为 40/1975(2.03%)。革兰阴性菌和革兰阳性菌增菌法与纯菌药敏符合率均高于

直接沉淀法,。 

结论  血培养直接药敏的前处理方法中，TSB 增菌法要好于直接沉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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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96 

基层医院泌尿外科住院患者尿培养病原菌分布及耐药特点 

 
李艳萍,赵正 

红河州第二人民医院,661400 

 

目的  探讨基层医院泌尿外科住院患者尿培养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情况,为合理使用抗生素，控制耐药

菌株的产生提供合理依据。 

方法  通过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期间，我院泌尿外科 1743 例泌尿系感染的住院

患者的中段尿培养结果,并对分离出的 698 株菌进行细菌鉴定和药敏实验 

结果  1743 例尿培养共检出的 698 株病原菌,阳性检出率为 39.4%，其中：阴性杆菌检出率

67.5%，阳性球菌检出率为 2.1%，真菌检出率为 13.3%。排名前 5 位的病原菌依次为大肠埃希

菌、粪肠球菌、白色假丝酵母菌、屎肠球菌、肺炎克雷伯菌,分别占 51.6%（其中产 ESBLs 株

22.9%）、10.0%、6.6%、6.2%、5.9%;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耐药率最高的是氨苄西林分别

为 86.9%和 100.0%，耐药率最低的是美罗培南、亚胺培南均为 0.0%；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对四

环素、红霉素的耐药率>70.0%，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的耐药率<6.0%，肠球菌对庆大霉素和链

霉素高水平耐药菌率在 37.1%至 53.5%；白色假丝酵母菌和光滑假丝酵母菌耐药率最高的是伊曲康

唑,分别为 39.1%和 65.7%，对两性霉素和氟胞嘧啶的耐药性最低为 6.5%和 0.0% 

结论  泌尿外科住院患者尿路感染的病原菌以阴性杆菌以大肠埃希菌为主，阳性球菌以肠球菌为

主，真菌以假丝酵母菌为主，除碳青酶烯类外，检出的各种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差异较大，对常用

抗菌素均有较高的耐药性，产 ESBLs 株对各种抗生素的耐药性均高于非产 ESBLs 株，故临床医师

应重视本部门及本地区病原菌的分布和耐药情况变化，加强耐药监测，合理使用抗菌素，对遏制耐

药菌的产生和预防院内感染有重要意义 

 
 

PU-3797 

Prevalence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NDM-1 
producing Escherichia coli in a Chinese teaching hospital 

 
Bin Li,yingping cao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evalence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NDM-1 producing E. coli in 
a Chinese teaching hospital. 
Methods A total of 700 E. coli isolates were screened for NDM-1 by PCR in a Chinese teaching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4 to August 2015.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was detected by Vitek-2 
Compact system. The isolates were examined by PCR for the presence of virulence genes (VFs), 
O-serogroups gene, phylogenetic types and other b-lactamase genes. Conjugation experiment 
was performed by broth mating method, transferred plasmids were typed using PCR-based 
replicon typing (PBRT), and clonal relatedness was investigated by Enterobacterial Repetitive 
Intergenic Consensus Sequences PCR (ERIC-PCR) and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Results Four (0.6%) out of the 700 E. coli were positive for NDM-1 gene. NDM-1 positive E. coli 
were high resistant to β-lactam antibiotics and belong to three phylogenetic groups: A, B1 and D 
group. Seven different kinds of VFs were detected in these isolates. Only one isolate 
could be successfully typed using molecular serotyping method. All NDM-1 positive isolates co-
harbored other b-lactamase genes (blaTEM-1, blaCTX-M-14 and blaCTX-M-15). Conjugation experiments 
were successful for 3 isolates. IncFIB, IncI1 and IncP were identified in this study. ERIC-PCR 
showed that four NDM-1 positive strains wer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different genotypes. MLST 
result demonstrated that these isolates were assigned to four different types: ST156, ST167, 
ST405 and ST 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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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Our study showed a low prevalence of NDM-1 in E.coli clinical isolates in a 
Chinese teaching hospital and we have revealed the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strains.  
 
 

PU-3798 

Complete Nucleotide Sequence of qnrS1-Haboring  
Plasmid from E.coli Clinical Isolate in China 

 
Bin Li,yingping cao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Objective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sequence of a novel conjugative 
qnrS1-harboring IncFIB plasmid. The plasmid was obtained from an Escherichia coli sequence 
type 1312 strain previously identified in Fuzhou, China.  
Methods E.coli strain (EC84) was isolated from one patient in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Southeast China. The strain was identificated using the VITEK Compact automated 
identification system (bioMerieux, France). E.coli ATCC25922 was used as the control 
strain.E.coli isolates, which probably facilitate the mobilization of such quinolone resistance 
gene.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 was performed using agar dilution method on Mueller-Hinton 
agar according to the guideline of the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CLSI), And 
then detect the plasmid mediated quinolone resistance genes and 
analysis bioinformatics 
Results pFZ11 was 79147-bp in length and carried only one quinolone resistance gene, qnrS1. 
In addition, it contained two β-lactamase genes (blaTEM-1 and blaCTX-M-15), two streptomycin 
resistance genes (strA and strB), one trimethoprim resistance gene cassette (dfrA14) , and 
tetracycline resistance determinants (tetA). The plasmid pFZ11 was highly similar to plasmid 
pPGRT46 from Nigeria. IS2-qnrS1-ISkra4 module was found to be present in pFZ11, which 
probably facilitate the mobilization of such quinolone resistance gene. 
Conclusions In summary, we described the complete nucleotide sequence of qnrS1-haboring 
IncFIB conjugative plasmid from E.coli clinical isolate in China. IS2-qnrS1-ISkra4 module was 
found to be present in most of qnrS1-positive plasmids from E.coli isolates, which probably 
facilitate the mobilization of such quinolone resistance gene. 
 
 

PU-3799 

某院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氨基糖苷类耐药基因 

及耐药性分析的研究 

 
刘丽娟 

泰山医学院附属莱芜医院莱芜市人民医院,271100 

 

目的  研究某院院内不同时间段临床分离的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MDRAB)氨基糖苷类耐药基因流

行情况及耐药性，为医院感染控制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 BD 凤凰 PhoenixTM100 NMIC/ID-4 复合板鉴定菌种及药敏试验，部分抗菌药物敏感试验

采用纸片扩散法，PCR 法检测氨基糖苷类耐药基因。 

结果   对 2013 年～2016 年间随即筛选出的 51 株 MDRAB 中，其中 27 株（52.9%）同时含

armA、ant(3″)-Ⅰ、aac(3)-Ⅰ基因,15 株（29.4%）同时含 armA、aac(3)-Ⅰ基因,2 株（3.9%）同

时含 ant(3″)-Ⅰ、aac(3)-Ⅰ基因,1 株（1.96%）含 armA 基因, 1 株（1.96%）含 ant(3″)-Ⅰ基因,5

株（9.8%）未检出氨基糖苷类耐药基因(aac(3)-Ⅰ、aac(3)-Ⅱ、aac(3)-Ⅲ、aac(3)-Ⅳ、aac(6′)-

Ⅰ、aac(6′)-Ⅱ、aph(3′)-Ⅵ、ant(3″)-Ⅰ、ant(2″)-Ⅰ、armA、rmtB) 。对阿米卡星和庆大霉素的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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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率分别为 84.3%和 90.2%。66.7%（34/51）的标本分布在 ICU 重症监护病房，19.6%（10/51）

的标本分布在神经外科病房。98.0%（50/51）的标本来自患者的痰液。 

结论  该院临床分离的 MDRAB 多数同时携带多种氨基糖苷类耐药基因, 鲍曼不动杆菌对氨基糖苷

类抗菌药物耐药与氨基糖苷类耐药基因有关。 

-kerning:1.0000pt;" >PCR 法检测氨基糖苷类耐药基因。 

 
 

PU-3800 

动弯杆菌在细菌性阴道病诊治中的价值评价 

 
张雪英,蒋楠,钱亚奇,张龙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浙江省妇女保健院、浙江省妇女医院）,310000 

 

目的  探讨动弯杆菌在细菌性阴道病（BV）诊治中的价值。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妇科门诊有生殖道感染症状患者，采集其阴道分泌物标本共

3618 例，用直接盐水涂片、革兰染色后 Nugent 评分及 BV 三联酶法同时检测及评价阴道微生态，

用 Amsel 标准及 Nugent 评分法确定细菌性阴道病（BV）；同时将有动弯杆菌（直接生理盐水涂

片镜下运动活泼、革兰染色镜下形态弯曲似典型括弧状、两端渐尖）的 BV 阴道分泌物标本共 65

例做细菌厌氧培养分离出纯动弯杆菌菌株，动弯杆菌菌株经 Bruker MADLI-TOF-MS 及 16SrRNA

基因测序鉴定。 

结果  3618 例阴道分泌物标本中 767 例确定为细菌性阴道病（BV），BV 的阳性率为 21.2%；767

例细菌性阴道病（BV）中有 116 例同时伴有动弯杆菌，BV 中动弯杆菌的镜下检出率为 15%；65

例有动弯杆菌的阴道分泌物标本通过细菌厌氧培养获得 25 株动弯杆菌的纯菌株，纯菌株经 Bruker 

MADLI-TOF-MS 及 16SrRNA 基因测序鉴定 10 株为柯氏动弯杆菌，15 株为羞怯动弯杆菌；细菌性

阴道病（BV）分泌物中伴有动弯杆菌时其唾液酸苷酶的阳性率为 95%，无动弯杆菌时其唾液酸苷

酶的阳性率为 82%。 

结论  动弯杆菌是细菌性阴道病（BV）的重要致病菌，是 BV 诊断中特异性的指标之一，伴有动弯

杆菌的 BV 其唾液酸苷酶的阳性率明显提高；由于柯氏动弯杆菌对甲硝唑天然耐药，所以有动弯杆

菌的 BV 采用克林霉素治疗可提高 BV 的治愈率；阴道分泌物中的动弯杆菌因其特有的的形态（弯

曲成典型括弧状、两端渐尖）可直接通过革兰染色后油镜下确认，但通过细菌的厌氧分离培养再经

Bruker MADLI-TOF-MS 及 16SrRNA 基因测序是鉴定动弯杆菌菌种的经典方法，且 MADLI-TOF-

MS 鉴定动弯杆菌快速、简便、准确。 

 
 

PU-3801 

关于二甲医院院内感染爆发病原菌的同源性分析 

 
王霞 

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人民医院 

 

目的  根据实际情况对二甲医院院内感染爆发病原菌的同源性分析过程进行阐述，并提出建议。 

方法  细化文献规定的部分操作过程 

结果  定性检查分离至选择性与非选择性培养皿更方便筛检。 

结论  实践证明对定性检查分离至选择性与非选择性培养皿更有利于定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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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02 

院内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的分子流行病学特征的研究 

 
刘丽娟 

泰山医学院附属莱芜医院莱芜市人民医院,271100 

 

目的  探讨某三级医院 4 年间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MDRAB）的分子流行病学特征。方法  对

2013 年～2016 年 4 年间某院临床筛选出的 51 株 MDRAB 用 PCR 法检测碳青霉烯酶基因, 多位点

序列分型（MLST）鉴定菌株之间的亲缘关系。 

方法  对 2013 年～2016 年 4 年间某院临床筛选出的 51 株 MDRAB 用 PCR 法检测碳青霉烯酶基因, 

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鉴定菌株之间的亲缘关系。 

结果  51 株 MDRAB 100%都携带 OXA-51 型碳青霉烯酶基因，94.12%携带 OXA-23 型碳青霉烯酶

基因。MLST 分析发现有 3 种已报到的 STs，依次为 ST191（52.94%）、ST208（31.37%）、

ST136（15.69%），它们都属于克隆复合体 CC92。其中 4 年间 ST208 在医院内持续性的播散, 

ST191 和 ST136 在不同时间段间断性的播散。 

结论  该院各时间段分离的 MDRAB 都发生过相同 ST 克隆株的爆发流行，警示医院应加强预防院

内感染爆发。 

 
 

PU-3803 

Evaluation of Automated Systems for Aminoglycosides 
and Fluoroquinolones Susceptibility Testing for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Bin Li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Objective Automated systems (MicroScan WalkAway 96 Plus, Phoenix 100, and Vitek 2 
Compact) are widely used in clinical laboratories nowadays.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se three systems for susceptibility testing of aminoglycosides and 
fluoroquinolones against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CRE). 
Methods  A total of 75 CRE isolates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Quinolone resistance determinants 
(QRDs) (qnrA, qnrB, qnrC, qnrD, qnrS, aac(6’)-Ib-cr, oqxAB and qepA) and aminoglycoside 
resistance determinants (ARDs) (aac(6’)-Ib, armA, npmA, rmtA, rmtB, rmtC, rmtD and rmtE) of 
these CRE were screened by PCR. The MICs of aminoglycosides (gentamicin and amikacin) and 
fluoroquinolones (ciprofloxacin and levofloxacin) to CRE obtained with the automated system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reference method (agar dilution method).  
Results Totally, 97.3% (73/75) of CRE harbored QRDs. The qnr gene was the most common 
QRD determinant identified in 68 (96.7%), followed by aac (6')-Ib-cr in 56 (74.7%), oqxAB in 23 
(30.7%), and qepA in 2 (2.7%), respectively. 22.7% (17/75) of CRE harbored ARD determinants. 
rmtA, rmtB and npmA were identified among these isolates in 6 (8.0%), 6 (8.0%) and 5 (6.7%), 
respectively. A total of 900 results were obtained in this study. Overall, the total error rate was 
9.89%. 28 very major errors (3.11%), 22 major errors (2.44%) and 39 minor errors (4.33%) were 
identified against agar dilution method. The very major errors were almost evenly distributed 
between results for fluoroquinolones (2.89%) and aminoglycosides (3.33%), while the major 
errors and minor errors were more commonly found in the results of fluoroquinolones (3.11% and 
6.44%, respectively) than aminoglycosides (1.78% and 2.22%,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Our study shows that testing difficulties in susceptibility testing do exist in 
automated systems. We suggest clinical laboratories using automated systems should consider 
using a second, independent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method to validate 
aminoglycosides and fluoroquinolones suscept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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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04 

黏液型铜绿假单胞菌 PA2815 基因的敲除与功能鉴定 

 
罗文英 

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524000 

 

目的  构建黏液型铜绿假单胞菌 64（Pseudomonas aeruginosa 64，PA-64）株 2815 基因敲除株

PA-64/ΔPA2815，建立有效的 PA2815 基因敲除平台。 

方法   利用自杀质粒 pCVD442 及基因同源重组技术敲除 PA-64 株 PA2815 基因，并采用 PCR 及

测序检测方法筛选获得 PA2815 基因被 Gm 抗性基因取代的克隆，命名为 PA-64/ΔPA2815。比较

敲除株与野生株之间的生长特性、抗生素的敏感性、藻酸盐以及绿脓菌素分泌的差异。 

结果  PA-64/ΔPA2815 菌株与野生株的 PA2815 基因两侧同源臂片段 PCR 产物相比缺少 1480 

bp，成功构建了黏液型铜绿假单胞菌 PA2815 基因敲除株。体外实验证实敲除株相比野生株生长速

度略慢，藻酸盐分泌显著降低 (P< 0.05)，而绿脓菌素分泌显著升高 (P< 0.05)，但在抗生素的敏感

性方面没有差异。 

结论  PA-64/ΔPA2815 菌株与野生株的 PA2815 基因两侧同源臂片段 PCR 产物相比缺少 1480 

bp，成功构建了黏液型铜绿假单胞菌 PA2815 基因敲除株。体外实验证实敲除株相比野生株生长速

度略慢，藻酸盐分泌显著降低 (P< 0.05)，而绿脓菌素分泌显著升高 (P< 0.05)，但在抗生素的敏感

性方面没有差异。 

 
 

PU-3805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 of mcr-1 producing Escherichia 
coli in a Chinese university hospital 

 
Xiaohong Xu,Yingping Cao,Bin Li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Objective Colistin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 last-line treatment option in severe infections 
caused by multidrug-resistant (MDR) Gram-negative pathogens. However, the emergence of the 
mobile colistin resistance gene (mcr-1) has challenged this viewpoint.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prevalence of mcr-1 in Escherichia coli (E. coli) in a Chinese teaching hospital, and 
investigate their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Methods A total of 700 E. coli isolates were used to screen mcr-1 by PCR and sequencing in a 
Chinese university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4 to August 2015. Susceptibility test of mcr-1-
producing isolates was determined by Vitek -2 Compact system. 26 virulence factors (VFs), 
phylogenetic groups,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and DNA Fingerprinting (ERIC-PCR) 
of strains were investigated by PCR. pan> 
Results Four (0.6%) mcr-1 producing E. coli isolates were found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of 
antibiotic susceptibility test showed that all four isolates were resistant to colistin, ciprofloxacin, 
levofloxacin, cefazolin, and trimethoprim/sulfamethoxazole, and were susceptible to amikacin, 
ertapenem and imipenem. In addition, all 4 isolates exhibited high-level resistance to aztreonam, 
cefotaxime and gentamicin. The numbers of VFs contained in mcr-1 positive isolates were no 
more than 4 in our study. MLST result demonstrated that these isolates were assigned to two 
sequence types: ST156 and ST167. The result of phylogenetic analysis showed that four mcr-1-
positive isolates belong to two phylogenetic groups: A and B1 group. ERIC-PCR showed that four 
mcr-1 positive strains wer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different genotypes. 
Conclusions Our study demonstrated a low prevalence of mcr-1 in E.coli clinical isolates in a 
Chinese teaching hospital, and we have gained insights into the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mcr-1-positive strains. Increasing the surveillance of these infections, as well as t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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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infection control measures are urgently needed to take to control the transmission of 
mcr-1 gene. 
 
 

PU-3806 

铜绿假单胞菌耐药基因分型 

及耐药基因的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王桂东 

临沂市肿瘤医院,276000 

 

目的  了解血液科检出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 PAE）耐药基因存在情

况及实时定量 PCR 结果分析。 

方法  将血液科检出 348 例 PAE 菌株进行体外耐药监测，并对其中 36 株多重耐药 PAE 菌株进行

耐药相关基因 OprD2、VIM、GIM、SPM、IMP-1、TEM、VEB、PER、aac（3）-III、aac（6’）-

Ib-Cr、qnrA、qnrS、qnrD 检测。 

结果  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对妥布霉素、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美罗培南比较敏感，对其他临床常

用抗生素均有明显的耐药性，PCR 基因分析结果显示，OprD2 和 IMP-1 基因阳性率分别为

97.22%和 94.44%，aac(3)-III  和 aac(6’)-Ib-Cr 阳性率分别为 38.89%和 27.78%，TEM 阳性率为

75.00%，qnrA、qnrS 和 qnrD 阳性率为 50.00%、61.11%和 47.22%，其他基因低于 15%。。 

结论  血液科铜绿假单胞菌中携带多种耐药基因如膜孔蛋白缺失、金属酶和氨基糖苷类修饰酶、喹

诺酮类等是导致菌株出现多重耐药性的重要原因。 

 
 

PU-3807 

血培养常见病原菌分布和耐药性分析 

 
赖秀梅 

辽宁省阜新市中心医院 

 

目的  了解我院近两年血培养阳性标本的病原菌分布和耐药情况，为临床抗感染治疗提

供依据。 

方法  所有菌株采用 Bact/Alert120 全自动血培养仪进行培养，VITEK-32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药敏分

析仪测定药敏情况。 

结果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从临床送检的 2615 例血培养共检出 352 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阳

性菌 223 株，革兰阴性菌 126 株，真菌 3 株。主要病原菌：葡萄菌属以凝固酶阴性葡萄菌属和金

黄色葡萄球菌为多，肠杆菌科以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为多，不发酵革兰阴性菌以铜绿假单胞

菌为多。溶血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利福平、利奈唑烷、万古霉素、左旋氧

氟沙星敏感率较高；对红霉素、青霉素 G、头孢西丁、头孢唑啉耐药性高。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

伯菌对美洛培南、亚胺培南敏感率高，铜绿假单胞菌对丁胺卡那霉素、美洛培南、亚胺培南、左旋

氧氟沙星敏感率高。大肠埃希菌对氨苄西林、庆大霉素、头孢类耐药性高；肺炎克雷伯菌仅对氨苄

西林耐药性高；而铜绿假单胞菌对氨苄西林、头孢类耐药性高。 

结论  血培养分离的病原菌种类分布较广，耐药性差异较大，及时准确的进行病原菌检测和药物敏

感试验，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防止细菌耐药性和机体耐药性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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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08 

脑膜败血伊丽莎白菌致医院感染的临床特点与耐药性分析 

 
宁兴旺,谢小兵,朱惠斌,钱纯,匡敏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10000 

 

目的  探讨脑膜败血伊丽莎白菌（EM）致医院感染的临床特点及耐药性，并检测产广谱 β-内酰胺

酶（ESBLs）和金属 β-内酰胺酶（MBL）情况，为临床科学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2017 年 4 月我院 EM 所致医院感染 81 例，对其相关临床资料，体

外药敏试验和 ESBLs、MBL 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EM 主要感染对象为年龄≥60 岁、住院时间≥28 天、存在严重的基础疾病、疾病危险等级评分

≥4 分、接受有创操作、应用广谱抗菌药物、皮质激素、细胞毒药物和近期手术患者，感染部位主

要为下呼吸道。呼吸道标本最多（84.0%），感染患者主要来自中心 ICU（43.2%）。EM 产

ESBLs 率和 MBL 率分别为 100.0%和 70.4%。对多种抗菌药物表现为高度耐药，对万古霉素、米

诺环素、复方新诺明、利福平及含酶抑制剂复合制剂药物有较高的体外抗菌活性，耐药率均低于

25.0%。 

结论  高龄、存在严重的基础疾病、使用广谱抗菌药物和多种侵入性诊疗 EM 感染的主要临床病

因，EM 具有严重的多重耐药现象，ESBLs 和 MBL 检出率高，治疗 EM 感染首选万古霉素、米诺

环素、复方新诺明、利福平和含酶抑制剂类药物。 

 
 

PU-3809 

一种 EV-71 型肠道病毒全基因组的通用扩增方法 

 
姜棋予,孙慧伟,柴燕涛,李晓娟,王志杰,冯帆,李伯安 

原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 

 

目的  利用多序列比对的方法，设计肠道病毒 EV-71 型通用型全长扩增引物，利用巢式 PCR 扩增

肠道病毒 EV-71 型全基因组序列并进行二代测序检测验证其纯度和复杂度。本研究旨在建立快速

获取未知或已知分型的肠道病毒核酸序列信息的扩增及二代测序方法。 

方法  分离培养肠道病毒 EV-71 型，提取病毒 RNA 核酸，使用经过优化设计的具有接头序列的

“Oligo dT-接头”引物进行 EV-71 型肠道病毒全长序列的反转录。得到的 cDNA 使用接头引物及 5’ 

UTR 保守区接头引物进行基因组巢式 PCR 扩增，其 PCR 产物进行二代测序检测验证。 

结果  在 TCID50值为 2.53 的肠道病毒 EV-71 型原液中，使用该扩增方法能够快速获取肠道病毒的

PCR 产物，经二代测序验证，可得到肠道病毒 EV-71 型全基因组序列。 

结论  本研究通过设计接头序列以及优化保守区的引物序列，成功制备了肠道病毒 EV-71 型通用引

物扩增方法，并能够在病毒滴度较低的病毒液中快速扩增全基因组。 

 
 

PU-3810 

一株由黄曲霉导致的感染性心内膜炎的病例分析 

 
韩云港,李铮,王伟,谭蛟,杨晶,夏爽,陈会会,赵悦 

河南省胸科医院 

 

目的  真菌性心内膜炎（FE) 是一种严重的深部真菌感染性疾病。本文对本院分离出的这株由黄曲

霉引起的真菌性心内膜炎患者的进行临床和微生物学特征进行分析, 以提高对真菌性心内膜炎的认

识，早发现，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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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本院这例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进行联合研究。包括实验室血清学、微生物学、组织病理

学，影像学等。实验室回示：N 端脑尿肽前体（NT-proBNP）定量检测 374.20pg/ml；降钙素原

8.79ng/mL；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62.19ng/mL；甲型流感病毒抗原检测 阴性，乙型流感病毒抗

原检测 阴性；D-二聚体 53.40ug/mL，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 167.4ug/mL；谷丙转氨酶 59.3U/L，

谷草转氨酶 44.1U/L，白蛋白 27.8g/L，总胆红素 25.7umol/L，钠 132.3mmol/L；尿常规：隐血 

2+/Cell；1-3-B-D 葡聚糖 326.40pg/mL；曲霉半乳甘露聚糖 17.29ug/L；白细胞 24.04×10^9/L，中

性粒细胞百分比 82.30%，红细胞 3.99×10^12/L，血红蛋白 124g/L，血小板 35×10^9/L；血沉 

48mm/h。三套血培养回示：7 天培养阴性；手术右房内赘生物清除后，赘生物送检病理学检查回

示：大小 3×3×2cm，切面灰红色，质韧，镜检见血凝块，内见曲霉菌；赘生物送检微生物培养回

示：黄曲霉生长  

结果  综合以上该患者的最后诊断为：黄曲霉菌感染性心内膜炎；右房赘生物形成；肺部感染；起

搏器植入术后。  

结论  真菌性心内膜炎近年来有逐渐增多的趋势,与医源性侵袭性操作技术和广谱抗生素的应用有

关。本例患者在 18 年前因病态“窦房结综合症”行起搏器植入术，患者真菌感染发病率显著增高。

因此对真菌性心内膜炎早期诊断、及时干预至关重要,手术切除组织送真菌培养，病理学检查等有

利于外周血培养阴性的真菌性心内膜炎。 

 
 

PU-3811 

Prevalence of Plasmid-Mediated Quinolone  Resistance 
Determinants in Escherichia coli Fecal Isolates from 

healthy people in Fuzhou, China 

 
Bin Li,Yingping Cao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reveal the dissemination of PMQR among fecal E. coli 
isolates collected from healthy peoples in one region of China. 
Methods From July to October 2013, fecal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t a single hospital in Fuzhou 
(China), from healthy subjects (age range 18-75 year) at their annual personal physical 
examination. None of the people included in the study had been exposed to antibiotics or to a 
hospital environment in the 3 months prior to sample collection. A total of 429 stool specimens, 1 
specimen from each volunteer subject, were examined in this study. 
Results A high number (89.4%, 382/429) of healthy persons was found to be colonized with 
quinolone resistant E. coli in the gut flora in one region of China. PMQR genes were detected in 
31.4% (120/382) of E. coli fecal isolates. The qnr gene (41.7%, 50/120) was the most common 
PMQR determinant, followed by aac (6')-Ib-cr (36.7%, 44/120) and oqxAB (35.8%, 43/120). 
qnrS1 gene (n=48) was the predominant PMQR gene in this study. qnrA, qnrC, qnrD or qepA 
gene were not observed in this study (Table 2). 82.5% (99/120) of PMQR-positive isolates co-
harbored β lactamase genes. Phylogenetic groups A and B1 were found to predominant in 
commensal E. coli. High clonal diversity was found in PMQR-positive isolates.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our study demonstrated a high prevalence of quinolone non 
susceptible E. coli colonized in the gut flora of healthy individuals in China, and wide 
dissemination of PMQR was found among these str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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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12 

布氏杆菌微生物检验的相关进展 

 
宋威,关秀茹 

哈医大一院 

 

目的  布氏杆菌病是世界上最为严重的人畜共患病之一，目前已成为我国发病数增长速度最快的传

染病之一。近年来，布氏杆菌病呈现由牧区向非牧区转移，由职业人群向非职业人群扩散的趋势，

我国布病疫情防治形势严峻。本病临床表现变化多端，可影响全身各个系统、器官，与多种疾病难

于鉴别。因此，在流行区高度怀疑本病且正确的诊治对降低发病率有重要意义。其中在布氏杆菌病

的相关诊断中，分离培养鉴定布氏杆菌是诊断布氏杆菌病最可靠的方法，因此通过细菌学检验检查

到布氏杆菌对于布氏杆菌病的诊断是至关重要的。本综述将对布氏杆菌病以及布氏杆菌的微生物学

检验相关进展做总结。 

方法  微生物检验 

结果  布氏杆菌病是与职业密切相关的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因此，控制该病的关键是正确及时的

治疗及有效的预防。预防布氏杆菌感染的根本措施在于控制和消灭畜间布氏杆菌病的流行。对经常

接触牲畜或有关人群用冻干减毒活苗作皮上划痕接种。相关的工作人员检验人员也要注意保护自己

做好防护工作。病人治疗以抗生素为主，一般四环素和与链霉素或磺胺联合治疗效果较好，喹诺酮

类有较好的细胞内渗透作用也可应用。在治疗的同时也要管理好传染原，对牧场和屠宰场的牲畜要

进行定期检查;检出的病畜应及时隔离治疗。切断传播途径，对与牲畜或畜产品接触密切者，要进

行宣传教育，做好个人防护，并加强对畜产品的卫生监。保护易感人群，牲畜圈舍应远离居民区和

人用水源;个人饲养家畜提倡圈养 

结论  今后还需进一步讨论预防、诊断及治疗布氏杆菌病及其并发症更为行之有效的方法。 

 
 

PU-3813 

变异链球菌 clpP 基因启动子的克隆及活性测定 

 
张加勤,侯香华,郑港森,马晓波,赵元勋,黄朝阳,洪国粦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克隆变异链球菌 clpP 基因启动子，并进行初步验证。 

方法   PCR 扩增变异链球菌  clpP 基因  5′-侧翼序列及其突变体，插入  β-半乳糖苷酶  (β-

glucuronidase, gusA)报道基因表达载体 pIB107 BamHI/XhoI 之间，构建系列 clpP 基因 5′-侧翼序

列 gusA 报道基因表达载体，PCR、酶切及测序鉴定；经 Bgl II 线性化后转化变异链球菌 UA159，

卡那霉素筛选，阳性克隆经 PCR 及测序鉴定后，进行 GusA 活性测定。 

结果  成功扩增出变异链球菌 clpP 基因 5′-侧翼序列及其突变体；变异链球菌 clpP 基因 gusA 报道

基因表达载体经 PCR、酶切及测序鉴定正确无误；GusA 活性测定证实变异链球菌 clpP 基因 5′-侧

翼序列及其变体的 GusA 活性分别是阴性对照 pIB107 的 34.6 倍和 8.7，是阳性对照 松鼠葡萄球菌

ami 基因启动子片段活性的 5.2 和 1.3 倍，提示插入片段具有较强的启动子活性。 

结论   成功定位并克隆变异链球菌 clpP 基因，为今后研究 clpP 基因上游调控序列提供试验和理论

依据。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3%BA%E8%83%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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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14 

中性粒细胞 CD64 指数在细菌性血流感染早期的应用研究 

 
王丽娟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外周血中性粒细胞 CD64 指数在细菌性血流感染组、病毒感染组以及正常对照组中的表

达情况，为其可能作为细菌性血流感染早期快速诊断的生物标志物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选取我院细菌性血流感染患者 36 例为实验组，同期 EB 病毒感染患者 30 例为病毒感染组，

健康体检者 30 例为正常对照组，分别检测各组的 CD64 指数，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学检验，分析各

组之间的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对 CD64 指数进行方法学评价。 

结果   1. 细菌性血流感染组中性粒细胞 CD64 指数（2.21±1.60）明显高于病毒感染组

（0.61±0.16）和正常对照组（0.53±0.17），差异均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1）；病毒感染

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 细菌性血流感染组中，革兰氏染色阴性

细菌中性粒细胞 CD64 指数（2.83±1.73）高于革兰氏染色阳性细菌（1.42±0.99），且二者差异有

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1）。3.根据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得知外周血中性粒细胞 CD64 指数在

诊断细菌性血流感染时有良好的诊断效能，得出 ROC 曲线下面积（AUC）＞0.9。 

结论  外周血中性粒细胞 CD64 指数可作为早期、快速诊断及鉴别诊断细菌性血流感染的敏感指

标，且在区分感染细菌的种类，以及感染的严重程度方面有可待发掘的潜能，为临床医生采取准确

及时的治疗方法提供可靠依据。 

 
 

PU-3815 

人副流感病毒 3 型 F 糖蛋白 HRB 连接区氨基酸基因突变分析 

 
谢文艳 1,温红玲 2,王志玉*2,3 

1.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2.山东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病毒研究室 

3.山东大学 实验畸形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讨人副流感病毒 3 型 F 糖蛋白 HRB 连接区对细胞融合活性的影响。  

方法  采用基因定点突变与体内同源重组相结合的方法构建出 HRB 连接区的 6 个单突变体，酶切反

应初步筛选突变株，DNA 测序进一步确定；应用痘苗病毒-T7 RNA 聚合酶瞬时表达系统于 BHK-21

细胞内进行蛋白表达，之后采用合胞体形成试验、内容物混合试验、R18 探针试验检测各突变株对

膜融合功能的影响；采用荧光强度分析（FACS）检测各突变株在细胞表面的蛋白表达水平。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应用 Student’s t-检验对突变株和野生型 F 蛋白的实验数据进行分

析比较，P<0.05 被认为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各突变株在细胞表面的蛋白表达水平与野毒株蛋白相比没有统计学差异，但其细胞融合活性

表现为两种情形：T429A、T429L 和 N446A 这 3 个突变体形成的合胞体不仅数量减少，而且面积

也比较小，内容物混合的能力也降低，只有野生型水平的 36.6%、42.3%和 15.2%，半融合个数平

均值分别为 32.4、39.7 和 11.5；而 E432A、I443A 和 N446S 这 3 个突变体的膜融合功能均比野

生型略强，分别相当于野生型水平的 109.4%、113.2% 和 118.6%，半融合个数平均值分别为

95.0、94.8 和 97.3，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HRB 连接区的氨基酸基因突变对膜融合活性有重要影响，其中第 446 位天冬酰胺（N）为关

键氨基酸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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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16 

An enzyme-free homogenous electrochemical assay for 
sensitive detection of the plasmid-mediated colistin 

resistance gene mcr-1 

 
Bo Li1,Zhixin Chai1,Xiaohui Yan2,Chunchen Liu1,Lei Zheng1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2.Research Center of Clinical Medicine，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Antibiotic resistance associated with the mcr-1 gene of Gram-negative bacteria, which 
confers resistance to drugs of last resort and has the potential to spread via plasmids, is one of 
the most pressing issues facing global health today. Point-of-care testing for the mcr-1 gene is 
needed to aid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colistin resistance in the field and to control its horizontal 
transmission. 
Methods Here, we report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an enzyme-free homogenous 
electrochemical strategy for sensitive detection of the 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 mcr-1 using the 
hybridization chain reaction and mcr-1-specific toehold probe. The long double-stranded DNA 
polymer produced using this strategy could be detected by assessing the diffusion of methylene 
blue towards the surface of a screen-printed gold electrode. 
Results Under optimized conditions, a linear relationship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variation of 
peak current and the natural logarithm of the mcr-1 gene concentration in the range of 1 nM to 1 
μM with a detection limit of 0.78 nM (S/N = 3). 
Conclusions This enzyme-free, isothermal platform is a rapid, portable, disposable, and 
sensitive method for detection of plasmid-mediated colistin resistance. 
 
 

PU-3817 

分析我院近四年临床送检微生物标本检验的阳性率 

 
孙金莲 

乌海市人民医院,016000 

 

目的  回顾性分析研究近四年临床送检标本微生物检验的阳性率结果。 

方法  于 2013 年~2016 四年间，选取本院临床送检各类标本（痰、血液、尿、无菌部位穿刺夜、

引流液、导管、伤口分泌物、眼、耳、口、鼻拭子等）48200 例患者的临床标本进行微生物培养检

测出的阳性致病菌，对其进行深入的回顾性分析。 

结果  经过确证培养检测出致病菌及送检总数相应的计算得到，2013 年~2014 年期间的临床标本微

生物阳性检出率为 25.57%，而 2015 年~2016 年期间的临床标本微生物阳性检出率为 27.92%，

2013 年~2014 年期间的临床标本微生物阳性检出率明显低于 2015 年~2016 年，两段时期的比较

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阳性检的增加与标本送检量增多及检测技术水平的不断

提高及对临床药敏报告的及时性、准确性方便临床医生诊断和目标治疗感染性疾病提供科学依据。

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特别是万古霉素、利奈唑胺、第三、四代头孢菌素、碳青霉烯类等药物的合理

使用对避免革兰阳、阴性菌耐药性的产生至关重要；同时做好隔离和标准防护为基础的医疗相关感

染的控制工作是阻断耐药细菌广泛传播的核心环节。 

结论  分析比较不同临床标本的微生物检验阳性率，对标本的采集进行严格化的规定，列出详细的

报道，可以有效的提升诊治的效果。   微生物检验的结果直接受到标本质量好坏的直接影响[3]，如

果没有科学有效的标本采集工作就会造成检测显示假阴性结果，或者出现假阳性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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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18 

抗生素诱导前后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体外 

联合药敏试验研究 

 
刘学佳,褚云卓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探讨万古霉素分别与头曲松、头孢他啶联合应用对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的

体外抗菌活性，了解万古霉素单独及联合诱导对 MRSA 万古霉素 MIC 值变化的影响。比较万古霉

素分别与头曲松、头孢他啶联合应用对同一 MRSA 菌株不同万古霉素 MIC 值时的抗菌活性。为临

床抗 MRSA 感染用药治疗提供指导。 

方法  选取 2013-2016 年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培养分离的 MRSA 20 株。采用棋盘微量肉

汤法分别进行万古霉素与头孢曲松、头孢他啶的联合药敏试验。用万古霉素单药，万古霉素联合头

孢曲松，万古霉素联合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对两株血培养分离的 MRSA（MIC=0.5μg/ml）进行诱

导，观察 MRSA 对万古霉素的 MIC 值变化情况。采用棋盘微量肉汤稀释法对诱导后 MRSA 分别进

行万古霉素与头孢曲松、头孢他啶联合药敏试验。 

结果  万古霉素与头孢曲松的联合药敏试验结果为 1 株相加作用，1 株协同作用，18 株无关作用：

万古霉素与头孢他啶的联合药敏试验结果为 5 株相加作用，1 株协同作用，14 株无关作用：MRSA

的万古霉素 MIC 值可以被诱导升高。万古霉素联合头孢曲松、万古霉素联合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可

有效减缓 MRSA 万古霉素 MIC 值升高。万古霉素与头孢曲松联合应用对诱导后万古霉素

MIC=2μg/ml 和 MIC=4μg/ml 的 MRSA 分别由无关作用变为相加作用和协同作用。万古霉素与头孢

他啶联合应用对诱导后万古霉素 MIC=2μg/ml 和 MIC=4μg/ml 的 MRSA 菌株由无关作用变为相加作

用。 

结论  万古霉素分别与头孢曲松、头孢他啶联合药敏试验不存在拮抗作用，主要为无关作用，个别

菌株为相加或协同作用。万古霉素可以诱导 MRSA 万古霉素 MIC 值升高。万古霉素联合头孢曲

松、万古霉素联合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可以有效减缓 MRSA 万古霉素 MIC 值升高。随着 MRSA 万

古霉素 MIC 值升高，万古霉素分别与头孢曲松，头孢他啶联合药敏试验的作用不同：随着万古霉

素 MIC 值升高，联合药敏试验的结果由无关变作用变为相加或协同作用 

 
 

PU-3819 

我院近三年铜绿假单胞菌引起临床感染的分布与耐药性分析 

 
刘平 

乌海市海南区人民医院,016000 

 

目的  分析我院近三年铜绿假单胞菌耐药及泛耐药的特点，以及检出标本分布、科室来源、抗生素

使用情况，为临床医师诊断和目标治疗感染性疾病提供依据。 

方法   对我院 2014 年 1 月- 2016 年 12 月住院及门诊患者送检的各类标本（痰、血液、尿、无菌

部位穿刺夜、引流液、导管、伤口分泌物、眼、耳、口、鼻拭子等）分离到的铜绿假单胞菌的分布

及耐药性特点等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铜绿假单胞菌可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及人体的体表，医院病

房、水池表面、阴暗潮湿的空气中、易造成医疗器械和消毒液的污染、是引起院内感染最常见的致

病菌。 

结果  2014 年 1 月- 2016 年 12 月 457 株铜绿假单胞菌主要来源于痰、脓液和伤口分泌物、尿液、

血液等标本，对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头孢哌酮/舒巴坦、阿米卡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亚胺

培南耐药率均<25%，对头孢他定、头孢吡肟、哌拉西林、头孢哌酮、氨曲南、美罗培南、庆大霉

素、妥布、替卡西林/克拉维酸耐药率均<50%,对苄西林舒巴坦、复方新诺明、头孢西丁、头孢曲

松、头孢噻肟耐药率均>80.0％，对喹诺酮类有较好的敏感性，但耐药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头孢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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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舒巴坦、头孢曲松、庆大霉素氨、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左氧氟沙星用量异常增长造成铜绿假单

胞菌对其耐药率逐步上升。氨苄西林舒巴坦耐药率达到 100％是由于氨苄西林本身对铜绿假单胞菌

早已耐药。根据近几年统计发现我院抗生素的使用管理非常好，PAE 无论是耐药率还是抗生素使

用量都低于很多相关综合医院的报道。碳氢酶类及其他类抗生素的使用量也出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铜绿假单胞菌占全院革兰氏阴性杆菌致病菌前五位之一，三年革兰氏阴性杆菌的检出株数分别是

985 株、1316 株和 1621，其占阴性杆菌的比例分别是 11.0%、11.6%、12.0%。多重耐药/泛耐药

铜绿假单胞菌三年检出株数分别是 19 株、35 株和 47 株,占铜绿假单胞菌总检出率的比例分别是

15.6%、19.0%、21.0%。 

结论  铜绿假单胞菌检出率、耐药性及泛耐药呈逐年上升趋势，临床医师应根据不同标本培养检出

的药敏结果合理选择抗菌药物，以延缓铜绿假单胞菌耐药性的产生。 

 
 

PU-3820 

适用院感检测的培养瓶创新思路及实践 

 
王莹,马长剑,李新春,付莉 

沈阳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目的  实验室或医院定期进行院感检测，检测工作环境中病原微生物情况。目前，一般是培养瓶和

接种棒分离的这种形式，现有操作方式会出现，如操作人员疏忽导致接种棒在采样时可能误碰操作

者手或工服等非目的采样部位，这种情况往往不能反映出环境的真实病原微生物状况。而且将培养

瓶和接种棒分别拆分，相对操作时间是两个环节相加之和，操作时间延长也是影响检测效果的重要

因素。现有培养瓶和接种棒分离的这种形式，给准确、快捷检测带来了难度。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

存在的不足之处，本微创新提供一种带接种棒培养瓶，在打开瓶盖同时带出接种棒，该培养瓶一次

操作就能实现快速便捷取出、采样。 

方法  一种带接种棒培养瓶，该培养瓶包括培养瓶身、瓶盖及连接于瓶盖上的接种棒；其中：所述

培养瓶盖初期为胶塞，所述培养瓶盖为胶塞，胶塞面向培养瓶方向有预留的小孔与带棉签的接种棒

出厂前连接。接种棒为出厂前插入胶塞内，用于在打开开瓶盖保证同时带出接种棒。 

结果  本创新在胶塞样瓶盖内预留有小孔，小孔直径小于接种棒直径，且胶塞回弹力会固定住接种

棒，这样后期制作、运输使用过程中就不会出现接种棒掉落情况。使用时打开胶塞样瓶盖，接种棒

同时被拔出，直接在被测物体表面采样后，将采样接种棒回插入培养瓶，整个过程耗时不到 5 秒。 

结论  以往的采集模式是分别打开培养瓶及拆分接种棒，耗时长且由于步骤多，被非采集部位污染

的可能性增大。本创新通过将胶塞样瓶盖将接种棒与培养瓶连接，简化了实验操作步骤，减少了实

验操作时间，提高工作效率，降低了潜在的污染几率。 

 
 

PU-3821 

产 NDM-1 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临床感染特征及同源性分析 

 
刘周,李昕,储雯雯,杨凯,周强,管世鹤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30000 

 

目的  研究产 NDM-1 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临床感染特征并分析其同源性。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9 月临床分离非重复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CRE）43

株，Vitek-2 compact 全自动细菌分析仪鉴定到种，药敏试验采用 MIC 法及 K-B 法，结果录入

WHONET5.6 软件进行分析。EDTA 协同试验检测金属 β 内酰胺酶耐药表型，聚合酶链反应

（PCR）方法联合 DNA 测序检测 NDM-1 基因。应用脉冲场凝胶电泳（PFGE）对 blaNDM-1阳性菌

株进行同源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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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临床分离的 43 株 CRE 对临床常用抗菌药物耐药性较高，仅对阿米卡星较为敏感。其中

EDTA 协同试验阳性 16 株。PCR 结果显示：其中 15 株细菌携带 NDM-1 耐药基因，包括肺炎克雷

伯菌 13 株、大肠埃希菌 1 株、弗劳地枸橼酸杆菌 1 株.产 NDM-1 菌株分布的主要临床科室为内分

泌科、ICU、呼吸内科，主要分离自分泌物标本。PFGE 结果显示：13 株肺炎克雷伯菌分为 6 型

（A~F）其中 A 型为主要克隆株（7 株），在不同科室间存在克隆传播。 

结论  我院临床分离 CRE 菌株呈现多重耐药，其中 NDM-1 为主要金属 β 内酰胺酶。产 NDM-1 菌

株临床分布广泛且 A 型克隆为主要流行株，需加强检测及院感防控，防止耐药菌播撒。 

 
 

PU-3822 

Prevalence and ge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carbapenem-
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strains in Chinese teaching 

hospital 
 

Haiquan Kang,Bing Gu,Ping Ma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at all levels in China. We describe the epidemiological, clinical and micro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features of patients with infection due to CRE in a teaching hospital in China.  
Methods  A total of 176 CRE isolates were detected during 2015-2016, Microbiological, 
epidemiological and clinical data were collected.  
Results Among 176 CRE cases, most were caused by 137 K. pneumoniae strains(77.8%), 
followed by 24 E. coli strains 24 (13.6%), 11 E. cloacae strains (6.3%), and 4 C. freundii (2.3%). 
All 176 isolates showed non-susceptibility to carbapenems and cephalosporins. Susceptibility rate 
of Polymyxin B was >95%. Of 176 clinical isolates analyzed, 93.7% produced carbapenemases 
with a majority of isolates producing KPC-2 (73.8%) and/or NDM (19.9%)-type beta-lactamases 
among CRE isolates. The main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was ST11 (94.8) in 137 K. 
pneumoniae strains.  
Conclusions Producing KPC-2 K. pneumoniae is dominant in CRE, and the main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was ST11. This highlights the need to standardize screening measures for 
potential carriers and infection control programs in our hospitals. 
 
 

PU-3823 

Prevalence of carbapenem-resistant hypervirulent 
Klebsiella. pneumonia in a Chinese teaching hospital 

 
Haiquan Kang,Bing Gu,Ping Ma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olecular epidemiological prevalence of carbapenemase 
producing hypervirulent K. pneumoniae (CP-hvKP), and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clinic treatment 
and infection control. 
Methods The firstly separated carbapenem-resistant K. pneumoniae (CRKP) in a teaching 
hospital was collected from 01 January 2017 to March 31, 2018, and wire drawing test was used 
to screen out CP-hvKP. The strains were identified by mass spectrometer, and the VITEK2 
Compact automatic bacterial analyzer was used for drug sensitivity test. Multipoint sequence 
analysis (MLST) was used for homologous typing. PCR method was used for detection of 

common ESBLs gene (SHV、TEM、CTX-M1、CTX-M2、CTX-M8、CTX-M9), carbapen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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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s (KPC、SME、GES、VIM、IMP、OXA-48), serum capsular gene (K1、 K2、 K5、K20、 

K54、 K57) and virulence genes (rmpA、aerobactin、Kfu、Alls、magA、Iron).  

Results A total of 16 CP-hvKP strains were collected from 325 CRKP strains. MLST typing was 
mainly ST11 (14 cases). The wire drawing test was positive. The ESBLs gene was mainly TEM 
and CTX-M9. The carbapenem gene was mainly KPC-2 (100%). The type of serum capsule was 
mainly K1 and K2, and mainly carried rmpA and magA virulence genes.  
Conclusions CP-hvKP also has high resistance, high invasion and spread of the bacteria, can 
easily cause the hospital broadcasting and the epidemic. The disinfection and isolation measur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awareness of hand hygien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order to 
block the prevalence of such pathogenic bacteria in the hospital. 
 
 

PU-3824 

尿细菌定量培养与尿分析相关性在尿路感染诊断中的价值 

 
李寅雁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021000 

 

目的   通过比对尿细菌定量培养与尿白细胞、细菌定量计数和亚硝酸盐结果，分析它们之间的相关

性在尿路感染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住院和门诊患者中疑似尿路感染的患者 1326 例，要求患

者做尿培养的同时也做尿液常规分析，分析尿培养阳性率及菌种发布，再依据尿培养的结果回顾分

析尿液有形成分在尿路感染诊断中的性能。 

结果  1326 例尿液样品中有 165 例培养出 3 种菌，疑似污染，视为不合格样品；余下 1161 例合格

样品中培养阳性为 399 例，阳性率为 34.4％,其中 399 例尿培养阳性例数中革兰阴性杆菌 298 株占

74.7％（大肠埃希菌有 204 株，占 51.1％）；分析尿路感染相关指标的诊断性能，亚硝酸盐结果

最高，说明亚硝酸盐结果与尿培养结果的联系程度最大，其次为尿白细胞和细菌定量计数，亚硝酸

盐阳性的尿培养结果多为革兰阴性杆菌，主要为大肠埃希菌、克雷伯菌、阴沟杆菌等共占 59.9

％。 

结论    尿分析中的尿亚硝酸盐定性、尿白细胞和细菌定量计数测定常作为尿路感染的筛选试验，具

有简便、快速的特点；实验室观看患者尿培养结果应同时结合尿分析结果，一方面可以明确诊断，

排除来自于样品采集、患者准备等检验前的干扰因素，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培养及药敏鉴定结果，指

导临床医生合理用药，避免产生耐药，提高治疗效果。 

 
 

PU-3825 

2014-2017 年上海市某院 PAE 临床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宋皓月,黄凯峰,汤荣,陈雯静,刘庆中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200000 

 

目的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4-2017 年 PAE（Pseudomonas aeruginosa，PAE）临床分布及耐药

性，为临床抗菌药物应用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我院 2014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各科室送检 PAE 标本，统计分析标本类型、药敏结果及

多重耐药(multi-drug resistant bacteria,MDR)、泛耐药(extensively drug resistant bacteria,XDR)、

全耐药(pandrug-resistant bacteria,PDR)比率。 

结果  我院于 2014-2017 年共分离 PAE1218 株，其中 914 株分离自痰标本，占比 75.04%；129 株

分离自尿液标本，占比 10.59％。菌株分离最常见科室为老年医学科，占比 44.91%；其次为 ICU

和呼吸内科，占比分别为 10.69%、8.87%。2014-2017 年我院耐药率显示，PAE 对多种抗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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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药率呈现上升趋势。将四年内 1218 株标本，分为痰标本和非痰标本两组，头孢他啶、亚胺培

南、环丙沙星、美洛培南等临床常用抗生素，四年内痰标本与非痰标本耐药率，卡方检验 P 值＜

0.05，具有显著性差异。MDR、XDR、PDR 结果表明，多重耐药 PAE 已达 35.38%，非痰标本

MDR 分离率远低于痰标本分离率。 

结论  PAE 对多种抗菌药物具有较高耐药率，耐药机制复杂，故临床治疗时，应结合药敏结果，合

理用药，控制医院感染。 

 
 

PU-3826 

常见细菌血培养阳性血瓶直接 MALDI-TOF MS 鉴定自建数据库

的建立 

 
朱威南,陈峰,刘瑛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200000 

 

目的  建立利用 MALDI-TOF MS 直接鉴定血培养阳性血瓶中微生物的数据库，并评估自建数据库

对提高血流感染诊断的意义。 

方法  收集 2015 年 4 月～2017 年 2 月期间 725 瓶单菌株血培养阳性血瓶直接质谱鉴定结果建立

MALDI-TOF MS 自建数据库。基于该自建数据库信息对后续收集的临床标本进行蛋白指纹图谱分

析，同时与参考数据库鉴定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对血培养阳性血瓶内微生物的鉴定效率。 

结果  由 725 瓶血培养阳性血瓶中细菌直接鉴定结果建立了 MALDI-TOF MS 自建数据库。该数据

库共包含 73 株菌、涵盖 59 种细菌的蛋白质量指纹图谱。利用该自建数据库对后续临床收集的 336

株细菌蛋白指纹图谱进行鉴定分析，包含革兰阳性细菌及革兰阴性细菌共 21 个不同菌种。结果显

示，自建数据库与参考数据库在细菌“属”及“种”水平鉴定率的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P＜0.001。且

由自建数据库获得的蛋白指纹图谱比参考数据库平均分值增加 0.3 分，可见自建数据库的鉴定效果

明显优于参考数据库。 

结论  自建数据库的建立可以提升 MALDI-TOF MS 对血培养阳性标本的直接鉴定效率。缩短临床

微生物实验室对血流感染诊断所需时间、准确报告病原菌鉴定结果及配合临床及时进行合理的抗生

素治疗。 

 
 

PU-3827 

2013 年至 2017 年某教学医院脑脊液分离菌分布和耐药性分析 

 
康海全,顾兵,马萍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21000 

 

目的  了解 2013 年至 2017 年某教学医院脑脊液分离菌的分布及其耐药性，为临床合理治疗提供参

考依据。 

方法  收集某教学医院 2013 年至 2017 年临床脑脊液标本培养首次分离的病原体，采用 VITEK2 

Compact 全自动细菌分析仪进行鉴定和药敏分析，药敏结果判断标准遵循 CLSI 指南，数据结果采

用 WHONET5.6 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  013 年至 2017 年脑脊液标本分离细菌 1907 株,其中革兰阳性菌 1442 株,占 75.6%;革兰阴性

菌 465 株,占 24.4%。最常见的分离菌依次为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39.1%）、金黄色葡萄球菌

（23.6%）、鲍曼不动杆菌（6.7%）、肺炎克雷伯菌（4.4%）、大肠埃希菌（2.1%）、粪肠球菌

（1.4%）、铜绿假单胞菌（1.3%）、屎肠球菌（1.2%）。脑脊液标本中 MRSA 和 MRCNS 的检

出率分别为各自菌种的 64.6%和 59.3%。未发现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耐药的葡萄球菌。脑脊液标

本中产 ESBL 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的检出率分别为 88.2%和 58.1%。脑脊液标本检出的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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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不动杆菌、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对耐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耐药率分别为 77.3%、58.1%、

10.0%。 

结论  2013 年至 2017 年革兰阳性菌,尤其是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在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中占重要地

位。应防范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科细菌和鲍曼不动杆菌所致感染对临床造成严重威胁。 

 
 

PU-3828 

长链非编码 RNA GAS5 

调控 EZH2 拮抗乙肝相关肝癌的侵袭转移 

 
丰姝,王中浩,赵艳华,李冬冬,陶传敏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长链非编码 RNA GAS5 (growth arrest-specific transcript 5)具有抗肿瘤、抑细胞生长、促凋

亡的重要功能，研究发现 GAS5 在肝癌中表达显著下调。GAS5 亦具有抗感染的作用，可通过结合

NS3 蛋白以及调控 miR-873 抑制 HCV 及 HIV 病毒的复制。然而，GAS5 在 HBV 感染及相关肝脏

疾病中的作用尚不明确，本研究主要探讨 GAS5 在乙肝相关肝癌侵袭转移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向 HBV 稳转细胞株 HepAD38 细胞转染 GAS5 siRNA 及 GAS5 过表达质粒 pcDNA3.1-

GAS5，采用 Edu 染色、CCK-8 实验、流式细胞术等手段检测细胞迁移、侵袭能力以及细胞周期的

变化，电化学发光法 (ECLIA)测定细胞培养液中 HBsAg 和 HBeAg 水平，qRT-PCR 检测细胞内

HBV pgRNA 和 HBV total RNA 含量，western bolt 分析细胞内转录因子 E2F1 和组蛋白甲基化转

移酶 EZH2 的表达改变。 

结果  GAS5 可显著抑制 HepAD38 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促使细胞停滞于 G1 期，削弱细胞增

殖。干扰 GAS5 72 小时后，细胞培养液中 HBsAg、HBeAg 及细胞内 HBV pgRNA、HBV total 

RNA 水平均上调 (p<0.05)，细胞中 E2F1、EZH2 蛋白表达显著升高 (p<0.05)。 

结论  GAS5 在 HBV 感染及相关肝癌中起着重要调控作用。宿主感染 HBV 后，GAS5 可能抑制

HBV 复制；并通过拮抗 EZF1 在转录水平影响 EZH2 的表达，影响乙肝相关肝癌的侵袭转移，这

一发现为研究乙肝相关肝癌的防治提供了新思路。 

 
 

PU-3829 

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感染的流行病学及临床特点研究进展 

 
张利霞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肠球菌被认为是一种容易实施抗菌药物治疗且相对无害的病原体，但

是近年来肠球菌已逐渐成为院内感染的重要病原菌，且临床分离的肠球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也在

逐年增加，尤其是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ancomycin Resistant Enterococcus，VRE）的出现，使

临床上抗菌药物的选择面临着巨大挑战。为此，将 VRE 的流行病学及临床特点作一综述，对有效

预防及控制其感染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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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30 

分离自儿科患者的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机制研究 

 
刘婧娴 1,阿旺穷吉 2,刘瑛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233000 

2.上海交通大学 

 

目的   探讨分离自儿科患者临床标本的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carbapenem 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CRKP）的耐药机制，为临床合理的抗菌药物使用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儿科患者临床标本的

CRKP，采用 MALDI-TOF MS 复核鉴定结果，采用采用 Vitek 2 Compact 系统联合纸片扩散法对

菌株进行药敏试验。采用 PCR 及测序方法对常见碳青霉烯酶基因，包括 blaKPC、blaIMP、

blaVIM、blaNDM、blaOXA、 blaGES 等以及多粘菌素耐药基因 MCR-1 进行检测。 

结果  2014-2016 年我院共收集到 182 株分离自儿科患者的 CRKP。182 株 CRKP 对对厄他培南耐

药率为 100%，对亚胺培南耐药率为 96%，美罗培南的耐药率为 97%，对头孢类抗菌药物耐药率

接近 100%，对妥布霉素、庆大霉素、阿米卡星以及复方新诺明耐药率较低。标本来源主要为痰

液，占 45%（82/182），其次为尿液、分泌物和全血。2014-2016 年间儿科 CRKP 平均检出率呈

逐年上升趋势，流行范围涉及 8 个儿科病区，以 ICU 病区流行情况最为严重。PCR 及测序结果显

示，182 株 CRKP 中有 173 株携带常见的碳青霉烯酶基因，其中 105 株仅携带 KPC-2 基因，27 株

仅携带 NDM-5 基因，26 株仅携带 NDM-1 基因，5 株仅携带 IMP-4 基因，10 株同时携带两种或三

种碳青霉烯酶基因。此外，9 株 CRKP 未检测到常见的碳青霉烯酶基因。上述菌株均未检测到多粘

菌素耐药基因 MCR-1。 

结论  我院儿科患者临床标本中分离到的 CRKP 耐药机制以产 KPC 酶及 NDM 酶为主，此类菌株耐

药程度较高，相关感染治疗应考虑联合用药。CRKP 在我院儿科病区流行情况严重，尤其是 ICU 病

区，相关科室应加强感控措施，防止此类菌株进一步播散。 

 
 

PU-3831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检查快速诊断一例移植术后无症状肺部感染 

 
孙懿,李肃,李鹤,汤荣,李莉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目的  患者确诊急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 3 年余，异基因移植术后 4 月。随访胸部 CT 示：双肺上叶

可见片状实变，心包少量积液。追问病史，患者无咳嗽咳痰，无发热、盗汗等自觉症状。立即收住

院给予抗感染、G-CSF 升白等对症处理,完善相关检查明确病因。 

方法  完善血常规、凝血功能、肝肾功能等常规检查，检测血液真菌 D-葡聚糖。为明确病原体，立

即行支气管肺泡灌洗检查，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 行有形成分分析、微生物培养、药敏检测及分

子水平检测。另一方面，我们通过 PMseq TM 感染病原体高通量基因测序检测患者 Balf 中游离核

酸。 

结果  通过瑞-姬氏染色法对 Balf 标本进行有形成分分析，检出耶氏肺孢子菌滋养体和包囊。通过

PCR 检出 Balf 标本巨细胞病毒 DNA。PMseq TM 感染病原体高通量基因测序进一步验证了患者肺

部耶氏肺孢子菌和人巨细胞病毒合并感染。立即给予膦甲酸钠抗病毒，复方磺胺甲异恶唑治疗耶氏

肺孢子菌肺炎（PCP），同时给以甲强龙抗炎、预防肺纤维化。患者入院后第 4 天开始出现发热、

干咳、胸闷等症状，经 2 周有效治疗，患者症状明显减轻，复查胸部 CT 示肺部炎症较前明显吸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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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免疫抑制患者的定期随访非常重要，影像学改变和不明原因的乳酸脱氢酶、血清真菌 D-葡聚

糖增高对早期 PCP 有提示作用，确诊和预后评估则有赖于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的有形成分分析和病

原体检测。实验室传统瑞-姬氏染色法观察耶氏肺孢子菌具有快速、便捷、易推广的优点。 

 
 

PU-3832 

2015 年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细菌耐药性检测 

 
胡同平 

内蒙古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原：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014000 

 

目的  目的  了解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015 年临床分离细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 

方法  方法  采用自动化仪器法和纸片扩散法相结合进行药敏试验，依据 CLSI 2015 版标准判读药

敏结果，采用 WHONET5.6 软件统计结果。 

结果   结果  （1）菌种分布：2015 年收集 1403 株非重复的临床分离菌株，革兰阴性菌占 71.5%，

革兰阳性菌占 28.5%。分离比例较高的菌株有大肠埃希菌（26%）、铜绿假单胞菌（15%）、肺炎

克雷伯菌（10%）以及金黄色葡萄球菌（10%）。（2）药敏结果：在肠杆菌科中，大肠埃希菌、

肺炎克雷伯菌产 ESBLs 的阳性率分别为 50.1%、21.9%，产 ESBLs 的菌株对多数抗生素的耐药率

比非产 ESBLs 的菌株高，其中肺炎克雷伯菌检出 2 株耐碳青霉烯的菌株。在非发酵菌中，铜绿假

单胞菌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耐药的耐药率分别是 15.4%、11.5%；而鲍曼不动杆菌除对替加环素

的耐药率为 16.1%，对其他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多数超过 50%。在革兰阳性菌中，金黄色葡萄球菌

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中 MRSA 和 MRCNS 的检出率分别是 18.4%和 67.5%，尚未发现对替考拉

宁、万古霉素、利奈唑胺耐药的葡萄球菌；而肠球菌属对多数常用的抗菌药均有较强的耐药性，但

目前本院未发现对替考拉宁、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耐药的肠球菌。 

结论  结论  包头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临床常见耐药菌仍以革兰阴性细菌为主，首次检出耐碳青霉

烯肺炎克雷伯菌，耐药情况不容忽视，应当加强细菌的耐药性监测，加强管理临床对抗生素的合理

使用。 

 
 

PU-3833 

The lysate of phage JD007 infecting Staphylococcus 
aureus do not induce mast cells degranulation 

 
Yuting Liang,Zelin Cu,Li Li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As kinds of viruses, bacteriophages contain proteins or DNA/RNA,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cause type I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 during the treatment infections is still unknown. 
Mast cells are the critical cells involved in type I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 Staphylococcus aureus 
phage JD007 has been reported potential use for phage therapy. 
Methods  In order to assess whether the lysate of phage JD007 infecting S. aureus can induce 
type I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 the degranulation of mast cells by the lysate are evaluated 
in this study. β-hexosaminidase and histamine release assay were measured to 
assess the degranulation of mast cells, toluidine blue staining was used to observe the 
morphology of mast cells degranulation.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ysate could not induce mast cells degranulation by β-
hexosaminidase and histamine release assays, which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morphological 
alt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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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We conclude that the lysate of phage JD007 infecting S. aureus do not induce mast 
cells degranulation, which means that phage JD007 do not induce type I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 during phage therapy. 
 
 

PU-3834 

降钙素原、C 反应蛋白及白介素 6 

在不同免疫状态患者血流感染中的诊断价值 

 
舒文,洪庆,陶肖燕,刘庆中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200000 

 

目的  探讨降钙素原（PCT）、C 反应蛋白（CRP）及白介素 6（IL-6）在不同免疫状态患者血流感

染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感染病人共 340 例，根据免疫功能状态不同分

为免疫功能正常组（n=259），免疫功能低下组（n=81）；根据感染部位不同分为免疫功能正常血

流感染组（n=192）、免疫功能正常局部感染组（n=67）、免疫功能低下血流感染组（n=58）及

免疫功能低下局部感染组（n=23）；血流感染组根据感染病原菌种类分为免疫功能正常革兰阳性

菌组（n=60）、免疫功能正常革兰阴性菌组（n=132）、免疫功能低下革兰阳性菌组（n=11）及

免疫功能低下革兰阴性菌组（n=47）；另选取 53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采用 Kruskal-Wallis 

检验比较不同免疫状态下血流感染组、局部感染组及对照组各指标是否存在差异。采用受试者工作

特征曲线（ROC 曲线）分析各指标在免疫功能正常患者血流感染中的诊断价值。 

结果  免疫功能正常血流感染组及局部感染组、免疫功能低下血流感染组及局部感染组中 CRP、

PCT 和 IL-6 水平均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不同免疫状态下，血流感染组 PCT 和 IL-6 水平

高于局部感染组（P<0.05）。免疫功能正常血流感染组 CRP、PCT 和 IL-6 水平与免疫功能低下血

流感染组比较无差异（P>0.05）。免疫功能正常局部感染组 CRP、PCT 和 IL-6 水平与免疫功能低

下局部感染组比较无差异（P>0.05）。免疫功能正常患者中各炎症指标对于血流感染诊断价值

ROC 曲线分析显示，PCT 的 AUC 为 0.855，最佳临界值>0.55 ng/ml 时，灵敏度为 86.4%，特异

度为 74.5%；CRP 的 AUC 为 0.633，最佳临界值>60.45 mg/L 时，灵敏度为 75.3%，特异度为

50.9%；IL-6 的 AUC 为 0.708，最佳临界值>67.84pg/ml 时，灵敏度为 70.4%，特异度为 61.8%。 

结论  CRP、PCT 和 IL-6 均可用于感染性疾病的辅助诊断，以 PCT 为优；各指标在血流感染中升

高较局部感染明显；免疫功能状态对于各指标水平影响不大。 

 
 

PU-3835 

2017 年重症医学科患者细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李仁哲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272000 

 

目的  了解医院重症医学科细菌的构成及其耐药情况，为临床合理用药和院感控制提供数据支持。 

方法  监测 2017 年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自重症医学科患者标本中分离出的细菌，细菌鉴定及药敏

试验使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 VITEK 2 Compact 细菌鉴定仪进行操作，严格按照仪器要求进行质

量控制，药敏试验判读标准参照 2017 版 CLSI M100 文件执行，使用 WHONET5.6 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 

结果  2017 年重症医学科共分离出非重复细菌菌株 2144 株，其中铜绿假单胞菌以 500 株列第一

位，其他依次为鲍曼不动杆菌（421 株）、大肠埃希氏菌（238 株）、肺炎克雷伯菌（218 株）、

金黄色葡萄球菌（144 株）等。就标本来源而言，第一位是支气管分泌物（932），其次是血液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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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234）和尿液（183），其他标本分离数均不足 100。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肺炎克

雷伯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均主要分离自支气管分泌物，大肠埃希菌在支气管分泌物、血液、尿液中

分离数均较多。鲍曼不动杆菌对除米诺环素、阿米卡星和复方新诺明外的抗菌药物耐药率均较高

（>50%）。铜绿假单胞菌除氨曲南（61.9%）外，对其他抗菌药物耐药率均小于 30%。耐甲氧西

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检出率为 57.9%。大肠埃希氏菌（73.1%）的产 ESBL 检出率明显高于肺炎克

雷伯菌（49.5%）。而碳青霉烯耐药的肺炎克雷伯菌（7.8%）的检出率明显高于大肠埃希氏菌

（0.9%）。 

结论  重症医学科分离菌株的耐药率均明显高于其他科室。尤其是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情况尤为突

出，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碳青霉烯耐药的肺炎克雷伯菌也应引起重视。宜加强此类菌株

的感控管理，避免耐药菌的传播。 

 
 

PU-3836 

尿液标本临床分离株的耐药性监测 

 
陶肖燕,汤荣,易峻文,舒文,崔泽林,刘庆中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200000 

 

目的  了解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8 年间尿液标本分离病原菌的分布及其耐药性变迁，为临床抗菌药

物合理使用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期间就诊患者中段尿培养分离的病原菌种类及其耐

药性。按照全自动细菌鉴定系统行菌种鉴定和药敏试验以纸片扩散法补充。 

结果   8 年间共分离出各种细菌 5765 株，主要前九位检出菌株占 83.7%（4 825 株），其中大肠埃

希菌检出率最高（44.7%），其次为粪肠球菌（13.7%）。女性患者检出率明显高于男性（62.0%

对 38.0%），但铜绿假单胞菌在男性患者中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其在女性患者中所占的比例（8.0%

对 2.0%）。在各年龄段中，老年人检出率最高（45.0%，2169/4825），而青少年检出率最低

（0.5%，22/4 825）。除外儿童患者，尿液标本分离株的检出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分离自男性患

者的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肠球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耐药率整体高于女性患者的菌株。大

肠埃希菌对常用经验性治疗药物氟喹诺酮类的耐药率 8 年间维持在 70%左右；鲍曼不动杆菌对碳

青霉烯类的耐药率最高在 40%左右。 

结论  大肠埃希菌仍是尿液标本的主要分离株，并对氟喹诺酮类具有较高的耐药率。年龄和性别应

作为临床经验性治疗尿路感染的指导依据之一。 

 
 

PU-3837 

中国东部地区临床血液和伤口来源金黄色葡萄球菌中杀白细胞素 

和超抗原毒素基因的流行和遗传背景分析 

 
何春燕,徐溯,刘庆中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200000 

 

目的  了解临床来源金黄色葡萄球菌分离株编码的杀白细胞素和超抗原毒素基因的分布；分析毒力

基因与菌株遗传背景的关系；探索杀白细胞素基因 lukED 的表达与菌株遗传背景是否有关联 

方法  收集上海及浙江 6 所医院血液（n = 88）和伤口（n = 89）来源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共计 177

株，PCR 检测 5 个杀白细胞素和 13 个 PTSAgs 基因；实时荧光定量 PCR ( qRT-PCR ) 确定杀白

细胞素 lukED 的表达水平；对 MRSA 菌株进行 SCCmec 分型，对所有菌株进行 PFGE、agr 分

型，基于菌株 PFGE 分型结果，随机挑选部分菌株进行 MLST 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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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99.4％（176/177）菌株含有至少一种杀白细胞素基因。其中， hlgBC，lukED 和 lukAB 的阳

性率分别为 94.9％（168/177），81.4％（144/177）和 67.8％（120/177）。与杀白细胞素基因相

比，PTSAgs 基因的整体流行率相对较低[99.4％vs.72.9％（129/177），P <0.001]，并且它们形

成了 59 种毒力基因组合，其中最常见的组合是 egc 簇（单独存在或与其他 PTSAgs 基因同时存

在）。遗传分析表明某些毒素基因的分布与菌株的遗传背景相关。 携带 egc 簇是 CC5 菌株的共同

特征，其中 ST5 和 ST764 菌株含有相对更多的 PTSAgs 基因。 ST398 菌株不携带 lukED。lukED

的表达水平在各菌株间差异较大 

结论  本研究阐明了金黄色葡萄球菌杀白细胞素基因和 PTSAgs 基因的分布以及血液和伤口来源的

菌株中 lukED 的表达水平，并分析了它们与菌株遗传特征的关系。这些数据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

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致病性。 

 
 

PU-3838 

耐药结核分枝杆菌与耐药基因突变的相关性分析 

 
孔伟伟 1,邢应如 2,黄升海 1 

1.安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2.淮南东方医院集团肿瘤医院(原:淮南第一矿工医院),232000 

 

目的  了解肺结核患者结核分枝杆菌耐药性与基因突变情况。 

方法  68 例临床分离菌株采用罗氏药敏实验（比例法）检测结核分枝杆菌对利福平（RFP）、异烟

肼（INH）、链霉素（SM）、吡嗪酰胺（PZA）和乙胺丁醇（EMB）的耐药情况，采用聚合酶链

反应-单链构象多态性分析（PCR-SSCP）检测结核分枝杆菌 rpoB、katG、rpsL、pncA 和 embB

基因突变。 

结果   耐利福平(rpoB)、异烟肼（katG）、链霉素（rpsL）、吡嗪酰胺（pncA）、乙胺丁醇

（embB）基因突变率分别为 78%、69%、72%、42.7%、28%，其中高耐株基因突变率分别为

92.1%、80%、87.5%、72%、45.5%。低耐株分别为 47.1%、25%、28.5%、13.0 %、7.7%。 

结论  结核分枝杆菌耐药基因突变与耐药水平密切相关，PCR-SSCP 方法检测结核杆菌 rpoB、

katG、rpsL、pncA 和 embB 基因突变快速、敏感、特异。 

 
 

PU-3839 

上海地区临床儿童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菌株的分子特征 

 
王星,黄卫春,傅启华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目的  本研究分析上海地区临床上儿童来源的鲍曼不动杆菌的分布特点及流行特征、耐药性和耐药

相关基因的携带情况，为临床上控制和治疗院内鲍曼不动杆菌的感染提供线索。 

方法  收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在 2014 年 8 月至 2015 年 1 月期间临床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 88 株，

其中 3 株来自医院环境，所有菌株用 VITEK 2 仪器检测其对 18 种抗生素的敏感性，MLST 分型方

法分析其基因型，对耐药菌株采用 PCR 技术检测耐药相关基因（AmpC，IMP，VIM，OXA-23，

OXA-51）的携带和突变（gyrA）情况。 

结果  88 株鲍曼不动杆菌菌株中，60 株是耐碳青霉烯类菌株（CRAB），通过 MLST 分型可分成

ST208 型（95%）和 ST373 型（5%），且 ST208 型对 18 种抗生素均耐药，均携带有 AmpC，

OXA-23 和 OXA-51 基因且 gyrA 基因的 QRDR 区域存在突变（Ser83Leu）；28 株是碳青霉烯类

敏感的菌株（CSAB），可分成 25 种不同的 ST 型，包含 4 个已知的 ST 型和 21 种新的 ST 型。3

株医院环境样本来源的鲍曼有 2 株是 ST208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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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上海地区临床儿童中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中，CRAB 的基因型相对较少，以 ST208 为主；

CSAB 的基因型相对较多，背景较为复杂；且 CRAB 中多重耐药十分严重。ST208 携带有

AmpC，OXA-23 和 OXA-51 基因且 gyrA 基因的 QRDR 区域存在突变（Ser83Leu）可能是导致其

多重耐药，成为主要流行株的原因；同时其在环境样本中检测出，存在院内感染的可能性，应引起

临床的足够重视。 

 
 

PU-3840 

应用 MALDI-TOF MS 技术快速鉴定布鲁菌 

 
俞静,陈峰,李媛睿,刘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233000 

 

目的  利用 Microflex™ LT 型 MALDI-TOF 质谱仪建立布鲁菌蛋白质量指纹图谱数据库，并评估其

在布鲁菌临床分离株鉴定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2013 年 10 月本院微生物实验室分离到一株疑似布鲁菌，经 VITEK® 2 Compact 全自动微生

物分析系统及 16S rDNA 基因测序确认为马耳他布鲁菌，按照厂家推荐方法自建了布鲁菌蛋白质量

指纹图谱数据库。对 2015 年 4 月及 2016 年 6 月本实验室分离到的 2 株疑似布鲁菌进行革兰染

色、柯氏染色及氧化酶、触酶、快速尿素酶等生化反应试验；并使用 Microflex™ LT 型质谱仪收集

这 2 株及外院 3 株布鲁菌疑似菌株的质量图谱，比对分析图谱时在 MALDI Biotyper 数据库基础上

添加自建数据库；同时使用 16S rDNA 基因测序法鉴定上述细菌。 

结果  按照自建库推荐操作流程成功获得了基于 BRUxh1 的自建布鲁菌质量指纹图谱数据库。2015

年 4 月及 2016 年 6 月分离到的布鲁菌疑似菌株，涂片染色镜检均为革兰阴性短小球杆菌，氧化酶

阳性，触酶阳性，尿素酶阳性(5 min 内)。这 5 株菌的质谱鉴定结果均为布鲁菌（质谱评分分别为

2.407、2.475、2.436、2.466、2.397），16S rDNA 基因测序确认这 5 株细菌为布鲁菌。其中来

自外院的 2 株细菌，于外院 VITEK® 2 Compact 系统鉴定时结果均为吉氏玫瑰单胞菌。 

结论  联合 MALDI Biotyper 数据库与自建布鲁菌数据库对临床分离株进行质量图谱比对分析，可以

实现对布鲁菌属细菌的准确鉴定，该方法快速、灵敏，对布鲁菌病的临床快速诊断具有较高的应用

价值。   

 
 

PU-3841 

利用 MALDI-TOF MS 特异峰分型方法 

对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进行快速同源性分析 

 
余佳佳,刘婧娴,李媛睿,刘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233000 

 

目的  利用 MALDI-TOF MS 筛选 CRKP 的特异质量峰，并根据特异峰对 CRKP 进行快速同源性分

析 

方法  选取 52 株包含 25 种 ST 型别的 CRKP，根据 S/N、CV 系数以及不同分组的 S/N 比值确定筛

选特异峰的 5 个标准，并依据筛选的特异峰对其中的 29 株 CRKP（只选取包含 3 个或 3 个以上菌

株的 ST 型）进行分型，将与 MLST 分型结果符合率最高的标准确定为最佳标准。随后依据最佳标

准筛选出的特异峰对另外 24 株包含本实验室常见 5 种 ST 型别的 CRKP 进行分型，验证特异峰分

型方法的准确性，并与质谱仪软件中的 PCA 聚类分析和 MSP 聚类分析进行比较。 

结果   按照标准①S/N≥4 ②S/N 比值≥1.5 ③CV≤40% ，在 52 株 CRKP 中共筛选出 45 个特异峰，

利用特异峰对 29 株 CRKP 进行分型，与 MLST 分型符合率最高，达 82.8%，故该标准为最佳标

准。按照此标准筛选出的特异峰对另外 24 株 CRKP 进行分型，与 MLST 分型符合率达 83.3%。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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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A 聚类分析与 MLST 分型的符合率仅为 66.7%，MSP 聚类分析与 MLST 分型一致性较差，没有

明显符合 ST 型的分组趋势。 

结论  利用 MALDI-TOF MS 筛选出不同 ST 型别 CRKP 的特异峰，可用于 CRKP 的快速同源性分

析，从而为暴发流行的监测和医院感染的控制提供依据。 

 
 

PU-3842 

某市 45 例布鲁菌临床特点分析 

 
朱名超 

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431700 

 

目的  探讨布鲁菌病患者临床诊疗特征，分析布鲁菌病的实验室检查结果，以提高对布鲁菌病的诊

断和治愈率。 

方法   对 45 例布鲁菌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血培养阳性率

比较、药敏试验等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45 例布鲁病患者临床表现以反复发热者最多见 42 例（93.3%），其次是淋巴结肿大 25 例

（55.6%）和关节疼 20 例（44.4%）；实验室检查以白细胞和 CRP 升高所占比率最高，分别为

88.9%和 93.3%；血培养单次与 2 次培养阳性率比较有差异（X2=9.06,P<0.05），培养时间 3d 与

7d 阳性率比较有显著性差异（X2=142.31,P<0.01）；药敏试验中左氧氟沙星耐药率最高

（77.8%）。 

结论  布鲁菌病临床表现复杂多样，极易误诊，临床医师应加强对本病的认识，对疑似布鲁菌患者

尽早进行血培养及以其他实验室指标检测，血培养因多次送检并延长培养时间，以提高阳性率；利

福平、左氧氟沙星等抗菌药物耐药率较高，常需联合用药以达到治疗效果。 

 
 

PU-3843 

血清 PCT,CRP,内毒素和（1,3）-β-D 葡聚糖 

在肺部感染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李丽华,孟昊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710000 

 

目的  探讨人血清 PCT,CRP,内毒素和（1,3）-β-D 葡聚糖在鉴别肺部细菌和真菌感染诊断中的应用

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呼吸科肺部感染患者 90 例，其中细菌感染 60 例（细菌组），真菌感染 30 例（真

菌组），检测两组患者 PCT,CRP,内毒素和（1,3）-β-D 葡聚糖水平。 

结果  细菌组和真菌组内毒素水平分别为（74.84±47.45）、（19.59±27.98）pg/ml，两组比较

P<0.05；细菌组和真菌组（1,3） -β-D 葡聚糖水平为（38.38±32.53）、（337.59±225.62）

pg/ml，两组比较 P<0.05；细菌组和真菌组 PCT 水平分别为（0.51±1.07）、（0.16±0.21）

ng/ml，两组比较 P<0.05；细菌组和真菌组 CRP 水平分别为（2.61±3.53）、（2.29±2.42）

mg/dl，两组比较 P>0.05。 

结论  内毒素和 PCT 在肺部细菌感染患者中的水平显著高于真菌组，而（1,3）-β-D 葡聚糖在真菌

组患者中的水平显著高于细菌组。检测人血清中的 PCT,内毒素和（1,3）-β-D 葡聚糖对肺部感染鉴

别诊断有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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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44 

布鲁氏菌感染实验诊断分析 

 
蒋杰,郑瑞,毛小琴,白璐,赵庆波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5 例布鲁菌感染的实验诊断结果分析。 

方法  标本采集 

无菌采集血液或骨髓注入中和抗生素的需氧瓶和厌氧瓶 经仪器扫描识别后直接放进培养仪,培养仪

自动进行检测。 

2.2 转种培养 

阳性瓶取培养液涂片行革兰染色， 取培养液接种血琼脂、巧克力和中国蓝平板 

2.3 鉴定 

对分离菌株进行尿素及氧化酶实验，按照 Vitek2-Compact 自动鉴定仪，GN 鉴定卡说明书严格操

作，上机鉴定；按照 Compact-MS 飞行质谱仪说明书严格操作，上机鉴定； 

结果  3.1 全自动血培养仪( 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需氧培养 5d 、6d 或 7d（骨髓培养 3 d） 报细菌

生长，厌氧培养至一周均未检出细菌 

3.2 涂片革兰染色，镜检可见革兰阴性细小球杆菌，呈细沙样.培养 48h 后血琼脂、巧克力平板上形

成灰色半透明圆形不溶血小菌落，中国蓝平板上未生长. 

3.3 氧化酶试验阳性，尿素试验阳性。 

3.4 经 Vitek2-Compact 样品量及配套 GN 卡鉴定为：病例 1 马尔他布鲁菌，鉴定准确率 98％；病

例 2 吉氏玫瑰单胞菌鉴定准确率 99％；病例 3 吉氏玫瑰单胞菌鉴定准确率 98％；病例 4 人苍白杆

菌鉴定准确率 99％；病例 5 吉氏玫瑰单胞菌鉴定准确率 99％; 

3.5 菌株二次重复鉴定: 鉴于 5 株细菌菌落形态相似，氧化酶、尿素结果一致，但细菌自动鉴定仪器

结果不一致，调整菌液浓度为 0.5、0.75、1.0(麦氏单位)，重复鉴定，结果无差异；将保存菌株分

别传代培养 24 小时、48 小时、72 小时，第 2 次用 Vitek2- Compact 自动鉴定仪 GN 鉴定卡对菌

株再进行鉴定，细菌传代培养 24 小时后鉴定，其中 4 株鉴定结果提示为马耳他布鲁，1 株仍为吉

氏玫瑰单胞菌。48 小时及 72 小时鉴定结果与第一次鉴定结果一致。 

3.6 Compact-MS 飞行质谱仪鉴定未出结果 

3.7 由云南省地方病研究所确诊，采用试管凝集实验，结果抗体滴度分别为 1：800（++++）、1：

1600（++++）、1：1600（++++）、1：800（++++）、1：1600（++++） 

结论  微生物自动鉴定仪器鉴定布鲁菌等有局限性，对布鲁菌病等传染病的诊断需综合运用多种实

验手段，充分结合临床及流行病学资料。 

 
 

PU-3845 

两台国产质谱仪对常见临床分离细菌鉴定使用评价 

 
陈莎,杨柳,李慧,张世国 

杭州迪安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目的  评价两种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MALDI-TOF-MS）-安图 Autof ms1000 和

美华 M100 在临床细菌鉴定中的应用。 

方法  收集来自不同医院 881 株临床菌株:326 株革兰阳性菌、421 株革兰阴性菌、122 株酵母菌、

12 株厌氧菌，采用两台不同厂家的质谱仪上机鉴定，对鉴定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安图 Autof ms1000 对 881 株临床常见菌鉴定属和种的准确率分别为 99.89%和 99.09%，美

华 M100 对 881 株临床常见菌鉴定属和种的准确率分别为 100%和 99.21%，根据两台仪器检索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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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标准，安图 Autof ms1000 对 881 株临床常见菌鉴定属和种的可信率分别为 95.35%和 76.50%，

美华 M100 对 881 株临床常见菌鉴定属和种的可信率分别为 100%和 91.83%。 

结论  两台国产质谱仪可为临床细菌鉴定及疾病诊断提供快速准确的辅助鉴定结果，但鉴定种水平

可信度有待提高。 

 
 

PU-3846 

重庆地区艰难梭菌感染独立危险因素和耐药表型研究 

 
杨双双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旨在明确重庆地区艰难梭菌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菌株产毒和耐药情况。 

方法  收集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3 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送检粪便标本艰难梭菌分离

培养信息。采用病例-病例-对照研究分析 CDI 独立危险因素。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检测艰难梭菌菌株毒素基因（tcdA、tcdB、cdtA 和 ctdB），采用琼脂稀

释法进行药物敏感实验。 

结果  在 259 例住院腹泻患者中，38 例患者确诊为艰难梭菌感染。慢性肾病和使用头孢菌素是腹泻

患者感染艰难梭菌的独立危险因素。35 例（92.1％）临床痊愈，未检出复发病例。在检出的 55 株

非重复菌株，38 株为产毒菌株，其中 34 株（89.4％）为 A+B+CDT-菌株，1 株为（2.6％）

A+B+CDT+菌株，余 3 株（7.9％）为 A-B+CDT-菌株。药敏结果显示：55 株艰难梭菌菌株对红霉

素和克林霉素的耐药率分别为 87.3％和 61.8％，对利福平和左氧氟沙星的耐药率分别为 12.7％和

14.5％。14.5%（8/55）的菌株为多重耐药。未检出对万古霉素，甲硝唑和替加环素耐药的菌株。

A-B-CDT-菌株对左氧氟沙星和利福平的耐药率显著高于 A+B+CDT-菌株。 

结论  本地区艰难梭菌感染以产毒株为主，但产毒株对左氧氟沙星、甲硝唑、万古霉素和替加环素

仍高度敏感，临床应对患有慢性肾病和使用头孢菌素类的腹泻患者罹患艰难梭菌感染的风险进行早

期识别。  

 
 

PU-3847 

2015 年-2017 年重庆地区儿童 

和成人血流感染革兰阴性菌分布及耐药性差异分析 

 
杨双双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比较重庆地区儿童和成人血流感染革兰阴性菌分布及耐药性的差异。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 年来重庆地区血标本中分离的革兰阴性菌年龄分布特征，采用 WHONET5.6 进

行药敏结果分析,采用 Graphpad Prism6 对病原菌构成比和耐药率进行卡方检验。 

结果   3 年来本地区血标本中共分离非重复菌株 20163 株，革兰阴性菌占 54%，肠杆菌科细菌检出

率显著高于非发酵菌。检出排名前三的革兰阴性菌为：大肠埃希菌（44.3%）、肺炎克雷伯菌

（16.6%）和铜绿假单胞菌（3.56%）。新生儿中阴沟肠杆菌的检出率高于铜绿假单胞菌。就总体

耐药率而言，粘质沙雷菌<阴沟肠杆菌<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对头孢曲松耐药率

为 50%，对碳青霉烯耐药率低于 1%， 而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耐药率为 10%。阴沟肠杆菌对

碳青霉烯耐药率与肺炎克雷伯菌相似，而粘质沙雷菌对碳青霉烯耐药率在 5%左右。成人中检出的

大肠埃希菌耐药率显著高于儿童，儿童中检出的肺炎克雷伯菌耐药率显著高于成人。儿童和成人检

出的阴沟肠杆菌和粘质沙雷菌，对大多数药物的耐药率未见显著差异.非发酵菌中鲍曼不动杆菌总

体耐药率大于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对大多数药物的耐药率超过 60%。铜绿假单胞菌对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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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霉烯的耐药率为 15%左右，成人检出的鲍曼不动杆菌所有抗菌药物耐药率均显著高于儿童，而

成人和儿童分离出的铜绿假单胞菌耐药性未见明显差异。 

结论  重庆地区革兰阴性菌引起的血流感染以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为主。对碳青霉烯类药物

仍保持较高的敏感性。成人和儿童中分离的革兰阴性菌耐药性有差异，尤其是儿童中分离的碳青霉

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和成人中分离的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应引起临床高度重视。 

 
 

PU-3848 

临床微生物实验室阳性血培养处理流程优化探索 

 
徐绣宇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探究我院医学检验科临床微生物实验室优化阳性血培养流程，缩短阳性血培养 TAT 的可行方

法，为临床尽早开始启动血流感染靶向治疗，缩短患者住院时间，提高患者生存率提供实验室依

据。 

方法  统计我院 2010 年以前阳性血培养 TAT，分析影响血培养流程的实验室环节和因素，探索可

以优化血培养处理流程的可能步骤。 

结果  2010 年我院临床微生物实验室阳性血培养 TAT 约 91.1 小时。分析原因，与微生物实验室自

动化仪器配备不足、工作人员数量有限、工作流程待优化（只上白班接收处理标本、每天只看一次

平板、每天只上午出报告一次）有关。针对以上问题，2010-2018 年逐步进行的流程优化措施包

括：（一）购买仪器搭建平台，微生物实验室逐渐配备 Vitek2-Compact、MALDI-TOF-MS、

Filmarray 等自动化鉴定药敏仪器。（二）增加微生物实验室岗位人员配置，加强岗位人员能力提

升。（三）逐渐优化调整工作模式，包括微生物增加小夜班、大夜班、夜班复核鉴定药敏结果、每

天三次阅血培养阳性平板、全天 24 小时滚动发布报告等。2017 年，微生物阳性血培养一级报告平

均 TAT 为 67.2 分钟，最终报告平均 TAT 为 49.1 小时。最短阳性血培养最终报告 TAT 为 29.4 小

时。微生物实验室阳性标本平均 TAT 为 52.1 小时。 

结论  通过增加仪器配备、增加人员配置、优化工作流程等，显著缩短我院阳性血培养 TAT，助力

临床尽早抗感染靶向治疗。 

 
 

PU-3849 

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的耐药性及相关耐药基因的研究 

 
朱波,洪国粦,马晓波,林贵兰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临床上分离的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的耐药性和耐药基因的流行现状。 

方法  对临床分离的 45 株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采用 VITEK 2 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重新

鉴定菌种和 K-B 法检测抗菌药物的敏感性，利用聚合酶链反应检测耐药相关基因。 

结果  45 株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对临床常用的 10 种抗生素的耐药率在 60-91.4%,其中最高的是

亚胺培南,耐药率为 91.4%,最低的是庆大霉素,耐药率 60%。PCR 结果显示 oprD2 缺失率 68.6%， 

整合子阳性率 54.3%,，发现携带有最高的耐药基因的是 TEM 和 IMP-1（42.9%）。 

结论  oprD2 基因缺失和携带有不同耐药基因是铜绿假单胞菌多重耐药率高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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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50 

血清降钙素原、C 反应蛋白、中性粒细胞百分比三项联合 

对重症监护病房患者凝固酶阴性 

葡萄球菌血流感染鉴别诊断的价值 
 

严立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探讨血清降钙素原（PCT）、血清 C 反应蛋白（CRP）和中性粒细胞百分比（NEU%）在鉴

别诊断重症监护病房（ICU）患者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CNS）血流感染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探寻

早期快速准确区分 ICU 患者 CNS 血流感染与污染的鉴别指标。 

方法  选择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ICU 血培养结果为 CNS 的患

者 91 例，分为血流感染组（n=45）和血培养污染组（n=46）。测定各组患者血清 PCT、CRP 水

平和外周血 NEU%结果，比较两组患者间的差异。以 SPSS18.0 软件进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ROC）分析，计算各指标曲线下面积（AUC），获得最佳诊断点，计算各指标对 CNS 血流感染

的鉴别诊断价值。 

结果  血流感染组患者平均 PCT 浓度为 2.58μg/L，CRP 浓度为 74.6mg/L，NEU%水平为 86.4%，

均显著高于血培养污染组（P<0.001, P<0.01, P<0.01）。PCT、CRP 和 NEU%的 AUC 分别为

0.809、0.698 和 0.690。以 PCT=0.685μg/L 为截点，PCT 鉴别诊断的灵敏度为 71％、特异度为

83％。与 PCT 相比，阳性标准系列联合检测提高特异性至 96%（P<0.01），但灵敏度降至 44%

（P<0.001)。PCT、CRP 和 NEU%复合拟合新指标并未提高诊断准确性，但敏感性提高至 75%。

表皮葡萄球菌和溶血葡萄球菌引起的血流感染组 PCT 水平均明显高于血培养污染组（P < 0.01 ; 

P< 0.05）。 

结论  PCT 可鉴别诊断 CNS 引起的血流感染和血培养污染，不同种类 CNS 引起的血流感染 PCT

浓度存在差异。 

 
 

PU-3851 

血流感染鲍曼不动杆菌死亡危险因素分析 

 
杨双双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分析 2011-2015 年住院患者血流感染鲍曼不动杆菌的死亡危险因素，为临床早期识别和及时

干预提供流行病学证据。 

方法  通过分析 5 年内住院血流感染鲍曼不动杆菌患者的临床结局，进一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确认

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 

结果  5 年共检出来自于 19 个临床科室的鲍曼不动杆菌血流感染患者 118 例，其中 61 例

（51.7%）来自于 ICU， 主要以普外 ICU 和呼吸 ICU 为主。79 例为男性患者。死亡患者的平均年

龄为 58 岁。25 例患者在住院期间死亡，死亡率为 21.2%。住院 30 天内死亡率为 12.7%

（15/118）。多元回归分析 MODS，高的 APACHE 评分，机械通气是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碳青

霉烯耐药不是死亡的危险因素。 

结论  本地区血流感染鲍曼不动杆菌死亡率较高，主要是在住院 30 天内死亡，且细菌碳青霉烯耐药

性并不是死亡的危险因素，入院疾病以及住院过程中疾病的严重程度才是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因

此，早期识别鲍曼不动杆菌血流感染并及时早期干预才是改善预后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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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52 

侵袭性念珠菌感染流行病学及危险因素分析 

 
张传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调查研究侵袭性念珠菌感染的流行病学特征、药物敏感性以及相关危险因素，为侵袭性念珠

菌感染的预防、治疗和预后提供理论依据，为后续耐药机制的研究提供研究基础，并可为临床经验

用药提供指导和帮助。 

方法  收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0 月分离自血液、无菌体液以及导

管等标本的念珠菌，去除同一患者不同时间及不同部位的重复标本，分析其菌株构成和药物敏感性

结果，并对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利用单因素方和多重 Logistics 回归分析侵袭性白色

念珠菌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175 株菌株中白色念珠菌占 46.3%，非白色念珠菌占 53.7%，其中热带念珠菌占 16.6%，近

平滑念珠菌占 15.4%，光滑念珠菌占 14.3%；分离的念珠菌主要来自血液、腹腔积液及导管等标

本。药敏结果显示，白色念珠菌与非白色念珠菌对两性霉素 B 与 5-氟胞嘧啶的敏感性为 100%，白

色念珠菌对三种唑类药物的敏感性为 98.8%，而热带念珠菌对三种唑类药物的耐药率达 13%以

上，光滑念珠菌对伊曲康唑的耐药率已高达 24%。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显示多器官功能障碍

是侵袭性白色念珠菌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本院侵袭性念珠菌感染以非白色念珠菌感染为主，与我国其他地区相关文献报道一致。侵袭

性念珠菌检出率最高的为重症监护室，这可能与重症监护室患者自身免疫力低下和长时间使用抗生

素等有关系。热带念珠菌和光滑念珠菌对常用唑类药物的敏感性较低，因此目前对热带念珠菌和光

滑念珠菌感染的治疗并不建议使用唑类药物。危险因素分析显示多器官功能衰竭是其独立危险因

素。原因在于与其他念珠菌相比，白色念珠菌更易集聚在人类的胃肠道内，当机体发生多器官功能

衰竭时，白色念珠菌更易侵入血液、组织等部位而导致侵袭性感染。 

 
 

PU-3853 

替加环素治疗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肺部感染的疗效分析 

 
张晓兵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回顾性分析替加环素治疗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肺部感染的临床疗效，为肺部感染碳青

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的合理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7.1-2018.3 期间在我院呼吸科住院，诊断为肺部感染，细菌培养两次以上为碳青霉

烯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使用替加环素治疗 3 天以上的患者资料，从临床和病原学方面分析疗效，

应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入选患者 15 例，均为肺部疾患住院治疗，平均年龄为 75.6±10.2 岁，平均给药时间为

5.7±3.2 天。 

2.患者用药后体温下降,用药第 3 天、第 5 天、第 7 天的平均体温分别与用药第 1 天的平均体温比

较，P<0.05，有显著性差异；WBC、N%、CRP、PCT 四组感染指标用药后较用药前明显下

降,P<0.05, 有显著性差异。 

3.15 例患者总体临床有效率 53.3%（8/15），其中 CAP 患者组临床有效率为 100%（2/2）、HAP

组(50.0%,2/4)>VAP 组(44.4%,4/9 )，P>0.05,无显著性差异；≥70 岁的高龄组(44.4%，4/9)低于

<70 岁的非高龄组(66.7%,4/6),P>0.05,无显著性差异；APACHE Ⅱ评分≤15 分 (75.0%，3/4)高于

APACHE Ⅱ评分>15 分的患者组(45.4%,5/11),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肾功能正常组(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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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高于肾功能损害(33.3%，3/9)的患者组,P<0.05,有显著性差异；肝功能正常组、无低蛋白血症

组均高于肝功能损害、低蛋白血症患者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4．15 例患者在使用替加环素前均培养出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其中肺炎克雷伯菌（12

例）、大肠埃希菌（2 例）、阴沟肠杆菌（1 例）。通过检测 11 例肺炎克雷伯菌、2 例大肠埃希

菌、1 例阴沟肠杆菌对碳青霉烯耐药主要是产 NDM-1,另外 1 例肺炎克雷伯菌产 KPC-2。这些菌株

对替加环素均敏感。26.7%（4/15）的患者在住院期间死亡。 

结论  1.替加环素对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所致的肺部感染有一定的疗效。 

2.APACHE Ⅱ评分、肾功能损害影响替加环素的临床疗效。 

 
 

PU-3854 

铜绿假单胞菌临床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刘言霞 

山东省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我院铜绿假单胞菌的临床分布及耐药性特点，为临床预防与治疗提供数据支持 

方法  统计学 

结果  通过对我院铜绿假单胞菌的标本分布、科室分布及耐药性特点，发现其检出率有所增加，可

能与临床上各种置管、机械通气等侵袭性诊疗手段的应用不断增加，患者肺部感染的发病率不断增

加，患者住院时间长，自身抵抗力下降等因素有关。铜绿假单胞菌分离以痰标本最多，占

68.37%，说明现阶段呼吸道标本仍是铜绿假单胞菌分离的主要标本类型。铜绿假单胞菌对氨基糖

苷类药物的耐药率均有较大幅度下降，其敏感性依次为阿米卡星>妥布霉素>庆大霉素。 

结论  近几年铜绿假单胞菌的耐药现象仍很严重，而多重耐药菌株的出现，更是导致临床可选择的

药物越来越少，因此如何预防和控制铜绿假单胞菌在院内的感染是医务工作者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PU-3855 

曲霉特异性 IgG 抗体检测在非粒缺患者 

侵袭性肺曲霉病诊断中的应用 

 
孙珊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研究曲霉菌特异性 IgG 抗体检测在非粒缺患者侵袭性肺曲霉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我院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2 月 1 日临床上诊断为侵袭性肺曲霉患者的血清 77

例，依据欧洲癌症研究治疗组织及真菌研究组(EORTC/MSG)诊断标准，分为确诊 3 例，临床诊断

29 例，拟诊 45 例；另以 20 例健康者血清作为对照，用 Bio-Rad 曲霉菌抗原试剂盒检测血清

GM，丹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曲霉菌抗体试剂盒进行曲霉特异性 IgG 检测。利用 SPSS 软件比较分

析曲霉菌 IgG 抗体和 GM 在临床诊断组、拟诊组与健康组间的差异性，计算 IgG 抗体对非粒缺侵

袭性曲霉菌患者的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以及联合 GM 检测时的诊断价值。 

结果   临床诊断组及拟诊组曲霉菌特异性 IgG 抗体与健康体检组相比，结果有显著性差异

（P<0.05）。确诊组的 3 例中，IgG 阳性 3 例（100.0%），GM 阳性 2 例。对于临床诊断组，GM

单独检测时，曲线下面积(AUC)0.871，当 GM 值为 0.65 时，敏感度 62.1%，特异度 93.0%；IgG

单独检测，曲线下面积 0.907，当 IgG 值为 66.92 时，敏感度 79.3%，特异度 92.3%；GM、曲霉

特异性 IgG 联合检测时，曲线下面积 0.974，敏感度 89.7%，特异度 91.0%。 

结论   曲霉菌特异性抗体检测对于非粒缺患者侵袭性肺曲霉病临床诊断具有重要价值，其与 GM 一

起联合检测时，诊断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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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56 

Investigating the discriminating potential for typing of 
Klebsiella pneumoniae strains using MALDI-TOF MS 

 
zhijie zhang,Yong Liu 

shengjing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usefulness of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MALDI-TOF MS) 
for the typing of  isolates of  Klebsiella pneumoniae. 
Methods Forty-eight strains of K.pneumonia isolated in the Clinical Laboratory of Shengjing 
Hospital during April 2016, which lacked direct epidemiological relationship, were analyzed with 
PFGE and two different MALDI-TOF Platforms, Vitek MS and M-Discover100 
Results  39 isolates were subtyped into 28 types and nine strains were non-typeable strains by 
PFGE. All 48 isolates were correctly identified by the two MALDI-TOF systems to species level. 
Compared with PFGE, the sensitivity of the VITEK MS and M-Discover100 were 100% and 
55.6%, the specificity were 61.9% and 33.3%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MALDI-TOF system was a new,simple,convinence and timesaving system in 
bacterial typing. Large promising prospect had been seen in the future.But, Futher investigation 
should be made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analysis. 
 
 

PU-3857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曲霉半乳甘露聚糖检测诊断界值初探 

 
戴玮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近年来，病原真菌逐年升高的致病率以及致死率已经引起了临床的高度关注，在引发侵袭性

真菌病的致病真菌中，曲霉是仅次于念珠菌的常见条件致病真菌，并且是导致下呼吸道真菌感染最

为常见的致病真菌，GM 实验是针对曲霉半乳甘露聚糖抗原的检测，具有检测时间短，特异性高，

敏感性好的特点，尤其是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的 GM 检测，较之血清标本能够更早的有阳

性结果的反馈，有利于临床的早期诊断。目前，由于 BALF 标本的取材尚缺乏较为权威的操作指

南，同时对于 BALF 标本 GM 检测的诊断界值也尚有争议，这也影响了 BALF 标本 GM 检测的临床

应用价值。因此本实验拟采用统一操作方案取材 BALF 标本，同时进行真菌培养检测及 GM 实验，

通过统计学分析来初步拟定 BALF 标本 GM 检测的诊断界值。 

方法  本实验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收集的共 60 份标本作为研究对象，所用的 BALF 标

本均按照美国胸科协会推荐的间质性肺疾病细胞学检测 BALF 取材方案进行取材，一份标本同时进

行真菌培养以及 GM 检测，将真菌培养阳性的标本列为观察组，真菌培养阴性的标本列为对照组，

通过 t 检验分析两组 GM 检测值是否有统计学差异，同时通过受试者工作曲线初步拟定 BALF 标本

GM 检测的界值。 

结果  在 60 份标本中，7 份标本真菌培养双份培养基均有同一种曲霉生长，经镜下鉴定确认后将此

7 份标本列为观察组，剩余 53 份标本纳入对照组。两组 BALF 标本的 GM 检测结果具有统计学差

异（P<0.05）。而通过受试者工作曲线分析表明，当 BALF 标本 GM 检测诊断界值拟定为 1.5 时，

其诊断侵袭性肺曲霉感染的特异性和灵敏度最佳，分别为 87.6%和 91.3%。 

结论  本次实验表明，较高的 BALF 标本 GM 实验诊断临界值（血清标本 GM 实验诊断界值为

0.5）不会对检测的灵敏度造成影响，同时也具有了较高的特异性，也能够较好的避免交叉反应的

影响，因此推荐将 1.5 作为 BALF 标本 GM 检测诊断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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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58 

艰难梭菌感染危险因素分析 

 
何秀丽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探讨艰难梭菌感染（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 CDI）的相关危险因素，为临床医师对艰难

梭菌（Clostridium difficile ，CD）的有效预防与控制措施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方法  收集该院 2014 年 6 月-2015 年 12 月艰难梭菌感染患者的相关危险因素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

分析，选取艰难梭菌的感染患者为病例组，无艰难梭菌的感染患者为对照组，对照组包括稀便对照

组和正常粪便对照组。主要从年龄（≥65 岁）、期间使用的抗生素、抑酸剂和肾功能不全以及免疫

抑制剂治疗等，通过与不同对照组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艰难梭菌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完成对 49 例阳性病例组，75 例稀便对照组以及 75 例正常粪便对照组的分析。多因素分析

显示：入住 ICU(OR6.52, 95%CI 1.09-38.86,p=0.039) ，外科手术 (OR4.76, 95%CI 1.13-

20.06,p=0.034)，肾脏疾病(OR7.12, 95%CI 1.54-32.92,p=0.012)是 CDI 的独立危险因素。其中暴

露于头孢类抗生素和患有低蛋白血症是病例组与每个对照组比较分析时都有意义的独立危险因素，

然而对胃酸抑制剂分析无显著差异。 

结论  调查表明及时控制病情，合理的抗生素管理制度可以有效地减轻高危患者艰难梭菌感染的负

担。 

 
 

PU-3859 

吴茱萸碱与他莫昔芬在抗黑色素瘤细胞中的联合作用 

及可能的机制探讨 

 
魏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体外观察吴茱萸碱和他莫昔芬联合应用对人黑色素瘤细胞株的增殖抑制作用,确定二者联合作

用的关系并探索二者联合作用的机制。 

方法  1. 采用 CCK-8 法测定吴茱萸碱、他莫昔芬单用及合用对人黑色素瘤细胞株 A375 和 Mel-888

的增殖抑制作用 2. 采用 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人黑色素瘤细胞株 A375 和 Mel-888 中 pERK、

ERK、pAKT、AKT、FoxO3a 蛋白的表达差异。 

结果  吴茱萸碱联合他莫昔芬组对黑色素瘤细胞的生长抑制作用明显, 抑制率为 74.68%，高于吴茱

萸碱组（29.87%）和他莫昔芬组（52.60%）。Western Blot 检测药物作用 8 小时后，吴茱萸碱 

5μM、10μM 可轻度上调 pAKT 的表达，对 pERK 蛋白表达无明显的促进或抑制作用。他莫昔芬 

2.5μM、10μM 均抑制 pERK 蛋白的表达，对 pAKT 蛋白表达没有影响。低剂量的吴茱萸碱与他莫

昔芬联合应用后可以明显的上调 pAKT，抑制 pERK。 

结论  吴茱萸碱联合他莫昔芬能协同抑制人黑色素瘤细胞株的生长，且 Mel-888 细胞对二者联合应

用的敏感性较 A375 高。吴茱萸碱联合他莫昔芬能协同抑制人黑色素瘤细胞株的可能机制是：a)与

抑制 pERK 的表达有关；b)与上调 pAKT 表达，下调 FoxO3a，诱导细胞凋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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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60 

血清 GM 试验在侵袭性肺曲霉菌感染中的诊断价值 

 
牛司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探讨血清半乳甘露聚糖( galactomannan，GM) 试验对侵袭性肺曲霉菌感染的诊断价值。 

方法   

 应用 ELISA 方法对 2015 年 8 月－2017 年 8 月我院 289 位疑诊肺曲霉菌感染的患者进行血清 GM

试验，同时查阅临床资料，参考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 2012 年“肺真菌病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

规定的诊断标准，确诊 1 例，临床诊断 45 例，临床拟诊 27 例，排除诊断 216 例。并对检测结果

进行统计学分析，绘制 ROC（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曲线，评价 GM 试验的诊

断价值。同时分析临床诊断的病例，分析这些病例的临床特征及相关实验室检查结果。 

结果  GM 试验以 0.5 为诊断界值，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 PPV) 和阴性预测值( NPV) 分别

为 69.9%，85.2%，61.4%，89.3%。ROC 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UC）为 0.802，最佳诊断界值为

0.43。分析这些病例的临床特征发现侵袭性肺曲霉菌感染常见于 60-80 岁男性患者。侵袭性肺曲霉

菌感染常见危险因素有慢性基础疾病、抗生素、激素应用、大手术后、免疫力低下者，肺炎、呼

衰、AECOPD、支扩及结核为肺曲霉菌常见高危慢性基础疾病。与其他方法比较，GM 试验灵敏度

优于曲霉菌培养、G 试验、影像学检查及标本直接涂片镜检。 

结论  GM 试验是诊断侵袭性曲霉菌感染早期、快速的方法，可以用于临床实验室检查。 

 
 

PU-3861 

阴沟肠杆菌山东日照分离株五类抗菌药物耐药基因元件分析 

 
张卉 1,徐燕 2,荆兆海 1,杨平玲 2 

1.日照市人民医院,276800 

2.日照市中心医院 

 

目的  调查一组 20 株阴沟肠杆菌中五类抗菌药物耐药基因元件的携带状况，以及菌株间的亲缘关

系。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12 月山东省日照市中心医院病人痰标本中分离的 20 株阴沟肠杆菌，12

种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为 Kirby-Bauer 法。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及序列分析的方法分析 20

种 β-内酰胺类耐药基因、17 种氨基糖苷类耐药基因、5 种喹诺酮类耐药基因、2 种氯霉素耐药基

因、4 种磺胺类耐药基因、7 种可移动遗传元件遗传标记。阳性耐药基因测序后直接作 BLAST 比

对。耐药基因检测结果作样本聚类分析(UPGMA 法)。 

结果  20 株阴沟肠杆菌对 β-内酰胺类药物除亚胺培南、美洛培南外均为耐药,对氨基糖苷类与磺胺

类药物亦均为耐药。20 株菌共检出 4 种 β-内酰胺酶类耐药基因、6 种氨基糖苷类耐药基因、3 种喹

诺酮类耐药基因、1 种氯霉素耐药基因、4 种磺胺类耐药基因、4 种可移动遗传元件遗传标记，且

阳性率较高。样本聚类分析显示: 除 13 号菌株外的其余 19 株显聚集性。其中 4-7 号菌株,6-11 号菌

株,14-16 号菌株均为克隆传播。 

结论  本组 20 株阴沟肠杆菌携带的 β-内酰胺类耐药基因、氨基糖苷类耐药基因、喹诺酮类耐药基

因、氯霉素耐药基因、磺胺类耐药基因和可移动遗传元件遗传标记是对 β-内酰胺类、氨基糖苷类、

喹诺酮类、氯霉素、磺胺类产生耐药的重要原因。本组菌检出的 3 个克隆可能为医院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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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62 

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基因及毒力基因研究 

 
谢屿平,巫之韵,曹颖平,李彬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分析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2014 年-2015 年收集的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CR-

KP）的临床分布、耐药基因、毒力基因。 

方法   采用 PCR 及测序法检测 CR-KP 碳青霉烯酶基因，并进行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并通

过 PCR 扩增毒力基因，检测并分析 CR-KP 的毒力因子表型。 

结果  对 101 株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进行碳青霉烯酶基因的检测发现，KPC-2 检出率最高，

阳性率为 67.3%（68/101）；其次为 IMP-4 基因占 5.0%（5/101）；NDM-1 阳性率为 1.0%

（1/101），其中有 1 株 CR-KP 同时携带 KPC-2 和 NDM-1 基因。101 株 CR-KP 中未发现 SME、

GES、IMI、VIM、SIM、GIM、SPM 和 OXA-48。在 MLST 的检测结果中，68 株产 KPC-2 酶的肺

炎克雷伯菌均为 ST11；在 5 株产 IMP-4 的肺炎克雷伯菌中，3 株为 ST26，2 株为 ST334。毒力相

关基因中 urea(92.1%), fimH(91.1%), uge(81.2%), wabG(87.1%)的检出率高。 

结论  本院临床分离的 CR-KP 耐药基因主要是 KPC-2 和 IMP-4 基因。毒力因子尤其是 ureA、

fimH、uge、wabG 的高检出率使菌株具有更强的适应力与生存特性，需引起重视。 

  
 

PU-3863 

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基因及消毒剂的研究 

 
谢屿平,巫之韵,曹颖平,李彬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分析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2014 年-2015 年收集的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CR-

KP）的耐药基因及消毒剂基因，为 CR-KP 的流行与传播提供实验室依据，并指导临床科学用药与

消毒。 

方法  通过 PCR 及测序法检测 CR-KP 碳青霉烯酶基因，并进行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采用

PCR 扩增耐消毒剂基因，采用微量肉汤稀释法检测常用耐消毒剂的最低抑菌浓度（MIC）。 

结果  对 101 株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进行碳青霉烯酶基因的检测发现，KPC-2 检出率最高，

阳性率为 67.3%（68/101）；其次为 IMP-4 基因占 5.0%（5/101）；NDM-1 阳性率为 1.0%

（1/101），其中有 1 株 CR-KP 同时携带 KPC-2 和 NDM-1 基因。101 株 CR-KP 中未发现 SME、

GES、IMI、VIM、SIM、GIM、SPM 和 OXA-48。在 MLST 的检测结果中，68 株产 KPC-2 酶的肺

炎克雷伯菌均为 ST11；在 5 株产 IMP-4 的肺炎克雷伯菌中，3 株为 ST26，2 株为 ST334。耐消毒

剂基因检测结果中，检出 qacE△1 95 株 ( 94.1%)，  qacF/H/I 53 株（52.5%） ,qacC 34 株

（33.7%）,qacE 2 株（2.0%）。 

结论  本院临床分离的 CR-KP 耐药基因主要是 KPC-2 和 IMP-4 基因。耐消毒剂基因的高检出率可

能使菌株对消毒剂产生抗性，需引起临床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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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64 

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菌感染的流行病学 调查和危险因素分析 

 
蒲姝丽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分析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CRKP）分子流行病学特点及感染危险因素，为临床合理

用药、及时有效抗感染提供理论指导。 

方法   收集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标本中分离的 78 株碳青

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作为病例组，同时选取等比例的碳青霉烯敏感肺炎克雷伯菌作为对照组，通

过对临床病例进行回顾性研究，采用卡方检验和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患者病例资料进行相关危

险因素分析；并采用脉冲场凝胶电泳(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进行分子流行病学分

析。 

结果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入住 ICU (OR:4.09, 95%CI:1.84-9.09, P=0.001)、内置引流管

(OR:3.02, 95%CI:1.22-7.45, P=0.017)和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使用 (OR:4.08, 95%CI:1.10-15.16, 

P=0.036)是导致 CRKP 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PFGE 结果显示，78 株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

可分为 67 个克隆，其中有 11 个克隆型别分别由 2 株密切相关的菌株组成，但均来自不同科室，提

示菌株间不存在各科室间的爆发流行。 

结论  目前 CRKP 感染形势严峻，医院应当加强该类细菌的监管和防控，减少相关侵入性操作及合

理使用抗生素是防止碳青霉烯耐药菌株的产生与流行的有效措施。 

 
 

PU-3865 

化脓性链球菌耐药与毒力基因研究 

 
徐燕 1,张卉 2,郑黎黎 1,杨平玲 1 

1.日照市中心医院 

2.日照市人民医院,276800 

 

目的   调查一组 70 株化脓性链球菌耐药与毒力基因存在状况,以及菌株间的亲缘关系。 

方法  70 株化脓性链球菌分离自日照市中心医院 2012 年至 2017 年急性扁桃体炎、急性咽炎患者

的咽拭子标本。5 种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为 Kirby-Bauer 法。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及序列分

析的方法分析 8 种耐药基因和 3 种毒力基因。检测结果作样本聚类分析(UPGMA 法)。 

结果  70 株化脓性链球菌对青霉素、苯唑西林、万古霉素敏感性均达 100.00%,对红霉素耐药率较

高(94.29%)。青霉素耐药基因均为阴性，大环内酯类耐药基因检出 ermB 和 mefA 基因,其中 ermB

和/或 mefA 阳性 66 株(94.29%)。可移动遗传元件标志基因 intTN916 检出率高(94.29%)。3 种毒力

基因均有较高的检出率:spyA58 株（82.86%）、sagA68 株（97.14%）、slo64 株（91.43%）。

样本聚类分析可见, 70 株化脓性链球菌分为 A～N 共 14 个分类单元,根据是否携带 ermB 基因,可分

为二个群可分为Ⅰ、Ⅱ二个群, Ⅰ群 9 个分类单元均携带 ermB 基因),Ⅱ群 5 个分类单元均不携带

ermB 基因。 

结论  70 株化脓性链球菌携带的大环内酯类耐药基因 ermB 和 mefA，以及可移动遗传元件标志基

因 intTN916 是对红霉素产生耐药的重要原因。spyA、sagA、slo 等 3 种毒力基因是化脓性链球菌

常见的毒力基因,推测它们是化脓性链球菌感染导致感染灶局部炎症和坏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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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66 

VITEK® MS 霉菌试剂盒临床应用评价 

 
孙继德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探讨质谱仪在真菌感染中的应用， 评价 VITEK® MS 霉菌试剂盒鉴定丝状真菌的能力。 

  

方法  临床标本培养分离出来的丝状真菌，通过传统形态学鉴定方法和基因测序进行鉴定并留菌，

选取 50 株丝状真菌(包括临床大多数常见菌属)用 VITEK® MS 霉菌试剂盒鉴定，并对结果进行比较

分析。 

结果  VITEK® MS 霉菌试剂盒对 50 株丝状真菌的鉴定成功率为 82.0%，有 9 株未给出鉴定结果，

包括：马尔尼菲青霉、弯孢霉、地丝霉、短帚霉、暗色孢科、根霉和毛壳霉等；41 株给出鉴定结

果的霉菌中，对曲霉属的鉴定正确率达到 100%，种的鉴定正确率达到 97.6% 

结论  VITEK® MS 霉菌试剂盒能快速准确鉴定常见丝状真菌，为丝状真茵的鉴定带来革命性突

破，但对部分丝状真菌的鉴定仍有待于数据库的进一步完善。 

 
 

PU-3867 

多药耐药福氏志贺菌六类抗菌药物获得性耐药基因及载体研究 

 
徐燕 1,张卉 2,郑黎黎 1,刘兴颖 1,杨平玲 1,石家振 3,郭凯 4 

1.日照市中心医院 

2.日照市人民医院,276800 

3.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310000 

4.青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目的   调查一组 20 株多药耐药福氏志贺菌耐药基因及载体存在状况以及菌株间的亲缘关系。 

方法  20 株多药耐药福氏志贺菌分离自 2012 年至 2016 年日照市（5 株）、青岛市（7 株）和杭州

市（8 株）的腹泻病人粪便标本。11 种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为 Kirby-Bauer 法。采用聚合酶链反应

（PCR）及序列分析的方法分析 46 种六类抗菌药物获得性耐药基因和 12 种可移动遗传元件标记

基因。检测结果作样本聚类分析(UPGMA 法) 

结果  20 株多药耐药福氏志贺菌对亚胺培南均敏感,对氨苄西林、复方新诺明、氯霉素和四环素全部

耐药，对其余药物耐药率在 10%到 45%之间。20 株多药耐药福氏志贺菌每株均检出 β-内酰胺酶基

因,其中 blaCTX-M-1 群、blaCTX-M-9 群、blaOXA-1 群检出率分别为 40%、5%、75%；氨基糖苷

类药物的获得性耐药基因 ant(3”)-Ⅰ型检出率为 100%；喹诺酮获得性耐药基因 qnrS 检出率为

5%；磺胺类药物获得性耐药基因 dfrA1、sul1 检出率分别为 100%、10%；氯霉素获得性耐药基因

cmlA 检出率为 10%；四环素获得性耐药基因 tetB 检出率为 95%；可移动遗传元件检出了 traA、

trbC、IS903、ISEcp1、intⅠ1 ,其中 intⅠ1 与 ISEcp1 检出率较高,分别达 100%和 60%。样本聚类

分析可见，20 株多药耐药福氏志贺菌分为 A～J 等十个分类单元，本文菌株的每个克隆均携带了 3

种至 6 种获得性耐药基因和 1 种至 5 种可移动遗传元件标记基因。值得关注的是,本文的 J 克隆中

的 9 号菌株和 12 号菌株均携带了 6 种获得性耐药基因和 5 种可移动遗传元件标记基因,这在国内是

首次发现。 

结论  20 株多药耐药福氏志贺菌对氨苄西林全耐药与菌株携带 blaCTX-M-1 群、blaCTX-M-9 群、

blaOXA-1 群基因相关；对复方新诺明全耐药与菌株携带 dfrA1 和 sul1 基因有关；对四环素全耐药

与菌株携带 tetB 基因有关；可移动遗传元件是获得性耐药基因的载体,本文菌株获得性耐药基因的

高检出率与可移动遗传元件标记基因的高检出率得到了高度一致，从而导致福氏志贺菌出现多药耐

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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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68 

TGF- 1/DNMT3b/miR-200s/miR-221 

调控环路维持 CAF 细胞活性 

 
唐曦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乳腺癌是女性中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癌相关成纤维细胞（CAFs）主要是肿瘤微

环境中占比最大的细胞群体。乳腺癌组织中分离培养的 CAFs 在长期脱离癌细胞的作用下，仍然保

持活化状态和功能特征，暗示 CAF 细胞活化及活性维持是发挥促肿瘤功能的关键。然而其活性维

持的机制少有报道。我们前期发现 CAF 细胞中 TGF-b1、miR-200s、miR-221 和 DNMT3b 与 CAF

活化相关，本研究旨在探索 TGF-b1、miR-200s、miR-221 和 DNMT3b 如何相互作用维持 CAF 细

胞活性。 

方法  基因过表达干扰技术构建 miR-200s、miR-221 及 DNMT3b 过表达及敲除的成纤维细胞；

TGF-b1 细胞因子、qRT-PCR、Western Blot、双荧光素酶实验和甲基化 PCR 检测 TGF-b1、miR-

200s、miR-221 及 DNMT3b 的相互调控；CAF 活化标志物及胶收缩实验验证 CAF 活性。 

结果  CAFs 中，始于癌细胞分泌的 TGF-b1，促进 DNMT3b 表达，DNMT3b 一方面通过甲基化，

促使 miR-200s 转录失活，另一方面促进 CAFs 中 TGF-b1 的表达，从而维持 CAFs 的活化状态，

使其发挥固有的生理功能。同时，miR-200s 表达下调，靶基因 DNMT3b 表达增高，而 miR-221

则直接抑制 DNMT3b，使 DNMT3b 的表达相对平衡。 

结论  TGF-b1、miR-200s、miR-221 和 DNMT3b 形成调控环路，维持 CAF 活性，为药物靶向

CAF 提供理论依据。 

 
 

PU-3869 

2013-2016 年重庆市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科细菌耐药性分析 

 
王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分析重庆地区 2013-2016 年碳青霉烯类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Carbapenem-Resistent 

Enterobacteriaceae，CRE）的分布特点及耐药性变迁，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分析 2013-2016 年重庆市分离出的 4694 株非重复 CRE 菌株的耐药性，采用纸片扩散法或微

量肉汤稀释法对上述菌株做药物敏感性试验，并按 2016 年版 CLSI 标准判断药敏结果。 

结果   2013-2016 年重庆市共分离到 162334 株非重复肠杆菌科细菌，其中 CRE4694 株，检出率

为 2.9%，且随年份增加检出率呈增高趋势，排名前三位的是肺炎克雷伯菌（1748 株，37.2%），

大肠埃希菌（1261 株，25.9%）和阴沟肠杆菌（891 株，19.0%），标本来源前三位的为呼吸道标

本（2521 株，53.7%），尿液标本（798 株，17.0%）和血液标本（282 株，5.7%）。药敏结果显

示，CRE 菌株在常规检测抗菌药物中对阿米卡星的耐药率最低，为 23.2%，其次是环丙沙星和庆

大霉素，耐药率均低于 60%（分别为 55.5%和 56.3%），其余常规检测的抗菌药物耐药率均高于

60%。并且统计近四年 CRE 药物敏感性变迁时发现，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 MIC=16ug/ml 的 CRE

占比逐年升高。 

结论  重庆地区 CRE 菌株检出率较低，但是有缓慢增加的趋势，应引起临床足够重视。此外，应大

力加强地区细菌耐药监测对临床的支撑力度，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强有力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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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70 

某院 2017 年细菌多重耐药监测 

 
张帆,张平,刘微芬 

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655000 

 

目的   了解我院 2017 年临床分离的细菌多重耐药的情况。 

方法   采用美国 BD 公司细菌鉴定仪 phoenix100 ，进行细菌鉴定及药物敏感性试验，药敏结果以

CLSI2013 版标准进行判读。 

结果  共收集 3016 株细菌，其中痰标本展 43.10%，血标本和尿标本分别占 18.70%和 18.30%。细

菌分布:革兰阳性(G+)菌 1004 株(33.29%),革兰阴性(G-)菌 2012 株(66.71%),居前 3 位的细菌分别为

大肠埃希菌(25.90%)、肺炎克雷伯菌(16.88%)和金黄色葡萄球菌(13.80%)；居前 3 位的细菌标本

类型来源分布是痰（43.10%）血液（18.70%）和尿液（18.30%）；ICU 检出前三位致病菌为肺炎

克雷伯菌(26.08%)、金黄色葡萄球菌(12.72%)和大肠埃希菌(11.00%)；多重耐药情况：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细菌（ESBLs）检出率 24.32%，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检出率

41.00%，多重耐药/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CR-AB）检出率 67.80%，多重耐药/泛耐药铜绿假单胞

菌（MDR/PDR-PA)检出率 4.94%，耐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肠杆菌科细菌（CRE）检出率 0.32%。 

结论  源于无菌部位的标本较少，其送检率有待提高；细菌分布以 G-菌为主，应针对可能的病原菌

选取不同的抗菌药物。 

 
 

PU-3871 

福建某基层医院 CRE 碳青霉烯耐药基因分析 

 
李彬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对福建省南平市第二医院分离的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科细菌进行碳青霉烯类基因和其他 β-

内酰胺类耐药基因检测。 

方法  收集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科细菌，采用 Vitek-2 Compact 全自动细菌鉴定/药敏仪器进行细

菌鉴定和药敏试验；采用改良 Hodge 试验对实验菌株进行表型检测；利用 PCR 及测序法对常见的

碳青霉烯类和 β-内酰胺类耐药基因；质粒接合试验检测碳青霉烯类耐药基因是否具有可转移性。 

结果   共收集到 4 株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科细菌，呈多重耐药性。2 株改良 Hodge 试验阳性。试

验菌株均检出碳青霉烯类耐药基因（NDM-1，IMP-8，或 VIM-2），并同时携带有其他 β-内酰胺类

基因；4 株细菌中有 3 株的碳青霉烯类耐药基因接合成功。 

结论  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科细菌已在福建基层医院出现，并具有一定传播性，应引起相关主管

部门的注意，以防耐药菌的流行。 

 
 

PU-3872 

泛耐药的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感染危险因素分析 

 
徐绣宇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探究我院泛耐药的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感染的宿主独立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收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14-2017 年感染泛耐药的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

菌的住院患者电子病历信息，以病例-病例-对照研究方式分析患者感染泛耐药的碳青霉烯耐药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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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伯菌的独立危险因素。其中，病例组——泛耐药的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感染组 104 例，

病例组——碳青霉烯敏感肺炎克雷伯菌感染组 122 例，对照组——无肺炎克雷伯菌感染组 115

例。收集患者信息包括：基本信息（年龄、性别、科室等）、基础疾病、侵入性操作、抗生素使

用、临床转归等。采用 SPSS21 软件进行危险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 P<0.1 的变量纳入 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模型，得到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联用抗生素（OR=49.806，95%CI=1.488-1667.185）、碳青霉烯使用天数（OR=1.082，

95%CI=1.011-1.159）是感染泛耐药的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的独立危险因素。转院

（OR=1.937，95%CI=1.024-3.662）、年龄（OR=1.024，95%CI=1.002-1.046）是感染碳青霉烯

敏感肺炎克雷伯菌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感染泛耐药的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与患者使用多种抗生素，以及患者使用碳青霉烯类

抗生素的时间有关。因此，减少抗生素滥用、控制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使用可能是减少泛耐药的碳

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流行的重要手段。 

 
 

PU-3873 

头孢吡肟异质性耐药的铜绿假单胞菌血流感染机制 

和流行病学研究 

 
贾晓炯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异位性耐药广泛存在于各种细菌和真菌中，但铜假单胞菌血流感染对头孢吡肟的异质性耐药

（FEP-HR）尚未见相关报道。 

方法  利用纸片扩散法和 E-test 法来分析铜绿头孢吡肟异质性耐药的流行程度；采用改良群体生长

实验（PAP）以及时间杀伤曲线(Time-killing Curve)确证异质性耐药现象；PCR 和定量实时 PCR

（qRT-PCR）用于 FEP-HR 相关机制研究。采用相关耐药基因扩增和克隆相关性分析进行流行病

学研究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和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 FEP-HR 的铜假单胞菌进行危险因素统计分析。 

结果  在 2011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我院约有 57.3%（110/192）的非重复的铜绿菌血症

被鉴定为 FEP-HR 表型。此外，头孢吡肟的异质性耐药率呈现逐年增高趋势。相关机制分析表明，

AmpC 的过度表达可能与 FEP-HR 的发生有关。老年、胰胆道病、肠外营养，以及既往头孢菌素治

疗，被认为是 FEP-HR 铜绿假单胞菌血流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此外，分子流行病学还提示这些临

床分离株存在克隆多样性。 

结论  我们的这些研究结果可能有助于降低患者感染 FEP-HR 铜绿假单胞菌血流感染的风险，并为

抗生素管理策略提供流行病学的理论依据。 

 
 

PU-3874 

艾滋病合并马红球菌感染患者临床实验室检测特点分析 

 
李正伦 

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 

 

目的  探讨艾滋病患者合并感染马红球菌的实验室检测生物学特点，为临床诊断及治疗提供实验室

依据 

方法  对 17 例艾滋病（AIDS）合并马红球菌感染病人的呼吸道样本进行分离培养和药物敏感实

验，全血样本进行 T 淋巴细胞亚群检测，结合实验室资料及相关病历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马红球菌培养前其呼吸道样本经过消化处理后能明显抑制杂菌生长，其菌体形态多为球形或

球杆形，菌落特点为黏液型菌落。 合并马红球菌感染的患者的 CD4+T 细胞计数和 CD4+/CD8+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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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较单纯 HIV 感染患者低（P< 0.05）。药敏实验中马红球菌对青霉素、红霉素和磺胺都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耐药 

结论  马红球菌感染与患者细胞免疫状态密切相关，特别对于艾滋病患者感染率明显增高，可进一

步促进免疫系统损害。其对 N-乙酰-L 半胱胺酸-氢氧化钠具有抵抗特性—耐碱性，在有发热和下呼

吸道感染症状的艾滋病病人呼吸道样本中较易检出，对于部分抗生素已经出现耐药性，及时有效的

实验室检测对于指导临床诊断和合理用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PU-3875 

碳青酶烯耐药阴沟肠杆菌的耐药机制和分子流行病学调查 

 
贾晓炯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探究重庆医科大学附属一院碳青酶烯耐药阴沟肠杆菌（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 

cloacae, CR-ECL）的耐药机制和分子流行病学特点。 

方法  2012 年 2 月至 2016 年 2 月共收集 138 株碳青酶烯耐药阴沟肠杆菌，采用梅里埃 VITEK2 对

12 种抗生素进行 MIC 检测；PCR 对碳青霉烯酶、超广谱 

β-内酰胺酶、喹诺酮、氨基糖苷等耐药基因进行扩增；转化和接合实验对耐药基因的转移性进行分

析；采用 PCR-mapping 对 NDM-1 和 IMP-8 耐药基因进行基因环境分析；多位点序列分型

(MLST)、脉冲场凝胶电泳(PFGE)、Diversilab 进行分子流行病学调查；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分析

对产 NDM-1 的菌株进行危险因素分析。 

结果  138 株 CR-ECL 对碳青酶烯、头孢类、喹诺酮、氨基糖苷等抗生素多表现耐药，对替加环

素、多粘菌素等多表现敏感；约 19.5%（27 株）为产碳青酶烯酶菌株，其中 21 株为 NDM-1 表

达，我们首次发现共产 NDM-1 和 IMP-8 的碳青酶烯耐药阴沟肠杆菌；通过基因环境分析可知，

NDM-1 中存在高度保守序列（blaNDM-1-bleMBL-trpF-tat）可能与其转移性有关，而可移动元件 IS26, 

intI1 和 tniC 也介导了 IMP-8 的传播；分子流行病学显示我们首次报道了产 NDM-1 阴沟肠杆菌

ST88 的院内爆发；转院病人、机械通气、先前使用碳青酶烯是碳青酶烯耐药阴沟肠杆菌的独立危

险因素。 

结论  我院收集到的 CR-ECL 均为多重耐药菌株，2015 年下半年存在小规模的 NDM-1 爆发，应加

强我院耐药菌株的监管工作，从而减少碳青酶烯耐药菌株的出现。 

 
 

PU-3876 

2012-2016 年医院 HIV/AIDS 患者病原菌分布及耐药趋势分析 

 
张米 

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 

 

目的  研究 HIV/AIDS 患者机会性感染病原菌分布及耐药特点，指导临床用药 

方法   收集 2012-2016 年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收治的 HIV/AIDS 患者样本培养和细菌药敏实验结

果，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共收集病原菌 1351 株，真菌 531 株（39.3%），主要为马尔尼菲青霉菌、白假丝酵母菌、

新生隐球菌。革兰阴性杆菌 516 株（38.2%），依次为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伤寒沙门菌。

革兰阳性菌 304 株（22.5%），常见为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链球菌。大肠埃希菌对阿莫西林/克

拉维酸、氨苄西林、哌拉西林、左氧氟沙星、头孢吡肟，在各年份耐药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肺炎克雷伯菌对阿米卡星、氨曲南、哌拉西林、复方新诺明、头孢吡肟，伤寒沙门菌在哌

拉西林、环氧沙星、头孢曲松，在各年份耐药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金黄色葡萄球菌

只在复方新诺明，在各年份耐药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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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云南省 HIV/AIDS 患者常见机会性感染细菌对多数药物在各年份耐药率基本保持不变，而少

数药物的耐药率有下降趋势，且存在多重耐药现象 

 
 

PU-3877 

云南省 513 例 HIV/AIDs 患者原发性整合酶基因型耐药突变情况

分析 

 
刘家法 

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 

 

目的  了解云南省原发性整合酶基因突变及相关耐药情况，为整合酶抑制剂（Integrase Inhibitor, 

INIs）抗病毒治疗方案的纳入及调整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收集 2015 至 2016 年云南省 14 个地州（市）经 HIV 确认实验确证且未接受过含 INIs 抗病

毒治疗的 HIV/AIDs 的基本资料，随机抽取其冻存血浆 531 份。采用反转录/巢式聚合酶链式反应扩

增病毒 gal-pol 基因区并进行序列测定，用 HIV 耐药数据库（hivdb.stanford.edu）查询是否存在 IN

区耐药突变位点并分析其耐药程度。 

结果  531 例未经 INIs 抗病毒治疗的患者扩增成功 513 例，其中男性 306 例（59.6%），女性 207

例（40.4%）；年龄范围 15～80 岁；主要以中青年 92.2%（472/513），汉族 75.8%（389/513）

和已婚 84.2%（432/513）病例为主，主要感染途径为异性传播。在扩增成功的样本中，5.7%

（29/513）的患者存在原发 IN 基因突变，1.8%（9/513）的患者表现出对 INIs 耐药，包括 1.2%

（6/513）高度耐药，0.6%（3/513）中度耐药以及 1.4%（7/513）低度耐药。全部 INIs 耐药患者

均属于交叉耐药，其中部分交叉耐药率为 55.6%（5/9），完全交叉耐药率 44.4%（4/9）。本次研

究共检出 10 个 IN 区主要突变位点，其中 T66A, E92A/G, G118R, E138A/K, G140A, Y143S, 

P145S, P145S 和 Q148H 等 9 种主要突变类型引起 INIs 不同程度耐药；共检出 8 个 IN 次要突变位

点，A128T 出现频率最高 1.8%（9/513），引起 INIs 耐药的次要突变位点是 S153F 和 G163R。 

结论  云南省存在原发性 INIs 基因突变且变异位点具有多样性和特异性，INIs 耐药情况复杂不容忽

视，应加强该省边境地区患者的 IN 区耐药检测，根据具体的耐药情况合理纳入或调整 INIs 的用药

方案。 

 
 

PU-3878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GM 试验对非粒细胞缺乏患者 

侵袭性肺曲霉菌感染的早期诊断价值 

 
周建林,曹颖平,王梅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50000 

 

目的  探讨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半乳甘露聚糖(GM)试验对非粒细胞缺乏患者侵袭性肺曲霉

菌感染(IPA)的早期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到 2017 年 10 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与呼吸科怀疑 IPA

的患者 199 例，排除粒细胞缺乏。根据 EORTC∕MSG 共识分为 IPA 组和非 IPA 组。分别采集两组

患者的 BALF 和血清行 GM 试验。用 SSPS20.0 统计学软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IPA 组中的 BALF 和血清 GM 指数（I）值均显著高于非 IPA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IPA 组中的 BALF GM I 值高于同组的血清 GM I 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当 I≥0.5 为阳性阈值时，BALF GM 检测的敏感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均高于

血清 GM 试验，仅特异性低于血清 GM 试验；当 I≥1.0 为阳性阈值时，BALF GM 检测的敏感度、

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仍都高于血清 GM 试验，而特异度方面两者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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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非粒细胞缺乏的 IPA 患者中，BALF GM 检测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优于血清 GM

试验，在其早期诊断中具有重要价值。 

 
 

PU-3879 

艾滋病合并马尔尼菲篮状菌病的研究进展 

 
高丽 

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 

 

目的  马尔尼菲篮状菌病是一种由马尔尼菲篮状菌引起的深部真菌病，易发生于免疫功能缺陷和免

疫功能障碍的人群。随着艾滋病病人的逐渐增多，马尔尼菲篮状菌的感染率也随之增高。本文从马

尔尼菲篮状菌病的流行病学、致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综述了马尔尼菲篮状菌病的研究进

展。 

方法  马尔尼菲篮状菌病是一种由马尔尼菲篮状菌引起的深部真菌病，易发生于免疫功能缺陷和免

疫功能障碍的人群。随着艾滋病病人的逐渐增多，马尔尼菲篮状菌的感染率也随之增高。本文从马

尔尼菲篮状菌病的流行病学、致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综述了马尔尼菲篮状菌病的研究进

展。 

结果  马尔尼菲篮状菌病是一种由马尔尼菲篮状菌引起的深部真菌病，易发生于免疫功能缺陷和免

疫功能障碍的人群。随着艾滋病病人的逐渐增多，马尔尼菲篮状菌的感染率也随之增高。本文从马

尔尼菲篮状菌病的流行病学、致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综述了马尔尼菲篮状菌病的研究进

展。 

结论  马尔尼菲篮状菌病是一种由马尔尼菲篮状菌引起的深部真菌病，易发生于免疫功能缺陷和免

疫功能障碍的人群。随着艾滋病病人的逐渐增多，马尔尼菲篮状菌的感染率也随之增高。本文从马

尔尼菲篮状菌病的流行病学、致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综述了马尔尼菲篮状菌病的研究进

展。 

 
 

PU-3880 

1373 株艾滋病病人酵母样真菌感染分布及药物敏感性分析 

 
高 

专科医院 

 

目的  了解我院艾滋病病人酵母样真菌感染的种类、分布和耐药情况，为临床经验治疗提供用药依

据 

方法  回顾分析 2009-2017 年我院 AIDS 住院病人酵母样真菌菌株 1373 株的菌株种类、分布和药

物敏感性。 

结果  白色假丝酵母菌共 781 株（56.88%），其次是新型隐球菌 330 株（24.03%）。1373 株酵母

样真菌在不同年龄分段具有统计学差异(X2=263.1,P=0.000<0.05)。1020 株常见念珠菌对唑类药物

的耐药率较高，对两性霉素 B 和 5-氟胞嘧啶的耐药率均比较低；对氟康唑、伏立康唑、两性霉素 B

和伊曲康唑的药物敏感程度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对 5-氟胞嘧啶（P>0.05）无统计学差

异。330 株新型隐球菌对氟康唑的耐药率为 4.24%，对两性霉素 B 的耐药率为 0.3%。 

结论  AIDS 病人酵母样真菌机会性感染以白色假丝酵母菌为多见，酵母样真菌对 5-氟胞嘧啶和两

性霉素 B 的耐药率低，可作为首选的治疗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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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81 

厦门地区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临床特征与药敏分析 

 
庄新国 1,孙瑶 2,马晓波 1,张加勤 1 

1.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目的  分析我院鲍曼不动杆菌的临床特征及其耐药变迁情况，为临床抗生素治疗和医院感染控制提

供依据 

方法  对 2013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的分离的 1325 株鲍曼不动杆菌的进行分析，细菌的鉴定采用

Vitek-2 Compact 全自动分析系统，药敏检测采用 VITEK-2 AST-GN13 药敏卡上机检测和纸片扩散

试验 

结果  研究发现，鲍曼不动杆菌主要来自 ICU 和儿科住院患者，以 50 岁以上中老年人多见，占

73.9%，此外，在≤1 岁婴儿 90 名，占 6.7%；；鲍曼不动杆菌对头孢唑啉、头孢替坦、呋喃妥因

耐药率均高于 90%；联合酶抑制剂使用的氨苄西林/舒巴坦的耐药率要低于氨苄西林；其中 2017

年鲍曼不动杆菌对氨苄西林、哌拉西林、氨苄西林/舒巴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他啶、妥布

霉素、四环素的耐药率相对于 2013 年上升 10%以上；但发现，鲍曼不动杆菌对替加环素的耐药率

有下降趋势 

结论  鲍曼不动杆菌的主要来自老年患者，多为住在 ICU 病房，需长期卧床住院或内置导管，并且

大量使用广谱抗生素患者；本地区鲍曼不动杆菌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耐药率，与其他地区相比，

处于较低水平，地区差异较大，其对氨曲南保持较高的耐药；在 5 年中，鲍曼不动杆菌对大部分临

床常用药物耐药率都有上升，应引起医院各方面的注意 

 
 

PU-3882 

脑膜败血伊丽莎白菌血流感染 2 例 

 
蒋杰,尚昊禹,白璐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脑膜败血伊丽莎白菌(Eliabethkingia menin-gosepticum) 隶属于黄杆菌目，为革兰阴性杆菌。

存在于医院各种环境中，是条件致病菌，可引起新生儿脑膜炎，也可引起免疫低下成人肺炎、败血

症、心内膜炎等。同时该菌是潜在的医院内感染传染源。通过对我院 2017 年来两例病例分析，了

解其生物学活性，最终使临床能够对该感染早期诊断、合理使用抗生素。 

方法  微生物检查：无菌操作静脉采血分别注入厌氧和需氧血培养瓶，用血培养仪培养。瓶盖消毒

后，采集阳性培养液，革兰染色、镜检，同时接种在血平板，巧克力平板，中国蓝平板温箱培养

24h 观察细菌生长情况；镜检发现革兰阴性杆菌，培养基培养出形成直径 1.0 一 1.5mm 的菌落 ,半

透明,圆形,边缘整齐。 

结果  全自动血培养仪( 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48h 厌氧瓶报阳性，需氧瓶 7d 未报阳性；涂片革兰染

色，镜检可见革兰阴性杆菌，培养 48h 后血琼脂上形成灰白色小菌落。 Compact-MS 飞行质谱仪

鉴定结果：脑膜败血伊丽莎白菌（99﹪）。 

结论  两个病例的体外药敏试验不尽相同，但使用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治疗取得较好效果。该菌对各

种抗菌药物的敏感性多变，经验性用药效果不佳。临床上对于存在高危因素的患者怀疑脑膜败血伊

丽莎白菌感染时，应及时采集标本送检，根据药敏结果合理选用抗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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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83 

益生菌预防成人艰难梭菌相关性腹泻的 Meta 分析 

 
李可可,魏莲花 

甘肃省人民医院,730000 

 

目的  系统评价益生菌在预防成人艰难梭菌相关性腹泻的临床疗效。 

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EMBASE、Cochrane、Web of Science、CBM、万方数据库、维普

资讯网以及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纳入益生菌在预防成人艰难梭菌相关性腹泻（Clostridium difficile-

associated diarrhea ,CDAD)的随机对照试验（RCT），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共有 14 项符合纳入标准的随机对照试验，包括 5033 名患者，其中干预组 2652 例，对照组

2381 例。Meta 分析结果显示，预防性使用益生菌可降低 CDAD 的风险[(RR =0.50,95％CI 0.32-

0.79;I2=28.6％)]。亚组分析发现益生菌高剂量[RR=0.34,95% CI(0.19-0.61)，P=0.001]、混合菌种

[RR=0.33，95%CI(0.17-0.63)，P=0.001]与对照组相比，均具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辅助性益生菌的应用能够有效预防成人艰难梭菌相关性腹泻的发生。但受纳入研究数量较少

与研究质量的参差不齐的影响，本结论尚需要开展更多高质量、大样本的研究予以证实。 

 
 

PU-3884 

艾滋病合并都柏林沙门菌感染的情况分析 

 
樊红丽 

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 

 

目的  探索艾滋病合并都柏林沙门菌感染的临床特征、治疗及转 

方法  收集本院 2011 年 1 月-2017 年 6 月确诊艾滋病且确诊都柏林沙门菌感染患者的基本特征、临

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疾病治疗和转归等。 

结果   18 例艾滋病合并都柏林沙门菌感染的患者中，男性 15 例，女性 3 例，平均年龄

（38.33±10.88）岁。多合并有马尔尼菲青霉菌、乙肝、丙肝等其他机会性感染；主要临床表现为

发热、畏寒和寒战；主要发生在 CD4 T 淋巴细胞计数<100/ul 的患者；都柏林沙门菌对喹诺酮类、

三四代头孢、磺胺和青霉素复合制剂均表现高度敏感性；治疗方法主要采用敏感的抗菌药物进行治

疗，有脓肿的患者外加外科穿刺引流脓肿液，同时使用对都柏林沙门菌敏感的抗菌药物进行治疗，

治疗时间为 16-35 天，18 例患者经过治疗后治疗好转出院的有 14 人。 

结论   都柏林沙门菌感染艾滋病患者主要感染 CD4+ T 淋巴细胞计数<100/ul 的患者，临床表现相

对不特异，微生物学培养检出病原菌为诊断的标准，恰当的抗感染治疗加上适时的抗艾滋病病毒治

疗是本病的治疗原则。 

 
 

PU-3885 

43 株低水平利奈唑胺耐药粪肠球菌的耐药机制研究 

及分子流行病学特征 

 
夏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利奈唑胺是恶唑烷酮类抗菌药物的主要代表，是耐药革兰阳性球菌感染的治疗的新选择,本文

旨在探讨重庆地区临床分离株低水平利奈唑胺耐药粪肠球菌的耐药机制及流行病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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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014 年 8 月至 2017 年 6 月期间，我们共收集 1120 份非重复粪肠球菌分离株。通过仪器法

(Vitek-2 Compact)筛选利奈唑胺耐药粪肠球菌，微量肉汤稀释法确认其 MIC 值，通过 PCR 扩增所

有利奈唑胺耐药粪肠球菌（LRE）筛查 optrA，cfr 基因携带情况，对 optrA，cfr 基因、23S rRNA 

V 区和核糖体蛋白 L3 和 L4 阳性扩增产物测序确定突变位点。 

结果  共筛选到 43 株非重复的利奈唑胺耐药粪肠球菌（MIC：8-16mg/L），43 株利奈唑胺耐药粪

肠球菌均携带外排泵基因 optrA，未检测出 23S rRNA 的 V583 区突变和 cfr 基因，有 4 株 L3 基因

的氨基酸序列存在 S113L 替代导致氨基酸序列改变；有 31 株 L4 基因的氨基酸序列存在 T35A、

I98V 和 N79D 替代以及 Q103 缺失导致氨基酸序列改变。19 株 optrA 基因的部分氨基酸序列与粪

肠球菌 E349 不一致，存在 E60K 和 G197D 替代导致氨基酸序列改变，发现新的氨基酸替代位点

包括 E60K 和 G197D。MLST 分析显示 43 个 LRE 分离株属于 20 种序列类型（ST），ST16 是最

多的类型（14/43），这些菌株之间没有克隆相关性，首次发现了八种新序列类型（ST823 至

S830）和一种新等位基因（gki95）。 

结论  所有利奈唑胺耐药粪肠球菌分离物均存在 optrA 基因，或与核糖体蛋白 L3 和 L4 中的突变组

合存在，但 optrA 基因变异体与利奈唑胺 MIC 值变化相关性不强。利奈唑胺耐药粪肠球菌中 optrA

基因的高携带率表明它可能是利奈唑胺低水平耐药的重要标志物。 

 
 

PU-3886 

金黄色葡萄球菌表面蛋白表达基因 ebh 检测及分子流行特征 

 
李可可,魏莲花 

甘肃省人民医院,730000 

 

目的  调查金黄色葡萄球菌细胞外基质结合蛋白表达基因 ebh 的分布及对细菌耐药性的影响。 

方法  随机收集甘肃省人民医院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7 月住院患者非重复标本中分离鉴定的金黄

色葡萄球菌共 84 株。采用头孢西丁纸片扩散法及 PCR 法检测 mecA 基因以筛选 MRSA 株；选取

MRSA 与 MSSA 各 24 株，PCR 法结合基因测序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携带 ebh 基因情况进行分析；

运用脉冲场凝胶电泳(PFGE)分型对其阳性株进行基因分型；采用纸片琼脂扩散法药敏试验分析

ebh 阳性及阴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 

结果  金黄色葡萄球菌 ebh 基因总携带率为 39.6％(19/48)。其中 MRSA 的 ebh 基因携带率为 45.8

％(11/24)； MSSA 携带率为 33.3％(8/24)。ebh 阳性株 PFGE 分型为 3 型，其中以 A 型为主。

ebh 基因阳性组对目前临床常用的抗菌药物的耐药性高于 ebh 基因阴性组 

结论  ebh 基因可能是导致金黄色葡萄球菌具有持续感染能力的关键因子之一，其可能影响金黄色

葡萄球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 

 
 

PU-3887 

一种具有聚集诱导发光特性的新型荧光探针 

在真菌活性鉴别中的应用及其响应机制研究 

 
葛小雪,司徒博,郑磊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真菌感染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随着器官移植、恶性肿瘤、艾滋病、造

血干细胞移植以及慢性肺部疾病等免疫功能受损人群的不断增多，皮质类固醇激素、免疫抑制剂以

及放化疗药物的广泛应用，真菌感染的发病率正迅速上升。快速鉴别真菌的活性状态对真菌性疾病

的诊断、治疗及预后判断等具有重要意义。对此，我们设计、合成了一种具有聚集诱导发光特性的

新型荧光探针 SGL05，探讨将其用于真菌活性鉴别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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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设计、合成 SGL05 并通过分析紫外吸收/荧光光谱、晶体结构及理论计算等表征结果探讨

SGL05 的光物理性质；观察 SGL05 在不同活性状态真菌菌体中的分布情况，验证其聚集的亚细胞

结构；探讨其在活性不同真菌菌体中出现荧光强度差异的机制。 

结果  SGL05 具有典型的聚集诱导发光特性、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及光稳定性，并且其在水中荧光背

景极低。其对真菌活性状态具有快速的荧光响应能力：SGL05 在有活性真菌菌体中荧光强度极

弱，但在无活性真菌菌体中则能发射出强烈的黄色荧光，并且作用时间仅需要 1 分钟。 

结论  SGL05 的这种对真菌菌体活性敏感、一步法及荧光“turn-on”的性质使其极有望发展成为一种

新型的基于荧光探针的快速真菌药敏试验新技术，从而指导临床精准用药。 

 
 

PU-3888 

2013 年—2017 年大连地区泌尿系统感染病原菌的分布 

及耐药趋势分析 

 
王晓楠 1,侯艳艳 2 

1.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6000 

2.大连医科大学 

 

目的  通过对泌尿系统感染病原菌的分布以及耐药趋势分析，指导医生正确的诊断、治疗、合理的

使用抗菌药物，提高患者的治愈率。 

方法  选取 2013—2017 年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符合条件的尿路感染患者 8104 例为研究对

象，统计各实验结果，运用统计软件分析病原菌各项分布状况及耐药性的变化趋势。 

结果   1.尿路感染以肾内科（28.2%）和重症医学科（24.7%）最显著。2.病原菌以革兰阴性杆菌最

多见（63.6%），其中大肠埃希杆菌的检出率最高（29.4%）；革兰阳性球菌检出率位居第二

（26.1%），以屎肠球菌（16.2%）和粪肠球菌（3.5%）最常见。3.革兰阴性杆菌对氨苄西林、环

丙沙星的耐药率最高，革兰阳性球菌对青霉素、红霉素、氨苄西林高度耐药，五年 KPN 耐 CSL、

FEP、MEM、CEN、LVX 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ABA 耐 CSL 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0.05）。4.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变化不大，KPN 由 67.3%下降到 31.1%。耐碳青霉烯类 CRE

由 3.9%上升到 17.1%，其他耐药菌株变化不大（P>0.05）。 

结论  1 本地区尿路感染的主要科室是肾内科和重症医学科；2 尿路感染以革兰阴性杆菌最常见，以

大肠埃希菌为主；3.革兰阴性杆菌对青霉素类、氨基糖苷类、一二代头孢菌素表现为高度耐药，革

兰阳性球菌对青霉素、红霉素耐药性最高。4.五年期间产 ESBLs 的 KPN 逐年减少，耐碳青霉烯酶

CRE 显著升高，其他变化不大。 

 
 

PU-3889 

肺炎克雷伯菌多粘菌素耐药机制研究 

 
林婕 1,侯渊博 2,卢鸿 1,曹建明 3,陈栎江 1,孙瑶 1,周铁丽 1 

1.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 

3.温州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 

 

目的  探讨肺炎克雷伯菌对多粘菌素的耐药机制。 

方法  对临床分离的 3 株多粘菌素耐药肺炎克雷伯菌（FK1149、FK1920 和 FK1934）和 3 株体外

诱导多粘菌素耐药肺炎克雷伯菌（FK660R、FK713R 和 FK729R），通过 PCR 检测多粘菌素耐药

相关基因，包括 pmrAB、phoPQ、mgrB、crrAB、mcr-1 和 mcr-2；采用 PROVEAN 平台预测耐

药相关蛋白质的生物功能改变情况；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pmrH、pmrC、mgrB 和 phoP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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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的相对表达量；SDS-PAGE 银染试验检测 3 株临床分离的多粘菌素耐药菌株中是否存在脂多糖

（LPS）缺失现象；同时通过接合转移试验检测是否存在耐药性转移的可移动性元件。 

结果  本研究检测到多粘菌素耐药株中存在 PmrA（G53V）、PmrB（T157P 和 R256G）、MgrB

（F44C）和 CrrB（E189K）等多种有义突变，在 FK713R 和 FK729R 中分别检测到 ISkpn14 和

IS5like 插入序列；所有耐药菌株中均未检测到 mcr 基因；与对照菌株相比，所有临床多粘菌素耐

药菌株和诱导多粘菌素耐药菌株中 pmrH 和 pmrC 基因的表达量均增加，phoP 和 mgrB 的表达水

平也发生了变化；临床耐药株中不存在 LPS 缺失现象。 

结论  本研究中，pmrAB 或 mgrB 基因突变引起的 LPS 修饰是肺炎克雷伯菌对多粘菌素耐药的主要

机制；首次在临床分离的肺炎克雷伯菌中检测到可能与多粘菌素耐药相关的 PmrA（G53V）、

MgrB（F44C）和 CrrB（E189K）突变。 

 
 

PU-3890 

G 试验和 GM 试验在肾移植患者侵袭性真菌感染中的诊断价值 

 
寇秦洁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410000 

 

目的  探讨 G 试验、GM 试验在肾移植患者术后侵袭性真菌病（IFD）的临床诊断价值。 

方法  统计分析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2017 年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患者 194 例,根据侵袭性真菌病诊

断标准和排除标准，将研究对象分为确诊 IFD79 例，拟诊 IFD19 例，排除 IFD96 例，对其血浆

（1,3）-β-D-葡聚糖抗原成分及半乳甘露聚糖抗原成分进行定量检测，根据检测结果，计算特异

度、灵敏度、PPV、NPV 等指标，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进而对 G 试验、GM 试验及其联合

诊断进行诊断效能分析。 

结果  G 试验诊断灵敏度为 92.4%,特异度为 80.2%，PPV 为 79.3%、NPV 为 92.8%、诊断效率为

73.4%；GM 试验诊断灵敏度为 13.9%,特异度为 83.3%,PPV 为 40.74%、NPV 为 54.1%、诊断效

率为 56%；G 试验和 GM 试验联合检测时，特异度为 96.8%，灵敏度为 94.2%，对侵袭性真菌病

的整体诊断效能提高。 

结论  G 试验、GM 试验对肾移植术后侵袭性真菌病具有一定的临床诊断价值，二者联合检测还可

提高对侵袭性真菌病的诊断效能。 

  
 

PU-3891 

湖南地区新型隐球菌的基因分型及临床特点分析 

 
李艳冰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了解湖南地区临床分离新型隐球菌的基因型，分析主要临床特点及体外药物敏感性，为新型

隐球菌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湖南地区临床分离 99 株新型隐球菌，采用单引物 M13 的 PCR-fingerprinting 技术对菌

株进行分子型别鉴定；采用微量肉汤稀释法测定体外药物敏感性；同时回顾性分析患者一般资料、

基础疾病、临床症状及预后情况等临床信息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99 株新型隐球菌共检出 VNⅠ型 96 株（96.74%），VNⅡ型 1 株和 VGⅠ型 2 株；体外药物

敏感性试验显示对 5 种抗真菌药的敏感性均＞90%；新型隐球菌感染的免疫力受损人群占比高于免

疫力正常人群。 

结论  湖南地区临床分离新型隐球菌以新生隐球菌 VNⅠ型为主。体外药物敏感性试验显示有少量

耐药菌株的存在。免疫力受损人群更易被侵袭感染，且有更高的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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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92 

基于群体感应淬灭机制干扰铜绿假单胞菌致病性 

和耐药性的实验研究 

 
张晓兵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00000 

 

目的  以群体感应淬灭机制干扰铜绿假单胞菌致病性和耐药性，揭示铜绿假单胞菌致病性和耐药性

与群体感应的关系。 

方法  AiiA 蛋白能特异性降解群体感应信号分子 AHL，以 aiiA 为目的基因构建穿梭载体并转化

PAO1，分析转化前后 PAO1 aiiA 表达、AHL 含量、细菌生长情况、毒力因子的变化、生物被膜形

成能力以及对常规抗菌药物抑菌圈直径的变化。 

结果   aiiA 基因克隆至穿梭载体并转化至 PAO1,结果显示 AiiA 蛋白在 PAO1 中正确表达。分析转

化前后 PAO1 的变化，结果发现： 

（1）表达 AiiA 蛋白的 PAO1，AHL 信号分子的含量显著性降低； 

（2）表达 AiiA 蛋白的 PAO1 生长没有受到影响； 

（3）表达 AiiA 蛋白的 PAO1 毒力因子的含量明显降低：①弹性蛋白酶活性降低；②绿脓素含量显

著性降低，随时间增加没有明显变化；③外毒素 A 含量显著性降低；④鼠李糖含量显著性降低⑤

aprA、toxA、LasB 三种毒力因子 mRNA 转录水平明显受到抑制。 

（4）表达 AiiA 蛋白的 PAO1，群游运动明显受到抑制。 

（5）表达 AiiA 蛋白的 PAO1，生物膜形成受到影响：生物膜结构明显受到抑制，且膜内细菌数量

大大降低； 

（6）表达 AiiA 蛋白的 PAO1 菌株（aiiA/PAO1）与野生型株（PAO1）和空载体转化对照株

（ pMEKM12/PAO1 ） 相 比 ： 实 验 所 用 抗 生 素 对 aiiA/PAO1 抑 菌 圈 直 径 较 PAO1 、

pMEKM12/PAO1 均有扩大，扩大范围从 1.17 倍到 1.46 倍间。 

（7）临床分离株转化前后抗生素敏感性结果：10%抗生素药敏结果为耐药保持不变，56.7%抗生

素药敏结果为敏感保持不变，但抑菌圈直径都扩大；20.0%抗生素药敏结果为耐药变为中介，6.7%

抗生素药敏结果为耐药变为敏感，6.7%抗生素敏感结果为中介变为敏感。 

结论  （1）AiiA 蛋白表达的 PAO1，AHL 信号分子显著性降低，生长不受影响，但细菌致病性却

显著性降低，而且 PAO1 生物膜形成受到影响。这说明铜绿假单胞菌致病性和生物膜的形成与群体

感应有关。 

（2）AiiA 蛋白表达的 PAO1 对常用抗生素抑菌圈直径扩大，这表明铜绿假单胞菌耐药性与群体感

应系统有关。 

 
 

PU-3893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modulated by lincRNACox2 in 
macrophages infected by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Hongchao Pan,Zhong Chen,Lehua Cheng 

SimpleGene Clinical Labratory Limited 

 
Objective Long intergenic non-coding RNAs (lincRNAs) are long non-coding transcripts (>200nt) 
from the intergenic regions of annotated protein-coding genes. LincRNA-Cox2 has been reported 
is an early-primary response gene controlled by nuclear factor-kB (NF-kB) signaling in 
macrophages. 
Methods Functionally, lincRNA-Cox2 is required for the activaction of NF-kB to regulate 
inflammatory responses induced by genes stimulated by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In this 
study, inflammatory response factors such as TNF-α, IFN-γ, IL-6, Cox2, iNOS and NF-kB, Sta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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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macrophages induced by Mtb determined by ELSIA, qRT-PCR and 
western blot 
Results Inflammatory response factors such as TNF-α, IFN-γ, IL-6, Cox2, iNOS and NF-kB, 
Stat3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macrophages induced by Mtb. 
Conclusions Indicated that a new regulatory function for NF-kB induced by lincRNACox2 for the 
transcription of inflammatory response genes in macrophages through the modulation of 
epigenetic chromatin remodeling 
 
 

PU-3894 

2016 年医院感染大肠埃希菌耐药表型调查分析 

 
郑港森,李珣,林贵兰,逯晓辉,洪国粦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医院感染大肠埃希菌的耐药表型分布，更好的掌握医院感染大肠埃希菌耐药模式的流行

情况 

方法  采用 BioMerieux VITEK2 Compact 全自动细菌鉴定及药敏分析系统对菌株进行鉴定和药敏检

测，并用 Excel 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2016 年临床分离的大肠埃希菌 851 株，其中尿液 425 株占 49.9%，全血 157 株占 18.4%，

体液 132 株占 15.5%，痰液 50 株占 5.9%；四环素类抗生素共有 4 种耐药表型，以四环素（R/I）

替加环素（S）为主；喹诺酮类（环丙沙星和左氧氟沙星）4 种，环丙沙星（R/I）左氧氟沙星

（R/I）和环丙沙星（S）左氧氟沙星（S）为主；氨基糖苷类（庆大霉素、妥布霉素和阿米卡星）

有 6 种耐药表型，庆大霉素（S）妥布霉素（S）阿米卡星（S）和庆大霉素（R/I）妥布霉素

（R/I）阿米卡星（S）耐药表型为主；酶抑制剂复合物（氨苄西林、阿莫西林/克拉维酸、氨苄西

林/舒巴坦和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共有 5 种，主要是氨苄西林（R/I）阿莫西林/克拉维酸（S）氨苄

西林/舒巴坦（R/I）哌拉西林/他唑巴坦（S）耐药表型；β-内酰胺类抗生素（氨苄西林、头孢呋

辛、头孢噻肟、头孢他啶、头孢吡肟、氨曲南、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共有 11 种耐药表型，以氨

苄西林（R/I）头孢呋辛（S）头孢噻肟（S）头孢他啶（S）头孢吡肟（S）氨曲南（S）亚胺培南

（S）美罗培南（S）和氨苄西林（R/I）头孢呋辛（R/I）头孢噻肟（R/I）头孢他啶（S）头孢吡肟

（S）氨曲南（S）亚胺培南（S）美罗培南（S）为主；不同标本的耐药表型分布存在一定的差

别，但主要的耐药表型分布基本一致；大肠埃希菌对四环素、喹诺酮类和氨基糖胺类抗生素的耐药

率超过或接近 50%，但对替加环素、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保持极高的敏感性 

结论  大肠埃希菌主要引起尿路感染、血流感染、胆囊炎和腹腔感染等。临床流行的细菌耐药表型

相对稳定，细菌耐药主要模式比较明显；从标本类型分析，不同标本之间的耐药表型有所差别，临

床可根据具体标本来源，有针对选用抗生素进行相关治疗，可为临床经验用药选择提供更具体的理

论依据 

 
 

PU-3895 

2015-2017 年肠球菌属感染临床分布和耐药性分析 

 
何萍,彭蓉,王丹 

四川省科学城医院,621000 

 

目的  了解我院肠球菌属细菌的临床分布及耐药状况。 

方法  对本院 2015 至 2017 年临床分离的肠球菌使用 Vitek2-Compact 进行细菌鉴定和药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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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检出的 216 株肠球菌中，屎肠球菌 136 株（63.0%）、粪肠球菌 77 株（35.6%）、其他肠

球菌 3 株（1.4%）；其中，148 株肠球菌来自尿液（68.5%）。屎肠球菌对大多数抗菌药物的耐药

性比粪肠球菌更为严重。 

结论  肠球菌主要引起尿路感染，肠球菌属细菌对多种抗菌药物的耐药性种间差异极大。 

 
 

PU-3896 

25 例儿童噬血细胞综合征临床回顾性分析 

 
胡静雯,刘勇,秦晓松,卢丽萍,张晓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110000 

 

目的  谈讨儿童噬血细胞综合征的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到 2016 年 12 月于我院进行治疗的 25 例噬血细胞综合征患儿的临床

相关资料； 

结果  25 例患儿，均有发热症状（100%）和血常规中三系或两系减低（100%），脾大 22 例

（88%），纤维蛋白原下降 21 例（84%），甘油三酯升高 9 例（36%），血清铁蛋白升高 22 例

（88%），肝功能异常 24 例（96%），乳酸脱氢酶（LDH）升高 25 例（100%），NK 细胞活性

下降 19 例（76%），EB 病毒感染 19 例（76%），骨髓涂片均找到噬血细胞；25 例案例均采用以

依托泊苷为主的化疗方案,15 例死亡，8 例好转，2 例失访； 

结论  噬血细胞综合征是具有致命威胁的过度炎症反应，对于长期发热的患儿，肝脾肿大和/或淋巴

结肿大，血常规提示三系或两系减少，纤维蛋白原明显降低，应警惕患儿噬血细胞综合征的可能。 

 
 

PU-3897 

LOC152742 as a biomarker in the diagnosis of pulmonary 
tuberculosis infection 

 
Hongchao Pan,Zhong Chen,Lehua Cheng 

SimpleGene Clinical Labratory Limited 

 
Objective Long intergenic noncoding RNAs (lncRNAs) are long noncoding transcripts from the 
intergenic regions of annotated protein-coding genes. LOC152742 as one of lncRNAs has been 
reported that w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uberculosis infection and its roles in anti-
mycobacterial responses remain to be elucidated. 
Methods In this study,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LOC152742 in sputum, plasma of normal 
individuals, active tuberculosis patients, obsolete tuberculosis patients and BCG individuals were 
analyzed by qRT-PCR, and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of the candidate biomarker LOC152742 
were obtained. At the same time,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LOC152742 in pulmonary epithelial 
cells and macrophages cells infected with H37Ra or H37Rv were detected by qRT-PCR. 
Results  LOC152742 in sputum and plasma had a higher specificity in active tuberculosis 
compared with that in Obsolete tuberculosis and BCG individuals. Additionally, LOC152742 in 
pulmonary epithelial cells macrophages infected with H37Ra or H37Rv w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un-infected groups 
Conclusions Indicating that LOC152742 may potentially act as a novel biomarker for active 
tuberculosis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pur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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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98 

医院感染 nosocomialis 不动杆菌的研究进展 

 
袁文丽,邓德耀,沈彦均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就 nosocomialis 不动杆菌的鉴定方法、分子流行病学研究进展、临床预后、产碳青霉烯酶的

耐药机制和毒力相关因子的研究现状予以综述 

方法  就 nosocomialis 不动杆菌的鉴定方法、分子流行病学研究进展、临床预后、产碳青霉烯酶的

耐药机制和毒力相关因子的研究现状予以综述。 

结果  nosocomialis 不动杆菌无论在临床价值、产碳青霉烯酶的耐药机制上，还是毒力研究方面均

与鲍曼不动杆菌存在较多差异 

结论  较临床常见的鲍曼不动杆菌而言，nosocomialis 不动杆菌在流行方式、耐药性及毒力相关因

子上均存在一定差异。 

 
 

PU-3899 

单独及联合检测血清淀粉样蛋白 A， 

降钙素原和（1，3）-β-D 葡聚糖对肺炎的诊断价值评价 

 
黄晓燕 1,李嘉颖 2,李林海 1 

1.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510000 

2.南方医科大学 

 

目的  探究单独及联合检测 SAA，PCT 和（1，3）-β-D 葡聚糖对细菌及真菌性肺炎的诊断价值。 

方法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3 月广州军区总医院收治的细菌性肺炎 37 例患者，和真菌性肺炎 21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另选取 42 名体检人群为健康对照组。分别采用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酶联

免疫荧光法，显色法检测三组的 SAA，PCT 及（1，3）-β-D 葡聚糖水平。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

(ROC)曲线分析对肺炎的诊断效能。 

结果  细菌性肺炎组 SAA 为（196.78±140.14），PCT 为（6.74±13.69），（1，3）-β-D 葡聚糖

为（54.84±19.49)；真菌性肺炎组 SAA 为（164.33±112.27），PCT 为（1.45±2.99），（1，3）-

β-D 葡聚糖为（138.93±124.37）；健康对照组的 SAA 为（7.02±4.14），PCT 为（0.07±0.03），

（1，3）-β-D 葡聚糖为（48.29±19.18）；SAA、PCT 和（1，3）-β-D 葡聚糖在 3 组间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H=66.339，60.936，30.555，P 均<0.01)；在细菌性肺炎的诊断中，联合 SAA 和

PCT 的曲线下面积为 0.980，高于 SAA 的 0.968 和 PCT 的 0.949。在真菌性肺炎的诊断中，SAA

的曲线下面积为 0.997，高于 PCT 的 0.943 和（1，3）-β-D 葡聚糖的 0.892，联合 SAA、PCT 和

（1，3）-β-D 葡聚糖的曲线下面积为 0．995。 

结论  SAA 和 PCT 联合检测对细菌性肺炎的诊断效能优于单独检测；联合 SAA、PCT 和联合

SAA、PCT、（1，3）-β-D 葡聚糖分别对于细菌性肺炎和真菌性肺炎的诊断与早期治疗具有一定

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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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00 

评价结核感染 T 细胞斑点试验在骨关节结核中的临床诊断价值 

 
黄晓燕 1,张浩文 2,陈丽丹 1,王露霞 1,李林海 1 

1.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510000 

2.南方医科大学 

 

目的  评价结核感染 T 细胞斑点试验（T-SPOT.TB）在疑似骨关节结核病中的临床辅助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总医院 2015 年 12 月至 2017 年 5 月 123 例疑似骨关节结核

病并行结核感染 T 细胞试验检测的住院患者临床病历资料，比较 T-SPOT.TB、骨关节影像学检

查、抗酸杆菌涂片及病理检测结果。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23 例患者中骨关节结核病患者 42 例，排除 81 例。T-SPOT.TB 试验的灵敏度、特异度、阳

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85.71%、86.42%，76.60%、92.11%。其中抗原 A 的灵敏度为

85.71%，特异度为 96.30%，Kappa 系数为 0.843；抗原 B 的灵敏度为 90.48% ，特异度为

93.83%，Kappa 系数为 0.839。抗原 A、B 最佳临界值分别为 4.5 和 7.0。T-SPOT.TB 试验的灵敏

度均高于组织病理检查和抗酸杆菌涂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T-SPOT.TB 试验因其高特异度和灵敏度，在骨关节结核中具有重要的临床诊断价值。 

 
 

PU-3901 

创伤弧菌乙酰化蛋白质组学分析 

 
卢兆莲,曹源,宗玉龙,张萍萍,陈英剑,胡成进 

济南军区总医院实验诊断科 

 

目的  分析乙酰化位点和蛋白具有的功能及对创伤弧菌毒性相关功能的影响 

方法  利用免疫亲和富集和高灵敏度的质谱联用方法 

结果  总共鉴定出 841 个乙酰化蛋白质和 2035 个赖氨酸乙酰化位点，占细胞总蛋白的 18.5%。并

利用 GO 富集分析等生物信息学方法对这些蛋白质进行了初步分析，这些乙酰化蛋白参与了广泛的

细胞功能，并表现出不同的亚细胞定位。更具体地说，与蛋白质生物合成和碳代谢相关的蛋白质是

赖氨酸乙酰化的优先靶点。乙酰化基团的分析揭示了两种类型的乙酰化基序，在-4/+5 位置的赖氨

酸或精氨酸和在-1/+1 位置的酪氨酸，组氨酸或苯丙氨酸。此外，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分析

表明，广泛的相互作用是通过蛋白乙酰化来调节的。 

结论  赖氨酸乙酰化修饰广泛存在于创伤弧菌中并且具有重要的功能。创伤弧菌乙酰化分析为深入

探索赖氨酸乙酰化在创伤弧菌中的生理和病理作用提供了重要的开端。 

 
 

PU-3902 

一例颅内感染布鲁氏杆菌病的临床分析 

 
王莉,侯向萍,周岚 

新疆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医院 

 

目的  探讨一例颅内布鲁氏菌感染的临床特点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此例患者的流行病学资料、临床表现、病原学特异性检查、颅内穿刺液培养结果

和影像学表现。 

结果  布鲁氏杆菌感染临床特点不典型，患者有乏力的症状，无发热、关节肌肉疼痛等症状。颅内

穿刺液培养检出布鲁氏杆菌。布鲁氏杆菌 IgG 抗体阳性（胶体金法）。予以利福平胶囊口服，头孢

曲松静点治疗后，预后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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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于布鲁氏杆菌感染临床症状不典型患者，容易出现漏诊误诊，故应询问患者流行病学史，

发病前有无与家畜或畜产品、布鲁氏杆菌培养物等有密切接触史，或是否生活在布病流行区等，以

避免漏诊误诊。 

 
 

PU-3903 

感染性糖尿病足病原菌分布及主要病原菌耐药性分析 

 
刘春林,徐波,陈弟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云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了解糖尿病足合并感染患者的病原菌分布与药物敏感性，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 267 例糖尿病足患者的资料，对溃疡处分离出的

292 株细菌进行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数据统计分析采用 WHONET5.5 软件。 

结果  纳入的 267 例患者中，216 例足部溃疡处共分离出 292 株细菌，培养阳性率为 80.9%

（216/267）。其中革兰阴性杆菌 160（54.8%）株，革兰阳性球菌 128（43.8%）株，真菌 4

（1.4%）株。46 例（17.2%）存在混合感染。革兰阴性杆菌主要是变形杆菌、大肠埃希菌、阴沟

肠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革兰阳性球菌主要是金黄色葡萄球菌、粪肠球菌和表皮葡萄球菌。药敏结

果显示，革兰阴性杆菌对碳青霉烯类（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和厄他培南）、阿米卡星、头孢吡肟及

加 β-内酰胺酶抑制剂的抗菌药物较为敏感，对氨苄西林、哌拉西林和氨曲南耐药率较高；革兰阳性

球菌对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利奈唑胺、莫西沙星及利福平较为敏感，对青霉素、红霉素、克林霉

素和四环素耐药率较高。MRSA 占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32.7%（17/52），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

菌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ESBLs）分别为 44.4%（16/36）和 43.5%（10/23）。 

结论  糖尿病足感染的病原菌分布广泛，革兰阴性杆菌较革兰阳性菌常见，存在一定比例的多重耐

药菌。应重视对糖尿病足感染者进行病原菌检测及药敏试验，早期选择敏感抗菌药物治疗是糖尿病

足感染治疗的关键。 

 
 

PU-3904 

从健康人粪便中分离同时携带 mcr-1 

和 tetA 变异体肺炎克雷伯菌一例报道 

 
周宏伟,张嵘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310000 

 

目的  对一株分离自健康人粪便多粘菌素耐药的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机制进行研究及遗传背景分

析。 

方法  将健康体检者粪便标本接种于 SS 和绵羊血琼脂平板，经 35℃培养 18~20 h，挑取单菌落用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 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MALDI-TOF MS)进行鉴定。采用微量肉汤稀释法对分离菌株进行药敏试验。

通过特异性 PCR 检测多粘菌素耐药基因 mcr-1，并采用全基因组测序对该菌株进行遗传背景分

析。 

结果  该体检者既往体检显示健康，男性，48 岁，非素食者。在其粪便标本中分离到 1 株多粘菌素

耐药肺炎克雷伯菌（ MIC=32 μg/mL ），而对替加环素（ MIC=0.25μg/mL ）、亚胺培南

（MIC≤0.125 μg/mL）、头孢他啶（MIC= 1 μg/mL）、含酶抑制剂抗生素及阿米卡星（MIC=2 

μg/mL）敏感，对头孢吡肟（MIC=4 μg/mL）和环丙沙星（MIC=2 μg/mL）为中介。全基因组测序

结果显示，该菌株分子分型为 ST1462，除了多粘菌素耐药基因 mcr-1 阳性外，还携带头孢菌素耐

药基因 blaCTX-73，质粒介导的喹诺酮耐药基因 qnrB 和 oqxA/B，同时发现替加环素耐药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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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tA(variant)、mcr-1 和 blaCTX-73 共同编码在同一质粒。质粒序列分析揭示其序列与已报道质粒

pECJS-B60-267 (Accession no. KX254341)序列相似，同时在耐药基因侧翼存在插入序列和转座

子。 

结论  该菌株对多粘菌素耐药与携带 mcr-1 基因有关，头孢菌素和喹诺酮敏感性下降与携带 blaCTX-

73、qnrB 和 oqxA/B 有关。耐药基因侧翼的插入序列和转座子可引起这些耐药基因发生转移，导致

耐药性水平传播。应密切监测和预防此类菌株发生社区获得性感染。 

 
 

PU-3905 

2014-2017 年浙二滨江院区 

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菌检出及临床分布 

 
张乐乐,徐志江,顾迟,唐沪强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310000 

 

目的  了解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滨江院区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菌（CRKP）的检出及临

床分布，为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和医院感染防控提供依据。 

方法  1.回顾分析浙二滨江院区 2014 年 1 月- 2017 年 12 月临床分离出的肺炎克雷伯菌 2.CRKP 的

筛选，采用 VITEK-2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进行鉴定和药敏试验，并通过 K-B 纸片法进一步明确耐

碳青霉烯类菌株 3.应用 WHONET 和 SPSS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CRKP 的临床分布和药敏情

况。 

结果   2014-2017 年浙医二院滨江院区 CRKP 检出率分别为 11.15%，21.43%，41.14%，

37.69%；主要分布于重症监护病房（ICU）、中医康复科和神经外科；标本类型以痰液为主，其次

是血液和尿液；CRKP 对多粘菌素 B 敏感率最高，其次是替加环素、阿米卡星和复方新诺明，分别

为 100%、70.88%、51.99%和 26.12%。 

结论  2014-2016 年随着住院患者人数的增加，浙医二院滨江院区的 CRKP 检出率呈逐年上升趋

势，2017 年在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基础上采取有效手段加强院内感染的预防和控制后，CRKP 检出

率有所下降。由此可见，加强对 CRKP 的监测，对合理使用抗生素及医院感染的防控意义重大。 

 
 

PU-3906 

ICU 住院患者肠道中携带 blaKPC-2 

肺炎克雷伯菌的不同克隆株的定植 

 
孙巧玲,张嵘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310000 

 

目的   本研究旨在阐明 ICU 住院患者肠道来源的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carbapenem-

resistant K. pneumoniae，CRKP）的分子特征。 

方法  收集 2016-2017 年期间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ICU 住院患者非重复的粪便标本，获得

101 株产 KPC-2 酶的 CRKP 菌株，其中 6 株 CRKP 分离自 3 名 ICU 住院患者粪便标本且同一患者

的 2 株 CRKP 的药敏结果不完全相同。该 6 株 CRKP 通过 PCR 扩增质粒介导的毒力基因 rmpA, 

rmpA2, iucA 和 iroN，拉丝试验检测黏液表型，大蜡螟试验定量检测 CRKP 的毒力。采用脉冲场凝

胶电泳（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S1 酶切 PFGE 和 DNA 杂交以及全基因组测

序分析分子特征。 

结果  收集 2016-2017 年期间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ICU 住院患者非重复的粪便标本，获得

101 株产 KPC-2 酶的 CRKP 菌株，其中 6 株 CRKP 分离自 3 名 ICU 住院患者粪便标本且同一患者

的 2 株 CRKP 的药敏结果不完全相同。该 6 株 CRKP 通过 PCR 扩增质粒介导的毒力基因 r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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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pA2, iucA 和 iroN，拉丝试验检测黏液表型，大蜡螟试验定量检测 CRKP 的毒力。采用脉冲场凝

胶电泳（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S1 酶切 PFGE 和 DNA 杂交以及全基因组测

序分析分子特征。 

结论  人类肠道可同时定植多种 CRKP 的克隆株。定植是进展至感染的重要步骤，入院后监测肠道

CRE 的携带可干预防止继发感染。  

 
 

PU-3907 

浙江省 ICU 肠道分离肺炎克雷伯菌耐药性和流行性分析 

 
舒玲斌,张嵘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310000 

 

目的  统计分析浙江省 ICU 肠道分离的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CRKP）的耐药性及流行状

况，为 CRKP 感染的治疗和感染控制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浙江省 2017 年 7 月-8 月间 202 份 ICU 患者非重复肠道标本接种于 SS 平板上，经 35℃

培养 18~20 h，分离分纯后采用 MALDI-TOF MS 鉴定筛选出肺炎克雷伯菌并进行体外抗菌药物敏

感性试验；采用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检测常见的碳青霉烯类抗

生素耐药基因（blaKPC, blaNDM, blaIMP-1, blaIMP-2, blaVIM-1, blaVIM-2,,blaOXA-48）。 

结果  202 份肠道标本中共分离出 81 株肺炎克雷伯菌，其中 30 株为 CRKP，其 blaKPC-2的携带率

为 96.7%（29/30）。除去多粘菌素 B、替加环素和头孢他啶阿维巴坦，30 株 CRKP 对临床常见的

抗菌药物（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厄他培南、头孢美唑、头孢他啶、头孢噻肟、哌拉西林他唑巴

坦、头孢哌酮舒巴坦、头孢吡肟、环丙沙星、阿米卡星、氨曲南）均高度耐药。 

结论  浙江省 ICU 分离的 CRKP 耐药基因主要为 KPC-2, 分离率较高。而 CRKP 对临床常用抗生素

的高度耐药，提醒临床医护人员应更加合理的使用抗菌药物，加强对 CRKP 的监测并控制其在院

内的传播。 

 
 

PU-3908 

诺卡菌感染的菌种和药敏回顾性分析 

 
周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100000 

 

目的  诺卡菌是一类具备弱抗酸阳性特征的分枝状革兰阳性菌，可以导致免疫抑制患者的各种机会

感染。其多数情况下是在土壤、腐败的植物和新鲜水源中发现。在如今各种慢性病和免疫抑制情况

日渐增多，诺卡菌感染率逐渐上升的背景下，本研究的目的是用新的技术方法回顾性研究我院过去

十年分离的诺卡菌的感染途径、菌种分布和药敏情况，对这一罕见疾病的特点做归纳和总结 

方法  本研究纳入我院从 2007 年 1 月至 2017 年 7 月自住院患者标本分离得到的共计 10 株诺卡

菌，并记录了患者的年龄性别和标本来源。取纯菌悬液使用高分辨飞行时间质谱 MALDI-TOF

（IVD DALDI Biotyper 2.3，Bruker，德国）进行菌种鉴定，并进行弱抗酸染色，弱抗酸染液购自

贝索（中国），送菌悬液进行 16srRNA 和 rpoB 测序，以便最终确定细菌的种属。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10 株诺卡菌，分别是 4 株盖尔森基兴诺卡，3 株脓肿诺卡，2 株巴西诺卡和 1

株皮疽诺卡。其中，4 株分离自痰液，2 株分离自肺泡灌洗液，肺脓肿脓液、皮肤疖肿、关节腔液

和腹腔引流液各有 1 株。呼吸道来源的标本占 70%。分离的盖尔森基兴诺卡除了克林霉素和环丙

沙星之外的药物都是敏感的；而 3 株脓肿诺卡对亚胺培南中介，2 株对克林霉素耐药，1 株敏感，

全部对环丙沙星耐药；巴西诺卡菌对亚胺培南不敏感，对克林霉素和环丙沙星耐药；皮疽诺卡对亚

胺培南中介，对头孢曲松、克林霉素、氨苄西林和环丙沙星耐药。从菌种来看，耐药率最高的是皮

疽诺卡，只有复方新诺明、利奈唑胺和阿米卡星是敏感，其余药物皆中介和耐药。10 株诺卡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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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药物敏感度，最高的是利奈唑胺、复方新诺明和阿米卡星，均在 100%；头孢曲松可以达到

90%的敏感度。最低的是环丙沙星（0%）和克林霉素（10%）。 

结论  本研究历时十年，共纳入 10 株诺卡，分离的诺卡菌以盖尔森基兴诺卡和脓肿诺卡为主，肺部

感染是主要感染方式，其次是皮肤软组织感染。最敏感的药物为复方新诺明、阿米卡星和利奈唑

胺。这些特性基本和文献报导内容相符。这种细菌随着免疫抑制状态和高龄患者的增多有上升的趋

势，需要医务工作者提高对这种病症的诊断鉴别能力。 

 
 

PU-3909 

2015-2017 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耐药变迁及流行调查 

 
李继红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050000 

 

目的  了解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2015-2017 年肺炎克雷伯菌耐药变迁及流行特征，并进行流行病

学分析。 

方法   采用 Vitek2-Compact 进行细菌鉴定和药物敏感试验测定，使用 Whonet5．6 软件及

SPSS5.0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PCR 扩增碳青霉烯酶基因 KPC-2 和 NDM-1；对有流行病学意义的

菌株进行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目的产物经基因测序和 BLAST 网上比对确定其基因型。 

结果  2015-2017 年共检出肺炎克雷伯菌非重复菌株 4076 株，其中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菌 831

株，占比为 20.4%，CRKP 主要来源均为痰、尿、血，以腹腔引流液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菌检出

率最高，为 44.4%-55.5%；三年间亚胺培南南耐药率分别为 19.3%、24.2%、22.4%，美罗培南耐

药率为 18.5%、23.1%、21.2%。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肺炎克雷伯菌（CR-KP）对所测试全部抗菌

药物耐药率均显著高于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敏感肺炎克雷伯菌（CS-KP）。氨基糖苷类、复方新诺

明、头孢替坦对 CRKP 相对敏感，其它抗菌药物耐药率均高于 90%，CS-KP 对所测试全部抗菌药

物耐药率均低于 40%；2016 年神经外科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菌由 2015 年 3%上升至 8%，集中

在 ICU 病房 PCR 确定酶基因型均为 KPC-2 型，选取的 5 株做 MLST 分型的 菌株，MLST 分型结

果均属于 STll 型。 

结论  三年间我院肺炎克雷伯菌耐药情况的变化及 2016 年在神经外科 ICU 病房出现的克隆传播，

提示我们需采取有效的医院感染防控措施，进一步规范控制抗菌药物使用。 

 
 

PU-3910 

Detection and genotype distribution of Human 
papillomavirus in lung cancer patients 

 
Zhansong Xie,Yongping Li,Zhongmin Liu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It is well established that human papillomavirus is associated with a variety of cancers, 
in particular, with cervical cancer and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However, the 
causal role of HPV in lung cancer still remains controversial. In this study, 485 lung cancer 
patients and 283 non-cancer control subjects were enrolled to examine whether HPV DNA 
existed in lung tumor and normal tissues. 
Methods HPV DNA detection was done using GP5+/GP6+ consensus primer based touchdow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ssay followed by Sanger sequencing for genotype identification. 

Results We found 23.92%（116/485）of lung cancer specimens were positive for HPV DNA, 

while 9.54%（27/283）of non-cancer controls were positive for HPV DNA（p＜0.05）. The three 

most prevalent types were HPV81（72.74%）, HPV16（12.07%）, HPV18（8.62%）. With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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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of age＜60 years old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HPV infection than patients≥60 years old（p

＜0.05）, and female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HPV infection than male（p＜0.05）.  

Conclusions The high prevalence of HPV81 infection in lung cancer, leading to the conclusion 
that some low-risk HPV genotypes might be involved in lung cancer. 
 
 

PU-3911 

综合医院首诊 HIV/AIDS 患者流行病学及临床特征分析 

 
黄曦悦,魏彬,石明巧,王婷婷,李冬冬,陶传敏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探讨综合三甲医院首次诊断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和艾滋病（AIDS）患者（简称

HIV/AIDS 患者）的流行病学及临床特征，以提高临床医生对 HIV/AIDS 患者的早期识别和诊断水

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首次确诊并有完整病历资料的 1036 例 HIV/AIDS 患者，其中内

科 932 例，外科 104 例。对患者流行病学资料、就诊科室构成、临床症状、机会性感染谱、HIV 分

期、内外科确诊时间、白细胞计数、红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患者以四川省除成都市外为主（52.51%）；男女比例 3.26：1；30~44 岁 313 例

（30.21%）；异性性接触为主要传播途径（65.64%），其次为同性性接触（16.41%）；文化程度

不高，以初中为主（27.70%）；汉族最多（87.64%），其次为彝族（7.63%）。1036 例患者包括

急性期 14 例（1.35%），无症状期 519 例（50.10%），艾滋病期 503 例（48.55%）。729 例患

者出现临床症状。常见全身症状包括发热 120 例(11.58%)，乏力 45 例(4.34%)，淋巴结肿大 25 例

(2.41%)，消瘦 9 例(0.87%)；脏器受累症状包括呼吸系统症状 102 例（9.85%）、消化系统症状

53 例（5.12%）、皮肤粘膜损害 18 例（1.74%）。确诊科室主要为门诊 235 例（22.68%），感染

中心 165 例（15.93%），急诊 111 例（10.71%），皮肤性病科 101 例（9.75%）等。HIV/AIDS

患者合并机会性感染 214 例（20.66%），其中巨细胞病毒感染 69 例（6.66%）、结核分枝杆菌感

染 48 例（4.63%）、单纯疱疹病毒感染 44 例（4.25%）、肺孢子菌肺炎 40 例（3.86%）。合并

机会感染者 CD4+T 淋巴细胞中位数为 31 个/μl。合并肿瘤患者共 50 例（4.83%），包括淋巴瘤 8

例（16.00%），肝癌 5 例（10.00%），肺癌 4 例（8.00%）。 

结论  综合性医院 HIV/AIDS 患者就诊科室多，以性传播为主，多因发热、乏力、腹痛、皮肤粘膜

损害就诊，重视合并机会性感染以及肿瘤的诊疗。 

 
 

PU-3912 

血清及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半乳甘露聚糖（GM）试验 

对侵袭性肺曲霉病的诊断价值 

 
吴紫薇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410000 

 

目的  评价血清及肺泡灌洗液(BALF)曲霉菌半乳甘露聚糖(GM)试验对侵袭性曲霉病(IA)的诊断价

值。 

方法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4 月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64 例患者纳入最终研究，根据 2016 美国

感染病学会（IDSA）指南、2008 年欧洲癌症研究治疗组织／国立研究院(EORTC／MSG)真菌病

研究小组制定的诊断标准及分级分为肺曲霉病组(19 例)和非肺曲霉病组(144 例)，采用 ELISA 方法

检测患者血清及 BALF 中 GM 抗原的吸光度(A)值及 I 值，并绘制 ROC 曲线，分析其灵敏度、特异

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求出最佳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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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以 BALF GM 和血清 GM 结果做 ROC 曲线,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95 和 0.753, 当 BALF GM

值为 0.87 为最佳临界值, 其敏感性为 78.9%, 特异性 88.2%, 阳性预测值为 46.8%, 阴性预测值为

96.9%。 

结论  BALF GM 检测是一种有价值的辅助诊断工具，且 BALF GM 检测的敏感度高于血清 GM 检

测。我们的研究显示 BALF 中 GM 检测的最佳值为 0.87。 

 
 

PU-3913 

Virulence factors of Candida albicans isolated from oral 
cavity in a tertiary hospital 

 
sun kangde,Zhang Jiasheng,Chen Xu,Yu Zhongmin,Chen Fuxiang 

Shanghai Ninth People’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To detect the virulence factors of oral Candida albicans, including secretion of 
hydrolytic enzymes, biofilm formation and mycelium phase production.  
Methods The activities of secreted aspartylproteinase (SAP), phospholipase (PL) and lipase (Lip) 
of 50 oral Candida albicans strains were detected by bovine serum albumin agar, egg yolk agar 
and tributyrate agar, respectively. The formation of biofilm was determined by crystal violet 
staining assay, and the expression of HWP1 was detected by real-time PCR. And antifung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was performed by ATB FUNGUS 3 assay.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T tests were perform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e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different 
virulence factors.  
Results 80% of strains produced a high level of SAP, and 14% were found medium SAP 
producers, with 6% forming a low level of SAP.  98% of strains displayed a high level of PL, and 
only one strain produced a medium level of PL, with no low PL level producer. While 78% of 
strains produced a medium level of Lip, none displayed a high level of Lip. All 50 strains were 
able to form biofilm, and the ability of biofilm formation of 30 strains (60%) is strong, while the rest 
20 (40%) is weak. There was an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secretion of SAP and PL as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0.221 (P＜0.05). No relationship was found between the other 

virulence factors. And no relationship (P＞0.05)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level of in vitro 

expression of virulence factors and the expression of HWP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in the level of in vitro expression of virulence factors and the expression of HWP1 

between drug-resistant strains and drug-sensitive strains. 
Conclusions Most of strains displayed a high level of SAP, PL and a medium level of Lip, and 
produced biofilm strongly. The virulence of oral Candida albicans was independent of drug-
resistance. 
 
 

PU-3914 

基于 RNA 恒温扩增技术分析天津地区 

呼吸道感染住院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的流行病学特点 

 
王朝 1,王维 1,郭伟 1,吕玲 1,李维超 1,李会强 2,林书祥 1 

1.天津市儿童医院,300000 

2.天津医科大学,300000 

 

目的  分析天津地区呼吸道感染住院儿童肺炎支原体（MP）感染的流行病学特点，探讨 RNA 恒温

扩增技术（SAT）在 MP 检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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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2016 年 5 月-2018 年 5 月在天津市儿童医院住院的 1782 例呼吸道感染患儿的 MP-RNA

检测结果和其他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对 560 份同时进行 MP-RNA 检测和 MP-DNA 检测的标

本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2016 年 5 月-2018 年 5 月天津市儿童医院呼吸道感染住院儿童 MP 总感染率为 39.79%，男

性患儿感染率为 36.62%，女性为 43.63%，女性患儿平均年龄及 MP 感染率均高于男性（t=3.54，

P<0.05；X²=9.04，P<0.05）。新生儿与婴儿组、幼儿组、学龄前期组和学龄期组患儿的 MP 感染

率分别为 9.79%、 26.28%、48.08%和 63.51%，不同年龄组 MP 感染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X²=294.25，P<0.05）。MP 感染全年可见，春、夏、秋、冬四季感染率分别为 23.15%、

31.65%、59.50%和 44.73%，秋冬季高于春夏季（X²=114.70，P<0.05）。肺泡灌洗液、痰液、

咽拭子和胸腹水的 MP-RNA 阳性率分别为 77.89%、20.38%、32.15%和 27.27%，不同标本类型

间 MP-RNA 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²=440.78，P<0.05）。56 份同时进行 MP-RNA 检测

和 MP-DNA 检测的结果不同，其中 38 份标本的 MP-DNA 结果为阳性而 MP-RNA 的结果为阴性，

18 份标本的 MP-DNA 结果为阴性而 MP-RNA 结果为阳性，两钟检测方法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Kappa=0.704，P<0.001)，一致率为 73.57%；MP-RNA 检测阳性率（76.79%）与 MP-DNA 检测

阳性率(80.36%)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cNemar 检验：P< 0.05)。 

结论  天津地区呼吸道感染住院儿童中，女性患儿 MP 感染率高于男性。总的 MP 感染率随着年龄

的增大而增高，其中学龄期儿童 MP 感染率最高。秋季 MP 感染率明显高于其他季节。肺泡灌洗液

MP-RNA 阳性率明显高于其他标本类型。RNA 恒温扩增技术适用于 MP 感染早期诊断。  

 
 

PU-3915 

临床分离的布鲁氏菌体外药敏试验探究 

 
周志美 

烟台毓璜顶医院,264000 

 

目的  探究马耳他布鲁氏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及抗菌药物应用于临床治疗布鲁氏菌感染方面的合理

性。 

方法  血液经 BACT/ALERT®3D 系统培养报阳后，转钟血平板，采用 VITEKⅡ自动微生物系统鉴

定细菌，并通过 E-test 检测 MIC 值的方法来进行药物敏感性试验。 

结果  从 2014 年-2016 年我院微生物室血培养共分离出 36 株布鲁氏菌，经鉴定全部为马耳他布鲁

氏菌，而且药敏试验结果显示，头孢他啶的 MIC 值是 2.0-8.0mg/L，利福平是 0.06-2.0 mg/L，阿

米卡星是 4.0-12.0 mg/L，左氧氟沙星是 2.0-8.0 mg/L，强力霉素是 8.0-32.0 mg/L，复方新诺明是

4.0-16.0 mg/L，氨苄西林是 1.5-2.0 mg/L，庆大霉素是 0.50-0.75 mg/L。 

结论  本次实验中用到的药物基本覆盖了治疗布鲁氏菌病的常用药，而且实验结果与临床效果一

致，为临床实行个体化治疗提供有价值的依据和帮助。 

 
 

PU-3916 

真菌血流感染患者的临床特点分析 

 
王俊程 

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广东医学院附属惠州医院,516000 

 

目的  探究真菌血症患者的临床特点，为临床的诊断与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住院患者中真菌血流感染者的病

历，回顾性分析患者的一般资料、基础疾病、危险因素、病原菌分布及药敏情况、辅助实验室检

查、治疗和转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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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共收集 84 例真菌血症患者资料，男性 51 例，女性 33 例，平均年龄为（55.7±19.2）岁，粗

病死率 52.4%。92.9%患者有 2 种或 2 种以上基础疾病， 77.4%患者有 2 种或 2 种以上危险因素。

主要的基础疾病有肺部疾病（65.5%）、循环系统疾病（41.7%）、恶性肿瘤（40.4%）。常见的

危险因素包括长期应用广谱抗生素（90.5%）、糖皮质激素（69.1%）、手术史（39.3%）、放化

疗史（35.7%）、深静脉置管（32.1%）。血培养分离到热带念珠菌 26 例（30.9%）、白色念珠菌

19 例（22.6%）、近平滑念珠菌 18 例（21.4%）。药敏结果显示，所分离的菌株对三唑类抗真菌

药的敏感率为 55.6%~77.8%，而热带念珠菌对氟康唑的耐药率为 100.0%，对伊曲康唑和伏立康唑

耐药率均为 50.0%。 

结论  真菌血症以非白色念珠菌血流感染为主，患者常伴有多种严重的基础疾病和危险因素，病死

率较高，降低病死率及改善疗效的关键是及时合理的经验性抗真菌治疗。 

 
 

PU-3917 

女性生殖系统支原体培养与药物敏感性分析 

 
周雪宁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本院支原体感染及药敏结果的比率，为指导临床有效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利用生化反应来进行支原体培养鉴定及药敏试验，收集本院 2014 年 8 月~2016 年 8 月 881

例支原体培养与药敏结果。 

结果  881 名女性患者中，支原体阳性 525 人，阳性率 59.6%，其中解脲支原体（UU）感染 400

人，阳性率 45.4%；人型支原体（MH）感染 16 人，阳性率 1.8%；UU+MH 感染 109 人，阳性率

12.4%。支原体敏感的药物为强力霉素、美满霉素、克拉霉素，支原体耐药的药物氧氟沙星、左旋

氧氟、司帕沙星。 

结论  治疗支原体感染应首选强力霉素，美满霉素等四环素类抗生素，因存在地域差异，建议将支

原体培养与药敏试验作为临床治疗的常规检查。 

 
 

PU-3918 

鼻拭子标本在诊断儿童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病原体中的应用 

 
缪丹云,林勇平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000 

 

目的  观察急性下呼吸道感染（ALRTI）儿童上下呼吸道病原体分布，评估鼻拭子标本在诊断儿童

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病原体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6-2018 年 60 例急性下呼吸道感染儿童同一时间的鼻拭子(NS)和肺泡灌洗液(BALF)

标本，以基于巢式多重荧光定量 PCR 方法的 Filmarray 呼吸道病原体检测平台检测 18 种常见呼吸

道病原体，并将 NS 检出病原体结果与 BALF 结果比较分析。 

结果  同时取上下呼吸道标本的 60 例患儿标本中，结果显示病原体检出率在 NS 及 BALF 中未见统

计学差异（P>0.05）；并且 RV，RSV，IFB，OC43 和 IFA 在 NS、BALF 中的检出有极高的一致

性（Kappa≥0.75）。68.3%（41/60）的 NS 中检出的病原体可包含 BALF 中所检出的病原体，其

中 50%（30/60）例结果完全相同。 

结论  RV，RSV，IFB，OC43 和 IFA 在 ALRTI 儿童上下呼吸道分布的一致性较高，当检测以上病

原体时，NS 标本能够达到 BALF 的诊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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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19 

联合检测 δ 溶血素 G10S 突变 

和 β 溶血素预测金黄色葡萄球菌 ST59 型 

 
罗振 1,王妍乐 1,邱怡瑄 2,伍勇 1 

1.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410000 

2.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目的  金黄色葡萄球菌 ST59 是一类毒力较强的菌株,δ 溶血素 G10S 突变是 ST59 的特征之一，但

是其特异性并不高。前期研究发现 G10S 突变菌株高表达 β 溶血素，联合检测 δ 溶血素 G10S 突变

和 β 溶血素是否可以用来预测金黄色葡萄球菌 ST59 型。 

方法  本研究对 82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进行分析,使用 MALDI-TOF MS 检测并根据 δ 溶血素基因的特

征峰分为 HldG10S 组 (3036±2.0m/z)、Hld 组 (3006±2.0m/z)及 ND 组 (无 3036±2.0m/z 和

3006±2.0m/z 峰),再利用 MLST 方法确定其分型；采用 CAMP 试验检测金黄色葡萄球菌是否产 β 溶

血素。 

结果  82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中 HldG10S 组占 25.6%(21/82)、Hld 组占 47.6%(39/82)、ND 组占

26.8%(22/82)；MLST 分型结果中 HldG10S 组 ST59 占 66.7%(14/21),非 ST59 占 33.3%(7/21), 

Hld 组及 ND 组中所有菌株均为非 ST59。HldG10S 组中所有 ST59 菌株均产 β 溶血素,而非 ST59

菌株均不产 β 溶血素。 

结论  联合检测 δ 溶血素 G10S 突变及 β 溶血素可预测金黄色葡萄球菌 ST59 型。 

 
 

PU-3920 

尿白细胞计数与尿细菌培养在尿路感染中的诊断价值分析 

 
周雪宁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从检验结合临床，通过分析尿白细胞计数与尿细菌培养在检验结果与临床反馈中的关系，正

确认识从检验诊断到临床诊断的确诊过程。 

方法  对初始诊断为尿路感染的 150 例病人尿液标本每例都做尿液细菌检验与尿沉渣白细胞计数两

项检测，并以临床表现及临床诊断为参照，判定两项检测结果与临床最终确诊结果为尿路感染的一

致性。 

结果  两项检验结果在阳性及阴性检测比率上同患者的临床表现和确诊结果存在较高符合率，但同

时，也存在着检验诊断结果与患者临床表现和确诊结果不符的现象。以临床表现和确诊结果为参

照，对标本进行尿 WBC 检测及细菌鉴定检测，两者结果阳性，最终确诊为尿路感染的 63 例，不

能确诊为尿路感染的 4 例；二者检测阴性，临床诊断是尿路感染的 3 例；尿 WBC 检测阳性，细菌

检测阴性，确诊为尿路感染的 17 例，未诊断为尿路感染的 50 例：尿 WBC 计数检测阴性，尿细菌

检测阳性，确诊为尿路感染的 7 例，未能确诊尿路感染的 6 例。  

结论  从总体数据统计来看，一般情况下，尿白细胞计数与尿细菌培养检测在尿路感染诊断中，能

够较为准确的反映临床诊断结果，但还是不能完全排除 

其检测诊断结果与临床表现及确诊结果不符的情况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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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21 

2017 年全年南方医院康复理疗科标本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邬永琳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了解南方医院 2017 年全年康复理疗科患者细菌及真菌培养的主要致病菌及其耐药性质，为

临床用药提供一定的参考。 

方法  对 2017 年全年的康复理疗科采集的标本进行细菌及真菌培养，得到的病原菌进行细菌甄别

及抗菌药物敏感性分析试验。细菌甄别由碧迪公司的 Phoenix100 仪器完成， K-B 纸片法被用于甄

别细菌。还有手工进行甄别测定这些细菌对药物的敏感性，对抗菌药物的不敏感性进行一系列分

析。对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进行 ESBLs 初筛及确证试验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进行耐甲氧西林

试验及仪器分析，并进行数据分析，分析其耐药性。 

结果  从康复理疗科获得的 272 种病原菌中，革兰氏阳性菌 25 株(9.1%)，革兰氏阴性菌 240 株

(88.2%)，真菌 7 株(2.5%)。主要研究对象为铜绿假单胞菌(37.5%)、鲍曼不动杆菌(11.0%)、肺炎

克雷布菌(11.0%)、粘菌素(8.1%)和大肠杆菌(7.0%)。大肠杆菌(19 例)和克雷伯氏菌(31)菌株分别产

生了超广谱的内酰胺酶(ESBLs)， 2 株(10.5%)和 4 株(12.9%)，金黄色葡萄球菌，甲氧西林耐药率

28.6%。医治革兰阴性菌比较效果良好的药物为头孢他啶、庆大霉素、亚胺培南、美罗培南、阿米

卡星、多粘菌素。医治革兰阳性菌比较良好的抗菌药物为替考拉宁、万古霉素、利奈唑胺、呋喃妥

因。真菌耐药性因菌株不同，差异极大。 

结论  康复理疗科病人感染以脑疾病患者为主，以中老年人居多，以致病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革

兰阴性菌又以铜绿假单胞菌为主。临床医生应以药敏试验的结果作为参考依据，合理用药，不可滥

用抗生素，否则会使菌株耐药率逐步提高。 

 
 

PU-3922 

Efficacy of levofloxacin against biofilms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isolated from patients with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in vitro 

 
Pengfei She,Zhen Luo,Lihua Chen,Wu Yong 

The Third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bjective Biofilms form in a variety of clinical situations, can be up to 1,000 times more resistant 
to antibiotics. 
Methods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effects of levofloxacin (OFLX) on biofilm formation and 
eradication by Pseudomonas aeruginosa were investigated by crystal violet staining and confocal 
laser scanning microscope. Meanwhile, the transcriptional alteration by OFLX treatment was 
determined by RNA sequencing (RNA-seq). 
Results We found that OFLX showed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P.aeruginosa biofilm 
formation in a concentration-dependent manner. However, higher concentrations of OFLX were 
needed to eradicate the well preformed biofilms. And RNA-seq revealed that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mainly related to metabolic, secondary metabolites and quorum sensing 
biosynthesis when treated with OFLX. 
Conclusions Our data might be useful to define the right OFLX concentration needed to inhibit or 
eradicate biofilm of P.aeruginosa in patients with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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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23 

2014-2017 年惠州某医院胆汁培养主要病原菌分布及耐药率分析 

 
黄沛霞 

1.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2.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2014 年-2017 年 501 例住院病人胆汁培养的主要病原菌分布和耐

药率的变化，为临床对胆道感染患者的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 2014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诊断为胆道感染的住院患者胆汁培养分离出的病原菌的分布

及药敏试验结果，  采用法国梅里埃公司  VITEK-2 Compact 进行菌种鉴定及药敏分析，  用

WHONET5.4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分离出的 629 株病原菌中， 革兰阴性菌为主要分离菌， 共 500 株占 79.5%， 位居前四的依

次为大肠埃希菌（ 37.5%） 、 肺炎克雷伯菌（ 19.2%）、 阴沟肠杆菌（ 5.4%）和铜绿假单胞菌

（ 4.5%）； 革兰阳性菌共 106 株占 16.9%，以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为主； 念珠菌属 23 株占 

3.6%。 分离出产 ESBLs 的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分别是 107 株和 38 株， 检出率依次为 

45.3%和 31.4%。 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类药物亚胺培南和厄他培南均表现出 

100.0%的敏感性，前者对青霉素类药物氨苄西林表现出较高的耐药率， 可达 79.0%， 后者对氨苄

西林为天然耐药； 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 对万古霉素、 利奈唑胺、替加环素以及高浓度的庆大霉

素和链霉素表现出 100.0%的敏感性， 对克林霉素为天然耐药； 念珠菌对抗真菌药物表现出很高

的敏感性。   

结论  胆道感染的病原菌依旧是以肠道菌群为主， 由于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 细菌的耐药率在持续

变化并呈上升趋势， 了解病原菌分布和药敏结果有助于临床对抗菌药物的选择， 提高胆道感染的

治愈率， 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PU-3924 

EV71 VP1 基因的遗传变异分析 

 
王杨,高辉,张胜,彭传梅,陈婉婷 

昆明市延安医院,650000 

 

目的  对临床手足口病（HFMD）的肠道病毒 71 型（EV71）分离的病原体 EV71 毒株 VP1 基因测

序分析，从分子水平探究 HFMD 的分子遗传进化变迁情况，为 HFMD 评估发病风险及临床防治提

供科学依据。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在延安医院临床就诊疑似 HFMD 患者 590 例；参照卫

生部发布的《手足口病预防控制指南（2008 年版）》进行粪便标本的采集，采用实时荧光 PCR 法

进行 EV71 病毒核酸的检测；提取 EV71 阳性样本的病毒 RNA 后进行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

PCR)扩增 VP1 目的基因；将 PCR 扩增后阳性产物进行 1%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后，全部外送至北

京博迈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基因测序分析，并与基因库（GenBank）中 EV71 参考毒株序列进

行比较鉴定，分析同源性并确定其所属基因亚型；利用生物信息学软件 DNAMAN 和 MEGA 4.0 对

VP1 基因序列进行进化分析，并利用 Phymol 软件进行同源建模。 

结果  共检出 EV71 型 50 例，检出率为 8.47%（50/590 例），其中 2015 年检出 28 例，2016 年检

出 22 例；50 例中≤5 岁 35 例，5-18 岁 13 例，≥18 岁 2 例；男性占 64.00%（32/50 例），女性

36.00%（18/50 例）,女性患者中包括 2 例成人 HFMD 患者。检出的 50 株 EV71 毒株 VP1 基因测

序分析，与 GeneBank 中 EV71 参考毒株（Sequence ID：KU936121.1）同源性为 97.96%-

99.43%，均为 EV71 C4 亚型。检出的 EV71 毒株与北京、2008 年安徽合肥以及马来西亚沙捞越

州地区 EV71 型流行毒株基因型共处于同一进化谱系，遗传距离最近。与澳大利亚地区分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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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71 毒株遗传距离最远，遗传距离为 2.11。同源建模发现该毒株 VP1 基因的氨基酸序列发生了

H144Y 突变。 

结论  亲缘关系进化树显示 EV71 毒株 2 年间未发生大的基因遗传变异， EV71 毒株亲缘关系与国

内北京和安徽合肥中部地区以及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地区 EV71 分离毒株遗传距离近；与澳大利亚

地区 EV71 毒株遗传距离远。同源建模发现该毒株 VP1 基因的氨基酸序列中发生了有意义的突变

H144Y。 

 
 

PU-3925 

Effects of exogenous glucose on Pseudomonas 
aeruginosa biofilm formation and levofloxacin resistance 

 
Pengfei She,Yanle Wang,Yiqing Liu,Fang Tan,Yong Wu 
The Third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bjective P.aeruginosa biofilms shows significantly higher antibiotics resistance compared to 
their planktonic counterparts and accounts for over 80% of all infections in human beings. As a 
carbon source and metabolites, few research reports the effects of glucose on 
P.aeruginosa biofilm formation and its metabolic changes. The aim of our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glucose on P.aeruginosa biofilm formation. 
Methods Crystal violet and XTT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biofilm formation of P.aeruginosa. 
And CLSM was used to observe the structure of biofilm. MALDI-TOF MS, colony froming assay, 
qPCR and gene knockout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enhancing mechanism of glucose on 
P.aeruginosa biofilm formation. Then, metabonomics was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effects of 
glucose on P.aeruginosa metabolic change. Finally, we detected the resistance of levofloxacin to 
P.aeruginosa biofilm in the presence of glucose. 
Results Our study revealed that glucose could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biofilm formation through 
up-regulation of gene pslA. And glucose could also change the production of some metabolites. 
Besides, there was a synergistic biofilm enhancing effect between glucose and horse serum, thus 
increased the P.aeruginosa resistance to levofloxacin therapy.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lay the foundation for biofilm infection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hyperglycemia. 
 
 

PU-3926 

成年男女泌尿系统感染临床特征、病原菌分布及药敏分析 

 
陆桃红,张庆芳 

江苏省泰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本地区成年男女泌尿系统感染特点，定期进行耐药监测，为临床合理用药和经验用药提

供参考。 

方法  使用 WHONET5.6 软件回顾性分析了 2014 年 1 月到 2016 年 12 月我院不同性别成年人尿路

感染患者分离菌的种类、临床特征及耐药性。 

结果  成年男性和女性患者分别分离出 639 株和 985 株；病区分布显示成年男性和女性患者分别以

泌尿外科和肾内科/风湿内分泌科为主；感染病原菌均以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为主；成年男

性大肠埃希菌耐药性显著高于成年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成年男性肺炎克雷伯菌耐药

性略高于成年女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妥布霉素、左氧氟沙星和呋喃妥因除外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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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成年男女尿路感染以大肠埃希菌为主，实验室应定期对临床泌尿系统感染病原菌分布情况、

耐药性及其感染特征进行监测和总结，为临床根据不同性别尿路感染患者合理及经验性应用抗生素

提供依据。 

 
 

PU-3927 

三苯氧胺、β-雌二醇对结直肠癌细胞 DLD-1 作用的研究 

 
陈文璟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632 

 

目的  探讨三苯氧胺（tamoxifen，TAM)、β-雌二醇（β-Estradiol）及联合用药对结直肠癌细胞

DLD-1 的增值、凋亡及迁移的影响。 

方法  以人肠癌细胞 DLD-1 为研究对象，用不同浓度的 TAM、β- Estradiol 以及联合用药分别处理

热人肠癌细胞,采用 MTT 法检测对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对细胞凋亡的诱导作用，

transwell 技术检测对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 

结果   TAM 可抑制 DLD-1 细胞的增殖，其作用效果与药物浓度以及作用时间呈正相关；β- 

Estradiol 低浓度短时间内轻微促进 DLD-1 细胞的增殖，时间越长浓度越大对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

越强；两者联合用药可抑制 DLD-1 细胞的增殖，其作用效果与药物浓度以及作用时 间呈正相关。

TAM 和 β- Estradio 以及联合用药能诱导 DLD-1 细胞凋亡，凋亡率随作用时间和药物浓度呈正相关

关系。Transwell 实验证明 TAM 和 β- Estradio 以及联合用药抑制细胞的迁移能力，而且具有明显

的剂量依赖关系。 

结论  TAM、β- Estradiol 及两者联合用药都可抑制 DLD-1 细胞的增殖、诱导 DLD-1 细胞凋亡并抑

制细胞的迁移能力，可能在结肠癌的治疗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PU-3928 

肺炎克雷伯菌体内获得碳青霉烯酶基因 blaOXA-48 的机制研究 

 
沈震,高倩倩,秦娟秀,张灏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200120 

 

目的  对本院一例因基底节区脑出血合并肺部感染的住院患者痰标本中分离的初期对碳青霉烯类敏

感（KP0214），后为碳青霉烯耐药（KP0307）的一对肺炎克雷伯菌进行研究，探讨临床菌株在体

内获得碳青霉烯耐药性的分子机制。 

方法  采用脉冲场凝胶电泳（PFGE）和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对分离到的这对肺炎克雷伯菌进

行同源性分析，PCR 筛查 blaKPC、blaIMP、blaNDM、blaOXA-48 和 blaVIM 等主要的碳青霉烯酶耐药基

因。酚氯仿法抽提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 KP0307 的质粒，转化 TOP10 感受态细胞，筛选阳

性转化子。采用 Illumina Hiseq2500 测序平台对 KP0214 和 KP0307 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同时挑取

阳性转化子进行质粒全长测序。 

结果  药敏结果显示，KP0307 对厄他培南耐药，但对亚胺培南中介。同源性分析发现，KP0214 和

KP0307 均为 ST15 型，PFGE 仅有一条条带差异。PCR 扩增产物测序确认 KP0307 中检出 blaOXA-

48 耐药基因。二代测序分析发现，KP0214 和 KP0307 基因组高度相似（97.6%），过滤重复序列

及噬菌体序列后，两株菌仅有 10 个 SNP 位点差异，提示两株菌为同一来源，KP0307 体内获得

blaOXA-48耐药基因。 

结论  在中国首次发现一例体内获得 blaOXA-48耐药基因的肺炎克雷伯菌感染病例，应加强对碳青霉

烯临界耐药菌株及稍低于耐药临界点菌株碳青霉烯酶的检测并加强对 OXA-48 耐药表型和基因型及

转移机制的研究，警惕 blaOXA-48耐药基因在我国的播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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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29 

耐碳青霉烯类革兰阴性杆菌的分布、耐药性 

及 AB 类碳青霉烯酶基因的检测与分析 

 
吴培婷,胡秀梅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调查临床耐碳青霉烯类革兰阴性杆菌的分布特征和对常用药物的耐药情况，了解是否含有 AB

类碳青霉烯酶基因，为临床控制耐药趋势提供思路。 

方法  在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2 月期间，从南方医院微生物室各类临床标本分离获得 249 株耐碳

青霉烯类革兰阴性杆菌。细菌的鉴定和药敏试验主要使用 BD Phoenix 仪器，同时用 K-B 法进行验

证。随机挑选 23 株细菌进行全基因组 DNA 提取，并通过 PCR 和电泳检测碳青霉烯酶基因，最后

进行测序确证。 

结果  在所收集的 249 株耐碳青霉烯类革兰阴性杆菌中，41.8%的标本来自于重症医学科；77.5%

的标本类型为痰液标本；67%的耐药菌为鲍曼不动杆菌；其中有 208 株细菌都对多粘菌素敏感，占

83.5%。选取的 23 株耐碳青霉烯类革兰阴性杆菌中有 18 株检测到碳青霉烯酶基因，占 78.3%，其

中阳性基因包括 blaKPC、blaSPM、blaVIM-2。 

结论  本院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情况不容忽视，含有 blaKPC、blaSPM、blaVIM-2 耐药基因。为控制

耐碳青霉烯类菌株的流行应做到：合理选择抗菌药物；医护人员严格采取隔离与防护措施，阻止病

原菌院内传播；加强院内耐药菌菌属以及耐药性的监测，定期进行耐药基因筛查以及耐药菌菌株的

同源性分析。 

 
 

PU-3930 

布鲁菌病的流行病学分析 

 
吴倩倩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261000 

 

目的  通过分析某市 2015 年~2017 年 86 例确诊的布鲁菌病的病例资料和临床表现，总结出布鲁菌

的流行病学特点，为布鲁菌病的科学、有效的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某市 2015 年~2017 年确诊的 86 例布鲁菌病患者的病例，对病例的年龄分布、性别比

例、季节分布、地区分布、科室分布进行分析。 

结果  2015 年~2017 年收集的确诊的 86 例布鲁菌病中：1 岁~10 岁组 1 例，11 岁~20 岁组 5 例，

21 岁~30 岁组 5 例，31 岁~40 岁组 13 例，41 岁~50 岁 16 例，51 岁~60 岁组 24 例，61 岁~70 岁

组 14 例，71 岁~80 岁组 8 例；男性共占 62 例，女性共占 24 例，男性与女性之比为 2.58:1；1 月

份 2 例， 2 月份 6 例，3 月份 11 例， 4 月份 11 例，5 月份 16 例，6 月份 6 例，7 月份 14 例，8

月份 7 例，9 月份 5 例，10 月份 2 例，11 月份 4 例，12 月份 2 例；农村患者 65 例，城市患者 21

例；儿二科 3 例，脊柱外科 18 例，感染科 46 例，预防保健科 1 例，消化内科 3 例，神内科 5

例，呼吸科 3 例，内分泌科 1 例，血液科 2 例，泌尿外科 1 例，胃肠肛门外科 3 例。 

结论  布鲁菌病中年人发病率最高，好发于男性，可能原因为中年男性是主要的劳动力且男性的卫

生意识比女性差；春季发病率最高，原因是春季是家畜繁殖的季节，而家畜流产是布鲁菌病主要的

传播途径；农村地区布鲁菌病的发病率高于城市地区，原因是农民接触牲畜的机会多与城市居民；

感染科和脊柱外科布鲁菌病的检出率最高，原因为布鲁菌病主要的临床症状表现为发热多汗，关节

疼痛；布鲁菌病严重危害人类健康，我们应加强防范意识，科学有效的预防布鲁菌病的发生。 

oman" >71 岁~80 岁组 8 例；男性共占 62 例，女性共占 24 例，男性与女性之比为 2.58:1；1月份

2 例， 2 月份 6 例，3 月份 11 例， 4 月份 11 例，5 月份 16 例，6 月份 6 例，7 月份 14 例，8 月份

7 例，9 月份 5 例，10 月份 2 例，11 月份 4 例，12 月份 2 例；农村患者 65 例，城市患者 2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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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二科 3 例，脊柱外科 18 例，感染科 46 例，预防保健科 1 例，消化内科 3 例，神内科 5 例，呼

吸科 3 例，内分泌科 1 例，血液科 2 例，泌尿外科 1 例，胃肠肛门外科 3 例。 

 
 

PU-3931 

313 株嗜麦芽窄食单胞菌感染临床特征、 

分离率及耐药性变迁分析 

 
陆桃红 

江苏省泰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泰州市人民医院嗜麦芽窄食单胞菌感染的危险因素、临床特征、分离率及其耐药性变

迁，为临床预防和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泰州市人民医院微生物室非重复分离出的 313 株嗜

麦芽窄食单胞菌感染病例资料及药物物敏感性试验数据。 

结果  313 例感染患者按样本来源分呼吸道感染 261 例，非呼吸道感染 52 例；病区分布以呼吸内科

为主。高龄、抗菌药物长期使用、原发肺部基础疾患等为主要感染高危因素；2012—2016 年 4 年

分别分离出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占我室每年分离革兰阴性杆菌比例分别为 5.3%（97/1831）、3.2%

（59/1818）、3.7%（60/1616）、2.3%（51/2212）和 1.5%（46/302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313 株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对复方磺胺甲噁唑、左氧氟沙星、米诺环素、头孢他啶、替

卡西林-克拉维酸、氯霉素的耐药率分别为 29.6%、20.4%、3.8%、68.9%、44.4%和 20.9%，

2012—2016 年对头孢他啶的耐药率逐年上升，对复方磺胺甲噁唑、左氧氟沙星、米诺环素、替卡

西林-克拉维酸和氯霉素的耐药率逐年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呼吸道感染与非呼吸

道感染头孢他啶、米诺环素和氯霉素耐药性比较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嗜麦芽窄食单胞菌感染高危因素主要为高龄、原发肺部基础疾病、广谱抗菌药物使用、气管

切开和入住重症监护室等。临床应根据体外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合理选用敏感抗菌药物进行治疗，

米诺环素或/和其他药物联合治疗可能效果更好。 

 
 

PU-3932 

金黄色葡萄球菌在骨科的检出率及临床意义 

 
杨文涛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2014 年 08 月——2017 年 03 月以来骨科患者发生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的现状，为临床

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感染提供依据。 

方法   统计分析 2014 年 08 月——2017 年 03 月近三年来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骨科送检标本中

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检出率及其药敏结果。 

结果  骨科的 1268 例送检标本中，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 62 例，检出率为 4.89%，排名第一；其它

依次为大肠埃希菌（检出率 2.60%）、阴沟杆菌（检出率 1.58%）、鲍曼不动杆菌（检出率

1.42%）、肺炎克雷柏菌（检出率 1.34%）。 

结论  金黄色葡萄球菌在骨科的检出率逐年上升,尤其是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的数

量所占比例较大；以及金黄色葡萄球菌对抗菌药物敏感率越来越不理想，临床医师应根据实验室的

药敏结果选择合适的抗菌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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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33 

肺炎克雷伯菌耐药性分析及防治措施 

 
周雪宁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对肺炎克雷伯菌的分布情况和耐药性进行研究，为临床用药提供依据及防治措施。 

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搜集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临床分离的

285 株肺炎克雷伯菌的资料，对其药敏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2016 年该院分离出病原菌 2237 株，其中肺炎克雷伯菌分离出 285 株，检出率为 12.7%，

其中第三季度最高，送检标本中主要以痰液为主，根据药敏结果，肺炎克雷伯菌对头孢呋辛钠的耐

药率最高，达到 30.5%；氨苄西林/舒巴坦的耐药率次之为 29.1%。 

结论  该院肺炎克雷伯菌对羙洛培南有着较高的敏感性，对其他抗生素有着不同程度的耐药，因此

临床应根据药敏结果合理用药，减少耐药菌株的产生的流行。 

 
 

PU-3934 

高通量测序技术在临床病原微生物学中的应用 

 
贾微 

潍坊市人民医院,261000 

 

目的  高通量测序技术作为当今分子生物领域的新一代测序手段，拥有极其强大的功能。可以实现

对数目庞大的核酸分子进行序列测定，其在农业、畜牧业、医疗行业等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尤其在病原微生物实验室诊断中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方法  该技术使复杂的微生物标本研究成为可能，并大大缩短了检测时间，可针对遗传进化特征、

个体基因差异、致病机理、耐药机制及其传播规律等方面进行研究。 

结果  本文总结了高通量技术的主要方法及原理，介绍了高通量技术在临床病原微生物学中的应

用。 

结论  旨在为临床病原微生物感染与诊断提供一些参考依据，同时，为引领高通量技术在临床病原

微生物学中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拓展新的天地。 

 
 

PU-3935 

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 

在尿液细菌快速直接检测中的应用研究 

 
王莹,李伟,孙恩华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00 

 

目的  通过收集大量的中段尿液样本，应用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 

MS）快速直接检测样本中的细菌，通过对比和分析直接检测和尿液培养后单个菌落的鉴定时间、

结果及符合率，建立合适的方法便于临床推广应用。 

方法  将收集的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住院及门诊病人的每个中段尿标本低速离心去除白细胞, 高速离心

收集细菌沉淀, 经过洗涤、离心之后进行蛋白质的提取，经高速离心后取 1 μ L 上清涂布到 MALDI

的靶板上, 在室温下干燥后，取 1μ L 基质溶液涂布到靶板上，干燥后上机检测。记录从处理到鉴定

出菌种的时间，同时对比和分析常规尿培养后鉴定出菌种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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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应用质谱仪直接鉴定尿液细菌菌种与常规培养后单个菌落的鉴定结果一致，整个过程可在 3h

内完成，比后者的鉴定时间提前平均 20 h。应用这种快速检测的方法，可节省耗时的培养过程，

临床医生可以提前 45h 得知病原菌。 

结论  ＭＡＬＤＩ-ＴＯＦ ＭＳ 可 用 于 直 接 检测 尿 液 样 本 中 的 细 菌 ， 检 出 率 高 ， 结 果 

可 靠 。 ＭＡＬＤＩ-ＴＯＦ ＭＳ 对 混 合 菌 感 染 的 样 本 有 一 定 鉴 定 能 力 ，该 方 法 是 基 

于 培 养 的 传 统 方 法 的 革 命 性 创 举 。 可以指导临床医生早期合理用药，提高有效治愈率。 

 
 

PU-3936 

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性分析 

 
刘莹,张桂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鞍山医院 

 

目的  了解本院 2015-2017 年临床分离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性 

方法  收集从患者分离的非重复鲍曼不动杆菌共计 152 株，采用纸片扩散法测定菌株对头孢菌素

类、喹诺酮类、氨基糖苷类药物等 18 种抗菌药物的敏感性,数据采用 WHONET5.6 软件分析。 

结果  本院鲍曼不动杆菌多重耐药菌株（MDR）的菌株比例逐年上升，对大多数抗生素的耐药率超

过 60%，且存在逐年增长的趋势，其中对碳青霉烯类药物的耐药率从 2015 年的 30.8%上升到

2017 年的 57.9%；对头孢哌酮/舒巴坦的耐药性从 60.46%增加到 71.34%，对左旋氧氟沙星、加替

沙星、头孢曲松等药物的耐药率都超过了 70%（2017 年的耐药率），对粘菌素和米诺环素的耐药

率为 0%。 

结论  根据本院鲍曼不动杆菌在所致医院感染细菌的构成比及对受试抗菌药物的耐药率不断上升，

尤其是 MDR 的增加，因此，必须加强对鲍曼不动杆菌进行规范、连续的耐药监测，掌握病原菌的

流行病学及对抗菌药物耐药特性，为临床治疗提供指导。 

 
 

PU-3937 

围产期孕产妇感染或定植的无乳链球菌的耐药性分析 

 
李娟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围产期孕产妇无乳链球菌的的耐药趋势，为围产期无乳链球菌感染的防治和抗生素合理

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期间就诊于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门诊或住院的孕

产妇送检的标本。使用 Vitek 2 Compact 全自动细菌鉴定及药敏分析系统对无乳链球菌分离株进行

鉴定和抗生素最小抑菌浓度（MIC）测定。 

结果  8603 份标本中分离出无乳链球菌 878 株，检出率为 10.2%。药物敏感试验结果示：GBS 对

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利奈唑胺和万古霉素 100%敏感，对四环素、红霉素、克林霉素、左氧氟

沙星耐药率分别为 87.8％、58.4％、68.8％和 26.5%，D 试验阳性率为 15.6％。 

结论  围产期无乳链球菌预防感染首选青霉素Ｇ和氨苄西林，红霉素和克林霉素因耐药率高不推荐

作为预防和治疗的二线药物；临床应加强围产期孕妇的 GBS 耐药性监测及有效的预防措施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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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38 

婴幼儿上呼吸道感染的细菌检测与耐药性分析 

 
孙铭艳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261000 

 

目的  了解儿科上呼吸道感染的细菌分布及其药物敏感性，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客观依

据。 

方法  对我院 1097 份儿科咽拭子标本进行常规细菌鉴定及药敏试验。 

结果  1097 份咽拭子标本共培养出 81 例阳性菌株，细菌培养的阳性率为 7.38%，其中革兰阴性菌

72 株，占 88.89%，肺炎克雷伯（ESBLs 15.00%）20 株，占 24.69%，大肠埃希氏菌（ESBLs 

15.79%）19 株，占 23.46%，鲍曼不动杆菌 13 株，占 16.05%；革兰阳性菌 6 株，占 7.41%。真

菌 3 株；药敏结果显示，革兰阴性菌株中未发现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哌

拉西林舒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耐药的菌株，而头孢唑林、头孢呋辛、氨苄西林的耐药率很高。革

兰阳性菌的药敏结果中未发现对万古霉素耐药。 

结论  在我院婴幼儿上呼吸道感染的病例中，感染细菌以阴性菌为主，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药物敏

感性较好，未出现耐药菌株。而 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耐药率较高。 

 
 

PU-3939 

欧美国家围产期 B 族链球菌感染预防指南筛查策略与方法的解读 

 
刘海英,高坎坎,曾兰兰,钟华敏,邓秋连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510000 

 

目的  B 族链球菌（GBS）是西方国家围产期新生儿侵袭感染的首要致病菌，可导致严重的肺炎、

败血症及脑炎，引起新生儿死亡或残疾。母婴传播是其主要感染途径。上世纪九十年代，欧美国家

开始实施产前 GBS 筛查与产时抗生素干预（IAP），有效降低了新生儿 GBS 感染的发生。GBS 感

染对我国新生儿造成的危害近些年才逐渐得以认识与重视，目前尚缺乏一致的预防措施。 

方法  GBS 筛查结果的准确与否决定临床预防的有效性，为增进对其的了解，笔者特此就欧美国家

GBS 预防指南或共识所推荐的筛查策略、检测方法以及样本采集保存转运等做一解读。 

结果  美国 CDC 颁布的 2010 年版预防指南是在 2002 版基础上修订而成，其主要推荐基于分娩危

险因素和孕晚期 35-37 周 GBS 培养普筛相结合的 IAP 预防策略。尽管 NAAT 技术具有高灵敏度、

高特异性且快速等特点，较适于产时 GBS 定植的评估，但其未经增菌的灵敏度仍不及培养法，产

前筛查结果准确性要比报告时限重要得多，并且由于缺乏药敏结果，NAAT 检测在产时的应用仍然

有限。其他非增菌的快速检测方法还有光学免疫分析、酶免疫分析等，但这些方法的灵敏度均不足

以用于产时 GBS 筛查。许多欧洲国家从 2002 年起就推荐实施与美国一样的 GBS 普筛预防策略，

新生儿早发型 GBS 发病率有所减低。2013 年欧洲共识确立 IAP 为围产期 GBS 病预防策略的核

心，推荐快速实时的产时 GBS 筛查策略。而对于一些不具备 PCR 实验条件的医疗机构，则要严格

遵守产前 35~37 孕周 GBS 培养筛查。青霉素过敏的孕妇，建议做 35~37 孕周培养筛查，并进行药

敏试验。早产或胎膜早破者的处理方法基本同美国 CDC 2010 年指南，只不过即时筛查方法采用

NAAT。 

结论  我国究竟适于何种预防策略，以及 GBS 普筛的推荐方法和筛查时机，均需一定时间的临床经

验积累和大型的队列研究。虽然欧美国家的筛查时机和推荐方法有所差异，但就检测方法上的认识

还是高度统一，增菌培养法和核酸检测（NAAT)为美国指南或欧洲共识的推荐方法，而阴直肠拭子

未经增菌的直接接种培养法、抗原免疫检测等的灵敏度均不足以作为筛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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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40 

Neonatal late-onset meningitis caused by group B 
streptococci aggregating in two Chinese families 

 
Xiaoshan Guan,Sufei Zhu,Shan Ouyang,Wei Zhou,Haiying Liu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 medical center 

 
Objective Group B Streptococcus (GBS) is a common pathogen of neonatal infections, which 
can be classified into early- and late-onset disease according to the time of onset. Although 
prenatal screening and antibiotic prophylaxis during birth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early-onset disease (EOD, 0~6 days after birth), the late-onset disease (LOD, 7~89 days after 
birth) has no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and can easily lead to meningitis and adverse neurological 
outcomes. 
Methods This case reports the late-onset group B streptococcal infection of a pair of fraternal 
twin siblings and a pair of fellow siblings. 
Results Although the genetic background, growth environment, and serotype of infected strains 
were similar in the two case groups, clinical outcome differences were comparable. The probands 
in the two families discharged with neurological sequelae and those who got sick after were cured. 
By comparing the medical history,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laboratory, imaging examination, 
treatment outcome and prognosis data of the two group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difference of 
clinical outcomes may be related to the timing of diagnosis and initial treatment. 
Conclusions This case report help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late-onset GBS infection, 
reminding clinicians pay attention to identify infection risk factors, prevent effectively, make 
diagnosis and treat earlier, choose optimization of anti-infective treatment program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nervous system damage and other adverse outcomes caused by late-onset GBS 
infection. 
 
 

PU-3941 

Evaluation of a Micro/nanofluidic Chip Platform for the 
High-throughput Detection of Bacteria and their 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 in Post-neurosurgical Meningitis 

 
Guanghui Zheng,Guojun Zhang,Ruimin Ma,Xixiong Kang 

Beijing Tiantan Hospital &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Rapid identification of bacteria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ir susceptibility to 
antibiotics are urgently needed, in order to combat the emergence of multi-resistant bacterial 
strains. We evaluated a novel, fast, and easy-to-use micro/nanofluidic chip platform (MNCP), 
which overcomes the difficulties of diagnosing bacterial infections in neurosurgery. 
Methods A total of 108 bacterium-containing cerebrospinal fluid (CSF) cultures were tested using 
the MNCP for identifying bacteria and determinants of genetic resistance.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to those with conven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 methods. 
Results Among the 108 CSF cultures, the concordance rate between the MNCP and the 
conventional identification method was 94.44%, and 6 species attainted 100% consistency. For 
the production of carbapenemase- and extended spectrum beta lactamase- (ESBL-) related 
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 both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the MNCP tests were high (> 
90.0%) and could fully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clinical diagnosis. 
Conclusions  The MNCP is fast, accurate, and easy to use, and has great clinical potential in the 
treatment of post-neurosurgical mening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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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42 

耐万古霉素肠球菌与定值肠球菌的致病基因检测 

 
李万翔 

潍坊市人民医院,261000 

 

目的  通过对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i，VRE）及分离非耐万古霉素

肠球菌（vancomycin-sensitive enterococci，VSE）致病基因的筛查，了解致病基因分布情况，探

索肠球菌致病机制为日后致病机制的研究提供基线资料。 

方法  集浙江省人民医院的部分临床病人标本中分离出的 VRE，于 ICU 采集的患者肛周和手臂标本

分离的肠球菌属细菌。以 PCR 方法筛查出 ace、asa1、cylA、 efaA、esp、gelE、 hyl 七种致病

基因。 

结果   VRE 菌株中，esp 最高，约占 71.4%；屎肠球菌中 esp 最高，约占 73.5%，其致病基因携

带谱以“esp-hyl”基因组合为主；粪肠球菌全部菌株均携带 efaA 基因，其致病基因均为三种以上基

因组合，以“esp-cylA-gelE-asa1-efaA”多见。VSE 总体阳性率同样 esp 最高，约占 40%；其中屎

肠球菌以 esp、hyl 单个基因携带为主；粪肠球菌以“esp-ace-cylA-gelE-asa1-efaA”最多见； 

结论  两种肠球菌各种致病基因携带率差异较大， 两种肠球菌致病机制存在差异，本地区致病基因

发挥作用的以 esp、hyl 为主。 

 
 

PU-3943 

神经外科术后细菌性脑膜炎多指标联合诊断模型的建立 

 
郑光辉,张国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100000 

 

目的  建立神经外科术后细菌性脑膜炎诊断的多指标线性判别模型并验证。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2016 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脑膜炎患者的 14 项实验室检查，

利用 Mann-Whitney U 检验与 ROC 曲线下面积(AUC)对具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进行细菌性脑膜炎

与无菌性脑膜炎分组评价，通过线性拟合进行联合诊断并建立线性判别模型，选取 26 例确诊的脑

膜炎患者的检查项目验证判别模型的判别能力。 

结果  两组脑膜炎中，11 项实验室检查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ROC 结果显示，5 项检查的

AUC>0.7，拟合变量可以显著提高单一项目的诊断效能，而通过验证，模型就有较好的判别能力，

线性判别模型的诊断一致率为 88.7%。 

结论  神经外科术后细菌性脑膜炎的诊断是一个令人棘手的问题，利用多指标联合诊断可以有效地

对细菌性脑膜炎与无菌性脑膜炎进行区分，更好的解决细菌性脑膜炎的诊断问题。 

 
 

PU-3944 

脓毒症生物标志物的临床诊断价值 

 
王立朋,伊茂礼,陈磊 

烟台毓璜顶医院,264000 

 

目的  对脓毒症生物标志物的临床诊断价值进行评价。 

方法  回顾性研究的方法，收集临床脓毒症高危病患标本，依据脓毒症诊断标准进行分组，分别检

测常见几种脓毒症标志物的水平，计算其灵敏度，特异度等相关指标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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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以 CD64 为代表的脓毒症新型标志物的部分诊断指标优于 PCT 等传统指标，联合应用可显著

提高灵敏度，为更早期诊断带来更多可能。 

结论  CD64 对于脓毒症的诊断价值较高，联合传统标志物应用价值较大。 

 
 

PU-3945 

临床微生物质谱检验的安全风险评估 

 
葛平,徐蓉,陈蓉,刘学杰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临床微生物质谱检验是一个新的微生物检验技术，在检验前对该项目所用试剂材料、设备以

及检验的方法时是否存在有生物、化学等危害操作人员、污染环境或有损仪器设备的潜在风险进行

评估，以便根据评估结果有针对性的在操作人员的防护以及防护设备的准备和使用等方面进行针对

性预防，保障检验操作的安全进行。 

方法  通过针对微生物质谱检验所使用的材料、试剂以及实验过程进行物理、化学、生物等全面的

安全评估。 

结果  经对微生物质谱检验常用的 5 种的化学试剂分析评估，其使用量较少（单次使用量最大为

100 微升），如进行针对性防护其危害可有效控制。靶板上残留的病原体和仪器运行期间周边环境

中的病原体未检出。 

结论  在新开展临床微生物质谱检验前进行各方面的安全风险评估是非常有必要的，评估的结论将

明确安全隐患并可有针对性进行有效的安全防护，预防或降低操作人员被感染或损伤的关键，保障

微生物质谱检验顺利进行。 

 
 

PU-3946 

基因芯片技术检测临床常见致病性念珠菌和新型隐球菌 

及 ERG11 基因点突变的实验研究 

 
王敬华,王华梁,陈蓉,徐蓉,刘学杰,王庆忠,葛平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建立基因芯片技术检测临床常见致病性念珠菌和新型隐球菌及氟康唑耐药白念珠菌相关

ERG11 点突变的实验方法。 

方法  针对临床常见 5 种致病性念珠菌和新型隐球菌 5.8S rDNA 与 28S rDNA 间的内转录间区 2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2，ITS-2)基因，设计、合成一系列寡核苷酸探针，制备寡核苷酸芯

片，以鉴定 5 种致病性念珠菌和新型隐球菌；设计、合成能够特异性扩增 ERG11 基因点突变的引

物，并采用不对称荧光 PCR 技术扩增 ERG11 基因，PCR 产物与芯片杂交。 

结果  采用特异性引物和不对称 PCR，从 12 株临床分离耐药株中，成功扩增出 ERG11 基因 4 个

突变点；采用基因芯片杂交技术，成功鉴定 5 种临床常见致病性念珠菌和新型隐球菌，特异性好

（100%），重复性良好，灵敏度高。 

结论  本研究制备的寡核苷酸基因芯片，可以用于鉴定临床常见致病性念珠菌和新型隐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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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47 

1377 例乙肝患者感染状态及合并感染情况分析 

 
刘永明 

烟台毓璜顶医院,264000 

 

目的  探讨乙肝患者感染状态及合并感染丙肝病毒（HCV）和人免疫缺陷病毒（HIV）对其影响。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9 月 1377 例乙肝患者，按其 HCV 和 HIV 感染状态，分为单纯

乙肝感染组；乙肝合并 HCV 感染组；乙肝合并 HIV 感染组；乙肝合并 HCV 和 HIV 感染组。比较

不同时期患者乙肝病毒核酸载量和 HBeAg 表达状况。 

结果  单纯乙肝感染组患者 HBeAg 阳性率为 58.38%，高于乙肝合并 HIV 感染组 14.29% ,P=0.018

和乙肝合并 HCV 和 HIV 感染组 0，P=0.04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单纯乙肝感染组患者 HBV-

DNA 检测≥1000 IU/ml 百分率为 78.65%，高于乙肝合并 HIV 感染组 14.29%和乙肝合并 HCV 和

HIV 感染组 0%，P 均<0.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接受规范化抗 HIV 病毒治疗的合并感染 HIV 的乙肝患者其 HBeAg 阳性率和 HBV-DNA 检测

≥1000 IU/ml 百分率低于单纯乙肝感染者，合并感染 HIV 的乙肝患者应尽早接受规范化抗 HIV 病毒

治疗。 

 
 

PU-3948 

一种新型核酸酶毒素-免疫蛋白系统在口腔病原菌中的作用机制 

 
陈晓静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我们在研究内源隐秘质粒稳定性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新型结构域 DUF2380，并证实该结构域的

功能为核酸酶毒素，同一操纵子内的上游基因编码免疫蛋白。生物信息学分析显示在牙龈卟啉单胞

菌和福赛斯坦纳菌中广泛存在 DUF2380 结构域蛋白，而牙龈卟啉单胞菌和福赛斯坦纳菌是口腔感

染的主要致病因子。我们拟利用生物信息学和生化试验来验证牙龈卟啉单胞菌中 DUF2380 结构域

蛋白的核酸酶功能，探讨其在牙龈卟啉单胞菌和福赛斯坦纳菌致病性及种群共生中发挥的作用，为

筛选新的抗菌药物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  对鉴定到的新型毒素蛋白 pMF1.20 进行氨基酸序列比对，寻找其同源蛋白。比对到的同源蛋

白的上下游基因进行功能预测和模块分析。 

结果  我们在 RefSeq 数据库中鉴定到 197 个含有 DUF2380 结构域的蛋白（E 值不小于 0.001），

发现该结构域不只存在于粘细菌中，也分布在其他种属的细菌中。分析结果显示牙龈卟啉单胞菌中

DUF2380 下游基因编码一组保守的功能未知蛋白，上下游存在经典的 SMI1_KNR4 免疫蛋白、

RHS+AHH、RHS+WHH 编码基因，强烈暗示了 DUF2380 结构域蛋白可能作为输出性的核酸酶，

在口腔致病菌的种群生长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结论  我们在研究质粒稳定性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种新颖的毒素蛋白，证实了 DUF2380 结构域的核

酸酶活性。随后在牙龈卟啉单胞菌和福赛斯坦纳菌中预测到包含 DUF2380 结构域的蛋白，同时在

其上下游预测到经典的 SMI1_KNR4 免疫蛋白，强烈暗示了 DUF2380 结构域蛋白可能作为输出性

的核酸酶，在口腔致病菌的种群生长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接下来将利用生化实验对预测结果进

行验证。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150 

 

PU-3949 

探究广州地区围产期孕妇 B 族链球菌的感染 

和耐药率及对妊娠的影响 

 
容莉莉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510000 

 

目的  探讨广州地区围产期孕妇 B 族链球菌（GBS）的感染和耐药率及对妊娠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到 2015 年 12 月于我院行产前检查的孕 35-38 周围产期孕妇共 2812 例， 

收集阴道及肛周分泌物，行快速鉴定法及培养法检测分离 GBS 并行药敏实验，对比妊娠结局； 

结果  ①B 族链球菌快速鉴定试剂（层析法）阳性率（12.6%，354/2812）显著高于培养法检测

GBS 感染阳性率（ 6.3% ， 178/2812 ），两种检测方法阳性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4.309，P,=0.000）；②GBS 对青霉素、利奈唑烷、万古霉素、呋喃妥因耐药率为 0%（其

中呋喃妥因中介敏感度为 5.6%），对氨苄青霉素、环丙沙星及莫西沙星耐药率分别为 1.1%、

16.9%和 18%，左旋氧氟沙星耐药率为 22.5%，红霉素及克林霉素耐药率为 50.6%及 47.8%（其

中红霉素诱导克林霉素耐药有 20 例占 23.5%），对四环素耐药率高达 73%；③GBS 阴性孕妇早

产、胎膜早破及宫内感染等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明显低于 GBS 阳性者，组间对比差异显著（P＜

0.05） 

结论  GBS 感染可增加孕妇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故若孕妇现行感染则需采用敏感性高、耐药性低

的抗生素类药物予以治疗，提升预后质量。 

 
 

PU-3950 

SAT 技术在男性前列腺炎患者解脲脲原体感染中的应用 

 
蔡莎莎,邹金艳,喻长法,段达荣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318000 

 

目的  评估一种检测男性前列腺炎患者解脲脲原体（UU）感染的新型核酸恒温扩增检测技术

（SAT）。 

方法  纳入 237 例男性前列腺炎患者和 80 例健康体检者。分别采用 SAT 法、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

链反应（RT-PCR）和培养法检测 UU 的感染。 

结果  SAT、RT-PCR 和培养法对男性前列腺炎患者 UU 的检出率分别是 43.9%、37.1%，30.0%。

SAT 法检测男性前列腺炎患者 UU 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和约登指数分别是

96.6%、87.8%、82.7%、97.7%和 0.844。 

结论  SAT 是一种 UU 检出率相对较高的新技术。作为一种快速和准确的方法，SAT 适用于临床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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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51 

一种基于重组酶聚合酶扩增技术的 B 族链球菌（GBS） 

核酸检测方法的建立 

 
钟华敏,邓秋连,谢永强,钟玉葵,黄连芬,梁秉绍,关小珊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510000 

 

目的  运用重组酶聚合酶扩增技术（RPA）建立一种快速检测 B 族链球菌核酸的方法，为 B 族链球

菌的快速检测提供一种新的方法。 

方法  针对 B 族链球菌的 cfb 基因设计一对特异性引物，并对反应体系和反应条件进行优化，对灵

敏度、特异性进行评价。同时对临床标本进行检测，分别利用 RPA 和常规细菌培养检测 65 株阴道

分泌物棉拭子标本，分析检测结果一致性，计算 Kappa 值。 

结果  RPA 反应在恒温 37℃下，扩增时间为 25min 的条件下扩增效果最好。RPA 扩增特异性实验

中只有 B 族链球菌扩增出目的条带，其他 18 种在女性阴道分泌物中常见的病原微生物未出现目的

条带。在设计的一系列梯度的 DNA 浓度中，102copies 的 DNA 浓度开始看到条带。临床标本验证

实验结果显示 RPA 检测与微生物学标准检测法对比，Kappa 值为 1，证明两者的检测结果高度一

致。 

结论  本研究建立的针对 B 族链球菌核酸的重组酶聚合酶扩增技术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好、反应

快速、不依赖昂贵的仪器等优点，有利于应用于临床快速诊断 B 族链球菌感染。 

 
 

PU-3952 

转录组学研究揭示儿童急性 EBV 感染 

和慢性活动性 EBV 感染的主要免疫细胞类型 

 
钟华清 1,胡忻然 2, Andrew B. Janowski2,Gregory A. Storch2,苏犁云 1,曹凌峰 1,余京生 2,徐锦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200000 

2. 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aint Louis 

 

目的  对急性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AIM）患者、慢性活动性 EBV 感染（CAEBV）患者和健康

对照者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标本进行全转录组表达谱分析，发现 AIM 和 CAEBV 患者在机

体基因表达的异同点。 

方法  收集 AIM、CAEBV 患者和健康对照者的 PBMC 标本，进行转录组芯片检测。分析三组样本

间在基因表达尤其是免疫系统方面的异同点，选取差异基因进行扩大样本量验证，并用流式细胞术

进行相关免疫细胞的功能验证。 

结果   转录组表达谱显示，与健康对照组相比，AIM 患者中有 2463 个转录子表达发生明显变化，

CAEBV 患者中有 475 个转录子表达变化明显。上调基因参与的通路主要集中在细胞周期、DNA 复

制与修复，而下调的通路主要涉及免疫信号转导，如 TNF 信号通路等。AIM 组 50%TCR 转录子表

达明显上调，其 TCR α/β 可变区上调 23 倍，γ/δ 可变区上调 399 倍；相反，CAEBV 组 TCR 转录

子均无明显表达的变化。AIM 组中 B 细胞、DC 和粒细胞表达明显下调，NK 细胞表面标记 CD94

表达上调，CD8+表达急剧上调。本研究还发现了 30 个 CAEBV 特殊表达基因，FCGR1A 和

FCGR1B 是上调最显著的两个基因，且与单核细胞表面标记 CD14 高度相关。选取 28 个差异表达

基因进行扩大样本量验证，qPCR 结果证实芯片的数据。AIM 患者中 CD8+ T 细胞和 CD56+ NK 细

胞表面 Granzyme B 的含量分别是健康对照者的 8.4 倍和 15.2 倍；AIM 患者中 CD3+、CD8+和

CD94+细胞明显增殖，CD3+细胞中 γδ T 细胞增殖 45 倍，CD8+细胞中 γδ T 细胞增殖 27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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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发现了在 AIM 中存在 γδTCR 优势表达和 γδT 细胞的扩增。 该发现结合 CD3 和 CD8

的显著上调表明了 CD8 + T 细胞可能在 AIM 中起主要作用。在 CAEBV 中观察到单核细胞标记物

FCGR1A / B 的独特上调，这意味着单核细胞在 CAEBV 中的主要作用。 

 
 

PU-3953 

妇女儿童肠道分离大肠埃希菌 

及肺炎克雷伯菌多粘菌素 B 耐药及 mcr-1 基因研究 
 

谭晓明,陈广兴,李梅爱,邝婉仪,杨丽媛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510000 

 

目的  研究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患者粪便分离的大肠埃希菌及肺炎克雷伯菌多粘菌素 B 的耐药及 mcr-

1 基因携带情况，为多粘菌素 B 耐药菌的防控提供临床数据。 

方法  从广州市妇儿医疗中心门诊或住院患者大便标本，使用中国蓝平板分离大肠埃希菌及肺炎克

雷伯菌，微量肉汤稀释法测定其对多粘菌素 B 的最小抑菌浓度( MIC) ，并提取细菌基因组，设计

特异性引物对分离菌株进行 mcr-1 基因 PCR 扩增，测序鉴定，并应用脉冲场凝胶电泳（PFGE）

比对 mcr-1 阳性株是否同源。 

结果  从 89 例患者中分离出大肠埃希菌 65 株，肺炎克雷伯菌 24 株；以 4μg / ml 为耐药阈值判定

折点，65 株大肠埃希菌中有 3 株对多粘菌素 B 耐药，阳性率 4.62%，此 3 株均检出 mcr-1 基因，

24 株肺炎克雷伯均对多粘菌素 B 敏感，未发现 mcr-1 基因；PFGE 结果显示 3 株耐药菌株均为不

同的克隆株。 

结论  妇女患者大便分离大肠埃希菌多粘菌素 B 的耐药率为 4.62%，耐药株均携带 mcr-1 基因，此

三株并不来源于同一克隆，建议加强大肠埃希菌对多粘菌素的耐药监测。 

 
 

PU-3954 

儿童耐碳青霉烯酶肠杆菌科耐药基因的分析 

 
关小珊,柯嘉荣,梁秉绍,钟华敏,周珍文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510000 

 

目的  了解广州地区儿童分离的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CRE）的药物敏感情况和碳青霉烯酶的基

因型。 

方法  收集 2014-2017 年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住院患儿临床分离的 CRE 30 株；检测 CRE 对

抗菌药物的敏感性；通过改良 Hodge 试验对碳青霉烯酶进行表型分析；应用 PCR 法进一步确定碳

青霉烯酶的基因型。 

结果  所有细菌对阿米卡星和多粘菌素 B 全部敏感，对氨曲南，氨苄西林，舒巴坦，厄他培南，美

罗培南，哌拉西林，头孢类抗生素有较高的耐药率。受检菌以肺炎克雷伯菌为主（ 16，

53.33%），改良 Hodge 阳性率为 30%，经 PCR 检出产碳青霉烯酶基因分别为 ndm

（17/30,56.67%）， imp（4/30,13.33%），vim（3/30,10%），kpc（1/30,3.33%），oxa48

（1/30,3.33%），未检出（4/30,13.33%）。 

结论  广州地区儿童 CRE 以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肠埃希菌为主，对大多数抗菌药物耐药；ndm 基因

是医院 CRE 最主要的碳青霉烯酶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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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55 

毒力基因 SplA，SplD 在金黄色葡萄球菌临床 

分离株中的分布及临床意义 

 
梁秉绍,吴文坚,周珍文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510000 

 

目的  研究金黄色葡萄球菌毒力基因 SplA、SplD 在临床分离株中的分布模式，统计分析毒力基因

SplA、SplD 的分布情况与 MRSA 的毒力、侵袭性的相关性。 

方法  从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临床标本中分离 171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分离出的金黄色葡

萄球菌株进行鉴定、基因组提取和 SplA、SplD 基因 PCR 特异性扩增分析。对比分析毒力基因

SplA、SplD 在 MRSA 株和 MSSA 株以及两种菌株在不同感染部位分离菌株中的检出差异性和分布

差异性。统计分析毒力基因 SplA、SplD 的分布模式与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MRSA 株的毒力、侵袭性

的相关性。 

结果  在 171 株 SA 临床分离株中分析 SplA、SplD 的分布模式，仅携带 SplA 或 SplD、同时携带

SplA 和 SplD、同时不携带 SplA 和 SplD 的四种模式，结果发现两个毒力基因在 MRSA 株的分布

模式和 MSSA 株的分布模式存在差异，MRSA 株携带 SplA、SplD 的阳性率高于 MSSA 株。

MRSA 株同时携带 SplA、SplD 两个基因的检出率 43.90%，远高于 MSSA 株 7.87%。 

结论  SplA、SplD 基因在 MRSA 株的检出阳性率高于 MSSA 株，且携带 SplA、SplD 基因的

MRSA 比 MSSA 更具有毒力和侵袭性，引发的封闭组织环境感染的可能性更大。SplA、SplD 加强

MRSA 侵入血液、血流外无菌部位造成感染的毒力和侵袭力。 

关键词：毒力基因 SplA ，SplD 金黄色葡萄球菌分布模式临床意义 

 
 

PU-3956 

2008 年-2017 年血培养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孙国全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了解 2008 年-2017 年综合医院血培养标本常见病原菌的分布和耐药性 

方法  采用美国 BD 公司 BACTEC9240 型全自动血培养仪及其配套血培养瓶，所有分离病原菌采用

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 Vitek-2、MS、BD Phonenix 100 进行细菌鉴定和药敏试验，应用

WHONET5.6 软件进行细菌菌谱和耐药性分析 

结果  77299 例血培养标本共分离出 12416 株病原菌，阳性率为 16.06%，其中革兰阳性球菌 5783

株，占 46.57%，革兰阴性杆菌 5344 株，占 43.04%，真菌 1053 株，占 8.48%；分离率最高的细

菌是大肠埃希菌（11%），其次是表皮葡萄球菌（9%） 、人葡萄球菌（9%）、肺炎克雷伯菌

（8%）、金黄色葡萄球菌（6%）、鲍曼不动杆菌（5%）、屎肠球菌（4%）铜绿假单胞菌

（4%）、；葡萄球菌属对利奈唑胺、万古霉素、替考拉宁高度敏感，金黄色葡萄球菌中耐甲氧西

林菌株占 33.2%，呈逐年下降趋势，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中耐甲氧西林菌株占 70.1%，近几年一直

维持在 70%左右的水平； 革兰阴性杆菌（ 除鲍氏不动杆菌） 对碳青霉烯类药物敏感性较好，头孢

菌素类和喹诺酮类耐药率较高，但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类耐药率在 2016 年后成快速上升趋

势，由 2008 年的 1.9%上升到 2017 年的 15.1%，；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产超广谱 β-内酰胺

酶株分别占 63.8%、38.2%。 

结论   引起菌血症的病原菌种类复杂，多种菌株耐药率较高，应特别关注碳青霉烯类的耐药问题尤

其是肺炎克雷伯菌对该类抗菌药物耐药率快速增长，临床应根据病原菌变化及耐药性及时调整抗菌

药物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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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57 

闽南地区 5869 例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病原学特点分析 

 
林建敏,陈玲,连清荣,吴佳音,林闽川,叶辉铭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361000 

 

目的  通过对闽南地区社区获得性肺炎(CAP)患儿病原特点进行分析，为 CAP 早期预警、预防和早

期经验治疗提供指导和依据。 

方法  收集我院 2015 年 1 月-2017 年 5 月 5869 例 CAP 患儿静脉血、呼吸道分泌物及痰标本分别

进行肺炎支原体(MP)、呼吸道病毒检测以及细菌培养及鉴定。 

结果  5869 例 CAP 患儿中明确病原体感染 4931 例，其中单纯细菌感染 3054 例，单纯病毒感染

966 例，单纯 MP 感染 620 例，混合感染 291 例，未检出病原体 938 例。细菌性病原主要以肺炎

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和卡他莫拉菌为主，在各季节检出率不同且男性多于女性，主要在低龄儿童

检出。病毒感染在性别上比较无差异，主要在低龄儿童及夏季检出率最高，以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为主，占 68.22%。MP 感染女性多于男性，在高龄儿童及冬季检测率最高。 

结论  本地区 CAP 病原感染阳性由高到低分别是细菌、病毒和 MP，细菌和 MP 阳性率在性别上有

差异，各种病原在不同年龄段儿童及季节检测率不同。 

 
 

PU-3958 

广州地区儿童血清 EsxA 特异性抗体的检测 

 
黄艳梅,陈卓瑶,黄映红,钟玉葵,卢铭江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510000 

 

目的  分析金黄色葡萄球菌培养阳性儿童血清 EsxA 特异性 IgG、IgG1、IgG2 水平，探讨金葡阳性

儿童 EsxA 相关免疫特性，为其功能研究奠定基础 

方法  在使用抗生素治疗前收集经实验室鉴定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培养阳性的儿童血清 92 例及健康体

检者血清 92 例，使用纯化的 EsxA 重组蛋白包被 ELISA 板，检测血清 EsxA 特异性 IgG,IgG1 及

IgG2 吸光度。 

结果  金黄色葡萄球菌阳性组血清 IgG 抗体、IgG1 抗体、IgG2 抗体吸光度值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92 例金黄色葡萄球菌阳性儿童血清以痰液标本为主，占 38.0%；其次

为皮肤脓液（占 16.3%）、咽拭子（占 15.2%）、扁桃体分泌物（占 14.1%） 

结论  金黄色葡萄球菌阳性儿童血清 EsxA 特异性 IgG、IgG1、IgG2 水平显著升高，提示 EsxA 可

刺激机体产生体液免疫，机体免疫趋向 Th1 型。 

 
 

PU-3959 

围产期孕产妇生殖道感染菌群分布及耐药分析 

 
陈玲,吴佳音,陈小丽,黄舒莹,叶辉铭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361000 

 

目的  回顾分析孕产妇生殖道细菌培养结果,了解孕产妇宫颈分泌物感染细菌的分布情况和耐药率。 

方法  整理分析 2016 年本院 2120 例围产期孕产妇宫颈分泌物的细菌培养结果。 

结果  2120 例细菌培养宫颈分泌物标本中分离出 105 例阳性标本，阳性检出率为 4.96%；前五位

的细菌分别为大肠埃希菌、粪肠球菌、肺炎克雷伯菌、阴沟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各占阳性标

本比率 37%、18.1%、14.3%、11.4%、8%，GBS 的感染率不足 1%；革兰阴性杆菌对亚胺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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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罗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敏感性最高；革兰阳性球菌对万古霉素、呋喃妥因敏感性最

高。 

结论  引起围产期生殖道感染的细菌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且头孢噻肟的耐药率较高，临床应注意

合理使用抗生素。 

 
 

PU-3960 

育龄妇女 B 族溶血性链球菌培养情况分析 

 
陈小丽,陈玲,吴佳音,陈琳琳,叶辉铭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361000 

 

目的  回顾分析 2014 年-2016 年本院 B 族溶血性链球菌培养结果，了解本地区育龄妇女 B 族溶血

性链球菌的携带状况。 

方法  收集本院 2014 年 5 月至 2016 年 12 月共 45571 例 B 族溶血性链球菌培养结果进行回顾分

析。 

结果  2014 年育龄妇女 B 族溶血性链球菌筛查标本 11139 例，阳性标本数 1360 例，阳性率为

12.21%；2015 年育龄妇女 B 族溶血性链球菌筛查标本 16578 例，阳性标本数 2366 例，阳性率为

14.27%；2016 年育龄妇女 B 族溶血性链球菌筛查标本 17854 例，阳性标本数 2573 例，阳性率为

14.41%。不同生育年龄 B 族溶血性链球菌筛查的阳性率分别为<20 岁 8.73%、20-29 岁 13.32%、

>30 岁 14.53%。 

结论  妊娠晚期 GBS 感染可增加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率，在育龄妇女中进行 B 族溶血性链球菌培

养筛查指导产前预防性用药，可改善妊娠结局。 

 
 

PU-3961 

孕晚期产妇 B 族链球菌的三种筛查方法的比较 

 
陈小丽 1,吴佳音 1,陈玲 1,黄秋兰 2,叶辉铭 1 

1.厦门市妇幼保健院,361000 

2.泉州市南安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探讨三种 B 族链球菌的筛查方法对孕产妇阴道／直肠内Ｂ族链球菌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 2017 年 9 月--2017 年 12 月来我院就诊 1027 例孕晚期产妇，于 35-37 孕周产前检查时

或早产孕妇在入院时，取阴道直肠拭子采用单独 GBS 运送增菌培养管（简称 GBS 运送管） 、

GBS 运送增菌培养管搭配哥伦比亚血平板（简称 GBS 运送管搭配血平板）及 GBS 运送增菌培养

管搭配产胡萝卜素/β-γ 乙型链球菌二分格营养琼脂培养基（简称 GBS 运送管搭配二分格平板）三

种方法进行 GBS 检测，比较三种方法的 GBS 检测阳性率。 

结果  单独 GBS 运送管的标本共检出阳性标本 89 例，GBS 阳性率为 8.67%。GBS 运送管搭配血

平板的标本共检出阳性标本 131 例，阳性率为 12.76%。GBS 运送管搭配二分格平板的标本共检出

阳性标本 140 例，阳性率为 13.63%。GBS 运送管搭配二分格平板和 GBS 运送管搭配血平板的阳

性率高于单独 GBS 运送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GBS 运送管搭配二分格平板和

GBS 运送管搭配血平板的阳性率之间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通过对三种不同检测方法的比较，GBS 运送管搭配二分格平板的应用可明显提高 GBS 检出

的阳性率，并具有高效、快速、并能检出 GBS-γ 溶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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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62 

湖南地区 2012~2017 年非结核分枝杆菌流行状况分析 

 
潘建华,石国民,彭雪峰,向延根 

湖南长沙市中心医院 

 

目的  研究湖南地区近年来非结核分枝杆菌（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NTM）的流行状况。 

方法  采用对硝基苯甲酸( p-nitrobenzoic acid, PNB) 鉴别培养基和 DNA 微阵列芯片鉴定 2012 年１

月至 2017 年 7 月某院分枝杆菌培养阳性菌株，并用绝对浓度法检测其耐药性。 

结果  共分离 10779 株分枝杆菌，其中 NTM 分离株 867 株，检出率 8.04％。NTM 检出率从 2012

年的 6.2％上升到 2017 年的 11.3％，呈逐年升高的趋势；867 株 NTM 耐药率顺位依次为

INH( 99.88%) 、 PAS(99.77%) 、 PZA(99.42%) 、 TH ( 93.08%) 、 SM ( 92.73%) 、

OFLX(83.85%)、RFP(76.27%)、EMB(70.70%)、KM(55.02%)。NTM 对 RFP、EMB 和 KM 三种

药物的耐药率随年份有缓慢下降趋势；NTM 种群分布达 11 种，占比前三位的分别是胞内分支杆菌

43.98％、鸟分支杆菌 24.08％和脓肿分支杆菌 21.64％。 

结论  湖南地区分枝杆菌中 NTM 检出率持续升高，以胞内分支杆菌、鸟分支杆菌和脓肿分支杆菌

为主；该地区 NTM 检出率低于全国第五次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但仍属于较高疫情区域 

 
 

PU-3963 

双肺间质性改变患者血液中分离出奥斯陆莫拉菌 1 例 

 
王继红,张苗,李娜,田丽,王璐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患者，男，18 岁，因“溺水 1 个月，发热半个月，黑便 1 天” 于 2017 年 11 月 21 日我院消化

门诊就诊，11 月 23 日以“黑便原因待查”收入院。精神一般，意识可，进食一般，乏力，睡眠一

般，排尿正常，排便如前所述，近期体重下降 12 斤（一个月内）。 

方法  1.患者于 10 月 20 日游泳溺水后入当地医院诊断为呼吸性碱中毒，行住院治疗。半月后患者

出现咳嗽咳痰，发热等症状，诊断为肺炎和支气管炎，咽炎，伴有间断发热，给予对症治疗，未见

明显好转。近来上述症状加重，为持续性发热、最高 40.6℃，以下午及夜间为主，白天略好转

约，38.5℃，伴有咳嗽、偶有咳血，10ml 左右，有头晕、头胀、恶心、呕吐，发现黑便 1 次，

200g 左右，不伴有腹痛。 

2.查体：血压 122/85mmHg；脉搏：80 次/分；呼吸：20 次/分；营养良好，慢性病面容，皮肤色

泽正常，无黄染、皮疹及皮下出血，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罗音，心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闻

及病理性杂音。 

3. 患者于 11 月 29 日出现右侧眼睑肿胀，左眼视物模糊，应用左氧氟沙星滴眼液及普拉洛芬滴眼

液，上诉症状逐渐缓解。 

结果  1. 患者 23 日于门诊化验：降钙素原 [PCT]0.03ng/ml；白细胞 [WBC]14.6×10^9/L↑；中性粒

细胞百分比 [GR%]69.8%；结核杆菌抗体阴性；肺炎衣原体抗体 IgM 阳性；结核感染 T 细胞检测 

[T-SPOT.TB]阴性；甲功、风湿免疫相关抗体大致正常。 

2. 头肺腹部 CT：头部 CT 平扫未见异常；双肺间质性改变。 

3. 胃镜检查结果：萎缩性胃炎。 

4. 结肠镜检查结果：1.怀疑末端回肠淋巴滤泡增生 2.结肠炎 。 

5. PET-CT 检查结果：鼻咽后壁软组织略增厚，代谢增高，考虑炎症可能性大头；双眼眶 MRI 检

查提示筛窦炎。 

结论  1.发热待查；2.双肺间质性改变；3.黑便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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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64 

A high incidence and coexistence of multiresistance genes 
cfr and optrA among linezolid-resistant enterococci 
isolated from a teaching hospital in Wenzhou, China 

 
Yizhi Zhang1,Guofeng Dong2,Jiahui Li1,Lijiang Chen1,Haiyang Liu1,Wenzi Bi2,Hong Lu1,Tieli Zhou1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School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nd Life Sciences，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Linezolid is considered as a last-resort antimicrobial agent, the resistance of which is 
of great concern.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s and transferability of 
linezolid resistance, and molecular epidemiology of linezolid-resistant enterococcal isolates in 
Wenzhou, China. 
Methods A collection of 1623 enterococcal strains, including 789 Enterococcus faecalis and 834 
Enterococcus faecium, were isolated from our hospital during 2011-2016.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and clinical data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linezolid resistance, including the existence of resistance genes cfr and optrA, as well as the 
mutations in 23S rRNA and ribosomal proteins L3, L4 and L22, were investigated by PCR and 
sequencing. Conjugation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and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analyzed by PFGE and MLST. 
Results In our study, 31 (3.93%) E. faecalis and 2 (0.24%) E. faecium exhibited resistance to 
linezolid. Risk factors correlated with linezolid-resistant enterococcal infections included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hospitalization, urogenital disorders, tumor, diabetes and polymicrobial 
infections. Among these isolates, 6 (18.18%) harbored cfr, 9 (27.27%) harbored optrA, and 18 
(54.55%) co-harbored cfr and optrA. However, mutational mechanisms were not found in this 
study. Conjugation experiments demonstrated the transferability of cfr and optrA between Gram-
positive and Gram-negative bacteria. The clone of these isolates was diverse and scattered.  
Conclusions It is noteworthy that cfr and optrA were the main mechanisms of linezolid 
resistance in this study, posing a potential risk of spread of linezolid resistance. Strikingly, it 
reported firstly that the two transferable resistance genes cfr and optrA coexisted in the same E. 
faecalis isolates. 
 
 

PU-3965 

The effect of treating the infection with the pathogenic 
bacteria was treated with the principle of wet healing 

 
Yuan Huang 

Yant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analysis of pathogenic bacteria infected by infected wounds 
in different regions show that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types and composition ratios of 
various pathogenic bacteria,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clinical drug 
habits. Therefore, the type of pathogenic bacteria can be introduced has no obvious effect on 
whether the wound is infected or not.Observe the growth and propagation of common pathogenic 

bacteria in wet environment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Finding conditions that can slow down or 

inhibit the growth of pathogenic bacteria，Provide reliable reference for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open wounds. 

Methods The patients with 84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dry healing and wet healing，and 

compare its test data, then think about the results. Control group: The use of traditional dry 
healing therapy for infection incision, treatment group: The use of wet healing methods to t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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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ection incision, the two groups are thorough disinfection of the wound, active care in time to 
change dressing, afte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to observe the wound recovery, judge the efficacy. 

Result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The treatment group was 100% efficient，The control group 

was 97.5 percent effective. In patients with open wound infection, the healing rate and efficiency 
were higher than those who used the dry healing method under the same external conditions, 
and the ineffective treatment group was even 0, which was lower than 2.38% in the control group. 
It can be shown that the use of wet healing therapy in traumatic wound infection can inhibit and 
eliminate all kinds of pathogenic bacteria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and the curative effect is better 
than traditional treatment method. 
Conclusions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wet healing therapy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is better than 
the traditional dry therapy, can better inhibit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pathogenic bacteria 
and spread, and even achieve the total elimination of pathogenic bacteria effect,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specific patients to develop a treatment plan to improve the overall treatment 
effect. Wet-healing therapy may be more conducive to suppressing the killing of pathogenic 

bacteria，The treatment should b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situation. 

 
 

PU-3966 

尿液标本分离的链球菌菌种分布和耐药性情况分析 

 
李娜,王璐,王继红,郑伟,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分析尿培养标本分离的链球菌菌种分布及其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指导临床合理使用

抗菌药物。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沈阳军区总医院各临床科室住院患者清洁中段尿标本

中分离的包括无乳链球菌在内的链球菌，采用 BD 凤凰 PhoenixTM-100 全自动细菌检测分析系统进

行细菌鉴定和药敏试验。 

结果  共收集 97 株常见链球菌，其中包括无乳链球菌 51 株（52.5%），缓症链球菌 21 株

（21.6%），咽峡炎链球菌 10 株（10.3%），牛链球菌 6 株（6.1%），肺炎链球菌 4 株

（4.1%），其他链球菌 5 株（5.1%）。本次试验中分离出来的链球菌对氨苄西林和青霉素的敏感

率分别是 89.6%和 79.7%，对红霉素、克林霉素、四环素的耐药率分别为 86.2%、77.2%和

42.7%。所有菌株对头孢噻肟、头孢吡肟及美罗培南的敏感率高，未见对利奈唑胺和万古霉素的耐

药菌株。 

结论  建议临床治疗链球菌引起的尿路感染时，优先选择青霉素、头孢噻肟或头孢曲松等抗菌药

物，而大环内酯类、克林霉素和四环素的耐药率比较高，不建议使用。氟喹诺酮类药物对链球菌的

敏感性较青霉素和头孢噻肟低，因此不宜用于一线抗感染治疗。 

 
 

PU-3967 

MALDI-TOF MS 和 VITEK 系统的联合应用及实施 24 小时值班

制度对阳性血培养标本周转时长的影响 

 
乌晗斯 1,田丽 1,王璐 1,栾亮 1,乌晗斯 1,田丽 1,王璐 1,栾亮 1 

1.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2.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探讨 VITEK 鉴定药敏系统和 MALDI-TOF MS 技术的联合应用以及实行微生物实验室 24 小时

值班制度对阳性血培养标本周转时长的影响。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159 

 

方法  分析本院 2014 年-2017 年血培养三级报告平均时长。通过比较实施新技术和新制度前后血培

养的周转时长，来评估其对阳性血培养标本周转时长的影响程度。 

结果  2014 年-2017 年，本院微生物实验室共检出发现  3378 份阳性血培养。其中，2014 年阳性

血培养 717 份，使用 VITEK 鉴定药敏系统，血培养三级报告平均时长为 5464 分钟；2015 年阳性

血培养 707 份，使用 VITEK 鉴定药敏系统，MALDI-TOF MS 技术，同时实行微生物实验室 24 小

时值班制度，血培养三级报告平均时长为 4317 分钟；2016 年阳性血培养 658 份，使用其他鉴定

药敏系统，使用 MALDI-TOF MS 技术，实行微生物实验室 24 小时值班制度，血培养三级报告平

均时长为 4964 分钟；2017 年阳性血培养 663 份，使用 VITEK 鉴定药敏系统，使用 MALDI-TOF 

MS 技术，实行微生物实验室 24 小时值班制度，血培养三级报告平均时长为 4492 分钟。 

结论  我院 2014 年阳性血培养三级报告平均时长与 2015 年比较，缩短了 1147 分钟，说明

MALDI-TOF MS 技术及实行微生物实验室 24 小时值班制度，能够改善阳性血培养标本周转时长。

2015 年与 2016 年比较，发现使用 VITEK 鉴定药敏系统，缩短血培养三级报告平均时长 647 分

钟，说明 VITEK 鉴定药敏系统也够改善阳性血培养标本周转时长。2015 年与 2017 年比较，时长

差异不大，说明使用 VITEK 鉴定药敏系统和 MALDI-TOF MS 技术及实行微生物实验室 24 小时值

班制度,对于改善阳性血培养标本周转时长，是稳定可行的。 

 
 

PU-3968 

2015-2017 年沈阳军区总医院脑脊液 

分离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褚美玲,赵汐渟,王璐,栾亮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分析本院 2015 年至 2017 年脑脊液检出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情况，为临床科室治疗提供依

据。 

方法  利用 WHONET5.6 统计我院 2015 年至 2017 年脑脊液检出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率，

SPSS24.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2015.01-2017.12 本院临床科室共送检 12309 份脑脊液标本用于细菌培养，其中脑脊液用琼

脂培养基平板进行常规细菌培养 11742 份，阳性率 3.2%；脑脊液用血培养瓶增菌培养 567 份，阳

性率 20.5%。所有细菌培养阳性标本中（同一患者相同标本类型的相同菌种只计入一次），分离的

前 5 位病原菌分别为鲍曼不动杆菌（16.8%，40/238），肺炎克雷伯菌（12.6%，30/238），表皮

葡萄球菌（10.1%，24/238），粘质沙雷菌（10.1%，24/238），铜绿假单胞菌（7.1%，17/238）

和大肠埃希菌（5.9%，14/238）。对分离自脑脊液的细菌进行常规药敏试验，鲍曼不动杆菌耐药

率较高，三代头孢耐药率>85%、碳青霉烯类耐药率 85%，阿米卡星耐药率 29.2%；肺炎克雷伯菌

三代头孢耐药率>60%、碳青霉烯类耐药率 26.7%，阿米卡星耐药率 24.1%；铜绿假单胞菌亚胺培

南耐药率 35.3%，美罗培南耐药率 23.5%；未检出耐万古霉素表皮葡萄球菌和耐碳青霉烯耐药粘质

沙雷菌。脑脊液分离病原菌分布排名前 5 位的科室为神经外科 89.5%，神经内科 7.1%，急诊科

2.1%，骨科 0.8%和呼吸内科 0.4%。 

结论  我院 2015 年至 2017 年脑脊液检出病原菌主要为革兰阴性杆菌，且细菌耐药率较高。大部分

患者存在严重基础疾病、创伤和其他导致感染的危险因素，住院周期长，院内应加强感染控制工作

和高级别抗菌药物应用管理。另外，科室送检的脑脊液标本中，脑脊液血培养瓶培养的阳性率远高

于琼脂培养基平板培养，推荐临床科室对可疑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患者进行脑脊液血培养瓶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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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69 

镰刀菌致真菌性角膜炎 1 例 

 
张苗,李娜,任微,栾亮,田丽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现报道 1 例由镰刀菌引起的真菌性角膜炎。该菌分离自一名患高血压糖尿病中老年女性患

者，取右眼角膜溃疡组织进行真菌培养，长出菌落后，进行乳酸棉兰染色。 

方法  眼压（NCT）：右眼（指测) Tn，左眼 11mmHg。角膜共聚焦显微镜检查提示：右眼角膜病

灶区可见大片高反光坏死组织，深大基质层，可见大量炎性细胞及真菌菌丝聚集。临床完善胸片、

心电图、血液化验等入院常规检查。完善眼科专科检查。.取角膜溃疡病灶送真菌培养。培养结

果：生长镰刀菌属。 

结果  将患者眼部角膜溃疡组织标本接种在两块沙氏培养基平板，分别放入 28℃和 35℃两个孵箱

进行真菌培养。72 小时后观察到培养基上生长丝状真菌，菌落形态如下：菌落呈棉絮状，白色绒

毛状结构，表面蛛丝状，白色淡粉至浅紫色。见图 1。背面由浅至棕褐色。见图 2。乳酸棉兰染色

镜下可见细长镰刀形分生孢子，可见假头状着生。见图 1-3。 菌落经 18 S rDNA 基因测序，结果

为腐生镰刀菌（Fusarium solani)。 

结论  真菌性角膜炎应根据病情的轻重和病程制定多元化治疗方案。早期治疗主要依靠抗真菌药

物；若病变主要位于角膜浅基质层时，可通过手术显微镜下清创，刮除病变组织，促进抗真菌药物

发挥作用。当药物治疗不佳或病变累及角膜深基质层时，应及早采取深板层或穿透角膜移植术治

疗。药物治疗方案[5]：a 在真菌菌种鉴定前，采取经验治疗，首选 5%那他霉素(natamycin)滴眼液

或 0.1%-0.2%两性霉素 B 溶液频繁滴眼，可联合 0.5%氟康唑滴眼液，好转后适当减少用药频率；

b 获得药物敏感性试验后选择其敏感药物来治疗，一般选择 2 种或 2 种以上药物联合应用；c 临床

治愈后，应维持用药 2-3 周，以预防复发；d 严重者，可在局部用药同时，联合口服或者静脉滴注

抗真菌治疗；e 局部可联合应用非甾体抗炎药。感染期局部或全身禁用糖皮质激素，以免真菌感染

扩散。 

 
 

PU-3970 

976 株鲍曼不动杆菌的临床分布与耐药性分析 

 
陈弟,唐波,邓德耀,徐红云,刘春林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650000 

 

目的  了解昆明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2013-2016 年鲍曼不动杆菌的临床分布与耐药性变化，为指

导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 

方法  对该院 2013-2016 年临床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的临床分布与耐药性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分离的 976 株鲍曼不动杆菌，鲍曼不动杆菌临床分离主要来自痰液(69.5％)、其次为伤口分

泌物(10.1％)；科室分布主要集中在 ICU 病房(39.7％) 、其次为神经外科(10.3％)以及创伤外科

(10.0％)；药敏分析结果显示，鲍曼不动杆菌对碳青霉烯类亚胺培南和美洛培南的敏感率分别达

33.4％、32.3％；氨基糖苷类阿米卡星和庆大霉素的敏感率分别达 31.7％、30.4％。 

结论   鲍曼不动杆菌对现有多种抗菌药物耐药严重，临床应根据药敏结果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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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71 

痰标本质量控制对培养结果的影响 

 
栾亮,褚美玲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了解痰标本的质量对培养结果的影响，规范痰标本采集流程，提高痰标本质量。 

方法  统计 2016.06-2017.03 我院各临床科室送检痰标本革兰染色镜检和一般细菌培养。根据革兰

染色结果,对痰标本质量进行评估,并与培养结果进行一致性分析。合格痰标本标准：鳞状上皮细胞

<10/LP，白细胞>25/LP；鳞状上皮细胞 10-25/LP，白细胞>25/LP；鳞状上皮细胞>25/LP，白细胞

数量是鳞状上皮细胞数量的 10 倍以上。其余为不合格痰标本，不予培养。 

结果  2016.06-2017.03 微生物实验室共接收痰标本 10443 份，合格标本 7353 份（70.4%），不合

格标本 3090（29.6%）。合格痰标本中，按低倍镜下上皮细胞数量将痰标本分为 I（<10/LP）、II

（10-25/LP）、III 级（>25/LP），占比分别为 76.6%、9.8%和 13.5%。培养结果为培养 2 日未生

长细菌 272 例（3.8%）、1 种病原菌 2553 例（34.7%）、2 种病原菌 1144 例（15.6%）、3 种及

以上病原菌 895 例（12.2%）、生长上呼吸道正常菌群 2485 例（33.8%）。 

结论  痰标本作为主要的临床微生物标本，标本质量对培养影响巨大。目前我院送检不合格痰标本

占比高，需要加强护士吸痰操作培训和患者咳痰指导。在镜检合格痰标本中，上呼吸道正常菌群和

3 种及以上病原菌培养结果占 46.0%，微生物室应严格镜检标准，加强人员培训。革兰染色镜检能

在早期为呼吸道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信息,筛除不合格的痰标本，提高痰培养的病原菌检出

率，有效指导临床用药。 

 
 

PU-3972 

胎盘拭子细菌培养菌群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吴佳音,陈玲,陈小丽,黄舒莹,叶辉铭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361000 

 

目的  研究胎盘拭子细菌培养结果,了解产妇下生殖道细菌上行性感染的分布情况，为围产期母婴相

关细菌感染性疾病提供实验室依据。 

方法  收集本院 2016 年所有产妇胎盘拭子的细菌培养结果进行回顾分析。 

结果  从 2205 例胎盘拭子细菌培养的标本中分离出 190 例阳性标本，阳性检出率为 8.62%；分离

菌株以大肠埃希菌居多，所占比率高达 60.53%，其它分离较多的菌株依次为粪肠球菌、无乳链球

菌、阴沟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各占阳性标本比率为 15.26%、7.89%、4.21%、4.21%；革兰

阴性杆菌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敏感性最高；无乳链球菌对青霉素、氨苄西

林、万古霉素高度敏感，未出现耐药菌株。其他革兰阳性球菌对万古霉素、呋喃妥因均高度敏感。 

结论  产妇下生殖道细菌上行性感染多为革兰阴性杆菌，以大肠埃希菌为主，进行耐药性分析，对

控制围产期母婴相关细菌感染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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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73 

2017 年沈阳军区总医院肺炎克雷伯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张艳双,栾亮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调查 2017 年沈阳军区总医院临床分离肺炎克雷伯菌的科室分布与耐药特点，为肺炎克雷伯

菌感染治疗提供抗菌药物选择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12 月沈阳军区总医院住院患者分离的非重复肺炎克雷伯菌，采用 VITEK 2-

Compact60 自动分析仪与纸片扩散法进行菌种鉴定及药敏分析，对其标本类型、科室分布及常用

18 种抗菌药物药敏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获取非重复分离的肺炎克雷伯菌 708 株，痰液标本检出最多 457 株，占 64.6％；其次尿液

77 株，占 10.9％；第三是血液 53 株，占 7.5％，检出率高的科室前 2 位的是神经外科和急诊科，

分别为 226 株(26.6％)和 99 株(14.5％)。肺炎克雷伯菌株对哌拉西林、头孢唑林和头孢呋辛耐药率

分别为 83.6％、84.3％和 58.5％，对亚胺培南与美罗培南耐药率分别为 5.3％与 5.7％；产 ESBL

肺炎克雷伯菌 379 株(53.5％)，耐碳青霉烯类菌株 78 株(11％)。 

结论  沈阳军区总医院肺炎克雷伯菌耐药现象严重，其主要分离自痰液、尿液标本，尤其耐碳青霉

烯类抗菌药物的肺炎克雷伯菌近年来明显增加，ESBL 阳性菌株检出率也较高，应加强对其耐药性

监测，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PU-3974 

阴道微生态与宫颈疾病发生发展的相关性研究进展 

 
李倩,温旺荣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10632 

 

目的  微生态学是近年新兴的学科，女性生殖道是一个重要的微生态区域。生殖道微生态体系是由

正常的解剖结构、生殖道各种菌群、周期性内分泌变化、局部免疫系统四个部分组成。 

方法  随着阴道微生态平衡的提出和发展，阴道微生态和 HPV 感染、宫颈上皮内瘤变、宫颈癌的内

在关联引起了极大的重视。阴道微生态与宫颈疾病的发生发展相关，宫颈病变影响了阴道微生态环

境，长期的阴道菌群失调也会反作用于宫颈，导致宫颈的病变加重甚至恶化，两者之间形成了恶性

循环 

结果  阴道微生态对宫颈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将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结论  阴道微生态对宫颈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将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PU-3975 

血清学诊断对肺部曲霉感染的诊断价值 

 
朱焱,王婉妮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第一医院 

 

目的  肺部曲霉感染，发病率不断增加,临床诊断和治疗依然较为困难,实验室检查主要以涂片和培

养、病理检查、真菌抗原和抗体检测以及核酸检测等方法为主。本次实验进一步研究血清学检测对

曲霉感染诊断价值为今后快速检测提供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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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标本来源于合格的痰液和肺泡灌洗液，接种于血琼脂平板、中国蓝琼脂平板、巧克力琼脂平

板（含 V）和沙氏培养基，温度 35 度，沙氏培养基 28 度，培养 24h-48 小时后观察结果；对可疑

曲霉菌落的进行分离鉴定。同时采集患者的血清，做 G 实验、GM 实验和烟曲霉 IgG 抗体的检测。 

结果  2017 年真菌检出样本 677 例，曲霉检出率 20.97%，G 实验标本 3569 例，阳性率 17.65%，

GM 实验标本 3557 例，阳性率 9.98%；曲霉培养阳性标本其相应的血清标本 46 例，烟曲霉患者

33 例，烟曲霉 IgG 抗体灵敏度 63.64%，特异性 23.08%，阳性预测值 67.74%，阴性预测值

20.00%。 

结论  血清检测对肺部曲霉感染有重要意义，G 实验、GM 实验能用于体外诊断使用，GM 实验阴

性时，并不能排除感染，须多方面结合；烟曲霉 IgG 抗体试剂盒对烟曲霉感染，实验显示灵敏度较

GM 实验高，能够更好用于临床辅助肺部曲霉感染，是更灵敏、更特异的辅助诊断曲霉感染方法。 

 
 

PU-3976 

Optimization of the malaria parasite thick blood membrane 
dye dyeing rate and dyeing time 

 
Dongling Li 

Yant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Compare to conventional laboratory conditions different YongXieLiang and the 
diameter of the blood is thick membrane for the effects of the thick blood film production to find 
the most suitable volume and the diameter of the corresponding;On this basis, the analysi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dye solution and dyeing time on the effects of the parasite thick blood 
membrane for the optimum dyeing conditions in a certain environment. Find the best production 
and staining methods for application. 
Methods To get ul 3 and 4 respectively ul, 5 ul blood specimens made of 0.8 cm, 1.0 cm, 1.2 cm 
thick film blood, and with reference to blood thick film rating standard scoring system (scoring 
criteria according to the guangdong CDC for the director and expert discussion meeting many 
times), choose the method of making the highest score for the follow-up test reference method, 
using Rayleigh's JiM and supporting buffer by 1:19 and 1:9, 3:7, 2:8, as well as the dyeing 
respectively for 10 min, 20 min, 30 min, 40 min, referring to the thick blood membrane rating 
standard rating system,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highest is divided into the best way to dyeing. 
Results The thick-blood film with a diameter of 1.0 cm, with a blood volume of 4ul, had the 
highest score of 6, as a reference method for the production. The optimal concentration of dyeing 
liquid blood parasite thick film and the optimum dyeing time then diluted 10 min, dyeing, 
respectively, 30 min 1:9 dilution, dyeing highest score, achieves excellent dyeing effect. 
Conclusion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best YongXieLiang parasite thick smear and the 
corresponding optimal diameter, then in the dilution, dyeing 10 min and 1:9 dilution, 30 min can 
achieve the best effect, improve the detection rate, and can be generalized to other LABS under 
common conditions, may choose to use a combination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two methods, 
including 3:7 ratio dilution, dyeing 10 min can shorten dyeing time, suitable for emergency 
diagnosis of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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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77 

2015 年～2017 年某院肺炎克雷伯菌的临床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唐红秀 

沈阳军区总医院,110000 

 

目的  分析 2015 年～2017 年沈阳军区总医院肺炎克雷伯菌的临床科室的分布情况及耐药情况，为

临床合理选择抗菌药物提供可靠依据。 

方法  收集沈阳军区总医院 2015 年～2017 年各临床科室患者送检做细菌培养的各类临床标本分离

出的肺炎克雷伯菌，分析检出率、临床科室分布情况、标本来源情况、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及对碳

青霉烯类抗菌药物耐药性的变化趋势。  

结果  2015～2017 年分离的肺炎克雷伯菌标本主要来源于神经外科、急诊科、神经内科、心脏外

科、呼吸内科等 10 余科室，其中神经外科检出率最高，其次是急诊科、神经内科，送检标本中痰

液和尿液居多，分别占送检标本的 69.7%,7.7% ；2015～2017 年肺炎克雷伯菌对头孢唑林、哌拉

西林、头孢曲松、氨苄西林/舒巴坦和头孢呋辛的耐药率较高，对阿米卡星、亚胺培南、美罗培南

和头孢替坦的耐药率较低，此外，肺炎克雷伯菌对部分抗生素的耐药性在 2015 年～2016 年表现为

上升趋势，包括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但是在 2017 年肺炎克雷伯菌对部分抗生素的耐药率又有所

下降。 

结论  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现象仍然很严重，虽然在 2017 年其对一些抗生素的耐药趋势表现为下

降趋势，但不能放松对肺炎克雷伯菌耐药性的检测，密切关注其变化，更好的指导临床用药。 

 
 

PU-3978 

规范血培养送检，需要加强临床与实验室沟通 

 
张明珠 

鞍山市中心医院,114000 

 

目的  作为基层医院临床医生长忽视微生物的送检，导致阳性率偏低，所以提高临床医生对血培养

重要性的认识，增强送检意识，规范临床送检行为，有助于更好发挥血培养对病原菌的准确检测 

方法  所在医院检验科微生物组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开始与临床内科各科室医护人员就针对影响

血培养阳性率的重要因素进行了详细讲解： 

1．血培养送检指征：凡发热体温≥38.5℃，且伴有任意 1 项症状或体征的患者，包括寒战；肺炎；

留置深静脉导管超过 5 天；白细胞＞1.8 万/mm³；感染性心内膜炎；收缩压低于 90mmHg；无其

他原因可以解释的感染；均应及时采集静脉血做血培养。 

2．血培养标本采集套数：为获得准确结果，需要多套血培养。成人应至少“双抽四瓶”，即至少在 2

个穿刺点抽取 2 套血培养，每套分别放入需氧和厌氧瓶中，每瓶 8~10ml，并标明“左侧”或“右侧”采

血点，可有效增加血培养阳性率。对疑似导管相关性感染，临床应同时采集外周血和导管血标本，

分别做 1 套血培养，并准确记录采集时间和抽血部位。以便通过比较导管血、外周血的阳性报警时

间，初步判断是否为导管相关性感染。在移除导管时和导管拔出后，还应分别进行导管及导管尖端

的细菌培养。 

3．血培养标本的采血时机：血培养采集的最好时机是体温高峰、寒战前半小时采集，但如果错过

仍应采集。最好在抗感染治疗前获得首份血培养标本，必要时可延迟起始抗菌药物的治疗，进行采

样。 

   4．重视厌氧瓶培养：有文献报导：一套中仅有厌氧瓶报阳率占 15%，仅有需氧瓶报阳率占

37%；进行厌氧瓶培养，能够快速检出高致病力的厌氧菌，如脆弱拟杆菌、产气荚膜梭菌、消化链

球菌等。由此可见，厌氧瓶对血流感染病原菌诊断有重要意义，厌氧瓶、需氧瓶应互相补充，从而

提高病原菌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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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截至到目前，血培养阳性率 6.67%比较去年 3.0%有明显提高。 

结论  所以要提高血培养阳性率以及更好发挥血培养的临床应用价值需要检验人员、临床医生和护

士相互沟通共同努力。 

 
 

PU-3979 

ICU 多重耐药菌的主动筛查与干预 

 
朱焱,洪丹雅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对我院 ICU 住院患者采取鼻拭子及肛周拭子进行多重耐药菌主动筛查，及时发现 MDRO

定植患者，通过单室隔离、医务人员手卫生、严格无菌技术操作原则及合理使用抗生素，加强医疗

废弃物、多科室协同合作等预防控制感染管理措施有效的隔离控制措施，降低医院感染发生。 

方法  对入住 ICU>24h 的患者进行鼻前庭拭子和肛周拭子采样增菌，进行培养分离分离，监测多重

耐药菌的感染及药敏情况。 

结果  246 例住院患者中共发现 35 株多重耐药菌，其中 CRE 3 株，检出率最高的为产 ESBL 肺炎

克雷伯氏菌 68 株，其次为产 ESBL 大肠埃希菌 62 株。 

结论  多重耐药菌的主动监测是医院感染防控措施的主要部分。通过病例监测可及时发现多重耐药

菌株感染/定值患者，通过环境监测可以发现环境多重耐药菌污染情况，通过细菌耐药性监测可以

发现多重耐药菌现状及变化趋势。ICU 是急重症患者收治的主要部门，也是医院感染的高发区，故

加强多重耐药菌的监测显得尤为重要。 

 
 

PU-3980 

铜绿假单胞菌的耐药性分析及耐药机制研究 

 
胡咏梅,邹明祥,李军,豆清娅,王海晨,晏群,刘文恩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10000 

 

目的  了解临床分离的铜绿假单胞菌的耐药性及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的耐药机制，为临床合理

选用抗菌药物、预防和控制其流行以及开发相应抗菌药物提供实验和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 2017 年上半年湘雅医院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的铜绿假单胞菌 314 株，采用纸片扩

散法（K-B 法）检测抗菌药物的敏感性，药敏结果以 WHONET5.6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按照耐药特

性将实验菌株分为两组:第一组为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均耐药的铜绿假单胞菌，共 31 株；第二组为

亚胺培南耐药而美罗培南敏感的铜绿假单胞菌，共 7 株。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筛查铜绿假单

胞菌常见的四种金属酶基因：IMP、VIM、SPM 和 GIM，同时检测外膜蛋白基因 OprD2 和外排泵

基因 OprM。 

结果  通过对临床常用的 16 种抗生素进行药敏分析，结果显示铜绿假单胞菌对头孢替坦和呋喃妥因

耐药率为 100.0%，氨曲南耐药率为 41.1%,亚胺培南耐药率为 40.2%，美罗培南耐药率为 38.3%，

暂未发现对多粘菌素 B 耐药的菌株。在 31 株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均耐药的铜绿假单胞菌中，检出

7 株 OprM 阳性，外膜蛋白 OprD2缺失 3 株，而 IMP、VIM、SPM 和 GIM 四种基因均为阴性；7

株亚胺培南耐药而美罗培南敏感的铜绿假单胞菌中检出外膜蛋白 OprD2 缺失 3 株，余下 5 种基因

均为阴性。 

结论  通过上述研究表明铜绿假单胞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的机制复杂，很可能是多种机制共

同作用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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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81 

浙江省东阳地区淋病奈瑟菌药物敏感性及基因多样性研究 

 
胡洁,张嵘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310000 

 

目的  了解浙江省东阳地区分离的淋病奈瑟菌对常用抗生素的敏感性以及淋病奈瑟菌多抗原测序分

型(Neisseria gonorrhoeae multiantigen sequence typing, NG-MAST)的基因型别。 

方法  收集 2017 年浙江省东阳人民医院非重复标本 147 份，经分离纯化后采用基质辅助激光解吸

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 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MALDI-TOF MS)进行鉴定。对鉴定为淋病奈瑟菌的菌株采用琼脂稀释法测定 7 种抗生素的最小抑

菌浓度(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并采用 NG-MAST 对分离的菌株进行分子分型。 

结果  147 份标本中共分离到 133 株淋病奈瑟菌。药敏结果显示，头孢曲松的敏感率为 100%，，

而对青霉素和环丙沙星的耐药率分别为 62.4%和 79.7%；对头孢噻肟的 MIC50和 MIC90均 ≤0.125 

μg/mL，而对头孢吡肟的 MIC50 和 MIC90 分别为≤0.125 μg/mL 和 1 μg/mL。133 株淋病奈瑟菌的

NG-MAST 分型共有 99 个基因型，其中 37 种为已知型别，62 种为新型别。测定的所有菌株中

ST5061(n=13)型别最多，其次为 ST14586(n=9)和 ST11249(n=6)。相同 NG-MAST 型别的菌株具

有相同或相近的 MIC 值。 

结论  东阳地区对青霉素和环丙沙星耐药率较高，但淋球菌对头孢曲松全部敏感，但仍需要对头孢

曲松的敏感性进行长期监测。本研究首次报道了东阳地区淋病奈瑟菌的 NG-MAST 分型，并发现了

62 个新的 NG-MAST 分型，为东阳地区提供了本地区的淋病奈瑟菌分子流行病学资料。 

 
 

PU-3982 

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对鲍曼不动杆菌的临床治疗效果评估 

 
蔡雨芯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了解耐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的鲍曼不动杆菌血流感染的危险因素；探讨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

对鲍曼不动杆菌的临床治疗效果与其耐药性的关系；分析联合用药对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的

临床疗效。 

方法  收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09 至 2012 年间确诊的鲍曼不动杆菌引起血流感染病例

83 例，进行回顾性病例分析。临床标本（血培养）应用美国 BD 公司的 BACTEC9240 系统进行培

养，培养阳性菌株采用微生物分析仪（VITEK 2 或 PHOENIX 100）进行鉴定和药敏试验，并采用

琼脂稀释法进行体外药敏试验测最小抑菌浓度。使用 SPSS13.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分析统计学分

析。 

结果  从 83 例鲍曼不动杆菌血流感染的患者中分离出对亚安培南/美罗培南敏感的 26 例、中介 6

例、耐药 51 例。亚安培南、美罗培南、头孢吡肟、头孢他啶、左氧氟沙星、阿米卡星、氨苄西林/

舒巴坦对鲍曼不动杆菌的 MIC50 分别为 64、64、128、128、8、﹥512、32/16，MIC90 分别为

64、64、256、512、32、﹥512、64/32。入住 ICU 病房（P﹤0.05）、近期使用皮质醇类激素

（P﹤0.05）和近期使用免疫抑制剂（P﹤0.05）是发生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血流感染的危

险因素（P﹤0.05）,其中只有使用皮质醇类激素为独立危险因素.在 30 例临床只使用碳青霉烯类药

物治疗的患者中有 20 例药敏结果显示对碳青霉烯类药物耐药（MIC﹥8 或 MIC≥16），其中临床治

疗有效 9 例，有效率 45%。共有 12 例采用联合用药方案治疗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的血流感

染，临床有效 7 例，有效率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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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引起耐碳青霉烯类药物的鲍曼不动杆菌血流感染的危险因素有很多,应注意院内防控。2、

碳青霉烯类药物对于某些体外药敏试验显示耐药但最小抑菌浓度较小的病例仍然有效。3、联合用

药可提高治愈率，临床应合理用药。 

 
 

PU-3983 

重症监护室常见病原菌分布与耐药性分析 

 
顾迟 1,梁杨丽 2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310000 

2.浙江中医药大学,310000 

 

目的  了解重症监护室常见病原菌的分布及其耐药性的特点，为临床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以及控制

医院感染提供有效的依据。 

方法  采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滨江院区综合 ICU2016 年 1 月至 12 月份的微生物信息，

利用 WHONET5.6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分析本院 ICU2016 年常见病原菌的分布及其耐药性。 

结果  分离得的病原菌共 4667 株，其中革兰阴性菌菌为占 81.8%，革兰阳性菌占 11.4%，真菌占

6.4%。病原菌检出率居前三位的是：鲍曼不动杆菌（32%）；肺炎克雷伯菌肺炎亚种（26%），

铜绿假单胞菌（12%)。革兰阳性菌对青霉素 G 耐药性很高，但对万古霉素耐药率较低；革兰阴性

菌菌对氨苄西林、头孢唑啉的耐药性较高(90%以上），呈现多药耐药趋势。 

结论  本院 ICU 常见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且呈多重耐药性趋势。分析评价病原菌的分布及其

耐药性，指导临床合理用药，有效控制感染，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 

 
 

PU-3984 

基于 MALDI-TOF MS 与 FCM 联合应用快速进行 

临床血流感染病原体鉴定和药敏试验的新方法 

 
谷钰峰,李昱,张晓录,黄葆华,孙成铭 

烟台毓璜顶医院,264000 

 

目的  探讨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技术（MALDI-TOF MS）与流式细胞学(FCM)联合

应用在临床血流感染（BSI）病原体的快速鉴定和药敏试验中的意义及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分离胶-吸附法菌体分离系统直接将菌体从血培养阳性瓶中分离，通过流式细胞学

（FCM）与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技术（MALDI-TOF MS）联合应用，快速对病原

体进行鉴定和药敏试验。 

结果  直接分离胶-吸附法对 G-、G+和真菌菌体的纯化效率分别 71%、74%、88%。MALDI-

TOFMS 法的鉴定结果与 VITEK2 系统的结果基本相符，两种方法对常见菌都有超过 90%的鉴定到

种的能力。对真菌而言，MALDI-TOF-MS 法鉴定到种的能力为 75%，较 VITEK2 系统的 60%更具

优势。FCM 法的药敏结果与 VITEK2 系统结果几乎完全一致，且 FDA 的加入可以很好地发现感染

菌群中的耐药异质性。 

结论  联合应用 MALDI-TOF MS 与 FCM 对临床 BSI 病原体进行鉴定和药敏试验的结果与传统方法

间有很好的一致性，且报告时间可由传统的 36~72h 缩短至 3h 以内。该方法对 BSI 的快速诊断有

较大意义和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168 

 

PU-3985 

环介导恒温扩增法检测耶氏肺孢子菌基因方法的建立及性能评价 

 
洪颖,徐秋月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建立检测耶氏肺孢子菌的环介导恒温扩增反应体系，并对其分析性能进行评价，利用所建立

的检测体系对临床艾滋病合并肺部感染的患者进行肺孢子菌基因检测，以探讨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1、建立耶氏肺孢子菌环介导恒温扩增反应体系。依据肺孢子菌线粒体大亚基保守序列设计环

介导恒温扩增（LAMP）引物，建立并优化 LAMP 反应体系。 

2、耶氏肺孢子菌环介导恒温扩增反应体系性能评价。对阳性标本进行倍比稀释法研究 LAMP 探讨

敏感性；以呼吸道感染常见的 6 种病原体（流感嗜血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嗜麦

芽窄食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肺炎链球菌）混合检测其特异性。 

3、耶氏肺孢子菌环介导恒温扩增反应的临床应用。以呼吸道感染艾滋病（ HIV）病人的口痰为检

测对象，对比研究 LAMP 方法与 RT-PCR、巢式 PCR 及 GMS 染色法检测肺孢子菌的检出率及阳

性符合率。 

结果  1、成功建立了耶氏肺孢子菌环介导恒温扩增反应体系，该方法操作简便，敏感性和特异性能

满足临床检测需求。 

2、该 LAMP 体系检测耶氏肺孢子菌基因的特异性较强，不与流感嗜血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铜

绿假单胞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肺炎链球菌发生交叉反应； LAMP 体系检测 PJ

具有较好的灵敏度，可达到 50IU/mL。 

3、对 76 例 HIV 患者的痰液标本进行检测的结果显示，用 LAMP 的基因检出率为 36.8%、RT-

PCR 的检出率为 25.0%、巢式 PCR 的检出率为 19.73%、GMS 染色法的检出率是 14.47%，经 χ2

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建立的 LAMP 方法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及特异性，检测程序简单，不需要特殊设备，易于观察

结果等优点。建立的 LAMP 检测肺孢子菌基因的检出率高于常规的 GMS 染色法和巢式 PCR 检测

方法，其敏感性及时间优势高于常规的 RT-PCR 

 
 

PU-3986 

181 例成人社区获得性急性细菌性 

脑膜炎病原学、临床预后及危险因素分析 

 
龙芳,陈乾来,吴思颖,刘 雅,张为利,廖全凤,王旻晋,陆小军,何 超,康 梅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00 

 

目的  了解成人社区获得性急性细菌性脑膜炎患者的病原学组成、临床预后及危险因素，为临床合

理诊治提供依据。 

方法  对 2010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确诊的 181 例社区获得性成人急性细菌性脑膜炎住院患者进行

回顾性分析，比较非老年组（<65 岁，n=156）及老年组（>=65 岁，n=25）患者的病原学组成及

临床特征；以出院时患者的情况为截点，比较两组患者的预后及危险因素。 

结果  181 例患者中有 64 例患者（35.4%）检出病原菌，前三位分别为肺炎链球菌（17.9%），单

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13.4%），肺炎克雷伯菌（10.5%）。单因素分析显示老年组在高血压、低

钾血症、肺部感染、耳鼻喉感染、CSF 蛋白浓度，头部 CT 检查的异常率，病死率与非老年组有显

著差异。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肺部感染是非老年组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耳鼻喉感染和低钾

血症是老年组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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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引起成人社区获得性急性细菌性脑膜炎感染的病原体主要是肺炎链球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

特菌、肺炎克雷伯菌。老年组病死率高于非老年组（P<0.05），肺部感染、耳鼻喉感染及低钾血

症分别是非老年组和老年组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 

 
 

PU-3987 

我院肾病内科患者尿路感染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王萍,沈璇 

解放军第 474 医院 

 

目的  对我院 2013 年至 2017 年肾内科患者尿路感染分离出的病原菌进行耐药监测，为临床用药提

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方法  对肾内科送检的尿液标本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接种培养，采用 Vitek 2-Compact

鉴定系统，用法国梅里埃革兰鉴定卡 GN、GP,革兰药敏卡 GN09、GN16、GP67 对致病菌进行鉴

定和药敏，应用 WHONET5.6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送检的 721 份标本中，共检出 288 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阴性杆菌 242 株，占 84.03%，排前

三位的菌是大肠埃希菌 185 株，占 64.24%；肺炎克雷伯菌 19 株，占 6.60%；阴沟肠杆菌 9 株，

占 3.13%；耐药方面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对青霉素、头孢类、喹诺酮类具有较高的耐药性，

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替坦、亚安培南、美罗培南耐药率低，敏感度好。阴沟肠杆菌除对头

孢替坦、头孢呋辛钠耐药率高，分别是 100.0%、85.81%，对其他监测药物敏感性好。革兰阳性菌

44 株，占 15.28%，排名前两位的是屎肠球菌 15 株，占 5.21%；金黄色葡萄球菌 7 株，占

2.43%。耐药率方面屎肠球菌对青霉素、氨苄西林、呋喃妥因、庆大霉素、红霉素、克林霉素、喹

诺酮类耐药率较高，仅对四环素、替加环素、利奈唑胺、万古霉素敏感。金黄色葡萄球菌除对青霉

素、红霉素、克林霉素耐药率达到 33.33%，对其他监测药物都有较高的敏感性，未分离出耐万古

霉素菌株。真菌分离 2 株，占 0.69%，均为念珠菌。 

结论  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屎肠球菌是肾内科尿路感染主要致病菌，对多种药物具有较高

的耐药性，临床治疗时应根据细菌培养及药敏结果选择合适的抗菌药物。 

 
 

PU-3988 

Characteristic and Complete Genome Sequencing of A 
Novel Member of Infective Endocarditis Causative Bacteria: 

Bergeyella cardium QL-PH 

 
Hongwei Pan, Wei Li,Yong Li,Sun Enhua,Yi Zhang 

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Recently,worldwide, three case of Bergeyella cardium sp. were reported to be isolated 
from patients with infective endocarditis. The strains were recognized as a new species belonging 
to of the genus Bergeyella. The increasing cases of Bergeyella cardiumin patients with infective 
endocarditissuggested their important pathogenesis roles. However, studies regarding 
themicro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genetic feathers of this species are very rare. In this 
study, we reported the isol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 ofanother Bergeyella 
cardiumfrom blood cultures of patient with infective endocarditis. Then,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possible original of this newly identified speices was 
investigated. 
Methods  Morphological,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ly isolated 
strain was performed. E-test method was ultimately selected for AST analysis. The whole 
genome of the newly isolated strain Bergeyella cardium QL-PHwas sequenced 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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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ogenwith MPS (massively parallel sequencing) Illumina technology. Genomic assembly and 
annotation were carried out at Novogen Bioinformatics Technology Co., Ltd.  
Results  We reported another 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a Bergeyella sppfrom blood cultures 
of patient with infective endocarditis. Both NCBI Blastn analysis andphylogenetic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d the new isolation belonged to the novel specie of Bergeyella cardium. Detailed 
phenotypic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strain is a fastidious gram-stain-negative, aerobic, 
non-motile, oxidase-positive, catalase-negative, rod-shaped bacterium.PDM Epsilometer test 
indicated that the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values for most tested antibiotic were low, 
with the exception of fluoroquinolones. The whole genome sequenceof the isolate consists of a 
circular chromosome with a total length of 2,036,902 bp. Four antibiotics related genes and 
eighty-six pathogenesis related genes were predicted from the genome sequences. To our 
knowledge, this is the first complete genome sequence of Bergeyella. 
Conclusions  Our data, together with other studies, clearly document that Bergeyella 
cardiumstrains is an important newly identified human pathogen. The phylogenetic, phenotypic 
results and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extensively expand the knowledge of the newly 
identified Bergeyella spp related to human infective endocarditis. Our results will provide clues for 
the clinical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his pathogen. 
 
 

PU-3989 

Effects of sub-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s of 
ciprofloxacin on biofilm formation and virulence factors of 

Escherichia coli 
 

Guofeng Dong,Jiahui Li,Lijiang Chen,Wenzi Bi,Xiaoxiao Zhang,Haiyang Liu,Xiaoyang Zhi,Tieli Zhou,Jianming 
Cao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valuate and better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sub-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s (sub-MICs) of ciprofloxacin (CIP) on biofilm formation and virulence factors 
of Escherichia coli clinical isolates. 
Methods The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s (MICs)of CIP of 620 clinical E. coli isolates were 
determined using the agar dilution method. Sub-MICs of CIP were then determined using growth 
curve experiments. The biofilm-forming capacity of E. coli clinical isolates and E. coli ATCC 
25922 in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sub-MICs of CIP was assessed using a crystal violet 
staining assay in 96-well plates. The biofilm structure of E. coli isolate in the presence and 
absence of sub-MICs of CIP was assessed with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the virulence genes fim, usp, and iron and the biofilm formation genes of the 
pgaABCD locus were measured using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in E. coli isolates and E. 
coli ATCC 25922 treated or untreated with sub-MICs of CIP. 
Results Based on our results, the sub-MICs of CIP were 1/4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s (MICs). Sub-MICs of CIP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biofilm formation of E. coli clinical 
isolates and E. coli ATCC 25922 (P<0.01). SEM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the biofilm structure of 
the E. coli changed significantly after treatment with sub-MICs of CIP. Expression levels of the 
virulence genes fim, usp, and iron and the biofilm formation genes of the pgaABCD locus were 
also suppressed.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reatment with sub-MICs of CIP for 24h inhibited biofilm 
formation and reduced the expression of virulence genes and biofilm formation genes in E. c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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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90 

2017 年上半年南方医院痰液标本病原菌分布以及耐药性分析 

 
冯俊杰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10000 

 

目的  了解南方医院分离至痰液标本病原菌的主要种类、分布及其耐药特性，为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价值。 

方法   随机选取 390 例阳性标本。本实验方法主要包括：细菌鉴定和药敏试验由 BD Phoenix100

分析仪完成，部分药敏试验采用纸片法（K-B 法），念珠菌鉴定采用显色平板法。对大肠埃希菌和

克雷伯菌属进行 ESBLs 初筛试验和确证试验。 

结果  革兰氏阴性菌分离率最高。前三位分别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及鲍曼氏/醋酸钙不动杆

菌复合体。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ESBLs ）试验中，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肠埃希菌阳性比例为

39.2%和 38.5%。革兰氏阳性菌以葡萄球菌属为主，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葡萄球菌和表皮葡萄球

菌耐甲氧西林比率分别为 35.2%、100%、57.1%%。多粘霉素、阿米卡星、头孢哌酮/舒巴坦对革

兰氏阴性菌有较低的耐药率。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利奈唑胺、呋喃妥因则对革兰氏阳性菌有着良

好的抑菌效果，敏感性好。真菌耐药性普遍较低。 

结论  从本次数据统计来看，本院 2017 年上半年痰液标本的病原菌总体耐药率不低，尤其是革兰

氏阴性菌。产 ESBLs 和 MRSA 阳性的细菌数量居高不下。建议临床医生参考药敏结果，合理用

药。 

 
 

PU-3991 

体外联合用药对黏菌素异质性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的抗菌活性研究 

 
张思琴 1,卢鸿 1,曹建明 2,徐春泉 1,张晓亚 2,郑相阔 2,董郭枫 2,周铁丽 1 

1.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325000 

2.温州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 

 

目的  评价黏菌素分别与美罗培南、左氧氟沙星和磷霉素联用对黏菌素异质性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的

体外抗菌活性。 

方法  收集 2014-2015 年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分离的 576 株鲍曼不动杆菌，采用微量肉

汤稀释法检测黏菌素对鲍曼不动杆菌最低抑菌浓度（MIC）值，并采用菌谱分析法（PAPs）筛选

黏菌素异质性耐药鲍曼不动杆菌。通过棋盘法设计和微量肉汤稀释法检测黏菌素分别与美罗培南、

左氧氟沙星和磷霉素单用及联用对黏菌素异质性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的 MIC 值，并计算部分抑菌浓

度指数（FICI）评价联合抑菌效应。 

结果   通过微量肉汤稀释法检测的 576 株鲍曼不动杆菌中，未获得黏菌素耐药菌株。通过 PAPs 筛

选共获得 9 株黏菌素异质性耐药鲍曼不动杆菌，黏菌素与美罗培南、左氧氟沙星和磷霉素联用后对

异质性耐药菌株的 MIC 值较单用时均降低。其中，与美罗培南联用后对黏菌素异质性耐药鲍曼不

动杆菌的联合抗菌活性表现为协同作用的占 55.6%，相加作用占 33.3%，无关作用占 11.1%，不

存在拮抗作用；与左氧氟沙星联用后对黏菌素异质性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的联合抗菌活性表现为协同

作用的占 55.6%，相加作用占 22.2%，无关作用占 22.2%，不存在拮抗作用；与磷霉素联用后对

黏菌素异质性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的联合抗菌活性表现为协同作用的占 44.4%，相加作用占 55.6%，

不存在无关和拮抗作用。 

结论  黏菌素与美罗培南、左氧氟沙星或磷霉素联用对黏菌素异质性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的体外抗菌

活性主要表现为协同和相加作用，与美罗培南或左氧氟沙星联用的抗菌活性较少表现为无关作用，

均无拮抗作用。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172 

 

PU-3992 

消毒剂对异质性耐药的铜绿假单胞菌的作用研究 

 
吴婷婷 

溧阳市人民医院,213000 

 

目的   

目前我院最常用的消毒剂有二氯异氰尿酸钠﹑戊二醛﹑碘伏﹑乙醇﹑葡萄糖酸氯己定等。本次主要

研究上述 5 种消毒剂对异质性耐药的铜绿假单胞菌的杀灭效果。加强消毒剂在医院的规范使用, 完

善医院消毒管理制度, 提高医护人员的手部卫生, 防止耐消毒剂菌株的院内传播, 从而减少院内感染

的发生率 

方法   

（1）亚胺培南异质性耐药铜绿假单胞菌的鉴定药敏试验用 BD 凤凰微生物鉴定药敏分析仪器法及

KB 法测定。 

（2）中和剂鉴定试验测定中和剂有效性。 

（3）最低抑菌浓度（MIC）采用肉汤稀释法进行试验。 

（4）最低杀菌浓度（MBC）在 MIC 法基础上加入中和剂继续培养并测定无菌生长的最低稀释度。 

（5）悬液定量杀菌试验计算平均杀灭率 

（6）PCR 及测序法测定耐消毒剂的异质性耐药铜绿假单胞菌株中是否携带磺胺基 

结果   

（1）筛选出异质性耐药铜绿假单胞菌 36 株。 

（2）中和剂鉴定试验测定中和剂有效。 

（3）最低抑菌浓度（MIC）和最低杀菌浓度（MBC）的部分结果如下： 

二氯异氰尿酸钠的实验结果： 

实验株的 MIC 与标准菌株相比，没有大于标准菌株的，其中 9 号，12 号和 33 号 MIC 为 15.625，

其余 33 株 MIC 均和标准菌株相同，为 31.25。 

实验株的 MBC 与标准菌株相比，没有大于标准菌株的，其中 9 号，12 号和 33 号 MBC 为

15.625，其余 33 株 MBC 均和标准菌株相同，为 31.25。 

（4）悬液定量杀菌试验结果如下：5 种消毒剂的杀灭率均为 100%。 

（5）36 株中有 3 株异质性耐药铜绿假单胞菌株携带磺胺基因。 

结论  溧阳市人民医院常用的五种消毒剂（含氯消毒剂，戊二醛，碘伏，乙醇，氯己定）中，含氯

消毒剂、碘伏和乙醇对亚胺培南异质性耐药的 PA 消毒作用最好，应尽量选择此三种消毒剂消毒。 

 
 

PU-3993 

Genomic and pathogenic insights into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olony morphology in closely Related Clinical Isolates of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Hongwei Pan,Wei Li,Sun Enhua,Li Yong,Yi Zhang 
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Acinetobacter baumanniiis a gram-negative, nonmotile, aerobic coccobacillus that is 
commonly found in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susceptible to most antibiotics in the 1970s. 
However, A. baumanniiis a fast-evolving organism, which exhibits a remarkable ability to rapidly 
acquired resistance to a vast array of antimicrobials that led to multidrug resistance (MDR) strains. 
Multidrug resistance (MDR)A. baumanniihas become a particularly problematic nosocomial 
pathogen during the past decades.The strains are frequently found to cause infections in 
hospitalized patients and resulted in disease such as bacteremia, pneumonia, septicemia, ur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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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t infections, wound sepsis, endocarditis and meningitis, which highly increases the mortality of 
the immune compromised hospitalized patients. Thus, the emergence and rapid spreading of 
MDR A. baumanniistrains has become a big and growing public health threat worldwide. The 
ability of MDR A. baumanniito form variant morphology colonies was frequently observed in 
clinical microbiology lab. However, little has been done to analyze the pathogenic or biological 
importance of this phenomenon.The phenotype and genome differences analysis could provide 
us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ome evolution and phenotyp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closely related strains in the same hospital environment. 
Methods diversification of the closely related strains in the same hospital environment. 
  Three closely related clinical isolates of A. baumanniithat show different colony morphology 
were collected for the analysis. All three strains were isolated from the respiratory samples of 
patients admitted to ICU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within a 6-month interval. Strains were cultured 
and purified in Columbia blood agar at 37oC. The strain identification and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were carried out by Vitek 2 system (bioMérieux, Marcy l’ Étoile, France). The 
pathogenic ability of the strains was analyzed by biofilm formation and cell adhesion assay.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and comparisons of the three clinical isolates were carried out for the 
genetic evolution analysis.  
Results Based on the colony morphology, the three isolates were designated A.b-WT, A.b-mu, 
M.A.b, respectively. A.b-WT forms white and raised colonies that are similar to that of the wild 
type strain. A.b-mu forms gray white and flat colonies that are quite different with the wild type 
strain, while M.A.b forms mucoviscous colonies that areassociated with viscous, sticky strings 
when lifted with a toothpick. Similar antibiotic resistance profiles of the three closely related 
strains were revealed by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analysis. Detailed phenotype characteristic 
show that the three strains had different biofilm formation and cell adhesions ability in vitro.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e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three closely related 
strains diversification, genome sequencing was carried out.A. baumanniiA.b-WT was assembled 
into  68 contigs and approximately 3,914 kb long with  38.84% GC content. A.b-Mu was 
assembled into 103 contigs and approximately 4,000 kb with 38.95% GC content.M.A.b was 
assembled into 56 contigs and approximately 3,920 kb with 38.81% GC content. All the three 
sampled A. baumanniistains are classified into International clone II. A total of 24 putative 
antibiotic resistance related genes in A.b-WT genome, 31 putative antibiotic resistance related 
genes in A.b-Mu genome and 25 putative antibiotic resistance related genes in M.A.b genome 
were identified, while 67 putative virulence factors related genes in A.b-WT genome, 65 putative 
virulence factors related genes in A.b-Mu genome and 67 putative virulence factors related genes 
in M.A.b genome were identified. Further 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analysis 
reveals genes that may responsible for the phenotyp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strains. 
Conclusions Overall, we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ome evolution and phenotyp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closely related clinical strain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e microscale 
genome modification between the closely related A. baumannii strains, which expand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es that contribute to strain diversification and 
pathogenic in the same hospital environments. 
 
 

PU-3994 

920 份血培养病原菌分布及药物敏感性分析 

 
李富顺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0000 

 

目的  了解中国医大一院血流感染患者的病原菌菌谱分布情况及药物的耐药性，为临床合理使用抗

菌药物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应用 WHONET 5.6 软件，回顾性分析中国医大一院 2016 年血培养阳性标本中分离病原菌分

布及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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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016 年收到 5037 份血培养中分离病原菌 920 株，阳性率 18.26%；革兰阳性菌 426 株

（46.3%），革兰阴性杆菌 372 株（40.44%），真菌 122 株（13.26%）；排名前五位的细菌是：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季也蒙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产 ESBL 的

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分离率为 58.09%、31.34%， 7 株肠杆菌科细菌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

耐药；1 株屎肠球菌耐万古霉素；未发现耐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利奈唑胺的葡萄球菌 。 

结论  血流感染主要病原菌是革兰阳性球菌，真菌引起的血流感染逐渐增多，临床应予以关注。药

物敏感性的分析统计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科学依据。 

 
 

PU-3995 

临床分离鲍曼不动杆菌生物膜形成能力与其耐药性的关系研究 

 
阴晴 1,牛付轩 1,吴亮 2 

1.江苏大学附属医院,212000 

2.江苏大学医学院 

 

目的   研究鲍曼不动杆菌生物膜形成能力与其耐药性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6 年 7 月至 2018 年 2 月临床分离的 85 株鲍曼不动杆菌菌株，检测其药敏及生物膜

形成能力，采用 PCR 技术检测鲍曼不动杆菌生物膜相关基因 bap、abaI、bfs、bfmS、bfmR、

csuA、csuE、csuAB。 

结果  85 株鲍曼不动杆菌对替加环素、米诺环素、头孢哌酮/舒巴坦的耐药率分别为 11.76%、

23.53%、25.88%，对其它常用抗生素的耐药率均大于 55%；所用实验菌株均能形成生物膜，不同

来源鲍曼不动杆菌菌株生物膜形成能力无统计学差异（P>0.05）；敏感组鲍曼不动杆菌生物膜形

成能力强于耐药组细菌（P<0.01）； 85 株鲍曼不动杆菌生物膜相关基因 bfmS、bfmR、bfs、

csuE、csuA、csuAB、abaI、bap 的检出率分别为 98.82%、98.82%、95.29%、90.59%、

89.41%、89.41%、87.06%、78.82%；在耐药组细菌中基因 bap、abaI、bfs 的检出率高于敏感组

（P 均<0.05），其它基因在两组间检出率无差异（P 均>0.05）。 

结论  鲍曼不动杆菌耐药现象严重，敏感组细菌生物膜形成能力强于耐药组细菌，多种基因参与细

菌生物膜的形成。 

 
 

PU-3996 

细菌耐药表型性能检测评价中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的应用效果 

 
孙晓军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250000 

 

目的  探讨细菌耐药表型性能检测评价中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的应用效果 

方法  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5 月我院经过相关分离处理之后所保存肺炎克雷伯杆菌、金葡菌以及

大肠埃希氏菌分别采用常规检测耐药表型、耐药基因以及使用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进行相关检测评

价，并比较不同检测方法之间的结果 

结果  使用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对细菌耐药表型检测的结果和耐药基因检测以及耐药表型检测的结

果并无太大差别（P>0.05） 

结论  使用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对细菌耐药表型性能具有较好的检测结果，能对 MRSA 进行筛选并

能对诱导克林霉素耐药性进行检测，其检测灵敏度和准确性比较高，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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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97 

VITEK 2 Compact 耐亚胺培南鲍曼复合醋酸钙不动杆菌 

在庆大霉素药敏表型不同情况下阿米卡星敏感性误差的评价 

 
张冬萍 1,刘正祥 2,李凯 2,王霞 2 

1.解放军第 474 医院 

2.新疆军 区总医院 

 

目的    评价 VITEK 2 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简称 VITEK 2 Compact）检测亚胺培南耐

药的鲍曼复合醋酸钙不动杆菌在庆大霉素药敏表型不同情况下阿米卡星敏感性试验的准确性。 

方法    收集使用 VITEK 2 Compact 检测对阿米卡星的敏感、庆大霉素药敏不同表型的耐亚胺培南

鲍曼复合醋酸钙不动杆菌 80 株，以 E-test 法为参考方法，同时用纸片扩散法(K-B)进行复核。 

结果   在 80 株耐亚胺培南的鲍曼复合醋酸钙不动杆菌中，有 22 株 VITEK 2 Compact 检测为阿米

卡星敏感、庆大霉素敏感，经 E-test 法和纸片扩散法(K-B)检测为阿米卡星敏感；其余 58 株 VITEK 

2Compact 检测为阿米卡星敏感、庆大霉素耐药，其中 4 株经 E-test 法和纸片扩散法检测阿米卡星

为敏感，54 株经 E-test 法和纸片扩散法检测为阿米卡星均耐药。本实验中 E-test 法和纸片扩散法

的结果均一致，标准符合率（CA）100%，VITEK 2 Compact 与 E-test 法 CA 为 32.5%，极严重

错误率达 67.5%。 

结论    VITEK 2 Compact 检测亚胺培南耐药鲍曼复合醋酸钙不动杆菌在庆大霉素为敏感、阿米卡

星为敏感时结果与 E-test 法及 KB 法相符；当庆大霉素药敏为耐药、阿米卡星为敏感时，可能会产

生错误结果，日常工作中可用 E-test 法或 KB 法进行验证。 

 
 

PU-3998 

2013～2017 年某院支原体感染菌种分布及耐药性的动态分析 

 
欧财文 

广东省中医院,510000 

 

目的  认识我院 2013 年-2017 年生殖道支原体菌种分布及耐药性的动态变化，以指示临床更切合实

际地用药。 

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分析的方法对我院 2013-2017 年微生物实验室检查出支原体感染的数据和药

敏试验的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我院 2013～2017 年的支原体感染总阳性率（%）分别为 51.02、50.91、48.15、49.23、

48.27，总阳性率呈轻微下降趋向（P 值＜0.01，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解脲支原体阳性率

（%）为 42.75、42.60、40.89、41.41 和 40.00（P 值＜0.01，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人型

支原体阳性率（%）为 8.27、8.31、7.26、7.82 和 7.27（P 值＜0.01，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

义）。交沙霉素耐药率 P 值＜0.05、别的十一种药物耐药率 P 值＜0.01，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 

结论  解脲支原体是人群感染的主要菌种，解脲支原体感染例数逐年下降，阳性感染率也轻微下

降，人型支原体感染例数和阳性感染率变化不大。环丙沙星耐药率明显是最高的，不适合临床使

用。交沙霉素、美满霉素、强力霉素和四环素的耐药率都很低，适合临床使用。我们应当看重病原

学检查，强化对支原体感染与耐药性情况的监测，以指示临床贴合流行病学地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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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99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genetic diversity of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from a coastal area of China based on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scheme 

 
mingyi wang 

Weihai Municipal Hospital 

 
Objective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for the first time, analyzed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genetic diversity of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from a coastal city in China based on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scheme. 
Methods A total of 40 isolates were collected in the present study. Taking full advantage of 
PubMLST database, we sought to elucidate the prevalence and genetic diversity of V. 
parahaemolyticus circulating in Weihai at the nucleotide and peptide levels. 
Results The clinical isolates of China were collected via MLST database. Next, we screened out 
them with complete information. At last, 248 strains were enrolled and quried against 157 STs. 
These isolates were collected from Taiwan, Hongkong, Zhejiang, Shanghai, Beijing and so on. 
Among them, ST3 was predominant and found in 53 isolates (accounting for 21.37%), followed 
by ST1464 (8, 3.23%) and ST69 (5, 2.02%). In Weihai area, we totally collected 21 clinical 
isolates. Similarly, ST3 had the largest number of isolates (10, 47.62%), followed by ST332 (7, 
33.33%).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based on MLST analysis, ST3 and ST332 were the epidemic clones, 
which accounted for a large proportion of pathogenic strains in the coastal city Weihai. ST332 
might be a region-specific ST, which needed to be confirmed by further analysis. Some newly 
identified STs indicated that the genes underwent recombination frequently. 
 
 

PU-4000 

阴道分泌物清洁度划分方法的优化 

 
马巧芬,冯磊 

玉溪市人民医院,653100 

 

目的  探讨阴道分泌物涂片 BTR 染色镜检结合 AV/BV 五联定性酶化学反应法在划分清洁度判定中

的应用，从而优化阴道分泌物清洁度的划分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6 年 5 月 1 日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所有患者阴道分泌物 BTR 染色镜检对

白细胞、上皮细胞、乳酸杆菌、杂菌、加德纳球菌、线索细胞、纤毛菌、真菌孢子及假菌丝、细胞

内外肾形双球菌、滴虫，对清洁度进行初步判定，辅以 AV/BV 五联定性酶化学反应法定性检测过

氧化物酶(H2O2)、唾液酸苷酶(SNa)、白细胞酯酶(LE)、β-葡萄糖醛酸苷酶(GUS)、凝固酶(GA)，

提高对需氧菌和厌氧菌的区分。最终根据各项结果对阴道清洁度做出综合评判。 

结果  根据阴道分泌物 BTR 染色镜检结合 AV/BV 五联定性酶化学反应检测结果，让清洁度的判定

更加准确、方便实用。 

结论  阴道分泌物常规镜检结合 AV/BV 五联酶法能优化阴道清洁度的划分方法，对临床阴道炎症的

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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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01 

一弗朗西斯菌科新属新种的鉴定和特征研究 

 
屈平华 

广东省中医院 

 

目的  运用多相分类学的方法，对分离于环境水中的一株弗朗西斯菌新菌种进行鉴定，确定其在分

类学上的位置并进行命名。 

方法  根据多相分类学的方法，对这株细菌进行以下特征分析：（1）表型和生理生化特征分析，例

如细菌的形态、培养基生长实验、最适生长温度、盐耐受度等；生理生化特征分析，例如采用 API 

ZYM、API NH 鉴定系统等；（2）化学特征分析，包括全细胞脂肪酸、呼吸醌；（3）遗传学特征

分析，例如 16S rRNA 基因测序和系统发育树分析、基于全基因组测序的平均核苷酸一致率分析

等。 

结果  （1）该菌为革兰阴性球杆菌，需氧代谢，能在血平板、巧克力平板及 MH 平板上良好生长，

生长较为缓慢，48h 后在血平板上呈后呈乳白色、圆形、凸起、直径 2～3mm 的湿润菌落，10℃

～40℃能生长，最适生长温度为 32℃，可在 5% Nacl 条件下生长。该细菌的生化反应不活泼。

（3）该菌的全细胞脂肪酸类型与弗朗西斯菌属、另弗朗西斯菌属相似，但具体含量存在差异；呼

吸醌类型是辅酶 Q8。（4）该菌 16SrRNA 序列分析显示实验菌株与“Francisella frigiditurris”CA97-

1460 (CP009654)的相似度为 99.93%，与弗朗西斯菌属、另弗朗西斯菌属所有已知细菌相似度均

小于 96%；该菌全基因组测序分析显示该细菌的 G+C 摩尔百分比为 30.1%；基于全基因组测序的

平均核苷酸一致率分析显示该菌与“Francisella frigiditurris”CA97-1460 (CP009654)的 ANI 相似度

为 93.1241%，与弗朗西斯菌属、另弗朗西斯菌属的 ANI 相似度在 73.0%；该菌的质量图谱不存在

弗朗西斯菌属的特征峰 5180，以及另弗朗西斯菌属的特征峰 5110。 

结论  基于上述多相分类学特征，该菌为弗朗西斯菌科的一新属新种，拟命名为水生假弗朗西斯菌

(Pseudofrancisella aquatilis)。 

 
 

PU-4002 

三株 Prototheca 的鉴定和系统发育分析 

 
屈平华 

广东省中医院 

 

目的  对三株 Prototheca 进行表型和基因测序鉴定，以明确其分类学地位，掌握其微生物学特

征。 

方法  采用多相分类学方法进行三株无绿藻菌的鉴定，包括：菌落特征和显微镜下的特征观察；简

单的生化试验和鉴定；蛋白质谱分析；进行 PCR 扩增及其扩增产物的直接测序和导入质粒进行的

克隆测序，测序结果的 BLAST 比对；以及 16S rRNA 基因和 28S rRNA 基因的系统发育重构等。 

结果  3 株 Prototheca 菌株对营养要求不高，在普通的血平板、营养脂肪平板上即可生长，在沙保

罗上需氧培养 3~7 d，肉眼可见表面光滑湿润的酵母样菌落；光镜下观察可见大量圆形、卵圆形或

椭圆形的孢子，且细胞内含内孢子，形似桑葚状或草莓状；触酶试验和氧化酶试验阳性、凝固酶试

验和吲哚试验阴性；VITEK-YST 卡鉴定、蛋白质谱分析均很好的得到威克汉姆无绿藻菌的鉴定结

果；16S 、28S 和 18S rRNA 基因均成功地被扩增出来，而 16S 和 28S rRNA 基因也测序成功。

对测序成功的 28S rRNA 基因克隆序列进行比较发现，其相似度最高仅为 95.51%，差异性大。

16S rRNA 基因序列分析显示无绿藻菌具有 10 种不同的 16S rRNA 基因，其中，与 Prototheca 

wickerhamii 的 16S rRNA 基因相似性最高，高达 99.90%，并且与 Prototheca moriformis 和

Prototheca cutis 的 16S rRNA 基因具有很高的交叉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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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根据镜下特征、YST 生化鉴定、蛋白质谱鉴定，并结合 16S rRNA 基因测序结果分析，该 3

株菌可鉴定为威克汉姆无绿藻菌。从无绿藻菌同时存在细菌 16S rRNA 基因和真核生物 18S rRNA

基因及 28S rRNA 基因的特征，以及 16S rRNA 基因与叶绿体小亚基 rRNA 的相似性来看，其符合

绿色植物的特征。 

 
 

PU-4003 

真菌性阴道炎患者致病菌分布与药敏分析 

 
张文 

广东省中医院 

 

目的  研究分析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妇科门诊确诊为真菌性阴道

炎患者的致病菌的分布和药敏分析，更好地帮助临床医生用药，指导抗真菌药物的临床应用。 

方法  将确诊为真菌性阴道炎患者的阴道拭子标本，利用梅里埃 MODI 真菌鉴定系统、科马嘉显色

平板、沙保弱真菌培养基、VITEK 细菌鉴定系统和 ATBFUNCUS 药敏进行培养与鉴定，通过怡捷

系统和 excel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的收集与统计。 

结果  总检出菌株数为 858 株，其中白色假丝酵母菌 564 株，光滑球拟假丝酵母菌 250 株，克柔假

丝酵母菌 11 株，热带假丝酵母菌 13 株，酿酒酵母菌 8 株，近平滑假丝酵母菌 10 株，无名假丝酵

母菌 2 株。菌株敏感性为 5-氟胞嘧啶 97.2%，两性霉素 B100%，氟康唑 57.2%，伊曲康唑

34.7%，伏立康唑 91.4%。 

结论  真菌性阴道炎患者主要致病菌为白色假丝酵母菌，其次为光滑球拟假丝酵母菌，且各类真菌

对唑类药物敏感性不高，应引起临床的重视，加强对真菌的监测，合理使用抗真菌药物。 

 
 

PU-4004 

11 例布鲁氏菌病病例分析 

 
汤国宁,殷红莲,韦启飞 

玉溪市中医院 

 

目的  分析布鲁氏菌病的临床特征和诊断方法，以期提高对该病的诊断和及时转诊。 

方法  回顾分析 11 例布鲁氏菌病病例资料、实验室检查及流行病学资料。 

结果  11 例患者就诊时的初步诊断 7 例为腰椎间盘及关节痛伴发热待查、2 例为高血压、1 例为糖

尿病、1 例为呼吸道感染，11 例患者血培养均检出布鲁氏菌。 

结论  布鲁氏菌病症状不典型，容易误诊；多数病例长期反复发热并可累及全身多个器官，接诊医

生应高度重视，详细询问接触史，关注实验室血培养和血清学检查，对早期诊断和鉴别诊断该病具

有重要价值。 

 
 

PU-4005 

阳江地区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病毒病原学分析 

 
陈金玲 

阳江市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阳江地区儿童急性呼道感染病毒病原学的基本状况，为临床早期诊断治疗及合理用药提

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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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直接免疫荧光法（DFA）检测 11104 例急性呼吸道感染（ARI）患儿鼻咽分泌物的呼吸道

病毒，包括有流感病毒 A 型（IA）、流感病毒 B 型（IB）、呼吸道合胞病毒（RSV）、腺病毒

（ADV）和副流感病毒 1、2、3（P1、P2、P3）等七项呼吸道病毒，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1104 例患儿中，阳性 1911 例，总阳性率为 17.2%，其中 IA326 例（17.0%）， IB177 例

（9.2%），RSV920 例（48.1%），ADV102 例（5.3%），P1，2，3 分别是 73 例（3.8%）、27 例

（1.4%）、286 例（15%）；<3 岁组检出 1236 例（19.8%），3～6 岁组检出 484 例（15.6%），>6

岁组检出 193 例（11%）；春夏秋冬四季病毒阳性率分别是 21%、18.7%、 12.4%、14.7%；混合病

毒感染非常少见。 

结论  阳江地区，七项呼吸道病毒中 RSV 是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原体，3 岁以下儿童感染

率最高，四季均有流行。 
 
 

PU-4006 

Distribution and drug resistance of clinical isolates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Ye Liu 

Yant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in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107 hospital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clinical distribution and drug resistance situation,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and to guide clinical rational use of antibacterial drugs. 
Methods  To collect the qualified clinical specimens from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s 107th 
hospital from 1 January 2016 to 31 December 2016. The operation of bacterial culture 
identification and drug sensitization was completed in the laboratory of the laboratory of testing 
and microbiology of the 107th hospital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was strict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ional clinical inspection regulations, the results of susceptibility tests were 
interpreted by reference to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clinical laboratory standardization (CLSI) 
standards. 
Results  There were 129 strains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in 107th Hospital of PLA in 2016, 

1-12, mainly sputum specimens, accounting for 59.69%，Secondly, whole blood and secretion 

fluid accounted for 12.40% and 8.53% respectively ； In the Distribution Department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Senior cadres ward accounted for the largest proportion, about 
29.46%,followed by respiratory medicine ward, hand, foot and a surgical ward, neurosurgery 
ward, accounted for 15.50%, 11.63% and 15.50% respectively;drug sensitivity results showed 
that Ciprofloxacin was 23.58%,the resistant rate to Imipenem for 12.2%, Meropenem resistant 

rate was 3.09%, Piperacillin resistantrate was 12.07%, Ceftazidime，Piperacillin/Tazobactam 

were 8.20% and 8.94%. 
Conclusions  The chance of a pseudomonas aeruginosa infection in the respiratory tract is 
greater, Ciprofloxacin has a higher tolerance rate than other drugs, and try not to use it as a 
preferred drug. It is recommended that clinicians do their best to use antibacterial drugs before 
using them for bacteri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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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07 

MALDI-TOF-MS 技术在真菌鉴定方面的应用进展 

 
万芙荣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目的  近年来，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 MS)技术已逐渐成为一项快速、高

效、应用广泛的临床微生物鉴定新技术，它在细菌鉴定领域准确性越来越高，但是由于目前质谱真

菌库尚不太全面，本技术对于某些真菌的鉴定尚不太令人满意。 

方法  本研究采用 MALDI-TOF MS 技术对于临床常见致病性念珠菌、隐球菌及丝状真菌进行鉴定； 

结果  使得真菌自建库逐步完善。同时，随着临床上激素、广谱抗生素和免疫抑制剂的广泛使用，

导致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不断增加,由真菌引起的各类感染日益增多，尤其对于侵袭性真菌病能及

时准确地做出诊断尤为重要。 

结论  MALDI-TOF MS 技术可以大大提高临床常见致病性念珠菌、隐球菌及丝状真菌的鉴定库的种

类。 
 
 

PU-4008 

降钙素原试剂性能评价及与不同部位微生物感染的相关性研究 

 
姜凤全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验证罗氏 e411分析 PCT分析性能以及探讨 PCT在不同部位不同细菌感染中相关性。 

方法  参照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 NCCLS 相关文件，对 Cobas e411 检测 PCT 的精密度、

准确度、线性范围进行验证。而后，选取 550 例不同程度的感染性疾病的患者，按照菌培养结果分

为：细菌感染与非细菌感染，G
+
与 G

-
，血培养与其他体液培养。比较 PCT 在感染性疾病中的临床意

义。 

结果  PCT 的精密度、准确度和线性范围等性能验证符合标准。细菌组和真菌组 PCT 的差异分析结

果显示细菌组明显高于真菌组，且有统计学差异，小于 0.05。G
+
组和 G

-
组 PCT 的差异分析结果显示

G
-
组明显高于 G

+
组，且有统计学差异，小于 0.05。血液、痰、其他三组 PCT 的差异分析结果显示三

组间 PCT 具有统计学差异，小于 0.05，且血液组明显高于其他两组。PCT 在诊断细菌血流感染时，

其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20，诊断阈值为 1.15 ng/ml 时，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

测值分别为 66.13%、90.48%、91.1%、64.4%。 

结论  罗氏 Cobas e411 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 PCT 的主要分析性能与厂家声明一致。PCT

可作为细菌血流感染的辅助诊断指标， PCT 结果可作为患者全身还是局部感染的鉴别指标，PCT 可

作为鉴别 G
+
与 G

-
感染的鉴别指标之一，为临床及时用药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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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09 

Comparison of three test methods: V X satellite test and 
classical satellite test (APINH) for identification of 
Haemophilus influenzae (Haemophilus influenzae) 

 
Wen Cui 

Yant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in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three test method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Haemophilus influenzae 
(Haemophilus influenzae). 
Methods  The 16SrDNA method was used as the gold standard. The samples of 1246 patients 
with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were cultured and inoculated on blood Agar, chocolate, Chinese 

blue plate, respectively. The colony was cultured in 37 ℃ incubator for 18-24 hours. The colony 

was observed under smear Gram staining microscope, and the morphology of colony growth was 
observed. 63 cases of suspected Haemophilus influenzae infection were selected, and the colony 
was purified and preserved. 36 patients with Haemophilus influenzae infection were confirmed by 

gold standard test. 36 cases The pure strains were tested by Ⅴ Ⅹ satellite test and the classical 

satellite test by APINH method. The identification results of the three test methods were analyzed 
in order to analyze which of the three test methods were more reliable or which scheme was 
more suitable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Haemophilus influenzae (Haemophilus influenzae).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ositive rate of Haemophilus influenzae was as follows: the 

paper method Ⅴ Ⅹ satellite test was 80.05 and the classical satellite test was 63.89 and the 

APINH method was 94.4444. 
Conclusions  In summary, V X satellite test was carried out. The classical satellite test. APINH 
method is based on the human eye discrimination results, will produce The inevitable error. 
Therefore, compared with the gold standard test, the APINH method is more reliable. This 
method has the highest detection rate of Haemophilus influenzae at 94.44, which is higher than 
the other two test methods. However, the detection rate of Haemophilus was not up to 100. The 
most likely reason was that the database of Haemophilus was not perfect and had some errors, 
especially in the database of different types of Haemophilu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further 
construct and improve the .V X satellite test and the classical satellite test, so the false positive 
rate and false negative rate will be higher. For the three tests, The reason for false negativity is 
that patients who have used antibiotics may be excluded directly from Haemophilus influenzae 
infection because of the slow growth of Haemophilus influenzae (Haemophilus influenzae).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testing the colony growth is small, can be properly recultured,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missing detection of .APINH method has a higher price shortcomings. The 
price of V X satellite test is on the low side. In the course of routine testing, the method of 
identification of Haemophilus influenzae is V X satellite test and classical satellite test as the first 
screening method for the diagnosis of Haemophilus influenzae. Reduce the error To the smallest. 
Can better provide clinicians with more accurate results for further treatment of patients. 
 
 

PU-4010 

临床分离苍白杆菌和假苍白杆菌质谱的研究 

 
林冬玲 

广东省中医院 

 

目的  对临床分离的 57 株苍白杆菌和假苍白杆菌进行质谱(MALDI-TOF-MS)研究，为临床的快速诊

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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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以 16S rRNA 为鉴定的“金标准”，对 57 株菌进行 MALDI-TOF-MS IVD 和 RUO 两个系统检

测，应用 SARAMS Premium软件对菌株的质谱图进行比较，并聚类分析。 

结果  人苍白杆菌外的苍白杆菌属和假苍白杆菌属都不在 IVD 鉴定的数据库范围内。RUO 把 5 株人

苍白杆菌和所有中间苍白杆菌鉴定为苍白杆菌属，两者质谱峰图于峰值 5756.27 处有明显差异。

RUO 也能精确地把假格里尼翁苍白杆菌鉴定出来。26 株解糖精假苍白杆菌中有 22 株鉴定为假苍白

杆菌属，4 株鉴定为解糖精假苍白杆菌，两者质谱峰图无明显差异。17 株人苍白杆菌和 26 株解糖

精假苍白杆菌聚类分析结果相似性均>70%。 

结论  RUO 能把苍白杆菌属和假苍白杆菌属区分开来，且菌种间质谱的重复性好，为临床诊治提供

快速的依据。 
 
 

PU-4011 

Analysis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of Klebsiella pneumoniae in a hospital 

 
Shuang Gao 

Yant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in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study the drug resistance of clinical isolates of Klebsiella pneumoniae in a hospital, 
and compare the resistance rates of different strains, and prove that the analysis of Klebsiella 
pneumoniae resistance is of guiding significance in clinical treatment. 
Methods  The distribution of Klebsiella pneumoniae isolated from 2012 to 2016 in our hospital 
was analyzed. The distribution, sample source, detection rate, antimicrobial sensitivity and 
resistance to carbapenes were analyzed. 
Results  During the five years from 2012 to 2016, Klebsiella pneumoniae, which showed a rising 
trend year by year, was detected more and more frequently, and most of the specimens were 
from intensive care.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Intrarenal Blood, tumor 
radiotherapy and other departments, among them, the ICU has the highest detection rate, 
followed by the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The samples are collected from various 
clinical samples, including sputum, blood and urine. The resistance of Klebsiella pneumoniae to 
ampicilli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amikacin, imipenem and meropenem. Pan-resistance has many 
different mechanisms of resistance, but most of the increase is due to the large number of 
carbapenems. 
Conclusions  With the use of extended-spectrum antibiotics, more and more carbapenem 
resistant antimicrobial agent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guide clinical rational use. As many 
studies on the drug resistance mechanism of Klebsiella pneumoniae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 
recent years, it seems that the drug resistance mechanism of Klebsiella pneumoniae is complex 
and many drug resistance mechanisms have not yet been clarified and need to be further 
explored, such as the origin and variation of drug resistance genes. The mechanism of efflux is 
specific to drugs. The drug resistance mechanism of Klebsiella pneumoniae is not independent, 
in many cases, the multidrug 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is a number of drug resistance 
mechanisms exist simultaneously. To study the mechanism of drug resistance, to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drugs Clinical rational use of drugs has profound significance. Therefore, 
according to different patients using different antimicrobial agents,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and clinical medical staff to understand this, the emergence of Klebsiella pneumoniae effective 
prevention, control and reduce the emergence of drug-resistant str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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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12 

香莲外洗液对女性生殖道支原体体外培养抑制 

和抗干扰效果的探讨分析 

 
郑智明 

广东省中医院 

 

目的  通过研究香莲外洗液对女性生殖道支原体体外培养的抑制和抗干扰效果，为外用洗液能否抑

制女性生殖道支原体生长，及研发中成药阴道给药新药制剂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选取 129 例女性生殖道支原体培养阳性的标本，分为 UU 阳性组、MH 阳性组、UU 和 MH 双阳

性组和阴性对照组，将香莲外洗液与灭菌蒸馏水 1:9 稀释后，分别加入到四组标本培养液当中，37

℃恒温温箱 48 小时后判断培养板孔是否抑制支原体生长，并加入念珠菌干扰物，对检测结果进行

分析。 

结果  香莲外洗液对女性生殖道支原体（UU、MH、UU 和 MH）培养有抑制生长作用,原液浓度效果最

佳，其次为 1:9,1:19效果最差，且对单独的 UU或 MH阳性组效果更好。 

结论  香莲外洗液对女性生殖道支原体培养的抑制效果明显，抗念珠菌效果明显，为研发中成药阴

道给药新药制剂提供理论依据。 
 
 

PU-4013 

肉桂醛对阿萨希毛孢子菌生长及其生物膜形成的影响 

 
张伟铮 

广东省中医院 

 

目的  阿萨希毛孢子菌（Trichosporonasahii， T.asahii）是播散性毛孢子菌病主要的致病菌。该病

主要发生于免疫功能低下人群的机会性深部真菌感染，病死率高。且 T.asahii 可粘附于医疗器械表

面并且生长繁殖，形成生物膜，导致感染灶的耐药性增加而不易清除。本实验采用中药单体肉桂的

活性成分肉桂醛进行研究，了解其对 T.asahii 生长及其生物膜形成的影响。 

方法  选取临床分离菌株进行测序及 VITEK MS 鉴定，并建立体外生物膜模型。倍比稀释法测定不

同浓度肉桂醛对阿萨希毛孢子菌生长的抑制作用，ATB Fungus-3 法测定不同浓度肉桂醛对

T.asahii 耐药性的影响，银染法观察不同浓度肉桂醛对 T.asahii 生物膜形成的影响。 

结果  本实验结果显示，肉桂醛浓度达到 1050mg/L 时，已能明显抑制 T.asahii 生长和菌相转换，

当肉桂醛浓度依次降低时，对 T.asahii 的抑制作用也依次降低，其孢子、菌丝数量依次增多。浓度

为 1050、525、262.5、131.25 mg/ L 的肉桂醛与 ATB Fungus-3 中的抗菌药物联合时，能很好的

抑制 T.asahii 的生长，显著增强 T.asahii 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此外，实验结果显示，浓度为

1050、525、262.5 mg/ L 的肉桂醛都能延长阿萨希毛孢子菌生物膜的形成、成熟时间，肉桂醛浓

度越高，延长的时间越久。而生物膜的形成可以显著影响真菌的生物学特性。 

结论  肉桂醛能抑制 T.asahii 生长和菌相转换，延长 T.asahii 生物膜的形成、成熟时间，真菌由酵

母相至菌丝相的转换是重要的毒力作用，而生物膜的形成可以显著影响真菌的耐药性及其它生物学

特性。本实验从形态学观察、银染鉴定生物膜形成方面为中药单体肉桂醛体外抗 T.asahii 提供了初

步的理论依据，中药单体肉桂醛可能成为治疗 T.asahii 的新型药物，但尚需更深层次的体外实验、

体内实验、临床试验等进一步研究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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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14 

基于 MALDI-TOF MS 技术快速检验念珠菌血症 的方法学评价 

 
曹楠楠 

广东省中医院 

 

目的  探究血培养与 MALDI-TOF MS 相结合对念珠菌血流感染的检出效力，以达到快速准确鉴定念

珠菌血流感染的目的，帮助临床进行决策。 

方法  通过文献查阅及对南方医院 2015～2017 年 63 例真菌血流感染的病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确认

念珠菌血症的主要病原体，针对主要病原体设计实验。用牛鲍计数板计数法调节血液中具体的菌量

并用生物梅里埃 Bact/ALERT3D 全自动血培养仪进行培养，评估需氧瓶与厌氧瓶对念珠菌生长的影

响及生理盐水是否可模拟血液菌悬液并将菌量与报警时间进行统计学分析。将已报阳的标本富集用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 MS）技术进行检测。 

结果  白色念珠菌为真菌血流感染的主要病原体，达到 65.1%。相同菌量下需氧瓶与厌氧瓶报阳时

间基本一致。生理盐水可模拟血液菌悬液。念珠菌血症血培养的报阳时间随菌量的增多而逐渐缩短

（R
2
=0.98）。MALDI-TOF MS 技术可直接对血培养报阳标本进行鉴定，且置信区间为 99.9%。 

结论  需氧瓶与厌氧瓶对念珠菌的生长无影响。生理盐水菌悬液可模拟血液菌悬液。念珠菌菌血症

的血培养报阳时间与菌量呈线性负相关关系,菌量越多，其报阳时间越短。质谱仪能直接对已报阳

念珠菌血培养进行鉴定。 
 
 

PU-4015 

蜃楼弗朗西斯菌样新种鉴定与表型分析 

 
邓光远 

广东省中医院 

 

目的  对 3 株疑为弗朗西斯菌属下新种的菌株进行分类学研究，以确定其分类学地位及微生物学特

性，同时利用 11 株蜃楼弗朗西斯菌建立蜃楼弗朗西斯菌的蛋白指纹数据库，为临床快速鉴定蜃楼

弗朗西斯菌提供背景支持。 

方法  采用培养染色、系统生化鉴定、16SrRNA 序列分析和药敏分析对分离培养的实验株的特性进

行研究和分析，利用 MALDI-TOF-MS 对实验菌株和 11 株蜃楼弗朗西斯菌进行质谱数据采集，建

立蜃楼弗朗西斯菌数据库。 

结果  ①表型特征：菌落有白色不透明、无色半透明型和灰色光滑型三种类型，不溶血，边缘整

齐。②生化鉴定：现在的生化鉴定系统还不能准确鉴定出来。③16S rRNA 基因序列分析：3 株菌

株中，依照与标准菌株的 16S rRNA 序列相似程度，SYW-1，SYW-3，SYW-9 这 3 株判断为弗朗

西斯菌属潜在新种。④蛋白质谱：三株未知实验菌株主要得到了 2593m/z ，4 424 m/z，5 180 

m/z ，9393 m/z 等特征峰；而利用 11 株用于建库的菌株成功建立了蜃楼弗朗西斯菌的质谱参考图

谱库。⑤药敏结果：实验所用的 3 株实验菌株对四环素、多西环素、庆大霉素、左氧氟沙星、氯霉

素、环丙沙星均敏感。 

结论  所用的 3 株实验菌株判断为新种，对于一种疑为新种的菌种，用分类学研究和 16S rRNA 序

列分析可初步鉴定其菌种并提示其分类学地位及微生物学特性，建立起一个菌种的质谱数据库可在

临床上实现该菌种的快速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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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16 

初步探讨黄芪、穿心莲和鱼腥草对铜绿假单胞菌生物膜的影响 

 
肖倩 

广东省中医院 

 

目的  铜绿假单胞菌（PA）能引起多种感染性疾病，也是院内感染主要病原菌之一。生物膜形成

后，能增强铜绿假单胞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导致患者慢性反复性感染。黄芪、穿心莲和鱼腥草具

有广泛的抗菌作用，本课题旨在探讨不同浓度的黄芪、穿心莲和鱼腥草水煎液单独用药对铜绿假单

胞菌生长及其生物膜形成的影响，为后续探讨黄芪、穿心莲和鱼腥草与抗菌肽 LL-37 联合用药对

铜绿假单胞菌生物膜的影响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微量稀释法测定 MIC，用紫外分光光度法和银染法快速鉴定生物膜，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探讨

不同浓度黄芪、穿心莲和鱼腥草对铜绿假单胞菌生长曲线、生物膜、弹性蛋白酶和绿脓菌素的的影

响。 

结果  不同浓度的黄芪、穿心莲和鱼腥草虽然对铜绿假单胞菌生长无明显影响，但能够抑制铜绿假

单胞菌生物膜的形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清除已成熟的生物膜。三种药物对铜绿假单胞菌生物

膜形成的抑制强弱依次为鱼腥草＞穿心莲＞黄芪；对铜绿假单胞菌成熟生物膜清除作用的强弱依次

为鱼腥草＞黄芪＞穿心莲。此外，黄芪、穿心莲和鱼腥草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弹性蛋白酶的分

泌。 

结论  不同浓度的黄芪、穿心莲和鱼腥草虽然对铜绿假单胞菌生长无明显影响，但是能够抑制铜绿

假单胞菌生物膜的形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清除成熟的生物膜，中药对铜绿假单胞菌 QS 系统的影响

可能是其对铜绿假单胞菌生物膜影响的重要机制之一。 
 
 

PU-4017 

ICU 患者艰难梭菌分离培养与流行病学特征研究 

 
曾勇彬 1,刘安超 2,李武 2,赖毅真 2,林宇岚 1,杨滨 1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福建医科大学医学技术与工程学院 

 

目的  了解 ICU患者艰难梭菌的定植和感染情况，为预防艰难梭菌的流行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6 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ICU 中 139 例住院时间＞7 d 的

患者粪便样本，对其进行选择性厌氧培养和质谱鉴定。对艰难梭菌培养阳性标本进行毒素基因

（tcdA、tcdB、cdtA、cdtB）的 PCR 检测以及毒素 A、B 表型检测。收集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并

对艰难梭菌培养阳性患者的临床特征和实验室检查结果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回归分析。 

结果  艰难梭菌检出率为 17.27%（24/139）。其中，14 株艰难梭菌的 tcdA 和 tcdB 基因检测阳

性，占 58.3%（14/24）；10 株为 tcdA 和 tcdB 基因检测阴性，占 41.7%（10/24）。所有菌株二元

毒素基因（ctdA/ctdB）均未检出。单因素分析提示，高龄、长时间住院、高淋巴细胞数、使用

β-内酰胺类抗生素是艰难梭菌定植的高危因素；多因素回归分析提示，使用 β-内酰胺类抗生素

是艰难梭菌定植的独立危险因素（OR=3.881，P=0.039）。 

结论  我院 ICU 可能存在艰难梭菌感染和传播的风险，对具有高龄、长期住院以及使用抗生素等高

危因素的患者应进行艰难梭菌的监测，以防艰难梭菌的传播、感染和艰难梭菌相关性腹泻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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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18 

荧光定量 PCR 检测沙眼衣原体结果分析 

 
王绘翔 

大连市皮肤病医院 

 

目的  了解大连地区皮肤性病科门诊患者沙眼衣原体（CT）的感染现状及特点，并探讨分子生物学

检测对衣原体（CT）的诊断价值。 

方法  采用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FQ－PCR） 对大连皮肤病医院 2017 年 3 月-2018 年 3

月共 979例患者的泌尿生殖道分泌物的 CT核酸进行检测。 

结果  979 例患者中， CT 的阳性检出率为 12.2%。其中男性 570 例，其中 83 例为阳性，阳性率为

14.6%；女性 409 例，其中 36 例为阳性，阳性率为 8.8%,男性 CT 感染率明显高于女性

（P<0.05）， 不同年龄感染情况显示，感染率以 10～40岁年龄段最高。 

结论  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 CT 阳性检出率约为 12.16%， 阳性患者以青壮年为主，且与淋病混合

感染较为常见，解脲支原体合并感染率也较高。临床应同时进行该 3种病原体的检测。 

 
 

PU-4019 

In E.Coli drug sensitivity and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research 

 
Lu Bai 

Yant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in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est the use of MH broth microdilution method to monitor from the hospital and 
different farms isolated E. coli sensitivity to commonly used antibiotics, to guide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clinical use of drugs. Through various microscopic observation, it is proved that the 
coliform bacteria can adapt to the drug reaction through their own morphological changes, which 
will pave the ways for future resistance research. 
Methods  From the hospital and the different separation of 712 farms in E. coli, Using MH broth 
microdilution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E. coli 15 kinds of commonly used antibiotics, the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 of drug-resistant,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Atomic force 
microscope (AFM) under near physiological conditions, role in the drug under the E. coli gas 
imaging, observation of filamentous local anatom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surface ultrastructure of 
bacteria and fungi in the drug continued to shape up under the micro change. 
Results   The number of E. coli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with the increase of drug concentration, 
but the resistant bacteria survived at a certain concentration of drugs, which led to the increasing 
of clinical dosage and the increase of drug resistance spectrum, and to the clinical crossover and 
intermittent medication. The physiological aspects of drug-related bacteria were studied to make 
a basic observation on how to kill drug-resistant bacteria with drugs. Drugs against bacteria 
physiological study of how to kill drug-resistant bacteria make a basic observation. 
Conclusions  Human and animal resistance level and resistance spectrum is closely related to 
set up a wide range of drug-resistant cover and a complete monitoring network and monitoring 
system, can guarantee the effectiveness of antibiotic treatment of E. coli in the drug under 
observation and further experiments confirmed the role of drugs, the drug-resistant bacteria 
through morphological changes have led to their survival and proliferation, Through experiments 
more detailed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 of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bac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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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20 

Direct identification of microorganisms from blood culture 
by MALDI-TOF MS combined with separationgel tube 

 
Ju Chen 

Yant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in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shorten the blood culture from the instrument to Yang to identify pathogenic 
bacteria, this experiment established by separating gel coagulation tube joint matrix assisted 
laser parsing ionization 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MALDI - TOF MS) to direct detection 
method of blood culture positive for the bacteria,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appraisal result contrast 
to evaluate the accuracy of the appraisal and its positive rate. 
Methods  This experiment collected 225 patients (13 cases of complex bacterium, 222cases of 
individual bacteria) from 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shenzhen microbiology laboratory automatic 
blood culture instrument (BD BACTEC FX) to Yang and switched to the cultivation of culture have 
bacterium growth in ordinary medium of positive bottle. Through the contents of blood culture 
bottles into the separation gel coagulation tube, using centrifugal technology for purification of the 
collected bacteria enrichment , then in the MALDI - TOF MS instrument software (FlexControl and 
IVD MALDI Biotyper 2.3) directly on the purifi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bacteria. 
Results  Of 222 cases of positive bottles per plant bacteria under test, identification of the right of 

145 cases， did not identify bacteria 45 cases, 32 cases failed to extract protein, positive rate 

was 65.3%, compared with the ordinary training identified bacteria, identification error 13 cases, 
the coincidence rate is 91.0%; 
Conclusions  The separation gel coagulation tube joint matrix assisted laser parsing ionization 
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MALDI - TOF MS) direct detection of blood culture positive for 
the bacteria identification results an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ppraisal method of the coincidence 
rate is high, and save the cost, shorten the training time, speed up the identified . 
 
 

PU-4021 

G 试验结合 GM 试验在诊断深部真菌感染性疾病中的应用 

 
刘芳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 

 

目的  深部真菌多数情况为条件致病菌，当机体免疫能力不够，抵抗力不足，或者机体失去保护才

会发病。近年来，国内深部真菌侵袭已不容忽视，其发病率和病死率呈现出每一年升高的趋向。而

深部真菌侵袭的检测延后且医治手段有所局限，一般的测定手段有显微镜检查，真菌培养，分子生

物学检查，部分病理组织活检等，使临床诊断具有局限性。而 G 试验和 GM 试验能够大大缩短报告

结果时间，提高敏感度，取材方便，无创伤性，用机体可能感染真菌状态下产生的物质作为检测

物，阳性结果会提示可能有致病性，因此研究 G 试验联合 GM 试验在诊断深部真菌感染性疾病中的

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1 月到 2017 年 4 月在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就诊并疑似深部真菌感染的患者

137 例，采集患者血标本，应用 G 试验以及 GM 试验进行检测，并计算 G 试验，GM 试验及两者结合

检测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期值，阴性预期值，假阳性率及假阴性率。 

结果  G 试验的灵敏度为 84.9%，高于 GM 试验（76.9%），而 GM 试验的特异性为 88.4%，优于 G 试

验（76.6%），G 试验和 GM 试验结合测定特异度为 94.8%，敏感度为 92.4%，均高于单一试验测定

结果。并且联合试验检测的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有所下降，均低于单独一项的检测结果。 

结论  两种试验联合检测可以增加侵袭性真菌感染的检出率，互相弥补，特异度和灵敏度均有所增

高，假阳性率及假阴性率降低， G 试验和 GM 试验联合能够提高深部真菌感染的检出率，对临床诊

断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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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22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of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from Clinical Separation and Drug Resistance Analysis 

 
Lingtong Tang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Yibin， Sichuan China 

 
Objective  eparate 62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from clinic, detect their antibiotic resistance 
and sequence their whole-genome to preliminary research the antibiotic resistance mechanism. 
Methods  Detect the resistance condition of Spn to 12 antimicrobial agents by the method of E-
test. Choose one high virulent strain from them named SWU02 and sequence its whole-genome 
by the technology of high throughput sequencing. After disposing the original data, annotate the 
gene expression and analyze Kyoto gene and genome signaling pathways. 
Results  VAN, LEV, CHL, MXF, CTX had better in vitro activities to the Spn, and the sensitive 

rates were 100%、91.9%、87.1%、77.4%、74.2% respectively. And the rates of drug sensitivity 

of Spn to PEN and ERY were both 100%. The result of sequencing showed the bacterial 
predicting 2,120 genes and the biological process the gene mainly participated were the transport 
and metabolism of carbohydrates,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s, transportation and secretion and 
so on. The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s the gene mainly involved contained metabolic pathways, 
secondary metabolites biosynthesis pathways, ATP binding cassette transporter pathways and so 
on. 
Conclusions  (1) clinical isolates of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are highly resistant to beta 
lactams, macrolides, and tetracyclines. (2)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showed that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SWU02 containing ErmB, Tet (M), Mef (E) a total of 12 virulence 
resistant gene and pspC, lytA, lytB, rrgA, Nana, IgA, ply, hysA, stkP, clpP, cps2A, pcsB gene may 
lead to the strain of antibiotics and multi drug resistance exhibit high toxicity. 
 
 

PU-4023 

36 例新型隐球菌性脑膜炎的临床分析 

 
卯建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36 例新型隐球菌性脑膜炎的临床特征，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分析 36 例新型隐球菌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  新型隐球菌感染的患者临床表现均有不同程度的头痛、颅内压增高表现，葡萄糖降低尤为显

著，IgG、 IgM、IgA 及微量总蛋白升高明显。治疗后脑脊液和血清标本中隐球菌荚膜多糖抗原滴

度下降明显。新型隐球菌对两性霉素 B（100%）、氟康唑（94.4%）和 5-氟胞嘧啶（94.4%）抗真

菌药敏感性较高。 

结论  对颅内压增高、脑膜刺激征阳性的患者反复多次进行脑脊液培养、墨汁染色和隐球菌荚膜多

糖抗原检测，有助于新型隐球菌性脑膜炎的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隐球菌荚膜多糖抗原滴度随着患

者病情的好转而下降。两性霉素 B 联合氟康唑或 5-氟胞嘧啶治疗新型隐球菌性脑膜炎仍然安全有

效；早期控制感染和降低颅内压是治疗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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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24 

Screening Concentration Ranges of Antibacterial Cations 
for Antibacterial Efficacy and Cytotoxicity by 

Caenorhabditis eleganse model 
 

Ling Cao 
Guangzhou general hospital of Guangzhou Military Commond of PLA 

 
Objective  The increasing prevalence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and the lack of new antibiotic drug 

development has gradually reduced the treatment options for bacterial infections。. Antibacterial 

biomaterials, such as silver and copper, which have the advantages of heat resistance, durability, 
continuity and safe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tibacterial properties and the cytotoxicity of 
anti-bacteria metal ions varied significantly.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how metal ions kill 
pathogenic bacteria  have not been clearly defined.  
Methods  We used an C. elegans as infection model, which can be used to screen the anti-
bacteria metal ions which could inhibit the infection of drug-resistant pathogens, such as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 and Carbapena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 (CRKP). At the same time, C. elegans as toxicity testing model, it be used to predict 
metal ions toxicity. HE and ICP-MS assays were applied to find out the concentrations of metal 
ions with toxicity on C. elegans and mices. Mice were injected with silver and copper ion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at a single dose of 50ml/kg bw. After 24 h, mice were euthanized. The 
quantification of silver and copper ions were measured by ICP-MS.  HE histopathology were 
performed on liver, kidneys. ROS production was measured in C. elegans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s of the toxicity properties of the metal ions.  
Results  We found that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silver ions reached10−5-10−6 M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copper ions reached 10−3-10−4 M, they had certain antimicrobial activity without 
cytotoxicity. Acute exposure of silver ions and cupper ions caused a increase in ROS generation 
at lethal concentration.The level of intracellular ROS in the C. elegans exposed to K. pneumoniae 
increased faster than the control, which revealed the oxidative burst in host during infection. 
Conclusions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silver ions was 10−5-10−6 M and copper ions was 10−3-
10−4 M, they had certain antimicrobial activity without cytotoxicity. Caenorhabditis elegans has 
provided a compelling platform for discovering novel antimicrobial drugs and antibacterial material. 
C. elegans provide powerful systems for studing microbial pathogenesis and host responses to 
intracellular infection. 
 
 

PU-4025 

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联合用药治疗广泛耐药肺炎克雷伯菌研究进展 

 
曹玲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目的  本文对国内外治疗广泛耐药肺炎克雷伯菌的碳青霉烯类联合用药治疗方案进行了综述，为临

床用药选择合适的联合用药的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由于抗生素不合理的使用，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率持续升高。近年来，广泛耐 

药肺炎克雷伯菌在全球范围内均呈现散在分布和流行传播。碳青霉烯类和其他活性抗生素联合用药

是临床 

上常用的针对广泛耐药肺炎克雷伯菌感染的治疗方案。本文对国内外治疗广泛耐药肺炎克雷伯菌的

碳青霉 

烯类联合用药治疗方案进行了综述，为临床用药选择合适的联合用药的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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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26 

秀丽隐杆线虫－产碳青霉烯酶阴沟肠杆菌感染模型的建立及应用 

 
曹玲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目的  建立秀丽隐杆线虫－产碳青霉烯酶阴沟肠杆菌感染模型，并利用该模型筛选体内有效治疗阴

沟肠杆菌感染的药物。 

方法  将产碳青霉烯酶的阴沟肠杆菌与线虫共培养，建立线虫－产碳青霉烯酶阴沟肠杆菌感染模

型，选用 7 种临床常见的抗菌药物（米诺环素、多西环素、庆大霉素、氨曲南、亚胺培南、替加环

素、多粘菌素 B）对感染后的线虫进行治疗，观察并记录线虫的生存状态，根据线虫的存活率评价

不同药物的疗效。 

结果  产碳青霉烯酶的阴沟肠杆菌能够感染线虫并致其死亡，通过荧光探针标记可见细菌在线虫肠

道内定植生长。使用多粘菌素 B、替加环素、米诺环素、多西环素治疗后，线虫的生存率与对照组

相比显著提高。 

结论  成功建立了秀丽隐杆线虫－产碳青霉烯酶阴沟肠杆菌感染模型感染模型，并将该模型用于体

内抗菌药物活性的筛选。 
 
 

PU-4027 

呼吸道标本曲霉菌培养与侵袭性肺曲霉菌病诊断符合率分析 

 
牛敏 1,宋贵波 1,周满桥 2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个旧市中医医院检验科 

 

目的  探讨呼吸道标本微生物培养对侵袭性肺曲霉病（invasive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IPA）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通过对呼吸道标本培养检出曲霉菌的 62 例患者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曲霉菌培养

阳性与患者临床诊断之间的符合率，并结合其他辅助检查进行临床资料分析。 

结果  62 例患者中，拟诊 IPA 的占 42%，临床诊断 IPA 的占 27%，确诊 IPA 的占 5%，临床证据不

足，考虑污染或定植的占 26%。培养阳性与 IPA 诊断的符合率（临床诊断及确诊）为 32%。培养阳

性次数≥2 次且培养结果为同一种菌的患者，诊断符合率（临床诊断和确诊）明显高于单次培养阳

性患者。拟诊、临床诊断和确诊 IPA 的 46 例患者中，有慢性基础疾病的占 89%，具有 1 种及以上

宿主高危因素的占 80%，有肺部感染症状的占 90%，有发热症状的占 63%；其中 93%病例具有相关影

像学表现，但典型特征较少出现，未发现 CT 提示为“新月征”和“空晕征”者，仅有 3 例提示不

规则空腔形成。 

结论  呼吸道标本培养对诊断 IPA 有较高的参考价值。IPA 患者临床表现无特异性，应采用多种方

法联合检查以提高诊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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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28 

Study on Distribution and Performance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Clinical Resistance in a Hospital in 2016 

 
Xiaotong Duan 

Yant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in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distribution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and its resistance 
to various antimicrobial agents in Binzhou people's Hospital in 2016, and to collect clinical 
isolates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for bacterial resistance detection. To master the distribution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clinical specimens, the distribution of departments and the four drug 
resistance mechanisms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Methods   the clinical distribution and drug resistance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by using BD 
PhoenixTM-100 Phoenix automatic bacterial susceptibility analysis system. 
Results  170 of 230 Pseudomonas aeruginosa strains isolated 24% of the sputum samples wer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with the highest resistance rate to ceftazidime and 
aztreonam (32.6%) and the lowest resistance to aminoglycosides (2.211.411.411.7%) to 
amikacin, tobramycin and gentamicin,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Pseudomonas aeruginosa infection is the most serious in ICU and respiratory 
department, so it is necessary to monitor the drug resistance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nd rational use of antimicrobial agents. 
The use of antibiotics in China has not been strictly and effectively controlled. Abuse leads to 
more and more drug resistance of bacteria. The resistance rate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to 
various common antibiotics increased gradually, which made it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to treat the 
infection caused by Pseudomonas aeruginosa clinicall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rug 
resistance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to common antibiotic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fection 
caused by Pseudomonas aeruginosa in Binzhou people's Hospital in 2016, In order to reduce 
nosocomial infection, we collected all kinds of clinical samples and isolated Pseudomonas 
aeruginosa for bacterial resistance test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clinical drug resistance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in order to reduce nosocomial infection. To strengthen the rational and 
standardized use of clinical antimicrobial drugs to provide guidance. 
 
 

PU-4029 

328 株大肠埃希菌的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张晓红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医院大肠埃希菌的分布及对其耐药率进行分析，为临床治疗和控制感染提供依据。 

方法  对 2016 年 1 月—2017 年 5 月 328 株大肠埃希菌的菌株分布及耐药率进行分析；用纸片扩散

法（即 K—B 法），检测按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CLSI)推荐的标准进行确证试验。采用

梅里埃 VITEK-32细菌鉴定仪进行菌株鉴定及药敏试验。 

结果  大肠埃希菌对碳青霉烯类美罗培南的耐药率为 0，对左氧氟沙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

孢他啶、头孢吡肟、头孢呋辛、头孢曲松、妥布霉素、阿米卡星、庆大霉素、氨曲南、洛美沙星、

环丙沙星、头孢西丁的耐药率均<50.0%，对复方新诺明、头孢唑林、哌拉西林、氨苄西林/舒巴坦

的耐药率在 50.0%～70.0%，对氨苄西林的耐药率>70.0%。大肠埃希菌在尿液标本中的检出率最高

为 65.77%，在宫颈分泌物标本中的检出率次之为 50%，在切口分泌物标本中的检出率占第三为

37.5%，在耳拭子标本中的检出率最低为 3.03%。 

结论  肠埃希菌在尿液标本中的检出率占首位，分离出的 328 株大肠埃希菌对美罗培南的耐药率为

0，所以碳青霉烯类药物（如美罗培南）仍然是目前临床治疗大肠埃希菌的最佳选择。本实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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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四代头孢菌素均做了调查，结果显示，大肠埃希菌对一、二代头孢菌素的耐药率均

>40.0%，而对三代头孢菌素中头孢曲松的耐药率为 32.62%，对头孢他啶的耐药率则相对较低，为

19.95%。大肠埃希菌产 ESBL 酶、AmpC 酶、KPC 酶，易形成多重耐药或广泛耐药。碳青霉烯类药物

仍然是目前临床治疗大肠埃希菌引起严重感染的最佳选择。 
 
 

PU-4030 

ICU 住院患者抗菌药物应用与耐药菌感染相关性研究 

 
庄学伟,李颖霞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分析 ICU 住院患者抗菌药物应用与耐药菌感染的相关性，探讨发生耐药菌感染的相关危险因

素，为临床合理应用抗菌药物，降低耐药菌感染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 2016 年 1 月 1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入住某三甲医院 ICU 的住院患

者 454 例，用目标性监测方法，将病人资料填写到自行设计的《ICU 住院患者耐药菌感染目标性监

测调查表》中，分析抗菌药物应用与耐药菌感染情况。 

结果  应用抗菌药物的患者耐药菌感染率较未应用者高，为 30.44%；耐药菌感染的发生率随着抗

菌药物应用时间的延长而增加；耐药菌感染率随着药物联用种类的增加而显著增加；入 ICU 前应用

抗菌药物的患者耐药菌感染率较未应用者高，为 37.58%；死亡患者的耐药菌感染率高，为 62.96% 

结论  抗菌药物应用与耐药菌发生有一定相关性，临床应加强抗菌药物应用管理，合理使用抗菌药

物，以降低耐药菌感染发生率。 
 
 
 

PU-4031 

Identification of Arcanobacterium haemolyticum from a 
case of septicemia based on the phenotypic characteristics 

and 16S rRNA gene sequence 

 
Kecheng Li 

People’s Hospital of Rongcheng， Rongcheng 

 
Objective  In the present work, we reported a case of septicemia caused by A. haemolyticum 
isolate, and its genotype was determined by 16S rRNA gene sequencing. Most importantly, this 
was the first positive blood culture reported in our medical system that considered A. 
haemolyticum as a pathogenic organism.  
Methods  Two sets of blood cultures were performed on the 1st day, and then 4.5 g 
piperacillin sodium/tazobactam sodium as empiric treatment was given through intravenous 
injection every 8 h, and Reduning injection was performed every day. On the 4th day, the blood 
culture showed a positive result, and the causative bacilli were isolated and identified after 48 h 
using the automated biochemical identification VITEK-2 Compact System (Biomerieux 
Diagnostics). In order to confirm the isolate, 16S rRNA gene sequencing was employed to affirm 
the result. 
Results  Subculture of the strain on 5% sheep blood agar showed obvious β-haemolytic colonies. 
Isolates were Gram-positive and showed polymorphism with strains ranging from irregular bacilli 
to cocci arranged predominantly in V-type. The isolate was negative for catalase and motility, 
whereas it was positive for reverse CAMP. It had activities of maltose and sucrose hydrolyse but 
could not hydrolyze xylose.t shared 99% 16S rRNA gene sequence homology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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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anobacterium haemolyticum DSM 20595. Based on the phenotypic characteristics and 16S 
rRNA gene sequencing analysis, the strain was identified as A. haemolyticum WH 
Conclusions  In the present report, we showed that A. haemolyticum could cause severe 
septicaemia, especially in immunocompromised patients. It is important to carefully search slow-
growing pathogens, such as A. haemolyticum, in order to select appropriate antibiotic treatment. 
 
 

PU-4032 

Knowledge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physicians toward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a nationwide 

cross-sectional survey in top 100 hospitals 

 
Qingfeng SHI1,Jue Pan2,Yuyan Ma2,Bijie Hu1,2,Xiaodong Gao1 

1.Department of Infection Control，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Objective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CRE) has been one of the greatest threats 
to population health over the past decade. Few reports have focused on the knowledge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physicians toward CRE.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of CRE-related knowledge and practice was conducted in top 
100 tertiary comprehensive hospitals between June and July 2017. 
Results  A total of 53 designed hospitals responded, including 217 intensive care unit physicians, 
142 respiratory physicians, 112 hematology physicians, and 58 infectious disease physicians. 
The percentage of correct answers to each questions ranged from 25.7% to 89%, and the 
physicians’ knowledge score ranged from 1 to 9 (median=6; interquartile range, 5–7).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as found between CRE knowledge level and demographics of city level, 
work department, and CRE treated in the last 6 months. In terms of practice, physicians with a 
high knowledge level were more likely to treat CRE infection with combined medication, 
considering undesirable infection control practice as the main risk factor. 
Conclusions  Overall, majority of physicians were concerned about CRE infections and indicated 
that they would take measures to prevent this gram-negative resistant bacteria. The findings will 
help focus and target on teaching and awareness-raising strategies. 
 
 

PU-4033 

铁在外伤后蜡样芽胞杆菌性眼内炎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郑美琴 1,2,朱葛菁 2 

1.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2.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 

 

目的  明确蜡样芽胞杆菌性眼内炎患者临床分离菌株，在不同铁环境下的生长能力，并检测不同菌

株在不同铁水平下对红细胞、视网膜 muller 细胞、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的毒性作用，同时结合临

床筛选具有代表性的菌株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对铁代谢相关基因分型进行检测分析，通过统计分析

明确铁代谢相关基因与蜡样芽胞杆菌性眼内炎之间相关性。 

方法  检测 26 株菌株在不同铁环境下的生长能力；检测不同菌株的溶血能力，并采用 LDH 乳酸脱

氢酶试剂盒检测不同菌株对视网膜 muller 细胞、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的毒性作用；结合外伤后蜡

样芽胞杆菌性眼内炎患者临床资料、菌株的生长状况和对细胞的毒性作用情况，分析其与疾病进展

的关系。 

结果  不同蜡样芽胞杆菌在不同铁环境中，生长能力存在明显差异。在缺乏铁的环境中，所有菌株

的生长能力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经过铁饥饿处理后，对人红细胞的破坏能力存在明显差异；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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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菌株在经过铁饥饿处理 6h 后，对人视网膜 Muller 细胞和人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的毒性作用有不

同幅度的增强。 

结论   

1. 证实了铁是蜡样芽胞杆菌生长的必需元素。对三价铁离子和血红蛋白这些铁资源利用能力

强的菌株，所引起的眼内炎患者预后更差。不同蜡样芽胞杆菌菌株对三价铁离子和血红蛋

白这些不同铁资源的利用能力存在差异。 

2. 证实了环境铁水平与对蜡样芽胞杆菌的细胞毒性作用相关。低铁水平可以促使大部分蜡样

芽胞杆菌对人红细胞、人视网膜 Muller 细胞、人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表现出更强的毒性作

用。铁，是外伤后蜡样芽胞杆菌眼内炎感染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 
 
 

PU-4034 

Mycoplasma genitalium incidence, treatment failure and 
resistance:  A retrospective survey of infertile couples from 

a hospital in China 

 
Weina Li1,Lin Shi2,Wenbing Zhu1,2,Xingyu Long1,Gang Liu1,2 

1.Reproductive and Genetic Hospital of CITIC-Xiangya 

2.Institute of Reproduction and Stem Cell Engineering， Basic Medicine Colleg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bjective  Mycoplasma genitalium infection i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infertility. To date, few large M. genitalium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in China. This study 
aimed to estimate the M. genitalium incidence and treatment failure and provide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macrolide and tetracycline resistances of M. genitalium among infertile couples in 
China. 
Methods  This study was performed as a retrospective survey of urogenital swabs and semen 
specimens collected between October 2016 and December 2017. M. genitalium was detected 
using novel simultaneous amplification testing based on RNA detection. Macrolide and 
tetracycline resistance screening was introduced using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 and 
Sanger sequencing in September 2017. 
Results  A total of 64,860 specimens from 63,528 infertile patients were tested for M. genitalium. 
The incidence was 2.33% (1480 of 63,528;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2.21-2.45%),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of fertile men (0.5%). There were 123 cases of 
treatment failure (13.4%, 123/918; 95% CI, 11.2–15.6). Macrolide and tetracycline resistances 
were detected in 54 samples (98.18%; 95% CI, 94.54-101.83%) and 27 samples (49.09%; 95% 
CI, 35.45-62.73%),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Although the M. genitalium incidence was relatively low, the detection of macrolide 
resistance in >98% of the treatment failure samples most likely explained the high azithromycin 
treatment failure rate (34.48%) in our study.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a need to provide resistance 
testing and to reappraise the recommended antimicrobial options in China. 
 
 

PU-4035 

MALDI-TOF MS 直接测定血培养阳性细菌 

 
张彤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建立利用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 MS)结合分离胶促凝管直接检测

血培养阳性菌并与传统的细菌鉴定方法进行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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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阳性血培养 390 例，使用分离胶促凝管将血培养瓶中的菌体与培养瓶中的杂质进行分

离，并初步分离菌体。将待测菌利用 MALDI-TOF MS 直接进行鉴定，并对报告阳性的血培养瓶进行

转种培养，将纯菌种使用 Vitek 2 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进行检测。将两者的结果进行比

对。 

结果  共 390 例阳性血培养瓶检测出的待测菌包含了 27 个属和 56 个种。在 375 例单一菌株感染血

培养瓶中，菌株的种、属鉴定率分别达到了 74.9%和 2.9%。其中 143 革兰阴性菌的种、属鉴定率分

别达到了 81%（116 例）和 2.1%（3 例）；232 例革兰阳性菌的种、属鉴定率为分别达到了 71%

（165 例）和 3.9%（9 例）。在 15 例复数菌感染血瓶中革兰阴性杆菌和革兰阳性球菌混合菌只鉴

定出革兰阴性杆菌 1 例，只鉴定出革兰阳性球菌 1 例。2 种革兰阴性杆菌混合都鉴定出有 1 例，单

一 5 例。2 种革兰阳性球菌混合都鉴定出 1 例，单一 2 例。血流感染中常见菌的菌种鉴定的符合率

达到了 78.9%~92.4%。 

结论  使用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LDI -TOF MS)结合分离胶促凝管对血培养阳性

瓶中的病原菌进行检测，与传统细菌鉴定(Vitek 2 Compact)方法相比得出结果较接近，可以快速

为临床提供诊疗信息。 
 
 

PU-4036 

罕见杰氏棒杆菌致临床患者尿路感染的相关分析 

 
王凤霞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杰氏棒杆菌所致临床患者尿路感染的实验室检查、临床表现、治疗及相关文献分析。 

方法  2016 年 11 月尿液培养阳性标本，革兰氏染色观察细菌形态，采用 Walkaway96 全自动细菌

鉴定仪、质谱仪、API 20 棒鉴定细菌，E 试验进行药敏试验。综合分析患者的临床表现、治疗措

施及疗效。 

结果  革兰氏阳性棒状杆菌，存在白细胞内吞噬及白细胞被破坏现象，鉴定结果为杰氏棒杆菌，对

多种抗菌药物耐药。期间患者体温出现明显波动，复查血常规示：白细胞 14.6*10
9
/L、尿常规白细

胞++，调整为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抗感染治疗。 

结论  实验室工作人员应提高对革兰氏阳性棒杆菌的重视，正确指导临床采集标本，以免造成临床

医生对重症患者继发疾病的漏诊。此外，万古霉素、利奈唑胺、替加环素可作为治疗杰氏棒杆菌感

染的首选药物；哌拉西林/他唑巴坦临床治疗有效，可作为经验性用药的选择之一。 
 
 

PU-4037 

嵩山少林地区羊狂蝇致人眼结膜蝇蛆病首例报告 

 
王现亭,丁阳阳,贺媛元 

郑州市第十六人民医院 

 

目的  羊狂蝇致人眼结膜蝇蛆病在国内新疆、内蒙古、青海、甘肃、河北、辽宁、山西、陕西、广

东、山东、云南等 10 余个省市和自治区均有报道，截止 2004 年，感染病例 540 余例
【1】，但在很

少养羊的嵩山少林地区较为罕见。 

方法  在显微镜下观察，制成样片，并经登封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昆虫专家何振贤教授鉴定确诊

为羊狂蝇 1 龄幼虫。幼虫， 1 龄幼虫为白色，体 13 节，分节明显，每节有微小的刺毛。虫体前端

较尖，口钩一对且发达，颜色较深；后端较钝，似刀切状。前气门小，后气门板小，中间只有一

孔。幼虫的颜色随生长而由白到黄。消化道色深，纵贯幼虫腹部中间。在已制作的 28 幅图片中分

别将虫体放大 40 倍 7 幅、100 倍 18 幅，400 倍 3 幅，已用电子版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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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羊狂蝇的食性为寡食性，幼虫只能寄生于羊的（国外有寄生于骆驼鼻腔的报道），造成严重

危害，人亦有受害。人眼感染此病多有与羊接触有关，或者周围地区有羊群、羊圈等羊狂蝇滋生场

所，因此人眼蝇蛆病多发生于牧区和半牧区，也在野外活动，或从事于羊毛加工的工人[4]，，属典

型的人兽共患性疾病。 

结论  人眼结膜蝇蛆病发生季节性很强，多发生在 7-11 月间，单眼发病，多有飞蝇撞击或瞬间落入

眼中的过程，患者眼中常有异物感、流泪、刺痛等症状[3]，常与结膜炎、角膜炎及结膜囊异物症状

类同，必须翻开眼睑仔细检查，以免误诊。 

对于本病的治疗，首先在眼内滴入 10%地卡因，使幼虫麻痹，停止活动后，再用镊子或湿棉签取

出虫体，再用消毒生理盐水反复冲洗结膜囊。为防止感染，冲洗干净后，可用 2.5g/L 氯霉素滴眼

液点眼，每日 5-6 次，3-5d 后可治愈。 

 
 

PU-4038 

Granulum granuliforme gen. nov., sp. nov. a member of the 
order Enterobacteriales  isolated from Guangdong 

Province 

 
Juan Wang1,Pinghua QU2,Cha Chen2,Weijia Wang1 

1.Zhongshan People's Hospital，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2.Guang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of Chinese Medicine，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A gram-negative, strictly aerobic, rod-shaped, motile and non-spore-forming 
bacterium, designated strain ZS-11T, was isolated from a fresh water sample collected from an 
artificial lake, Guangzhou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113°17' E, 23°8' N) in July 2017.In 
order to classify the strains ZS-11T correctly, this study was done. 
Methods  Th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strain were observed by using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Gram staining was carried out by the standard Gram’s reaction and was confirmed 
by the KOH test. Growth characteristics were examined on several media common to clinical 
laboratories. Anaerobic growth was examined with anaerobic bag. Growth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5, 10, 14, 18, 23, 28, 32, 37 and 40 °C) and NaCl tolerance at various 
concentrations (0-10 % w/v, at intervals of 0.5 % unit) was determined on BA agar medium. The 
pH range (4.0-10.0, at intervals of 1.0 pH unit) for growth was tested on BA broth medium. 
Oxidase activity and Catalase activity was determined. Biochemical analysis was tested. 
Utilization of carbon sources was tested using the GEN III Micro Plate. Other enzyme activities 
and b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determined using API ZYM and API NH kits. Respiratory 
quinones were extracted and purified. Polar lipids were extracted and identified by two-
dimensional TLC. Cellular fatty acid methyl ester (FAME) profiles were determined by GC. 
Comparison of an almost complete 16S rRNA gene sequenc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homology. 
Results  The strain was observed to be granulated in liquid culture medium after grinding 

completely. The optimum growth temperature and pH were found to be 32-37℃ and 7.0, 

respectively and the optimum NaCl concentration for growth was found to be 0%(w/v). The major 

fatty acids (＞20%) present in the cells were C16:0 and two feature peaks at retention time of 9.453 

(C16:1 ω7c/C16:1 ω6c or C16:1 ω6c/C16:1 ω7c and at retention time of 12.822 (C18:1 ω7c or C18:1 ω6c), 
respectively. The G+C content was determined to be 62.63%. The strain shared 16S rRNA gene 
sequence similarities of 93.20-95.63% with Hafnia alvei, Obesumbacterium proteus, Rouxiella 
chamberiensis, Ewingella Americana, Rahnella aquatilis, Sodalis glossinidius and Lonsdalea 
quercina. The dendrograms based on 16S rRNA gene sequence analysis showed that it formed a 
distinct cluster along with Pectobacteriacea, Yersiniacea and Hafniacea within 
the order Enterobacteri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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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Based on phylogenetic analysis, physiological and phenotypic characteristics, the 
strain is considered to represent a novel species of a novel genus within 
the order Enterobacteriales, for which name Granulum granuliforme gen. nov., sp. nov. is 
proposed. The type strain is ZS-11T (=CCTCC AB 2018040T=KCTC 62413). 
 
 

PU-4039 

急性 HIV 感染者临床和分子流行病学特征 

 
魏彬,石明巧,李冬冬,王婷婷,黄曦悦,陶传敏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通过对我院急性 HIV 感染者(AHI)主要临床特征进行总结，为实验室对 AHI 的准确检出、临床

医生对 AHI 早期识别提供参考。 

方法  筛选我院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所有进行 HIV 抗原抗体初筛检测标本中的 AHI 并

回顾相关实验室检测和临床资料，同时进行 HIV 分子型别和耐药分析。 

结果  共纳入 47 例 AHI，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ECLIA)+/ 酶联免疫吸附(ELISA) 或胶体金-的 AHI

占 51.06%。Fiebig II 期和 IV 期的感染者最多，分别占 36.17%和 51.06%，Fiebig II 期感染者

ECLIA 检测值低于 Fiebig IV 期和 Fiebig V 期，HIV-1 RNA 和 HIV-1 P24 Ag 在 Fiebig II 期最高。

48.94% AHI 无明显临床症状/体征， 有临床症状/体征的 AHI 占 51.06%，主要临床症状/体征为发

热、头痛、皮疹、咳嗽咳痰和咽痛。传播方式以性传播为主（85.11%），同性传播占 46.81%。

AHI 主要 HIV-1 型别为 CRF07-BC (64.71%), CRF01-AE (26.47%), CRF55_01B (5.88%)以及

CRF08_BC(2.94%)。在 PR 区发现 1 例有关蛋白酶抑制剂(PIs)的主要耐药性突变位点 M46I 和 1

例 PIs 次要耐药性突变位点 Q58E，在 RT 区发现了 4 例针对非核酸类逆转录酶抑制剂(NNRTIs)的

耐药性突变( V179E 2 例、E138A 1 例、V179D 1 例)。 

结论  AHI 以青年男性、门急诊来源为主，同性传播所占比例较大；第 3 代 HIV 抗体检测试剂会对

AHI 漏检；AHI 多无明显临床症状/体征；CRF55_01B 在四川报道少见，应持续关注其流行变化，

AHI 原发耐药突变比例较大，应加大 HIV 耐药监测。 

 
 

PU-4040 

铜绿假单胞菌中 T3SS 毒力基因分布、表达 

及其与抗菌药物耐药相关性研究 

 
张秀彩 1,张肖肖 1,王忠永 1,陈栎江 1,董郭枫 2,周铁丽 1 

1.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温州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目的  探究临床分离铜绿假单胞菌中 T3SS毒力基因分布、表达及其与耐药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5 年分离自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铜绿假单胞菌共 68 株。琼脂稀释法检测抗

菌药物的敏感性；PCR 检测 T3SS 相关基因，χ2
检验比较不同来源菌株毒力因子基因检出率及耐药

率有无差异；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部分携带 exoT 和 exoS 的菌株中 ptrA、exsA、exoT 和 exoS 的

表达情况并进行 Pearson相关性分析 

结果  68 株铜绿假单胞菌中 exoT 和 exoY 检出率较高，分别为 79.4%和 75%，其中 exoT 在创面来

源菌株中的检出率高于痰液（97% vs. 61.8%，P<0.01），且以 exoU-
/exoS+

基因表型最常见，占

51.5%；痰液来源的菌株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的耐药率显著高于创面来源菌株（47.1% vs. 

8.8%，47.1% vs. 14.7%，P<0.01），携带 exoU 基因菌株对常用抗菌药物耐药率相对较高；

Pearson相关性分析 ptrA基因表达量与 exoT、exoS、exsA 基因表达水平均成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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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院临床分离的铜绿假单胞菌 T3SS 毒力基因 exoT 和 exoY 的携带率较高，毒力基因与铜绿

假单胞菌耐药性相关，ptrA 可能是 T3SS毒力基因表达的潜在负调控基因 

 
 

PU-4041 

An increasing trend of neonatal invasive multidrug-
resistant Group B Streptococcus infections in South China, 

2011-2017 

 
Kankan Gao,Lanlan Zeng,Jiabi Qian,Huamin Zhong,Haiying Liu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Objective  A multidrug resistant (MDR) RR2 gene cluster was identified in 5 (n=13)several highly 
virulent (ST-17) Group B Streptococcus (GBS) isolates causing neonatal invasive infections in 
southern China by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in 2016. It is important to trace the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of MDR isolates in this area in order to better manage future infections.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obtain longitudinal data of the MDR isolates to investigate the trend in the 
epidemiology in general common isolates in southern China and to provide ground-laying 
evidence for future investigations of antimicrobial-resistant mechanisms of MDR isolates. 
Methods  Clinical information and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of GBS isolates were gathered from 
electronic databases of hospit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between January 2011 and 
December 2017. The tetO, ant6, lnuB and ant9 genes located upstream, middle, and downstream 
of RR2 were detected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and DNA sequencing to investigate 
the presence of RR2. 
Results  A total of 149 cases of neonatal invasive GBS infection were identified between 2011 
and 2017. 119 (79.9%) cases were caused by MDR isolates, with a general linear increasing 
trend over the past 7 years. Further characterization of 11 isolates showed that all 6 isolates 
causing late-onset disease (LOD) carry the tetO, ant6, and lnuB genes which are located on RR2. 
Moreover, (lnuB and ant9 always co-occurred in GBS isolates, which suggests their close 
proximity to one another in the RR2 gene cluster.)the presence of lnuB and ant9 was in 
synchronicity which suggested their close position in RR2. 
Conclusions  Not only does MDR GBS represent a large proportion of neonatal invasive 
infections, it was also shown to be occurring more frequently over time. MDR GBS, and 
especially isolates causing LOD are more likely to carry RR2 gene cluster compared to those 
causing EOD. The rise in MDR GBS isolates emphasizes the need for a continuous surveillance 
system to monitor the epidemiology and antibiotic susceptibility all the more pressing. 
 
 

PU-4042 

宏基因组测序在感染性疾病病原体检测中的应用 

 
李林海,陈丽丹,肖斌,孙朝晖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目的  感染性疾病的致病因素复杂，临床表现多样。快速、全面、准确地鉴别病原体，是临床医生

及时、有针对性地采取治疗措施的前提 

方法  传统的病原体检测方法目标单一、耗时长、操作复杂，很难满足当今感染性疾病诊治的要

求。 

结果  宏基因组测序技术克服了多数病原体不能培养的弊端， 能够准确高效的获得全部病原体遗传

物质信息， 直接检测出感染性疾病的病原体， 对疑难感染性疾病的诊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结论  本文对宏基因组测序在感染性疾病病原体检测中的最新研究进展和应用进行了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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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43 

霍乱弧菌甲鱼肠道竞争定殖模型的建立与应用 

 
王嘉正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目的  建立评价霍乱弧菌在甲鱼肠道内定殖能力的实验方法，为研究霍乱弧菌的甲鱼肠道内的定殖

机制奠定基础。 

方法  构建霍乱弧菌甲鱼分离株 VC4251 的 lacZ 基因缺失株（VC4251dlacZ）以及 tcpA 基因的缺

失株（VC4251dtcpA）。通过霍乱弧菌的甲鱼肠道竞争定殖实验比较 WT 菌株与菌株

VC4251dlacZ 以及菌株 VC4251dlacZ 在甲鱼肠道定殖能力的差异。 

结果  成功构建在含 X-Gal 试剂的平板上显白色的霍乱弧菌 lacZ 基因缺失株（VC4251dlacZ）。竞

争定殖实验结果显示，lacZ 基因缺失株（VC4251dlacZ）和 WT 菌株在甲鱼肠道内的定殖能力无差

别，VC4251dlacZ 菌株可以代替 WT 菌株进行后续的实验。而 tcpA 基因缺失后，霍乱弧菌在甲鱼

肠道内的定殖菌量下降了 225 倍。表明 TCP 菌毛是霍乱弧菌在甲鱼肠道内定殖时发挥重要作用的

定殖因子。 

结论   建立了用于评价霍乱弧菌甲鱼肠道定殖能力的竞争定殖模型，并应用该模型进行了霍乱弧菌

甲鱼分离株 VC4251 及其 tcpA 基因缺失株甲鱼肠道定殖能力的比较分析。 

 
 

PU-4044 

Regulatory Role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circular RNAs 
in Spinocerebellar ataxia type 3 

 
Minjin Wang,Shuo Guo,Jun Wang,Yanbing Zhou,Binwu Ying 

West China Hospital 

 
Objective  Spinocerebellar ataxia type 3/Machado-Joseph disease (SCA3/MJD) is the most 
common autosomal dominant spinocerebellar ataxia and one of many inherited polyglutamine 
(polyQ)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Nevertheless, the exact mechanism of the disease still 
remains ambiguous. At present, circular RNAs (circRNAs) have been attracting extensive 
research interest in different human diseases, which emerged as new key regulators via different 
biological functions in genetic and epigenetic processes, but it remains largely unknown if they 
are correlated with SCA3/MJD pathogenesis. Therefore, the objective of this work was to 
investigate the significance and potential role of circRNAs in SCA3/MJD.  

Methods  Here, we adopted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NGS）to examine the expression 

profile of circRNAs and mRNAs in cerebrospinal fluid（CSF）samples and peripheral blood 

samples from 11 SCA3/MJD patients and 10 healthy controls. Next, quantitative real-time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qRT-PCR) was performed to validate NGS data. ROC 
analysis was also used to evaluate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candidate circRNAs. In order to 
elucidate potential functions and signaling pathways in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SCA3/MJD, 
we applied Gene ontology(GO) and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KEGG) 
pathway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RNAs and parental genes of 

circRNAs. Furthermore，after the knockdown or overexpression of candidate circRNA, MTT 

assay along with flow cytometric assays were used to assess changes in cell viability as well as 
apoptosis , and Western blot was performed to analyze the disease protein—polyQ-
ataxin3 expression in SY-SH5Y/SCA3 cell models. 
Result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circRNAs and mRNAs profiles presented a total of 262 
circRNAs and 1001 mRNAs commonly expressed in both CSF samples and peripheral blood 
samples of SCA/MJD patients. Among them, 14 circRNAs as well as 429 mRNAs were 
upregulated and 42 circRNAs as well as 549 mRNAs were downregulated in SCA3/MJ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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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The expression level changes of 5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circRNAs estimated by qRT-
PCR were in accord with NGS data. Moreover, hsa_circ_0019149 (AUC:0.953; 95% CI: 0.911–
1.005) were the most upregulated and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CA3/MJD, which could be 
identified as novel candidate diagnostic biomarker for the disease. Significantly enriched signaling 
pathways were involved in apoptosis, protein degradation, etc. The viability of cells increased 
markedly and polyQ-ataxin3 expression decreased following the knockdown of 
hsa_circ_0019149, whereas overexpression of hsa_circ_0019149 had the opposite effects on 
cells.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were the first report of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circRNAs in 
SCA3/MJD, indicating a possible role for circRNAs as potential dynamic monitoring progress 
biomarkers and possibly original diagnostic or therapeutic targets of the disease. Also, our results 
provided novel insights into the mechanisms of the pathological process as well as important 
cues for further functional studies of the disease. 
 
 

PU-4045 

梅里埃 ALERT 3D 与 BD FX 全自动血培养系统平行比对试验 

 
王璐,王继红,任微,褚美玲 

沈阳军区总院 

 

目的  评估梅里埃 ALERT 3D 和 BD FX全自动血培养系统在血培养阳性率方面是否存在差异。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0 月期间，收集了 165 例临床患者送检的血培养样本。纳入研

究的样本满足以下要求，同一病人同一时间按照同样的采血方法分别从两个不同的穿刺点采集血液

样本。每个穿刺点采集的血液接种至 1 种检测系统的 1 套血培养瓶（1 套血瓶为 1 个检测系统的需

氧、厌氧培养瓶各 1 支），从两个不同穿刺点采集从而获得两套共 4 支血培养瓶（即梅里埃和 BD

血培养瓶各 1 套），分别放入各自的血培养系统进行培养、检测，阳性样本在实验室内进行常规鉴

定。分别统计不同检测系统对临床样本的阳性检出率（剔除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棒状杆菌及需氧

芽孢杆菌的样本）。利用卡方检验，比较两种血培养系统的阳性检出率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  BD 血培养系统的阳性样本为 18 例，阳性率为 10.91%；梅里埃血培养系统的阳性样本为 17

例，阳性率为 10.30%。分别统计两种不同的检测系统需氧血瓶及厌氧血瓶的阳性率，需氧瓶阳性

均为 15 瓶，阳性率 9.09%；厌氧瓶阳性均为 12 瓶，阳性率 7.27%。三种比较结果进行卡方检验，

P>0.05,两种血培养检测系统的阳性率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两种血培养系统的需氧血瓶阳性率之

间及厌氧瓶阳性率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针对这 165 例临床血培养样本，通过两种血培养检测系统的培养检测，在血培养阳性率方面

性能一致。样本例数较少，有待于不断补充数据。试验中某些细菌仅在需氧或仅在厌氧血瓶内生

长，因此强调临床送检要同时送检需氧瓶及厌氧瓶，避免漏检。 

 
 

PU-4046 

Extensive Genetic Diversity of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CRE) Clinical Isolates from a Tertiary 

Hospital in SuZhou, eastern China 

 
Hong Du,Minhui Miao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prevalence rate of CRE spreading worldwide is increasing, and different 
molecular mechanisms have been revealed. Here we studied the genetic diversity of carbapen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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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stance and clonal/plasmid relatedness among CREs of a tertiary hospital in Eastern China – a 
CRE endemic region. 
Methods  Consecutive CRE isolates were collected between 2012-2015. Identification and 
susceptibility testing were performed using MicroScan. Isolat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PCR/sequencing (for carbapenemases, ESBLs, AmpC, porin genes and plasmid mapping), 
MLST, PFGE, and conjugation transfer experiments. Selected isolates were subject to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WGS) using Miseq platform.  
Results  21 K. pneumoniae (Kp), 15 S. marcescens (Sm), 7 Enterobacter spp. (En), 2 
K.ornithinolytica (Ko), and 3 E. coli (Ec) CRE isolates were collected. blaKPC-2 (n=23), blaKPC-3 

(n=1), blaNDM-1 (n=5), blaIMP-4 (n=2) and blaVIM (n=2) were identified. No blaOXA-48 was detected. 
One En co-possessed blaNDM-1 and blaKPC-3, while two En carried blaNDM-1 and blaVIM together. 
ESBLs (CTX-M-1, -9, SHV-1, -11, -12, TEM-1) and/or AmpC (CMY-2, DHA, ACT) were found in 
41 isolates, including 16 strains that lacked carbapenemses. Two CRE isolates lacked 
carbapenemases, ESBLs and AmpC. Several nonsense and frameshift mutations were found in 
porin genes of Kp, Ec and Sm isolates with or without carbapenemases. 21 Kp belonged to 10 
different STs, with ST11 the most common, and 7 En shared 3 different STs. While 3 Ec were 
each from different STs. 15 Sm were segregated into two major PFGE groups, while 2 Ko 
isolates showed 2 different PFGE patterns. blaKPC-2 is harbored by a NTEKPC-1a pKp048-like 
element, while blaKPC-3 is carried by a novel NTEKPC-II element with a ΔblaTEM inserted 94bp 
upstream of blaKPC; blaNDM-1 was embedded in a class 1 integron, forming a novel mobile element. 
More than 3 blaKPC-harboring conjugative plasmids were identified, with one ~95 kb IncF 
plasmids found in different species and Kp STs. blaNDM-1, blaIMP-4 and blaVIM are harbored on an 
IncA/C, H and I1 plasmids,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CRE isolates circulating in the hospital differ significantly in their species, STs, 
porin genes, plasmid repertoire, carbapenemase genes and their harboring elements, highlighting 
the stochastic dissemination of CRE in this endemic region. 
 
 

PU-4047 

海绵附生放线菌抗结核分枝杆菌活性物质的筛选及分离 

 
冯鹭 1,冯鹭 1 

1.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  

目的  从海绵共附生的放线菌代谢物质中筛选出具有抗结核分枝杆菌活性的新型物质。 

方法  采用平板稀释法从南海海域采集的海绵中分离共附生放线菌菌株，使用微孔板稀释法评估放

线菌代谢物抗结核分枝杆菌能力。随后将初步具有较高抑菌活性的菌株培养上清使用高效液相色谱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根据分子量和极性先后进行两次分离，并分别

从分离各组分中进一步筛选、鉴定分离组分中具有抑制结核杆菌生长的活性物质。最后提取该菌株

的基因组 DNA，采用通用引物对其 16S rRNA行 PCR扩增，并对扩增产物进行测序比对。 

结果  分离的 416 株放线菌中，初次筛选的 6 株具有抗结核分枝杆菌功能的放线菌株中，编号

NH128 菌株其培养上清中含有抑制结核分枝杆菌 H37Rv 生长的活性物质且作用较为明显，随后通过

HPLC 根据分子量分离，鉴定获得的组份 F3 具有较高的抑菌活性；进而通过 HPLC 和微孔板稀释法

鉴定 F3 的亚组份 S3 含有高抑菌活性的物质，其 MIC50 约为 3μg/mL。对 NH128 16S rRNA 序列比

对结果显示，其与 Aclinomycetales bacterium (R03 AY944262)同源性为 99%，因此认 NH128 菌株

为放线菌菌属 Aclinomycetales bacterium (R03 AY944262)的变种。 

结论  南海海域海绵附生放线菌能够产生较高的抗结核分支杆菌活性物质，这些活性物质或可为新

一代抗结核分支杆菌药物的研发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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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48 

对病原体核酸环介导恒温扩增芯片法的方法学及临床价值评价 

 
张庆锋,蔡贞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通过对病原体核酸环介导恒温扩增芯片法(LAMP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和病原体培养的结果分析对比，评价其方法学和临床价值。 

方法  收集 112 例阳性标本(至少一种方法检测为阳性)，统计其感染类型及对 2 种方法的一致性作

Kappa检验。 

结果  LAMP 阳性率(97.32%)高于病原体培养(58.04%)，且 LAMP 多为混合感染(65.14%)，病原体培

养为 29.23%；病原体培养则多为单一感染(70.77%)，LAMP 为 34.86%。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

胞菌、鲍曼不动杆菌具有较好的一致性，Kappa＞0.4，其余一致性较低。 

结论  LAMP 法检测呼吸道常见病原菌具有快速，高灵敏度，高特异性的特点，为临床早期诊断、

治疗和治疗监测提供实验依据。根据具体病情选择合适的检测方法，检测结果也需结合临床作出诊

断及治疗方案。 
 
 

PU-4049 

Complete Genome Sequence of an oxidase positive 
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ia strain SM7059 

 
Shuo Gao,Wanqing Zhou,Zhifeng Zhang,Han Shen 

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Objective 
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ia is a human opportunistic pathogen which causes increasingly rele
vant disease in hospitalized patients. Here we present the complete genome sequence of Stenotr
ophomonas maltophilia SM7059, an oxidase positive strain isolated from ascites sample of a fem
ale patient with Hepatolithiasis. 
Methods 
Genomic DNA was prepared using the QIAamp DNA minikit (Qiagen, Hilden, Germany). The draf
t genomic sequence of S. maltophilia SM7059 was obtained by an Illumine Hiseq PE150 using a 
350bp pair-
end protocol. All reads were assembled de novo by using the SPAdesv3.9.0 software.All resistan
ce profiles were analysis by 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 Database (http://ardb.cbcb.Umd. edu/). 
Results 
The chromosome comprises 4,646,251 bp with a G+C content of 66.41%. The genome includes 
4,189 predicted open reading frames (ORFs) and 6 ribosomal RNAs (rRNAs) and 75 transfer RN
As(tRNAs) (prokka v1.12 software). A total of 75 contigs were generated and the N50 contig size 
was 69214 bp.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sequencing showed that S.maltophilia SM7059
 belongs to ST115. The result of resistance analysis showed this clinical isolate was resistant to L
evofloxacin and intermediate to Ceftazadin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equence, the strain SM7059 carries six RND-
type efflux pump genes that fall into the drug resistance type of fluoroquinolone (including smeA, 
smeB, smeC, smeD, smeE, smeF). In addition, the bl3_l gene, encodes class B beta-
lactamase, was found in SM7059. 
Notably, the two genes cc4 and cccA, encode cytochrome c4 (SM7059_00142) and cytochrome c
550 (SM7059_01386) were annotated in the sequence of SM7059, which indicates the reason th
at SM7059 strain has positive result in oxidase test (OXIDASE STRIPS, Oxoid Lid,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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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the genome sequence and the results of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provide a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antibiotic resistance and the expression of oxidase in this S. maltophilia strain. As 
an emerging technology, complete genome sequencing may provide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the 
phenotypes of clinical species and drug resistance analysis. 
 
 

PU-4050 

院内无菌部位感染念珠菌的菌种分布特征及药敏结果分析 

 
丛培珊,孙桂荣,何宏,彭丽静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本院 2014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无菌部位念珠菌感染的菌种分布情况及耐药现状，为

临床抗真菌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临床无菌部位标本分离培养后，采用 MOLDI-TOF MS 或 VITEK - 2 Compact 2 鉴定；ATB 

FUNGUS 3 药敏试剂条检测常用抗真菌药物敏感性。 

结果   共收集念珠菌 1265 株，主要为白念珠菌 510 株（40.32%），热带念珠菌 262 株

（20.71%），近平滑念珠菌 216 株（17.08%），光滑念珠菌 203 株（16.05%）。血标本中近平

滑念珠菌多于白念珠菌，其余标本以白念珠菌为主。1265 株酵母菌对 5-氟胞嘧啶、两性霉素 B 和

伏立康唑均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光滑念珠菌和热带念珠菌对氟康唑和伊曲康唑耐药率较高 

结论  无菌部位感染念珠菌仍以白念珠菌为主，念珠菌对 5-氟胞嘧啶、两性霉素 B 以及伏立康唑的

敏感性较高，对氟康唑和伊曲康唑的敏感性较低。临床医生应重视无菌部位标本的念珠菌培养，并

依据药敏试验结果合理选用抗真菌药物规范治疗。 

 
 

PU-4051 

Γ 干扰素释放试验假阴性结核性脑膜炎 2 例分析 

 
杨蕙,张乐研 

解放军第 107 医院 

 

目的  探讨 γ-干扰素释放试验（TB-IGRA）出现假阴性结果的原因及临床意义，得以充分了解 TB-

IGRA 的应用价值，为合理准确的选择检测方法，客观解读检验报告，排除干扰因素，加快病情诊

断，缩短病程，改善患者预后及结核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提供依据，以提高 γ-干扰素释放试验的

临床价值。 

方法  对 2015 年 5 月-9 月以来 107 医院就诊的两例 TB-IGRA 假阴性结核患者的治疗信息进行综合

分析。其中一例为结核性脑膜炎，TB-IGRA 结果阴性，但临床症状明显，已出现无法正常行走及排

尿、肠梗阻等严重的脑损伤症状。另一例为肺结核，TB-IGRA 结果阴性，痰涂片抗酸杆菌

（++++）。对该两名结核患者的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感染学指标及诊断、治疗、预后情况进行

综合分析比较。 

结果  两例病人在接受抗结核治疗后，症状明显好转，感染学指标趋近正常。其中肺结核患者在接

受治疗的三个月后 TB-IGRA 结果转为阳性，检测值略高于临界值。 

结论  IGRAs 试验的检测原理是人体感染结核分枝杆菌后，产生记忆性 T 淋巴细胞，并可在外周血

中出现，如被特异性结核抗原再次激活，该 T 细胞可释放 IFN-γ，最后通过测定 IFN-γ 或能够释

放 IFN-γ 的效应 T 细胞含量来判断体内是否存在结核的感染。感染部位不同造成 T 淋巴细胞的

“隔室化效应”，可影响 TB-IGRA 结果的准确性。“隔室化效应”表现为当感染发生时，识别结核

杆菌特异性抗原的 CD4  T 淋巴细胞被大量隔离在患者的病灶区出现“隔室化效应”并不向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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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因此在外周血中无法检出结核感染的 T 淋巴细胞，在治疗后 T 细胞才被慢慢释入外周血中并

可检出。本文中肺结核患者的发展转归及检测结果高度符合该效应所描述的机制。 
 
 

PU-4052 

分枝杆菌核酸检测在疑似结核及非结核分枝杆菌病 

鉴别诊断中的应用 

 
袁超,刘军莉,刘玲,赵燕,李顺子,王玲玲,赵敬杰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基于荧光定量 PCR 技术的分枝杆菌核酸检测对疑似结核及非结核分枝杆菌病快速鉴别诊

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本院呼吸科疑似结核病患者痰液标本，经 BACTECMGIT 960 快速培养获得 60 例阳性标

本，用 PNB 检测法对阳性标本做菌型鉴定，获得结核分枝杆菌 52 株、非结核分枝杆菌 8 株；将标

准株 H37Rv、牛分枝杆菌作为结核分枝杆菌阳性对照，将龟分枝杆菌、戈登分枝杆菌、胞内分枝

杆菌作为非结核分枝杆菌阳性对照；利用晶芯分枝杆菌核酸检测试剂盒对临床标本及阳性对照进行

核酸提取和 PCR 扩增，分析荧光定量 PCR 技术鉴别分枝杆菌的敏感度和特异性，并且比较该方法

与 PNB 检测的一致性。 

结果  分枝杆菌核酸检测 2 株标准株均为结核分枝杆菌阳性，3 株非结核分枝杆菌均为非结核分枝

杆菌阳性。分枝杆菌核酸检测针对结核分枝杆菌和非结核分枝杆菌的检出限高达 10 个菌／PCR 反

应（结核分枝杆菌）和 100 个菌／PCR 反应（非结核分枝杆菌）。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临床标

本的结核分枝杆菌阳性符合率为 96.15％（50／52），非结核分枝杆菌阳性符合率 100％（8／

8）。 

结论  利用荧光定量 PCR 技术检测及鉴别分枝杆菌的方法灵敏度高、特异性强，与金标准 PNB 法

符合率高，可为临床实验室分枝杆菌常规检测、流行病学 NTM 调查及分析提供一个准确快速的辅

助检查方法，也为结核病临床防治工作提供重要的诊断依据和应用指导，值得临床推广。 

 
 

PU-4053 

2016 年内蒙古包头地区细菌耐药结果监测分析 

 
李翠翠,胡同平,张文兰,张利霞 

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内蒙古包头地区临床分离细菌耐药情况。 

方法  收集内蒙古包头市 11 所参加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医院的上报数据进行分析。所有药敏试验

采用纸片扩散法或自动化仪器方法，按照 CLSI 2015 年版标准进行结果判断。数据采用 WHONET5.6

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  2016 年包头 11 所医院从临床共检出 7 851 株非重复菌株，其中革兰阳性球菌 2 122 株，占

27.0%，革兰阴性杆菌 5 729 株，占 73.0%。革兰阳性球菌中分离前三位分别是金黄色葡萄球菌、

屎肠球菌、表皮葡萄球菌，革兰阴性杆菌中分离前三位是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

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和耐甲氧西林凝固酶葡萄球菌（MRCNS）的检出率分别是

20.1%和 65.3%，耐甲氧西林葡萄球菌对大多数抗菌药的耐药率要高于甲氧西林敏感葡萄球菌。未

发现耐万古霉素和替考拉宁的葡萄球菌。屎肠球菌对大多数抗菌药物的耐药均较粪肠球菌要高。屎

肠球菌和粪肠球菌对高浓度庆大霉素的耐药率分别为 56.2%和 46.6%。检出屎肠球菌和粪肠球菌对

利奈唑胺耐药株，耐药率分别为 0.9%和 0.5%。未检出耐万古霉素肠球菌。大肠埃希菌、克雷伯菌

属及奇异变形杆菌中产 ESBL 的检出率分别为 49.5%、20.2%、29.1%。所有产 ESBL 菌株对大多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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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均高于非产 ESBL 菌株。检出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中包括克雷伯菌属 22 株、大

肠埃希菌 11 株、奇异变形杆菌 8 株、枸橼酸杆菌 4 株、沙雷菌属 2 株。头孢哌酮/舒巴坦、哌拉西

林/他唑巴坦、阿米卡星及碳青霉烯类抗菌药在肠杆菌细菌的活性仍然较高。鲍曼不动杆菌对亚胺

培南的耐药率为 35%。铜绿假单胞菌对亚胺培南的耐药率为 15.7%。  

结论  包头地区的耐药形势也很严峻，细菌耐药性对临床治疗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应采取有效的措

施进行控制，同时加强抗菌药的合理使用。  
 
 

PU-4054 

Cobas HPV 检测生殖道 HPV16/18 的实验研究 

及临床 CINⅢ+的短期风险评估价值 

 
刘玲,赵敬杰,刘军莉,袁超,王玲玲,李顺子,赵燕,王传新,赵敬杰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 Cobas HPV 检测生殖道 HPV16/18 型（人乳头瘤病毒 16/18 型）及其他 12 种高危型

HPV 的应用价值，评估其是否达到国际指南对宫颈癌筛查和异常细胞学管理所要求的敏感性和特

异性。评价和研究 Cobas HPV 检测对临床 CINⅢ（宫颈上皮内瘤变Ⅲ级）及以上远期风险的评估

价值。 

方法  选取就诊于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的 5400 名 ASCUS 患者（TCT 提示宫颈鳞状上皮非典型性改

变），进行进一步的 HPV 筛查，均选用 Cobas HPV 检测；对于 HPV 阳性患者持续随访 3 年，统

计感染不同分型 HPV 患者发展为 CINⅢ+的累计发生率，从而评估不同分型 HPV 远期发展为 CIN

Ⅲ及以上的风险。 

结果  经 Cobas HPV 检测，5400 名 ASCUS 患者中 5097 名经检测发现生殖道 HPV16/18 阳性，

其中 HPV16 阳性患者 3019 名，HPV18 阳性患者 2078 名，检测的敏感性为 94.4%，特异性为

63.2%；经随访，发展为 CINⅢ及以上的患者有 308 名（均经手术病理证实），其中 HPV16 阳性

的患者累计风险为 17.2%，HPV18 阳性的累计风险为 13.6%，其他 12 种高危型 HPV 的累计风险

为 3%。 

结论  Cobas HPV 检测其检出准确率高,并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强的优势，可达到国际指南对宫

颈癌筛查和异常细胞学管理的要求，临床应用可靠、有效。在 HPV 阳性的患者中，HPV16/18 阳

性与临床 CINⅢ及癌症的短期风险相关，HPV16/18 型阳性将更快地发展为 CINⅢ+（远期风险

高），应立即行阴道镜检查；其他 12 种 HPV 发展为 CINⅢ+缓慢（远期风险低）。Cobas HPV 检

测对 ASCUS 风险分层能帮助发现需要密切观察的人群，“精确筛查”出病变风险人群的同时进行“风

险分层”，使得高风险人群可立即转诊阴道镜，避免失访和漏诊；同时，安全延长低风险人群的筛

查间隔，避免过度诊断。Cobas HPV 检测在宫颈癌筛查及诊疗领域将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PU-4055 

我国围产期 B 组链球菌筛查展望 

 
刘玲,袁超,刘军莉,赵敬杰,李顺子,王玲玲,赵燕,毛海婷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我国目前没有 GBS 筛查及防治 GBS 的统一方法。面对中国如此庞大的患者群；地域跨度

大、民族众多、经济状况千差万别，是否需要进行 GBS 筛查，以及如何进行 GBS 筛查是困扰广大

医护工作者的问题。本文探讨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筛查 B 组链球菌（GBS）检测的策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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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文通过对 GBS 的生物学特定及定植情况进行分析，对中国 GBS 感染现状进行调查，并随

着分子诊断技术的发展，GBS 核酸检测技术有望成为适合中国国情的 GBS 筛查的一项策略。 

结果  GBS 带菌率与地域、人种、民族、年龄、性行为等因素有关，我国的在 3%-32%不等，并且

国内大多数医院对于 GBS 的感染认识不足，尚未开展相关检测。实时 PCR 检测 GBS 敏感性可达

95%-100%,特异性为 94.9%-99.6%。 

结论  基于 PCR 技术进行 GBS 的核酸检测，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及特异性，有望成为适合我国国情

的 GBS 筛查策略方法。 

 
 

PU-4056 

人体肠道菌群对肿瘤发生发展和疗效的影响 

 
孟庆松 

山东大学附属千佛山医院 

 

目的  人体微生物与人体健康与疾病相关，其在抵御病原体入侵、参与免疫调节和肿瘤发生发展方

面起重要作用。通过研究发现，癌症患者的自身菌群多呈现出失调状态。研究考虑菌群失调，尤其

是肠道菌群的失调，可通过影响肠道稳态、肠道代谢、免疫功能等方面，从而促进肿瘤的发生发

展。 

方法  综述 

结果  另外，菌群在癌症治疗方面也有重要作用。通过对人体菌群中各菌种之间的比例变化检查可

作为一种非侵入性的筛查及早期发现癌症的预测诊断指标。 

结论  在本篇综述中我们主要总结了近期关于肠道菌群与人类疾病的相关性研究及可能引起癌症的

机制。菌群与癌症之间的相关性将会开启癌症预防和癌症治疗方面的新思路。 
 
 

PU-4057 

Hospital Acquired Hypervirule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Virulence-associated Features 
and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China Mainland 

 
Lingli Luo,Wang Min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work was to investigate microbial and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ospital 
acquired hypervirule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HA-HvKP).  
Methods  
The strains were identified by string test among 800 K. pneumoniae isolates, then investigated by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resistant gene detection, capsular serotypes, virulence gene 
profiles, and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MLST). The difference was compared by χ2 test and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analyzed by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ts (ANOVA) and multivariable 
analysis. 
Results  
Of 800 K. pneumoniae isolates, 12.9% were HvKP,and 36 strains were nosocomial 
infection, mainly distributed in intensive care unit(ICU)(33.3%).HA-HvKP primarily express the K1 
serotype, followed by the K2, K5, K20, K54, and K57 serotypes.Resistance rate of HvKP has 
increased, accompanied by multiple resistant strains. The presence of K1, K2, mrkD, entB, iutA 
and iucA genes were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nosocomial infected HvKP. Almost all of the 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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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sular strains were ST23, but the sequence types of K2 strains were quite different.Single 
infection was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HA-HvKP by logistic analysis.  
Conclusions  
HA-HvKP has emerged and showed a gradual upward trend. Epidemiological surveillance of HA-
HvKP now appears imperative to avoid its outbreak. 
 
 

PU-4058 

Cpn0423 triggers Chlamydia pneumoniae-mediated 
inflammation and its role in diagnosis for Chlamydia 

pneumoniae infection 

 
hongliang chen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ChenZhou 

 
Objective  We previously reported that heat shock protein 10 and Cpn0810 of Chlamydia 
pneumoniae (C. pneumoniae) could elicit inflammatory reactions in immune cells, which may 
contribute to the inflammatory processes in Chlamydia infection. However, the molecular signals 
linking C. pneumoniae components to inflammation remain elusive. Cpn0423 is encoded by a 
hypothetical open reading frame in C. pneumoniae genome, which is Chlamydia-specific and can 
be detected outside of C. pneumoniae inclusions. Here we report that 
C. pneumoniae protein Cpn0423 induces inflammation through specific intracellular NOD-like 
receptors (NODs). We treated bone marrow-derived macrophages (BMDM) with recombinant 
protein Cpn0423 (2.5-10 μg/ml). We found that Cpn0423 induced production of several cytokines 
such as macrophage inflammatory protein-2 (MIP-2), ILs. The Cpn0423-induced cytokines 
production was markedly reduced in cells pretreated with small interfering RNA against 
NOD2 (NOD2-siRNA), but not small interfering RNA negative control for NOD2 (NOD2-Con-
siRNA) oligonucleotides. Importantly, mice treated with 100 μg of Cpn0423 through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exhibited pulmonary inflammation as evidenced by infiltration of inflammatory cells, 
increased inflammatory scores in the lung histology, recruitment of neutrophils and 
increased cytokines levels in the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BALF). Moreover, Cpn0423 was 
detected from BALF samples by PCR in 15(57.7%) of 26 C. pneumoniae infectious patients; 
while none was detected in control individuals. 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Cpn0423 could function as signaling molecules and identify NOD2 as an essential element in a 
pathway that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 pneumoniae -mediated inflammation. 
Methods N 
Results N 
Conclusions N 
 
 

PU-4059 

370 例女性继发性不孕症患者支原体感染分析 

 
黄酉元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目的  探讨女性继发性不孕症患者发生的原因，分析支原体感染在继发性不孕症中的作用，为临床

诊治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选取我院生殖中心门诊继发性不孕症女性患者 370 例作为不孕组，以及半

年内自然受孕女性 300 例作为对照组。汇总患者妇科检查数据，并收集两组解脲支原体（Uu）和人

型支原体（Mh）培养结果，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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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不孕组患者输卵管堵塞、盆腔粘连、子宫内膜异位症、人工流产史、等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孕组患者 Uu 和 Mh 的阳性率分别为 57.8%和 7.6%，显著高于

对照组（20.0%和 1.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不孕组患者单项感染 242 例

（65.4%），混合感染 18例（4.9%）。 

结论  多种因素可引起继发性不孕症，众多因素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支原体感染又是其中最

关键的因素之一。育龄妇女应做好避孕措施，尽可能避免计划外怀孕和人工流产，并加强支原体的

筛查和治疗。 
 
 

PU-4060 

2012 年至 2016 年期间，全球分离于血液中 

的细菌的抗菌药物敏感性研究 

 
信希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目的  本研究报告了 2012 年至 2016 年期间从全球血液标本中分离的病原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敏感

性，旨在了解不同地区细菌耐药状况的差异，探究差异形成的可能原因及多重耐药菌控制的方法。 

方法  所有参与的中心均采用微量肉汤稀释法检测最低抑菌浓度（MIC）。参照临床实验室标准化

委员会（CLSI）的折点（替加环素采用美国食品和药物监督管理局（FDA））折点）判断敏感

性。在该报告中，收集病原菌共 24895 株，其中革兰阴性菌（G-菌）15256 株，革兰阳性菌（G+

菌）9639 株。血培养病原菌检出率排名前 5 位的分别为大肠埃希菌 4797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

2888 株，肺炎克雷伯菌 2830 株，肺炎链球菌 1780 株及阴沟肠杆菌 1638 株。 

结果  血液中分离的革兰氏阴性杆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在不同地区之间有较大差异。非洲和南美

洲的耐药情况最为严峻。碳青霉烯类药物对肠杆菌科细菌有较高活性。替加环素对所有地区血液中

收集的肠杆菌科细菌，鲍曼不动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均有很高的活性。 

结论  发展中国家血液中分离细菌的耐药性更为严重，在这些国家加强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做好

感染控制，遏制耐药菌的传播迫在眉睫。 

 
 

PU-4061 

重症监护室血培养病原菌分布及耐药特征 

 
杨敏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观察重症监护室患者血培养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情况，为临床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对我院 2017年重症监护室血培养标本分离出的 151株病原菌进行种类、耐药类型分析。 

结果  506 份血培养送检标本中培养出 151 株病原菌（29.8%），其中革兰阴性菌 58 株

（38.4%），革兰阳性菌 75 株（49.7%），分离居前三位的分别是表皮葡萄球菌（15.2%）、肺炎克

雷伯菌（9.27%）及人葡萄球菌（8.61%）。革兰阴性菌对头孢唑啉、氨苄西林和头孢曲松耐药性较

高，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阿米卡星及碳青霉烯类敏感性较好。革兰阳性菌对青霉素 G、苯唑西

林、红霉素耐药性高，对利奈唑胺、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及替加环素敏感性好。 

结论  重症监护室患者革兰阳性菌的感染率高于革兰阴性菌，革兰阳性菌对利奈唑胺、万古霉素、

替考拉宁敏感性高，革兰阴性菌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阿米卡星及碳青霉烯类敏感性高。对病原

菌分布及耐药特征的研究可指导临床对血流感染患者的经验用药。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209 

 

PU-4062 

医用消毒湿巾在回收血袋表面消毒效果研究 

 
杨柳 

湖北省中医院 

 

目的  调查回收血袋表面细菌污染率，观察医用消毒湿巾对回收血袋表面消毒效果，为临床使用提

供参考。 

方法  将回收血袋 306 个分为干预组和未干预组，干预组 162 个血袋使用时采用医用消毒湿巾擦拭

消毒，未干预组 144 个不消毒，监测两组回收血袋表面细菌污染情况。 

结果  干预组回收血袋表面污染率为 10.49%，未干预组为 21.53%，干预组污染率显著低于未干预

组。 

结论   医用消毒湿巾使用方便，成本较低，适用于回收血袋表面消毒。 

 
 

PU-4063 

主动筛查高风险患者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科细菌的研究现状 

 
顾津伊,邓德耀,袁文丽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随着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大量使用，使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CRE）逐年增多，其传播速度快、范围广、致死率

高，给临床治疗和感染控制带来严峻挑战。目前，CRE 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巨大威胁，肠道

定植 CRE 已被认为是全身感染 CRE 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对于危重症患者，定植的 CRE 增加了其感

染 CRE和死亡的风险。 

方法  本文就主动筛查 CRE 的必要性、对象、方法、控制措施、主动筛查的争议等作简要综述。 

结果  有研究显示，在高流行地区或 CRE 爆发流行时，应对每一位入院患者进行主动筛查，并定期

进行追踪检测。而在低 CRE 患病率的地区中，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国内外有不少学者开展了主动

筛查效果评价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研究显示，通过主动筛查与其他干预措施的联合，能

够显著降低患者 CRE 感染的发生，并且每月主动筛查率的平均水平与 CRE 感染率具有一定相关

性；大部分研究表明，主动筛查联合预防和控制措施后，CRE感染率明显降低。 

结论  尽管有许多国家和地区已开展了主动筛查 CRE 的研究，逐渐明确主动筛查 CRE 的必要性、对

象及方法，但有些方面还需进一步探究。《世界卫生组织 CRE、CRAB 和 CRPsA 预防和控制指南》

就主动筛查 CRE 需加强的地方进行了说明，指出对主动筛查 CRE 的监测频率及最佳计划需要进一步

研究，针对 CRE 非流行和流行地区的筛查缺乏具体适宜而可行的计划，以及不同地区进行 CRE 筛查

的成本效益需进一步研究。对于筛查出 CRE 定植的患者，如何安全有效的去定植；对于 CRE 感染患

者，如何准确有效的经验性使用抗生素，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PU-4064 

IL-17、MMP-9、PCT 在颅脑术后颅内感染中的诊断价值研究 

 
薛长山 

广东省珠海高新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IL-17、MMP-9、PCT在颅脑术后颅内感染中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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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颅脑术后颅内感染和颅内未感染的患者，共计 51 例，分为 A 组与 B 组，分析两组患者

血清及脑脊液白细胞介素-17（IL-17）、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降钙素原（PCT）水平 

结果  在颅脑术后感染患者血清 IL-17、MMP-9、PCT 水平均高于 B 组，组间比较存在显著性差异

（P 均<0.05），A 组血清 PCT、IL-17 和 MMP-9 呈正向相关，在脑脊液方面，A 组脑脊液 PCT 显著

高于 B组（P<0.05），但脑脊液 IL-17及 MMP-9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外周血 IL-17、MMP-9、PCT及脑脊液 PCT在颅脑术后颅内感染中存在一定诊断价值 
 
 

PU-4065 

2017 年某院重症医学科病原细菌的分布特征以及耐药性分析 

 
林桂婷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研究重症医学科（ICU）的病原细菌分布特点，了解 ICU 感染的现状；分析病原菌对不同抗

菌药物的耐药程度，为临床治疗急危重患者提供用药指导。 

方法  收集 2017 年南方医院 ICU300 余例病原细菌的病例资料及鉴定药敏结果，用 Microsoft 

Excel软件进行统计汇总，对其分布特征及耐药性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在收集的 312 株病原细菌中，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主要菌种有鲍曼(18.9%)、大肠

(11.9%)、铜绿(11.2%)、肺克(9.3%)，多来自于下呼吸道标本；而革兰阳性球菌主要有屎肠

(6.7%)、金葡(4.2%)，多见于腹部穿刺液、静脉血标本。革兰阴性杆菌中非发酵菌对多粘菌素完全

敏感，其中鲍曼对其他抗菌药物呈现普遍高耐药特性；肠杆菌科细菌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敏感程

度最高。革兰阳性球菌对多数药物产生耐药。多重耐药菌共检出 63 株，包括产 ESBLs 菌 24 株

（ 24/90,26.7% ） 、 CRE6 株 （ 6/90,6.7% ） 、 MRSA7 株 （ 7/13,53.8% ） 、 MRCNS26 株

(26/29,90.0%)。 

结论  重症医学科病原菌主要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多为呼吸道感染，整体耐药情况较严重。医院

应加强管理，减缓耐药性不断增强的趋势。 
 
 

PU-4066 

Modulation mechanisms of mcr-1-harbouring polymyxins-
resistance Escherichia coli from human bloodstream 

infection in a teaching hospital of China 

 
Yixin Xie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was aim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chromosomal and 
transmissible mechanisms contributed simultaneously to polymyxin resistance in mcr-1-
harbouring E. coli. 
Methods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PB-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isolated from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during July 2016 to July 2017. Two PB-resistant 
mcr-1-harbouring E. coli isolates were selected in this study, and two clinical PB-sensitive E.coli 
strains and E. coli ATCC 25922 were used as control strains. PCR and sequence analysis of PB-
resistant related genes (PhoPQ, PmrAB, mgrB, PmrD, lpxT, lpxA and lpxM) were carried out with 
genomic DNA, then detected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by RT-PCR. The transferability of plasmid-
mediated mcr-1 genes was detected by conjug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ssays. Finally, outer 
membrane and bacterial proteins were detected by SDS-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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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E. coli had the highest resistance to polymyxin B (9.84%, 
n=36), except for naturally resistant bacteria. Mcr-1-carrying plasmid was successful conjugated 
to E. coli J53 and transformed to PB-sensitive E. coli strains. The sequences of each resistant 
gene in all isolates were identical to the reference sequences of the E. coli ATCC 25922, whereas 
all the PB-resistant isolates and partial sensitive strains harbored point mutations. However, only 
the expresion of pmrA and phoP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PB-sensitive and 
resistant strain (P=0.005 and P=0.003, respectively). Outer membrane and bacterial proteins 
result showed no evident difference. 
Conclusions  The high expression of pmrA and low expression of PhoP along with the mcr-
1 gene might simultaneously contribute to polymyxin B resistance. 
 
 

PU-4067 

非结核分枝杆菌的耐药特点初步分析 

 
赵锋 1,马文强 2,许首芳 1,谢鑫友 1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2.温州医学院 

 

目的  观察分析非结核分枝杆菌的耐药特点。 

方法  收集本院部分住院和门诊病人痰液，肺穿刺物、脓液、灌洗液等标本，通过抗酸染色显微镜

检查法和罗氏培养基阳性初步判断分枝杆菌，在用血平板培养法分离菌种，采用 PCR 法扩增各菌株

16S rRNA 序列片段并进行测序及比对分析，明确为非结核分枝杆菌。采用药敏纸片法与分枝杆菌

药敏检测试剂盒法进行药敏实验，并对药敏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共分离 5 株非结核分枝杆菌，其中最多的为胞内分枝杆菌（3 株），药敏纸片法结果显示两

株菌为全耐药，两株菌未生长。分枝杆菌药敏检测试剂盒法显示 5 株菌对利福平，利福布丁和加替

沙星较为敏感，对亚胺/西司均为耐药。根据病历资料我们发现非结核分枝杆菌主要侵犯患者肺部

引起非结核分枝杆菌肺病，非结核分枝杆菌肺病常发病于慢性肺病、体质较差或免疫系统功能低下

者。 

结论  非结核分枝杆菌对于大多数抗结核药物高度耐药。非结核分枝杆菌主要侵犯患者肺部引起非

结核分枝杆菌肺病，非结核分枝杆菌肺病常发病于慢性肺病、体质较差或免疫系统功能低下者。 

 
 

PU-4068 

Graphen oxide as “Nano Trojan Horse” cargoing oncolytic 
measles virus for retargeted cancer therapy 

 
Mao Xia 

Drum Tower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bjective  
Replication-competent oncolytic viruses selectively infect and kill malignant cells, and this 
process has been proven to be a potent anticancer weapon for clinical therapy (oncolytic 
virotherapy). However, pre-existing antibodies that neutralize viruses in patients limit the oncolytic 
efficacy of this technique. Cell carriers have been employed to protect oncolytic viruses from 
immune clearance and to deliver viruses to targeted tumor loci. Nevertheless, this technique is 
limited by the fact that carriers would have to be designed for each individual and would not be 
effective for a general population. Graphene oxide nanoparticles (GO) have been found to be 
potential biological therapy carriers due to their excellent biological compatibility and clear 
targeting movement after decora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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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study, we developed a novel strategy to achieve both virus protection by encapsulation of 
oncolytic measles virus and targeted release in the tumor by conjugation of pegylated folate. For 
the first time, we loaded oncolytic measles virus (Edmonston vaccine strain) (MV-Edm) into GO 
(GO/MV-Edm) to protect the viral particles from neutralization by anti-virus antibodies in human 
blood and to efficiently deliver the particles to the tumor mass. With both genetically modified MV-
Edm encoding a biomarker and a graphene oxide-based nanovehicle conjugated with 
fluorescein-labeled peptides, we systemically evaluated the practicality, effectiveness and 
mechanisms of “nano trojan horses”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Results  
we defined the optimal loading strategy for GO/MV-Edm, elucidated their infection pathway, 
evaluated their tumor-targeting efficacy, and determined their efficacy in protecting the virus 
against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in the serum and their biodistribution in vivo. 
Conclusions  
This stud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a novel strategy for oncolytic viral therapy against 
malignancies. 
 
 

PU-4069 

一种新型高灵敏 B 族链球菌检测试剂的效果评价 

 
李宇雄 

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 

 

目的  研究一种能够快速、准确、特异地检测 B 族链球菌( GBS) 的检测培养基，并对其性能进行

评估。 

方法  利用 GBS 标准株及临床分离株对培养基检测特异性、灵敏度、抗干扰能力及对临床模拟标本

的检测能力进行评价，与对照组试剂进行比较 

结果  与对照组试剂相比，实验组试剂本底低，6 小时即可获得阳性结果，检测灵敏度达 55 CFU/

反应体系，检测特异性为 100% 

结论  课题组研发的颗粒性酶底物显色法培养基为 GBS 的快速诊断提供了一种快捷、简便的新方

法。 
 
 

PU-4070 

ICU 与非 ICU 大肠埃希菌的耐药性分析 

 
李军 

济宁市任城区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医院大肠埃希菌(Escherichia coli；E.coli)感染的临床分布和耐药分析，为临床合理

性用药物提供依据。 

方法  对医院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临床科室送检标本中分离出的 E.coli 1 911 株，其中

ICU414 株，非 ICU1 497 株。应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进行鉴定，并做临床常用抗

菌药物的耐药性分析。 

结果  E.coli 对厄他培南、亚胺培南、美罗培南等抗菌药物的耐药率较低，分别为 2.65％、1.55

％、1.27%，表明该地区 E.coli 对以上抗菌药物耐药率较低，临床用药时可优先选用此类抗生素。

除呋喃妥因、复方新诺明及庆大霉素外，耐药率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ICU 耐药率

普遍高于非 ICU。本研究中，前三位的标本分别是尿液、痰液与分泌物，构成比分别为 38.4% 、

18.9% 和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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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与非 ICU 比较，ICU 中检出的大肠埃希菌具有较高的耐药率；临床应合理选用抗菌药物，积

极采取各种医疗手段，防止耐药的 E.coli（尤其是 ICU）在院内的播撒。 
 
 

PU-4071 

分子信标荧光原位杂交技术检测均相溶液中金黄色葡萄球菌方法

的初步建立 

 
章波 1,2,伊贝拜汗·买卖提 1,刘春燕 1,李静 1,王海叶 1,蔺豪杰 1,张新 1 

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医院 

2.石河子大学医学院 

 

目的  建立在均相溶液中直接检测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分子信标荧光原位杂交（MB-FISH）体系。 

方法  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16SrRNA 特异性片断，设计、合成分子信标探针，并测定其性能；通过

分子信标与靶序列杂交严格优化杂交体系，并在最优化条件下评价该体系检测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特

异性；收集临床血培养报阳标本 41 份，利用所建立的分子信标荧光原位杂交体系鉴定，并与传统

血培养方法比较，进一步评价该方法的特异性及灵敏度。 

结果  设计、合成的分子信标探针在不同浓度下信号背景比（S/N）均大于 20，探针热变性曲线提

示其发夹结构既能打开又能闭合，所构建的分子信标设计合理，性能稳定。优化后的杂交反应体系

包括：1.4mmol/L 分子信标探针、25%去离子甲酰胺及 2.5 mmol/L MgCl2，最佳杂交温度为 50℃。

该杂交体系与标准菌株及临床分离菌株杂交，仅有金黄色葡萄球菌产生荧光。与传统培养法比较，

采用该方法检测 41份血培养阳性标本中金黄色葡萄球菌，特异性和灵敏度分别为 100%和 93.75%。 

结论  该方法特异性强、灵敏度高，可用于均相溶液中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直接检测。 
 
 

PU-4072 

铜绿假单胞菌成膜能力、毒力基因及泳动蹭行能力研究 

 
税剑,王海晨,李军,黄紫嫣,胡咏梅,陶晓燕,邹明祥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检测铜绿假单胞菌临床分离株生物被膜形成能力，比较不同生物被膜形成能力铜绿假单胞菌

的毒力基因携带、泳动能力及蹭行能力差异。 

方法  连续收集湘雅医院（2016 年 6 月-2016 年 12 月）的非重复铜绿假单胞菌临床分离株 192

株，96 孔板法检测菌株成膜能力，聚合酶链反应检测 III 型分泌系统毒力基因，平板法检测菌株

的泳动及蹭行能力。 

结果  192 株 PA 临床分离株中 186 株（96.9%）具有成膜能力，其中弱成膜 36 株（18.8%）,中等

成膜 84 株（43.7%），强成膜 66 株（34.4%）；192 株 PA 中 exoS 阳性菌株 163 株（84.9%），

exoU 阳性菌株 40 株（20.8%）, exoY 阳性菌株 183 株(95.3%)，exoT 阳性菌株 189 株

（98.4%）。不同成膜能力 PA 毒力基因 exoS、exoU、exoT 阳性率不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其中强成膜组 PA 的 exoS 阳性率低于中等成膜组（χ

2
=9.293，P=0.002）和弱成膜组

（χ
2
=9.997，P=0.002），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强成膜组 PA 的 exoU 阳性率高于弱成膜组

（χ
2
=10.803，P=0.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不成膜、弱成膜、中等成膜、强成膜组 PA 的泳

动 环 直 径 （ 均 值 ± 标 准 差 ） 分 别 为 9.12±6.76mm 、 18.42±7.51mm 、 19.10±4.77mm 、

17.80±5.27mm；各组 PA 的蹭行环直径（均值±标准差）分别为 8.38±1.50mm、17.21±7.42mm、

18.49±5.62mm、20.44±6.43mm。不成膜组 PA 的泳动以及蹭行能力弱于各成膜组 PA，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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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只要条件适宜绝大多数铜绿假单胞菌具有生物被膜形成能力，不同成膜能力的 PA 毒力基因

携带具有一定差异，PA是否成膜与泳动能力和蹭行能力有一定相关性。 
 
 

PU-4073 

基于重组酶聚合酶扩增结合侧流层析技术的 B、E 型 

腺病毒快速可视化检测方法的建立 

 
孙魁,张乐研 

解放军 107 医院 

 

目的  构建一种集核酸提取、扩增和结果判定功能的 B、E 型腺病毒检测体系，实现检测的快速、

灵敏、可视化，而且全程不依赖电力。 

方法  基于 fusion 5 膜的孔径过滤作用，建立碱裂解结合纸基核酸纯化的核酸提取技术

（ alkaline lysis combined with paper-based filtration isolation of nucleic acids 

method，ALP FINA），同时针对 B、E 型腺病毒壳蛋白保守序列设计通用引物，建立可同时检测出

这两种腺病毒型别的重组酶聚合酶结合侧流层析检测技术（ Recombinase polymerase 

amplification combined with a lateral flow dipstick, LFD-RPA），并将两种技术结合形成完

整的检测体系。分别验证核酸提取效率和 LFD-RPA 检测灵敏度，同时利用 14 例 B 型及 2 例 E 型腺

病毒感染者鼻咽拭子标本对检测体系进行效果评估。 

结果  该体系中 ALP FINA 的 DNA 回收率在 48% - 84%，与传统离心柱法没有明显差异，LFD-RPA 对

Adv-B 及 Adv-E 的检测极限均为 10 copies/µl，与 qPCR 方法相近。整个检测过程可以实现常温下

进行，30-40 min完成整个检测。当对 16例临床标本进行检测时，其灵敏度与特异性均达 100%。 

结论  ALP FINA 提取全过程只需顺序加入标本与 NaOH 混合液、无水乙醇及双蒸水，最后收集核酸

提取液，不需加热及离心且成本很低。LFD-RPA 检测技术灵敏度高、特异性强、操作简单、反应快

速、无需大型仪器。基于以上两项技术建立的检测体系能够完成由核酸提取至结果判定的全过程，

可以脱离对大型仪器、专业操作人员及正规实验室的依赖，在基层卫生部门，尤其是在野外及现场

检测中具有极大的应用潜力。 
 
 

PU-4074 

双侧双瓶血培养的意义评价及耐药性分析 

 
吴玲玲 

泰安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双侧双瓶血培养的临床应用价值及阳性病原菌的耐药情况分析。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 2016年 1 月至 2016 年 12月临床送检的 4508份血培养标本，双侧双瓶，对阳

性标本进行病原菌统计分析。 

结果  血培养阳性 641 份，阳性率 14.2%，共检出病原菌 628 株。其中革兰阴性杆菌 381 株

（60.7%），革兰阳性球菌 190 株（30.3%），真菌 23 株（3.67%），专性厌氧菌 19 株（3.02%）。

在 628 株病原菌中，需氧厌氧瓶均阳性的有 284 株，仅需氧瓶阳性 223 株，仅厌氧瓶阳性 121 株。

需氧厌氧均阳性的肠杆菌科厌氧瓶报阳时间均值明显短于需氧瓶（P<0.05）。耐药性分析方面，大

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类较为敏感，铜绿假单胞菌对氨基糖苷类耐药率较低，鲍曼不

动杆菌对除米诺环素和替加环素外的其他药物的耐药率均大于 60%。未发现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

和达托霉素耐药的革兰阳性球菌。 

结论  双侧双瓶可以提高血培养检出率,临床应多送检血培养，根据药敏结果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减少耐药菌株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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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75 

妇科炎症感染中念珠菌检验方法的意义探讨 

 
秦治亮 

日照市五莲县中医医院 

 

目的  探讨妇科炎症感染中念珠菌检验方法的意义。方法：我院从 2013年 5月-2014 年 2月所收治

的 68 例妇科炎症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患者均已婚，对全部患者分别实施镜检法、沙保罗培养

法以及抗体凝集法来检测其阴道内念珠菌情况，对比分析三种检测法念珠菌阳性检出率。结果：通

过检测发现，68 例妇科炎症感染患者中经培养法检测有 59 例患者念珠菌为阳性，经凝集法检测有

58 例患者念珠菌为阳性，经镜检法检测有 61 例患者念珠菌为阳性，三者所存差异不明显，不具有

统计学意义，即 P＞0.05。结论：通过本次研究结果的分析可知，在妇科炎症感染中念珠菌的检验

中，不管是采用培养法，还是采用镜检法或者凝集法，均可获得较为合理且准确的检测结果，在临

床实践应用过程中可结合患者自身实际情况和医院情况来选用相应的检测法 

方法  全部 

结果  通过研究分析，68 例妇科炎症感染患者中经镜检法检测有 61 例患者念珠菌为阳性，其阳性

率为 89.7%；经培养法检测有 59 例患者念珠菌为阳性，其阳性率为 86.7%；经凝集法检测有 58 例

患者念珠菌为阳性，其阳性率为 85.2%，三种检测方法所获念珠菌阳性率所存差异不明显，不具有

统计学意义，即 P＞0.05。  

结论  从本次研究的结果来看，上述三种方法所获念珠菌阳性率所存差异不明显，不具有统计学意

义，即 P＞0.05，由此可见，镜检法、培养法以及凝集法均是检验念珠菌的有效方法，在临床实践

应用过程中可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和医院开展的检验方法来检测。综上所述，近年来，随着信息技

术的快速发展，各种新的微生物检验技术临床应用，大大提高了微生物的检出率，已经被广泛应用

于妇科炎症感染的临床检验中，在检验过程中，检验科工作人员应结合临床实际情况来选择相应的

方法实施检测，以此提高检验结果准确率，同时协助医师对检验报告进行综合性分析，充分利用该

报告，以此有效地控制以及预防感染，为妇科炎症感染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相应的参考依据。 
 
 

PU-4076 

Molecular epidemiology and mechanisms of colistin-
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clinical isolates in a 

Chinese teaching hospital from 2011 to 2016 

 
Chong Wang1,Yao Sun1,Jiahui Li1,Guofeng Dong2,Xiaoxiao Zhang1,Haiyang Liu1,Hong Lu1,Jianming Cao2,Tilei 

Zhou1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 Science， School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nd Life Science，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esistance mechanisms and molecular epidemiology of colistin-
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clinical isolates. 
Methods   A total of 1376 K. pneumoniae clinical isolat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2011 to 2016. The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 of colistin was determined using the broth microdilution method. All colistin-resistant K. 
pneumoniae isolates were screened for the pmrAB, phoPQ, mgrB, crrAB and mcr-1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and sequencing. Expression levels of pmrH and pmrD genes 
were characterized using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qRT-PCR). 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 and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were performed to analysis the molecular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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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14 (1.02%, 14/1376) colistin-resistant K. pneumoniae isolates were detected, which 
MICs of colistin were ranged from 8 μg/ml to 128 μg/ml, the colistin resistance rate had 
decreased from 2.32% in 2011 to 1.00% in 2016. Eight K. pneumoniae isolates were multi-drug 
resistance and most (13/14) K. pneumoniae isolates remained susceptible to meropenem, 
imipenem, and amikacin. Notably, all 14 isolates were observed to be susceptible to ertapenem. 
Subsequent sequencing identified mutations leading to amino-acid changes (K2E, F28C) in the 
MgrB of 10 K. pneumoniae isolates and D150G in the PhoQ of 9 K. pneumoniae isolates. 
Overexpression of the pmrH and pmrD were detected in these resistance isolates by qRT-PCR. 
Analysis of the molecular epidemiology indicate the high clonal diversity amongst the events of 
colistin resistance acquired.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disruption of the mgrB and phoQ genes were shown 
to be associated with colistin resistance in K. pneumoniae clinical isolates. And the PFGE and 
MLST results revealed that most of the colistin-resistant strains were unrelated clones. 
 
 

PU-4077 

Effects and comparative transcriptomic analysis of 
sublethal concentrations of carbapenems on 

Pseudomonas aeruginosa biofilms 

 
Chong Wang1,Jia Du2,Haiyang Liu1,Yizhi Zhang1,Cui Zhou1,Wenzi Bi3,Jianming Cao3,Tieli Zhou1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Zhejiang Cancer Hospital 

3.School of Medical Lab Science，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ublethal concentrations (5×MIC) of carbapenems on 
biofilms and genomic expression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Methods  Three multi-drug resistant P. aeruginosa strains were included in our study. The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s (MICs) were detected by the agar dilution method. Static 
biofilm assays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were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sublethal concentrations of carbapenems on the biofilm-forming ability and biofilms morphology of 
P. aeruginosa. 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and quantitative RT-PCR (qRT-PCR) were carried out 
to unveil and verify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biofilm-formation associated genes.  
Results  Three isolates were resistant to many commonly used antibiotics except carbapenems. 
Crystal violet staining assay showed that the biofilm formation decreased concurrently in all 
isolates when treated with imipenem and meropenem, but no significant effect was observed on 
the mature biofilm. However, the size, shape and number of biofilm cells changed significantly 
after treatment with meropenem. Nevertheless, distinct recovery of the biofilm cells was observed 
at 6 h of removal of carbapenems. 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analysis showed evident change in 
gene expression involved in protein transport and metabolism from carbapenems-treated biofilms. 
Additionally, carbapenems caused down-regulation of genes concerning biosynthesis of 
membrane protein and activated the stress response of biofilm cells. qRT-PCR indicated that 
three P. aeruginosa isolates exhibit a lower biofilm formation capacity when treated with 
carbapenems. 
Conclusions  The alteration in morphology was a transient effect after treatment of 5×MIC 
antibiotics, and the biofilm cells could recover at 6 h of removal of carbapenems. Our study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prophylactic antibiotic therapy and consistent levels of antibiotic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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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78 

临床分离肺炎克雷伯菌生物膜形成能力及基因相关性研究 

 
田学斌 1,刘海洋 2,李佳慧 2,董郭枫 1,周铁丽 2,陈栎江 2,曹建明 1 

1.温州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2.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研究肺炎克雷伯菌生物膜形成能力及其与 luxS、oqxB、rarA等基因的相关性。 

方法  通过 96 孔板结晶紫染色法测定 200 株对亚胺培南、头孢他啶、环丙沙星和庆大霉素敏感的

肺炎克雷伯菌（敏感组）和 300 株对上述药物耐药的肺炎克雷伯菌（耐药组）体外生物膜形成能

力；采用扫描电镜观察不同生物膜形成能力肺炎克雷伯菌的生物膜形态特点；通过 qRT-PCR 分析生

物膜形成相关基因（luxS、oqxB、rarA、acrB、ramA、ompK36和 micF）表达量。 

结果  研究发现，强生物膜形成能力组的平均生物膜形成量是弱形成能力组的 16.8 倍

（P<0.001），敏感组和耐药组肺炎克雷伯菌生物膜 OD590 的平均值分别为 0.787 和 0.672，二者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扫描电镜显示生物膜形成能力强的菌株团块内包含大量的生物膜，形态完整且细

菌密集排列；生物膜形成能力强的组中 luxS 表达水平分别为中等和弱形成能力组的 5.98 倍

（P=0.004）和 3.37 倍（P=0.046）；外排泵、外膜蛋白编码基因及其调控基因的表达水平也具有

差异。 

结论  肺炎克雷伯菌生物膜形成能力与 luxS 基因的表达量有关，luxS 作为一个高阶调控基因，其

与 ramA、ompK36和 micF等基因构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共同影响生物膜的形成。 
 
 

PU-4079 

综合性医院 1054 例 HIV/AIDS 患者 WB 带型特征分析 

 
石明巧,黄曦悦,张可依,李冬冬,王婷婷,陶传敏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了解综合性医院 HIV/AIDS 患者蛋白印迹试验（WB）的带型分布特征，分析 WB 带型的分布规

律，深化对 WB试验检测结果的认识。 

方法  对 2015-2016年 HIV/AIDS 患者的 WB带型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对 1054 例 HIV/AIDS 患者进行分析发现，前 3 的条带分别为 gp160（100%）、gp120

（100%）及 p24（99.05%），带型的组合以全带和次全带为主占 82.83%。≥5 条带的占 96.02%

（1012 例），抗体初筛值的中位数和四分位数分别为 408.3 COI（204.2, 77.5），≤4 条带的占

3.98%（42 例），抗体初筛值的中位数和四分位数分为 81.9 COI（50.3, 159.2），条带数≤4 条

组 HIV 抗体初筛值低（P<0.001）。 30~49 岁组所占比例最大达 41.37%（436 例），在这一组中

p55 阳性率最低仅为 40.60%（177 例），P24 阳性率在≥50 岁组最低，为 97.92%（329 例），不同

年龄组中 p24 和 p55 抗体出现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5，P=0.028）。汉族占 87.19%（919

例），其他民族占 12.81%（135 例），不同民族中 p66、p51 以及 p55 抗体出现率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18，P=0.001 以及 P=0.009）。异型性传播占 65.46%（690 例），同性性传播占

16.32%（172 例），其他占 18.22%（192 例），不同传播途径中 gp41、p31 以及 p55 的出现率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0、P=0.018以及 P=0.043）。 

结论  对综合医院 HIV/AIDS 患者的 WB 带型进行分析，有利于揭示医院就诊人群 HIV 抗体的反应

规律，为 HIV 抗体检测提供指导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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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80 

血流感染病原体分布及药敏特征 

 
傅鹰 1,李莹莹 2,黄旭程 1,张钧 1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2.浙江中医药大学 

 

目的  了解本院在 2012-2016 年间血培养阳性的病原体菌种分布及药敏特征，为临床合理应用抗菌

药物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 BACT／ALERT3D 血培养仪对血培养标本进行培养，采用 VITEK compact2 及药敏仪将血

培养阳性病原菌进行菌种鉴定及药敏分析；药物敏感性统计结果分析采用 WHONET 5.6软件。 

结果  5 年间共分离病原菌 2716 株，其中革兰阳性菌、革兰阴性菌以及真菌的比例依次占 51％、

44.3％和 4.7%。革兰阳性菌中分离率最高的三个菌种为：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33.6%）、金黄色

葡萄球菌（5.3%）和肠球菌（4.1%）；革兰阴性菌中大肠埃希菌（16.6%）和肺炎克雷伯菌

（10.5%）为主要的致病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中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比例为

40.5%、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CNS）中耐甲氧西林 CNS（MRCNS）占 74.8%。肠球菌属和葡萄球菌属

等革兰阳性球菌对青霉素和红霉素耐药率比较高，对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较为敏感，未发现万古霉

素耐药菌株；大肠埃希菌对碳青霉烯类药物比较敏感，而肺炎克雷伯菌的碳青霉烯类耐药率呈逐年

上升趋势；鲍曼不动杆菌呈多重耐药现象，铜绿假单胞菌对氨基糖苷类和喹诺酮类药物有高敏感

性。 

结论  近五年来我院血流感染病原体分布革兰阳性球菌为主，了解血流感染病原菌分布及耐药特

点，有助于抗生素在临床上的合理使用。 
 
 

PU-4081 

沙门氏菌核酸恒温扩增快速检测技术的建立 

 
余蓓蓓 1,陈宁杰 2,杨婷 1,张钧 1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2.温州医学院 
 

目的  建立一种特异、灵敏、简便的交叉引物恒温扩增技术快速检测沙门氏菌。 

方法  根据 Genbank 上公布的沙门氏菌 invA 基因序列，选择保守区域设计恒温扩增引物和探针，

并对反应体系和反应条件进行优化，同时验证方法的特异性和灵敏度。 

结果  本方法对 invA 基因检测具有高度特异性；对 invA 阳性质粒 DNA 和菌液检测灵敏度分别达到

了 1.8×101 copy/μL 和 6.2×103 cfu/mL；对 20 份临床标本的检测阳性率与荧光 PCR 法相同，大大

高于传统培养法；同时恒温扩增实验过程操作简便、反应迅速，且无需使用昂贵仪器，最快可在 1 

h 内出检测结果。 

结论  本研究建立的沙门氏菌核酸恒温扩增快速检测技术具有快速、灵敏和特异等优势，适用于沙

门氏菌腹泻病人的床边诊断以及食物中毒的现场快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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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82 

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的耐药性及分子机制研究 

 
安童童 1,赵志军 2,李刚 3,康宇婷 1,刘学雷 1,杨宁爱 1,贾伟 2 

1.宁夏医科大学   2.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宁夏病原微生物重点实验室 

3.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医学实验中心病原微生物 

 

目的  检测肠杆菌科细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敏感性以及相关耐药基因，检测并分析 NDM 亚型在

宁夏地区的分布情况，明确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CRE）的分子流行病学及其分子机制。 

方法  采用 WHONET5.6 软件对某三甲综合教学医院 2014-2016 年分离的肠杆菌科中耐亚胺培南的细

菌进行初筛,阳性菌株采用肉汤稀释法检测细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最低抑菌浓度（MIC）,采用

VITEK-2 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对细菌进行鉴定及药敏分析，统计耐亚胺培南的肠杆菌科细

菌对阿米卡星、头孢呋辛和氨曲南等 14 种抗生素的敏感性；用 PCR 方法检测 NDM、KPC、CTX-M-

15、OXA-48、VIM、TEM和 SHV 耐药基因；利用测序方法鉴定 NDM亚型。 

结果  共筛选出 92 株耐药菌，其中对阿米卡星的耐药率最低（12%），对其他抗生素的耐药率均较

高，对头孢呋辛和头孢唑啉的耐药率为 100%。应用 PCR 检测 NDM-1、KPC-2、CTX-M-15、VIM、TEM

和 SHV 耐药基因，检出率分别为 64.1％、13.0％、64.1％、2.2％、91.3％和 72.8％，没有检测出

OXA-48 耐药基因；对 NDM 的 PCR 扩增产物进行测序，发现 59 株 NDM 阳性的耐药菌中有 35 株为

NDM-1型耐药基因，24株为 NDM-5型耐药基因。 

结论  耐碳青霉烯的肠杆菌科细菌耐药基因检出率高，可能会造成院内感染；宁夏地区首次发现

NDM-5 亚型，NDM 型耐药基因的阳性率高，应该加强对 NDM-1 和 NDM-5 耐药菌株的监测，控制其在

医院内的传播流行。 
 
 

PU-4083 

非克雷伯菌属肠杆菌科细菌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耐药机制研究 

 
傅鹰 1,周诗卉 2,周希 1,谢鑫友 1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2.浙江中医药大学 

 

目的   研究非克雷伯菌属肠杆菌科细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产生的机制。 

方法  运用 VITEK 细菌鉴定及药敏系统对分离菌株进行菌种鉴定及药敏分析；对于仪器法检测出来

的碳青霉烯类耐药菌株，采用微量肉汤稀释法复核厄他培南和美罗培南的敏感性；通过碳青霉烯类

抑制试验及金属酶筛选试验分别检测细菌是否产碳青霉烯酶及金属酶；PCR 扩增及测序检测

blaKPC、bla IMP、bla VIM和 blaNDM-1等碳青霉烯酶基因。 

结果  VITEK 药敏试验初筛出 33 株为碳青霉烯类耐药菌株，药敏复核结果为 17 株耐药肠杆菌科细

菌，包括黏质沙雷菌 11 株、大肠埃希菌 4 株、产气肠杆菌 1 株、弗氏柠檬酸杆菌 1 株。碳青霉

烯类抑制试验 8 株菌为阳性（47%），其中 2 株金属酶表型阳性；碳青霉烯酶基因筛选结果提示 5

株菌为 blaKPC阳性（5/8, 63%）、1 株 blaNDM-1阳性（1/8, 13%）、1 株 bla VIM阳性（1/8, 13%），

未扩增出 blaIMP。 

结论  对于非克雷伯菌属肠杆菌科细菌，产碳青霉烯酶并非 CRE 菌株对碳青霉烯类耐药的主要机

制，KPC酶能解释一半菌株耐药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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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84 

2013-2015 年血流感染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性变迁 

 
魏绍春,苏爱美 

新汶矿业集团莱芜中心医院 

 

目的  了解医院 2013年 1月～2015年 12月血培养病原菌分布和耐药性变化 

方法  采用美国赛默飞公司 Versa TREK 96 全自动血培养仪进行培养，阳性标本用西门子

MicroScan WalkAway40 Plus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进行菌种鉴定和药敏试验，应用 WHONET 5.6 软

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5624 份血培养标本分离出病原菌 345 株，阳性率为 6.13%，革兰阴性菌（G-）174 株，占

50.4%，革兰阳性菌(G+)163 株，占 47.3%，真菌 8 株，占 2.3%。检出率前 5 位的是表皮葡萄球菌

(16.3%，56/345)、大肠埃希菌(15.9%，55/345)、金黄色葡萄球菌(9.9%，34/345 )、肺炎克雷伯

菌(8.5%，29/345 )和鲍曼不动杆菌(6. 10%，21/345)。碳青酶烯类抗菌药对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

雷伯菌抗菌活性最强，对鲍曼不动杆菌抗菌活性较差；革兰阳性球菌对糖肽类和利奈唑胺抗菌药物

高度敏感 

结论  血培养分离的病原菌菌种复杂、耐药性呈增长趋势，临床应积极开展病原菌分布及其耐药性

监测及时调整抗菌药物用药。 
 
 

PU-4085 

下呼吸道感染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魏绍春,苏爱美 

新汶矿业集团莱芜中心医院 

 

目的   分析下呼吸道感染患者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方法   收集我院 2013～2015年住院患者痰标本进行细菌培养和药物敏感性试验 

结果  3 年中收集下呼吸道痰液标本 21615 份，分离病原菌 5621 株，阳性率为 26.0%。革兰阴性

(G
-
)菌 4249 株，占 75.6%，以铜绿假单胞菌居多(20.7%)；真菌 764 株，占 13.6%，以白色假丝酵

母菌居多（12.6%）；革兰阳性(G
+
)菌 608 株，占 10.8%，以金黄色葡萄球菌居多(9.9%)。药物敏感

试验结果显示：G
-
杆菌对亚胺培南、美洛培南耐药率最低，对青霉素类、喹诺酮类和部分三代头孢

类等抗菌药耐药率较高(>50.0%)。G
+
球菌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耐药率为 0，对青霉素类、喹诺酮

类和红霉素等抗菌药耐药率较高(>40.0%)。 

结论  下呼吸道感染病原菌以 G
-
杆菌为主，耐药性呈增长趋势，临床加大开展病原菌分布及其耐药

监测力度，及时调整抗菌药物用药。 
 
 

PU-4086 

血培养分离肠杆菌科菌的经验用药探讨 

 
孙毅麟 

本溪钢铁总医院 

 

目的  对从血培养分离肠杆菌科菌的药敏试验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为临床合理经验用药提供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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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 2017 年 1 月-12 月本院从血培养分离的肠杆菌科菌的药物敏感性试验进行回顾性分析，采

用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2016 标准判断结果，使用 WHONET 5.6 软件统计分析数

据。 

结果  2017 年本院血培养共分离出肠杆菌科菌 81 株，分离的前三位的肠杆菌科菌是大肠埃希菌

（50 株，占 61.7%）；肺炎克雷伯菌（19 株，占 23.5%）；沙门菌属（3 株，占 3.7%）。药物敏

感性试验结果显示，碳青霉烯类、氨基糖甙类、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他啶的耐药率较低，耐

药率均低于 18.0%。推荐使用头孢他啶、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庆大霉素治疗，重症患者可选用碳

青霉烯类药物。沙门菌属可选用喹诺酮类或三代头孢菌素，如环丙沙星；头孢他啶等治疗。 

结论  分析本院的血培养分离肠杆菌科菌的药敏试验结果，以细菌耐药性监测数据为依据的经验用

药能提高患者的治愈率。 

 
 

PU-4087 

1%草酸铵溶液应用于血性胸水抗酸染色前预处理 

 
王喜仁 

威海市立医院 

 

目的  临床上通常将胸水涂片查找抗酸杆菌作为常规检验， 但血性胸水中离心后，含有大量的红

细胞，严重影响抗酸染色的效果，表现为抗酸染色后涂片常常呈红色，视野不清晰， 造成漏检。

本研究故尝试加入 1%的草酸铵水溶液裂解红细胞后，再行抗酸染色，以探究检验其效果。 

方法  胸水采用 EDTA-K2防凝，经 3000r/min 离心 15min ，弃去上清液，加入 10 倍体积的经过高

压灭菌的 1%草酸铵水溶液，轻轻颠倒混匀，静置 5 分钟，继续颠倒混匀 1 分钟，使得红细胞充分

裂解，3000r/min 离心 15min，弃去上层红色液体，如果还有较多红细胞未裂解，可再次加入 1%

草酸铵水溶液，重复上述步骤。最后加入生理盐水，颠倒混匀，再次 3000r/min 离心 15min，弃

去上清液，保留底部 0.5mL 沉淀物，混匀。取沉淀涂片观察。 

结果  胸水中的红细胞经过 1%草酸铵溶液两次裂解，绝大多数被破坏，血红蛋白溶解。肉眼观看

沉淀物呈白色并混有少量红色沉淀，涂片镜检可见形态完整的白细胞，红细胞碎片，未见完整的红

细胞。涂片染成均匀淡蓝色，无红色斑块，显微镜下背景清晰，少量红细胞碎片未干扰染色效果。 

结论  对于血性胸水，尤其是 ADA 值升高者，建议用 1%草酸铵溶液处理后再涂片染色，以提高抗

酸染色的阳性率。草酸铵溶液易于配制，裂解红细胞步骤简便易行，适合常规实验室应用。 
 
 

PU-4088 

多重 PCR 技术在病原微生物检测中的应用进展 

 
毕艳妮 

威海市立医院 

 

目的  多重 PCR 技术能够同时扩增不同片段，具有高效、快捷、高度特异、敏感等优势，已经成

为诸多实验室的常规诊断方法。本文简要论述了多重 PCR 技术的原理，在细菌病原体的检测、病

毒病原体的检测及微生物耐药性检测等方面的应用，并进一步阐述了多重 PCR 的应用前景。 

方法  通过查阅总结文献，论述了多重 PCR 技术的原理，在细菌病原体的检测、病毒病原体的检

测及微生物耐药性检测等方面的应用，并进一步阐述了多重 PCR 的应用前景。 

结果  论述了多重 PCR 技术的原理，在细菌病原体的检测、病毒病原体的检测及微生物耐药性检

测等方面的应用，并进一步阐述了多重 PCR 的应用前景。 

结论  多重 PCR( multiplex PCR) 技术又称多重引物 PCR 或复合 PCR 技术，是在常规 PCR 技术的

基础上改进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的 PCR 扩增技术，可在同一 PCR 反应体系中采用多对特异性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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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同时扩增多个不同的 DNA 片段，大大提高了检测的效率，节省了检测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

而实现多种病原体 DNA 或 RNA 的同时快速鉴定，尤其对多病原体的混合感染。 
 
 

PU-4089 

围产期 B 族链球菌感染及预防的研究进展 

 
曲业敏 

威海市立医院 

 

目的  B 群链球菌可以引发产褥期败血症、新生儿肺炎和脑膜炎等感染，围产期 B 群链球菌感染和

预防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 

方法  本研究就围产期女性 B 群链球菌感染、检测方法及预防相关研究进展作一综述，目的在于提

高围产学界对该类微生物的认识。 

结果  GBS 产妇胎膜早破发生率高于阴性者，胎膜早破的产妇中 GBS 阳性率高于正常产妇。GBS 并

非是导致早产的直接原因，医疗机构对 GBS 阳性孕妇过度的医疗干预也可能是早产的率的偏高原因

之一。产褥感染发病率为 1%～7.2%，是产妇死亡的四大原因之一。B 族链球菌是新生儿肺炎死亡的

主要病原菌。对于 GBS感染的预防方法，可归纳为药物预防和免疫预防两类。 

结论  国内围产学界应充分认识 B 族链球菌的危害，并且进行 B 族链球菌感染发病率方面的流行病

学调查，同时进行其检测方法的研究。妊娠晚期大范围 GBS 筛查的必要性、抗生素使用的时机、用

药持续的时间、现有诊疗常规的有效性等均有待进一步探讨。寻找一种快速、可靠、敏感的 GBS 检

测方法、探索 CBS 疫苗等新型防治手段、以求更有效地降低 GBS 在母婴之间的传播、最大限度地减

少不必要的抗生素使用是今后研究的方向。 
 
 

PU-4090 

奥斯陆莫拉菌导致患者血流感染 1 例 

 
李文雅 

蒲城县中医医院 

 

目的  鉴定 1株患者血液中分离的奥斯陆莫拉菌 

方法  采用血培养仪对气喘患者静脉血标本进行血培养（需氧和厌氧）培养,分离培养阳性培养物,

用生化鉴定卡进行生化鉴定,用质谱分析进行补充鉴定,并用 KB法进行药敏试验 

结果  该菌为革兰阴性成对或者短链状排列,常规的方法无法鉴定至种.结合质谱分析结果,鉴定为

奥斯陆莫拉菌.该菌红霉素、四环素、复方新诺明抑菌环均为 32mm 

结论  质谱分析为常规方法无法鉴定至种的细菌鉴定提供了可靠依据,将本例细菌鉴定为奥斯陆莫

拉菌 
 
 

PU-4091 

158 株非脑膜炎肺炎链球菌耐药性分析 

 
王利凤 1,陈丽娟 2 

1.西双版纳州勐海县人民医院  2.云南省建水县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临床标本中分离的 158 株的肺

炎链球菌的分布和耐药性，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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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临床标本中分离的 158 株肺炎

链球菌，采用 VITEK 2 全自动细菌鉴定药敏分析仪进行试验。按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委员会

（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CLSI）2016 年版标准判断结果，应用

WHONET5.6软件对药物敏感性结果统计分析。 

结果  临床分离到的肺炎链球菌标本主要来自痰液（130 株，占 82%），以儿科的分离率最高（36

株，占 23%），其次为干疗科（19 株，占 12%） 和重症呼吸科（16 株，10%）。成人组注射青霉素

敏感菌株 110 株（100%）；口服青霉素耐药菌株 78 株（71%），敏感菌株 12 株（11%）。儿童组注

射青霉素敏感菌株 48 株（100%）；口服青霉素耐药菌株 42 株（87.5%），敏感菌株 2 株

（3.8%）。三代头孢菌素成人组耐药性较低，儿童组对三代头孢菌素的耐药性稍高于成人组，其两

组耐药性均未超过 10%。喹诺酮类儿童组没有耐药菌株，成人组的耐药也较低。四环素类、大环内

酯类和林可酰胺类两组都出现了较高的耐药性，成人组分别为 82.2%、92.2%、87.2%；儿童组分别

为 94%、100%、98.2%。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没有出现耐药菌株。 

结论  通过药敏试验分析，对于该院肺炎链球菌引起的感染，可首选青霉素为临床治疗的经验性用

药，但要选用静脉给要的方式，同时应根据药敏试验结果合理选用抗生素，做好肺炎链球菌的耐药

性监测。 
 
 

PU-4092 

基于链特异性转录组测序技术分析鲍曼不动杆菌 

群体感应与生物膜形成的相关性 

 
张康见 1,王传新 1,魏军 2,王利新 2,毛海婷 1,乔霞 2 

1.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通过对浮游和生物膜状态下的鲍曼不动杆菌 ATCC 17978 进行转录组学测序，并进行生物信

息学分析，探究其生物膜形成与群体感应之间的关系，进而寻找抑制鲍曼不动杆菌生物膜形成的靶

点，为临床治疗生物膜相关感染提供新的启发。 

方法  ATCC 17978 进行转录组测序后，获得一系列差异表达基因。定量、定性分析临床分离鲍曼

不动杆菌生物膜的形成，并行细菌耐药性检测。对 RNA-seq 结果中的与群体感应、生物膜形成及耐

药性相关的差异表达基因的表达水平及其可能参与的细胞组分、代谢过程和具备的生物学功能进行

验证。建立生物膜模型，检测群体感应分子 C12-HSL对生物膜形成的影响。 

结果  临床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具有较强的生物膜形成能力，产膜率为 68%，而当其形成生物膜后

耐药性显著增强。RNA-seq 测序识别差异基因 504 个，以浮游菌为对照，其中上调 264 个，下凋

240 个。QRT-PCR 验证结果与测序数据一致。C12-HSL 的加入使生物膜的形成能力增强，细菌运动

性增强。 

结论  测序结果中群体感应相关越因与生物膜形成相关基因表达水平一致。生物膜状态群体感应基

因表达上调，提示群体感应与生物膜形成存在相关性。 
 
 

PU-4093 

Emergence of NDM-1-producing Escherichia coli in the 
Shandong province of China 

 
伊茂礼,孙成铭 

烟台毓璜顶医院 

 

目的  The goal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drug resistance mechanism and molecular 

epidemiology of five strains of PAN-drug resistant Escherichia coli isola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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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PCR-based surveillance was used to detect the blaNDM-1 gene. For blaNDM-1-positive 

isolates, molecular typing was performed using PFGE. The genetic location of bla NDM-1 was 
determin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FGE profiles of S1 nuclease-digested genomic DNA and 
Southern blot hybridization. plasmid transfer to E. coli recipients was investigated using filter 
mating and electroporation 

结果  Five isolates harboring blaNDM-1 were identified; the strains were clonally diverse and 

carried blaNDM-1 on different plasmids. 

结论   A systemic surveillance network should be established for monitoring these resistant 

bacteria. 
 
 

PU-4094 

218 株临床分离表皮葡萄球菌分布及耐药分析 

 
王佳琳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了解沈阳军区总医院 2017 年检出 218 株表皮葡萄球菌临床分离株的分布特征及其药物敏感

性，为临床合理选用抗生素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12 月我院临床送检的 5100 株（按病人统计）分离病原菌中表皮葡萄球

菌进行研究，应用 Bact/ALERT 3D 全自动血培养仪进行血液培养，VITEK 2 Compact 全自动微生

物鉴定仪进行微生物鉴定和药物敏感试验,采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比较该病原菌分

布情况、药物敏感试验情况。 

结果  5100 株（按病人统计）分离病原菌中，表皮葡萄球菌位居第 7 位，构成比为 4.3%

（218/5100），前 4 位的病原菌分别肺炎克雷伯菌占 13.9%（708/5100）、大肠埃希菌占 12.4%

（634/5100）、鲍曼不动杆菌占 11.2%（572/5100）、铜绿假单胞菌占 10.8%（551/5100）。表皮

葡萄球菌（MRSE）主要标本分布：血液 44.5%（51.0%）、无菌体液 13.3%（12.9%）、分泌物、脓

汁 15.1%（10.03%）。642 株血培养阳性病原菌中表皮葡萄球菌 44.5%、大肠埃希菌 16.2%、屎肠球

菌 9.7%、肺炎克雷伯菌 7.5%、金黄色葡萄球菌 7.3%。218（155 株 MRSE）株表皮葡萄球菌对万古

霉素、替考拉宁、利福平、莫西沙星敏感率分别为 100%（100%）、100%（100%）、90.2%

（87.1%）、84.2%（80.4%）。 

结论  我院 2017 年表皮葡萄球临床分离株，以 MRSE 为主，尚未发现耐万古霉素表皮葡萄球菌，血

培养阳性最多的菌株是表皮葡萄球菌，对表皮葡萄球菌行药敏鉴定，为临床诊断治疗用药提供科学

用药依据。 
 
 

PU-4095 

Transmiss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blaNDM-1 in 
Enterobacter cloacae at a teaching hospital in Yunnan, 

China 

 
Yan Du1,Na Du2,Shumin Liu1,Min Niu1,Yong Duan1,Mengshuang Zhang1,Jing Yao1,Jian Mao1,Ran Chen1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2.Yunnan Provincial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was undertaken to investigate the epidemiological dissemination of 
the blaNDM-1 gene in Enterobacter cloacae isolates at a teaching hospital in Yunnan, China. 
Methods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was performed using VITEK 2 system and E-test 
gradient strips. The presence of integrons and insertion sequence common region 1 (ISCR1) 
were examined by PCR and sequencing. Clonal relatedness was assessed by pulsed-field 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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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phoresis(PFGE) and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Conjugation experiments and 
Southern blot hybridization were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transferability of plasmids.  
Results  Ten E. cloacae isolates and their Escherichia coli transconjugants were exhibited similar 
resistant patterns to carbapenems, cephalosporins and penicillins. 8 (80%) of E. cloacae isolates 
carried class 1 integron and 1(12.5%) carried class 2 integron. Integron variable regions harbored 
the genes which encoded resistance to aminoglycosides (aadA1, aadA2, aadA5, aadB, aac(6’)-
Ib-cr), sulfamethoxazole/trimethoprim (dfrA17, dfrA12, dfrA15) and Streptozotocin (sat2). Six E. 
cloacae isolates belonged to ST74 and exhibited highly similar PFGE patterns. Each isolate 

shared an identical plasmid with ∽ 33.3kb size that carried the blaNDM-1 gene, except T3 strain, of 

which the blaNDM-1 gene was located on a ∽50kb plasmid.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plasmid was able to contribute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blaNDM-1. Hence,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devoted to monitor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blaNDM-1 
gene due to its horizontal transfer via plasmid. In addition, nosocomial surveillance system should 
actively monitor the potential endemic clone of ST74 to prevent their further spread. 
 
 

PU-4096 

Clinical isolates characteristic and bacterial resistance 
surveillance 

 
Chen Rong 

The first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and sample source of clinical isolates and to illuminate 
the susceptibility and resistance profile of clinical isolates collected from the first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during 2016. Finally to provide the guidelines for clinical treatment and help 
clinical doctor choose the antimicrobial agents accurately and quickly. 
Methods  The clinical isolat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first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during 2016. The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 was performed by VITEK 2 and Kirby-Bauer 
method. The WHONET 5.6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data which was calculate 
according to the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CLSI) breakpoints.  
Results  There were 28675 samples in our hospital during 2016, a total of 8844 bacteria and 
1978 fungus were isolated and the positive rate was 37.74%. The clinical samples distribution of 

top 5 departments were intensive care unit、 the departments of urology、respiratory、infection 

and neurosurgery. There were 6349 gram negative organisms and 2429 gram positive organisms. 

Bacterial strains distribution of top 5 gram negative organisms wereAcinetobacter baumannii、
Pseudomonas aeruginosa、Klebsiella pneumoniae、E.coli and Burkholderia cepacia. Bacterial 

strains distribution of top 5 gram positive organisms were Enterococcus faecium 、
Staphylococcus aureus 、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 、 Enterococcus faecalis and 

Streptococcus viridans. Candida albicans was the most common strains of fungus which was 
susceptible to most anti-fungus agents. The ESBLs positive strains accounted for 
40.48%(602/1487) in Enterobacteriaceae. E.coli had the most high positive rate(59.97%) rather 
than other ESBLs positive strains of Enterobacteriaceae. The resistant rate to carbapenems of 
isolates which was still low in the Enterobacteriaceae was 3.56%(53/1487). The percentage of 
carba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CRKP)  was higher than other strains of 
Enterobacteriaceae. CRKP made antimicrobial treatment more difficult and caused higher 
mortality rates as we known.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had the highest resistant rate to most 
common antimicrobial agents than other clinical isolates. The percentage of methicillin-resistant 
strains in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 and coagulase negative Staphylococcus (MRCNS) 
was 34.83% and 77.16%, respectively. MRSA and MRCNS were more resistant to other 
antimicrobial agents than isolates which were susceptible to methicillin. However all of MRSA and 

MRCNS strains were susceptible to vancomycin、teicoplanin and linezolid. Enterococcus faec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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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more susceptible to most antimicrobial agents than those of Enterococcus faecium. The 

resistant rate of Enterococcus faecium to penicillin、erythrocin、ampicillin、ciprofloxacin and 

levofloxacin was more than 90%.  
Conclusions  The resistant rate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that poses a big threaten to clinical 
treatment. A growing number of clinical isolates show the phenomenon of multiple drug 
resistance which implies the importance of infection precaution and control. Clinical doctor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rational drug administration. The complicated resistant mechanism of 
bacteria should be researched further. 
 
 

PU-4097 

监护室患者血液病原菌分布情况 

 
丁雪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了解沈阳军区总医院病房患者血液病原菌分布特点及院内病原茵的流行病学分布，指导临床

合理用药，控制院内感染，为临床对重症监护病房患者进行预防和治疗时提供重要的参考。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患者血培养结果，血培养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血培养

仪进行培养，阳性标本用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time of mass spectrometry

（MALDI-TOF MS）和 VITEK-2 compact 进行鉴定。 

结果  共分离出血液病原菌 786 株，其中革兰阳性占 43.13%，革兰阴性占 50.00%，真菌占

6.87%。其中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表皮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热带

假丝酵母菌均为优势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白色假丝酵母菌逐年增高，金黄色葡萄球菌上升趋势

尤为明显。病原菌主要分布在急诊监护室、神外监护室、呼吸内科监护室。 

结论  重症监护病房（ICU）患者多患有严重的基础疾病，长期卧床更易滋生病原菌，致使病原菌

感染率及多样率升高。免疫功能低下，而各种介入性治疗更增加了感染风险，菌血症、败血症是严

重的全身性感染，给临床治疗造成极大困扰。该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患者医院感染血液病原菌以革兰

阴性菌和阳性菌为主，真菌分离率较低。重症监护细菌的阳性检出率较高，在加强控制医院监护室

感染的发生率的同时，医护人员应严格加强卫生管理。 

 
 

PU-4098 

Value of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sputum smear  with 
gram stain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Xiaoxian Yin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zhou University， Changzhou， Jiangsu 

 
Objective  To study the value of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sputum smear with gram stain in 
Clinical applications. 
Methods  375 sputum specimen were collected from hospitalized patients during June to July 
2015, which were classified from grade A to grade E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All the 
specimens were conducted gram-staining after smeared and their routine bacteria culture and 
identification were performed respectively.  
Results  Among 375 sputum specimens,259 cases were qualified and accounted for 69.07%,116 
cases were unqualified and accounted for 30.93%.The smear bacteria detection rate 
(72.20% )and culture positive rate(61.00%) of the qualified cas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rates of the unqualified cases. 
Conclusions  It is feasible to select qualified sputum specimen through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sputum smear. After eliminating unqualified specimen, the results of sputum smear with gram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227 

 

stain have a better coincident rate with the results of bacteria culture. Therefore,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sputum smears with gram stain has certain laboratory diagnostic value. 
 
 

PU-4099 

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菌耐药机制分析 

 
刘爽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临床分离的耐碳青霉烯类药物的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性，为临床用药和防止细菌流行和

传播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收集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15-2016 年临床分离的非重复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耐药的

肺炎克雷伯菌进行分析。利用 Microscan 96plus 进行细菌鉴定及药敏实验。采用改良 Hodge 实验

检测碳青霉烯酶，采用 EDTA 协同实验检测 B 类金属碳青霉烯酶，采用 PCR 方法检测可能存在的

耐药基因。 

结果  碳青霉烯耐药的肺炎克雷伯菌共 82 株。改良 Hodge 实验阳性率 73.8%、EDTA 协同实验阳

性率 77.66%；PCR 扩增出 NDM 阳性株 24 株，阳性率 29.27%，KPC 阳性株 58 株，阳性率

70.73%。 

结论  实验结果表明产 NDM、KPC 型碳青霉烯酶是临床分离的 82 株碳青霉烯耐药的肺炎克雷伯菌

重要的耐药机制，而且该菌株对大多数临床常用抗菌药物呈现高耐药性。 

 
 

PU-4100 

四例布鲁菌感染病例分析 

 
马淑青 

威海市立医院 

 

目的  布鲁菌病是由布鲁氏菌引起的一种重要动物源性人兽共患病，临床表现与普通的感冒症状相

似，易引起临床误诊，也因此容易被人们忽视，未能及时对该病进行诊治。2016 年 1 月-11 月本院

发现并确诊了 4 例布鲁菌病患者，现分析报告如下。 

方法  对患者进行了血常规检查和病原学检测包括：血清凝集及血培养、革兰染色特点及初步生化

鉴定来对患者感染的细菌进行鉴定。 

结果  根据血清凝集及血培养阳性的菌落特点、革兰染色特点及初步生化鉴定，判定疑是布鲁菌，

结果已经得到市疾控确证。 

结论  临床上诊断布鲁菌感染主要依赖于患者病史、接触史、体征等流行病学特点及其微生物培养

结果并结合血清免疫学试验。该菌袭力较强，可以通过黏膜、 完整皮肤、 呼吸道和消化道感染人

类。因此，应提高对布鲁菌感染及其流行病学的认识。 

 
 

PU-4101 

多重 PCR 技术在病原微生物检测中的应用进展 

 
毕艳妮 

威海市立医院 

 

目的  简要论述了多重 PCR 技术的原理，在细菌病原体的检测、病毒病原体的检测及微生物耐药性

检测等方面的应用, 并进一步阐述了多重 PCR 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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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通过文献总结论述了多重 PCR 技术的原理，在细菌病原体的检测、病毒病原体的检测及微生

物耐药性检测等方面的应用, 并进一步阐述了多重 PCR 的应用前景。 

结果  多重 PCR 能作为传统血清学分型的辅助方法用于多种病原微生物的鉴定,为临床确诊及现场

流行病学调查提供快速准确的实验室技术支持。多重 PCR 已广泛应用于病毒性疾病的实验和临床

研究。多重 PCR 方法可以同时对病原菌进行多种耐药基因的筛选, 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细菌耐药

的资料, 有效地指导临床用药。 

结论  多重 PCR 虽为一种特异灵敏、简便快速、高通量的检测技术，可在细菌病原体的检测、病

毒病原体的检测及微生物耐药性检测方面广泛应用。 
 
 

PU-4102 

The infection of Epstein-Barr virus and Human 
Papillomavirus play a non-deterministic role in gastric 
carcinomas in a region at high risk of gastric cancer 

 
王明义 

威海市立医院 

 

目的  Although the high risk of gastric cancer was reported in a littoral region of Northeast China, 

there is currently no report explaining the mechanisms resulting in the phenomenon. 

方法  Gastric mucosa tissu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patients with the gastroduodenal diseases 

in the region at high risk of gastric cancer, and EBV and HPV were detect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astric carcinomas and the viruses infection. 

结果  Diseases (n=98) were diagnosed by pathological manifestations, including chronic gastritis 

(n =44), peptic ulcer (n = 30), and gastric cancer (GC, n=24). None of EBV and HPV DNA was 
detected in the tissue from the patients.  

结论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role of EBV and HPV in gastric cancer is not well explicit and 

still need to be clarified in the future studies,especially in Northeast China. 
 
 

PU-4103 

B 族链球菌增菌肉汤在 B 族链球菌检测中的应用效果 

 
刘连庚,李莹 

盐城市中医院 

 

目的  通过比较哥伦比亚血琼脂平板、GBS 显色平板和 GBS 增菌肉汤检测结果来评价 B 族链球菌

增菌肉汤在 B 族链球菌检测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收集妊娠晚期 35 ～ 37 周孕妇阴道下端及直肠样本 596 例，同时直接接种及经 GBS 增菌肉

汤增菌后接种哥伦比亚血平板和 GBS 显色平板，观察各平板上 GBS 的生长情况。 

结果  直接接种后分别培养 24 h 和 48 h，哥伦比亚血平板 GBS 的检出率均为 4.36% ; 而 GBS 显

色平板培养 24 h 的检出率是 4.03%  、48 h 的检出率是 4.36% 。GBS 增菌肉汤增菌后培养 24 h 

和 48 h，哥伦比亚血琼脂平板 GBS 的检出率均为 5.54% ; GBS 显色平板的检出率均为 5.54% 。 

结论  待检标本通过 18 ～ 24 h 的 B 族链球菌增菌肉汤增菌后然后再转种到哥伦比亚血琼脂平板或

GBS 显色平板，24 h 后观察生长结果，经 B 族链球菌增菌肉汤增菌后的 GBS 菌落明显提高了阳

性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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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04 

抗菌药使用对铜绿假单胞菌和鲍曼不动杆菌耐药率的相关性分析 

 
谭红丽,黄艳梅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医院近几年抗菌药物使用情况以及对铜绿假单胞菌和鲍曼不动杆菌耐药的影响，为临床

合理使用抗菌药物，降低细菌耐药率提供指导依据。  

方法  对我院 2013-2017 年常用抗菌药物使用频度和强度及同期分离的铜绿假单胞菌和鲍曼不动杆

菌耐药情况进行回顾性调查分析。 

结果  医院抗菌药物使用强度（AUD）从 2013 年-2015 年逐年上升，2016 年有所下降。铜绿假单胞

菌和鲍曼不动杆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率也在缓慢上升。2016 年铜绿假单胞菌耐药率有所下

降，而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率，特别是对头孢类、碳青霉烯类的耐药率仍居高不下。抗菌药物使用

频度（DDDS）分析，铜绿假单胞菌耐药率与左氧氟沙星和头孢他啶的使用频度呈高度正相关，与头

孢曲松、亚胺培南和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呈一定正相关，与头孢哌酮/舒巴坦、头孢呋辛、头孢吡肟

和庆大霉素呈负相关。鲍曼不动杆菌耐药率与美洛培南使用频度呈显著的正相关，有统计学意义

（r=0.938，P=0.018），与头孢吡肟和庆大霉素呈一定正相关，与亚胺培南、加酶抑制剂抗生素、

左氧氟沙星、头孢他啶、头孢呋辛呈负相关。 

结论  铜绿假单胞菌和鲍曼不动杆菌对临床常用抗菌药物耐药率高。鲍曼不动杆菌除对头孢哌酮/

舒巴坦较敏感外，对其它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均明显高于铜绿假单胞菌，特别是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

率与美洛培南使用频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为避免细菌耐药的快速发展,应加强抗菌药物的监

管。 
 
 

PU-4105 

滨州市 2015-2016 年 0-3 岁婴幼儿呼吸道感染病毒谱系特征 

 
张国翠,张静,熊德栋 

滨州市结核病防治医院/滨州市肿瘤医院/滨州市中心医院 

 

目的  分析滨州市 0-3岁婴幼儿呼吸道病毒感染谱系，各种病毒占比以及其季节和年龄分布 

方法  征集滨州市中心医院儿科呼吸道发热门诊 0-3 岁组婴幼患儿 102 例,以咽拭子对呼吸道分泌

物采样，提取样本中病毒核酸，反转录合成 cDNA，使用 Seeplex
®
 RV15 ACE Detection kit 扩增

15 种呼吸道病毒的目的基因，以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特异性产物条带，判定感染病毒。并以检出

病毒与检出季节和临床特征进行比较 

结果  102 例呼吸道感染患儿从咽拭子中检出病毒阳性 93 例（91.2％），其中 PIV2 型、hRV 和

FluA 各检出 29.4％、29.4％和 27.5％,其他病毒检出率 PIV3 为 19.6％，PIV1 和 RSVA/B 为 11.8

％，hEV 为 10.8％，ADV 为 6.9％，HBoV 为 4.9％，FluB 和 229E/NL63 为 3.9％，PIV4 为 2.9％，

OC43/HKU1 为 1.9％，hMPV 未检出。检出双重感染 20 例，三重感染 15 例，四重感染 6 例，五重感

染 1 例，占检出比率为 45.2％（42/93） 

结论  PIV2 型、hRV 和 FluA 是滨州市 0-3 岁组婴幼儿呼吸道感染的前三位病毒病原体，多重病毒

感染常见。临床症状发热，咳嗽和流涕对检出主要病毒种类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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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06 

Rapid Identification of Toxigenic and Non-toxigenic 
Clostridium difficile using the MALDI-TOF MS Saramis 

System 

 
Lidan Chen1,Lizhi Wang1,2,Jingwen Quan1,Ling Cao1,Bin Xiao1,Xiaoyan Huang1,Yang Liao1,Zhaohui Sun1,Linhai 

Li1 
1.Guangzhou general hospital of Guangzhou Military Commond of PLA 

2.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Changde City 

 
Objective  Early diagnosis of Clostridium difficile (C. difficile) is critical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linical treatment of C. difficile associated disease. However, the existing diagnostic methods are 
primarily enzyme-linked immunoassays, which are not directly linked to the Clostridium difficile 
ribotype. 
Methods  In the present study, 130 strains of C. difficile were isolated and classified using matrix-
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MALDI-TOF MS). The 
MALDI-TOF system could classify different sequence type strains isolated from the fecal samples 
of diarrhea patients, which showed a good correlation between MLST of clostridium difficile and 
strain clustering by mass spectrometry. This system also could distinguish clinical isolates of 
toxigenic and non-toxigenic C. difficile via an in-house database of SuperSpectra based on 
reference spectra of 32 toxigenic and 32 non-toxigenic strains. 
Results  Using the updated SuperSpectra to sort the unidentified 66 isolates in a blind validation 

test, the Saramis assay accurately identified 23（71.9%）of toxigenic C. difficile strains from 32 

clinically validated toxigenic C. difficile strains and 26（76.5%）from 34 non-toxigenic strains. 

This provided a faster method of surveilling C. difficile infection (CDI) tha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method and established a novel, rapid and sensitive MALDI-TOF MS Saramis 
assay for future C. difficile study in a research-use-only system. 
Conclusions  This provided a faster method of surveilling C. difficile infection (CDI) tha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method and established a novel, rapid and sensitive MALDI-
TOF MS Saramis assay for future C. difficile study in a research-use-only system. We conclude 
that the MALDI-TOF MS Saramis system will greatly improve the detection efficiency of toxigenic 
C. difficile from clinical fecal samples.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methodology for clinical 
laboratory technicians and provides experience for further study. 
 
 

PU-4107 

Robinsoniella peoriensis 与艰难梭菌鉴别检测方法的研究 

 
陈丽丹,王丽志,曹玲,黄晓燕,吴伊雪,李林海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目的  从一例疑似抗生素相关性腹泻患者的粪便标本中分离到了一株 Robinsoniella peoriensis

（R.peoriensis），采用几种实验室检测方法与艰难梭菌（Clostridium difficile）进行鉴别诊

断。 

方法  对分离株进行革兰氏染色、生长特性、形态特点、生化特征、酶免疫法检测、基质辅助激光

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 MS）以及 16S rRNA 序列分析。 

结果  在本课题组所采用的鉴别方法中，MALDI-TOF MS 与谷氨酸脱氢酶（GDH）均不能将

R.peoriensis与艰难梭菌区别开，16s rRNA测序是唯一能准确鉴定 R.peoriensis的方法。 

结论  传统的鉴定系统尚不能识别或错误识别 R.peoriensis，易与艰难梭菌产生混淆，干扰艰难

梭菌相关性腹泻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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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08 

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血流感染的危险因素及耐药性分析 

 
胡仁静,黄红宇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 

 

目的  分析肺炎克雷伯菌血液感染患者感染的临床特征及危险因素，比较分析经典与高毒力肺炎克

雷伯菌感染。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血流感染肺炎克雷伯菌的 89 例患者的临床特

征，所有菌株进行黏液丝试验，用 PCR 法检测高毒力相关的荚膜血清型，采用大蜡螟试验作为高毒

力肺炎克雷伯菌筛查的参考实验。  

结果  大蜡螟试验显示 89 株肺炎克雷伯菌分为高毒力组 17 株、经典组 72 株；荚膜血清型检测

发现高毒力组均为常见高毒力血清型，经典组未检出常见的高毒力血清型。黏液丝试验高毒力组的

阳性率为 88.2%（15/17）、经典组的阳性率为 6.9%（5/72）；经典组患者中肿瘤患者占 41.7%

（30/72）、医院获得性占 59.7%（43/72）；肝脓肿、社区获得性、糖尿病是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

的危险因素。药敏结果显示高毒力组除氨苄西林天然耐药外，其余抗生素的耐药率均低于 2%，经

典组中头孢吡肟、头孢哌酮/舒巴坦、阿米卡星的耐药率低于 5%，其余抗生素的耐药率均高于 10%

（10.6%-35.5%）。 

结论  黏液丝试验可作为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的筛查试验，PCR 荚膜血清型检测与大蜡螟试验检测

效能一一致，经典组的肺炎克雷伯菌耐药率高，高毒力组社区高发、进展迅速、治疗棘手，必须采

取有效措施控制其传播。 
 
 

PU-4109 

白毒蕈中毒患者肺炎克雷伯菌血流感染 

的耐药机制研究及同源性分析 

 
胡仁静,罗亮,黄红宇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 

 

目的  对临床分离白毒蕈中毒血流感染患者分离的肺炎克雷伯菌进行耐药机制研究及同源性分

析。  

方法  对白毒蕈中毒患者的股静脉导管尖端、经导管血液标本及外周血血液标本中分离到的 4 株肺

炎克雷伯菌进行药敏试验，采用改良 Hodge 试验、Carba NP 试验Ⅱ、碳青霉烯类失活试验(CIM 实

验)检测碳青霉烯酶；所有菌株进行耐药基因筛查、高毒力相关荚膜血清型及主要毒力基因的检

测。采用多位点序列分型技术(MLST）、脉冲场凝胶电泳(PFGE)进行菌株同源性的分析，并比较两

者之间的一致性。 

结果  首次血液外周血分离的肺炎克雷伯菌亚胺培南敏感菌株（C1594）；3 日后分离自导管尖

端、经导管外周血、外周血菌分离出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C1595、C1596、C1597）；分离

经导管的外周血检出时间早于外周血报阳时间，且大于两小时，符合血管相关性血流感染的诊断。

C1594 碳氢霉稀酶筛选试验均为阴性，未检出碳氢霉稀酶基因。C1595、C1596、C1597 三株细菌改

良 Hodge 试验均为阳性，Carba NP 试验Ⅱ为阳性且提示为产 A 组酶；C1595、C1596、C1597 均检出

blaKPC-2基因，而未检出其他碳氢霉稀类等耐药基因，未检出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的基因；PFGE 结果

显示：C1595、C1596、C1597 为同一型别，C1594 菌株 PFGE 的条带明显区别于 CRE；MLST 分型结果

显示 C1594为 ST1922，其余 3株菌均属于 ST36型。 

结论  白毒蕈中毒血流感染患者在血液净化过程中极易发生感染，该患者发生了碳氢霉烯类耐药菌

株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PFGE 证实为同一株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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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10 

67 例新生儿败血症的临床分析 

 
葛秋霞 

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解我院 2016-2017 这两年来新生儿败血症的发生例数、病原菌种类以及在它的诊疗过程中的

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 BD 公司的 PhoenixTM 100 全自动细菌鉴定仪,对这两年江苏省妇幼保健院临床分离的细

菌进行鉴定，采用 MIC 法进行药敏试验，并以本院 67 例新生儿败血症患儿为研究组, 同期入院

的非感染性患儿 67 例为对照组, 对新生儿败血症的临床特点以及发生败血症的新生儿的白细胞

计数、CRP等几项检查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看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新生儿败血症的血培养阳性率占 58. 2% , 其中杆菌相对多 56. 4% , 球菌 43. 6%；

70.15％的病例外周血白细胞计数杆状核白细胞与中性粒细胞之比≥0.2（P<0.05）；50.75％的病

例 CRP数值多升高（P>0.05）；94.03％新生儿败血症病例发生高磷血症（P<0.05）。 

结论  白细胞计数、CRP 含量、体内 P 含量在新生儿败血症的诊疗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因素，可

作为临床参考依据 
 
 

PU-4111 

Distribution of H. pylori virulence markers in patients with 
gastroduodenal diseases in a region at high risk of 

intestinal metaplasia and gastric cancer 

 
Mingyi Wang 

Weihai Municipal Hospital 

 
Objective  Helicobacter pylori (H. pylori) is a major human pathogen that is responsible for 
various gastroduodenal diseases. We investigated the prevalence of H. pylori virulence markers 
in a region at high risk of intestinal metaplasia and gastric cancer. 
Methods  36 H. pylori strains were isolated from patients with gastroduodenal diseases. cagA, 
the cagA 3’ variable region, cagPAI genes, vacA, and dupA genotypes were determined by PCR, 
and some amplicons of the cagA 3’ variable region, cagPAI genes and dupA were sequenced. 
Results  cagA was detected in all strains, and the cagA 3’ variable region was amplified and 
sequenced in 24 strains, including 22 strains possessing the East Asian-type. The partial cagPAI 
(27.8%) presented at a higher frequency in chronic gastritis (44.4%) than that of the severe 
clinical outcomes (P=0.03). Based on the phylogenetic trees, the cagPAI genes of most isolates 
were included in the East Asian-group, and all strains with the Western-group cagPAI genes were 
isolated from chronic gastritis. The most prevalent vacA genotypes were s1a/m2 ( 50%) and 
s1c/m2 (13.9%). 10 strains (27.8 %) possessed dupA and sequencing of dupA revealed a ORF of 
2,449-bp. 
Conclusions  The high rate of East Asian-type cagA, intact cagPAI, and virulent vacA genotypes 
may underline the high risk of intestinal metaplasia and gastric cancer in the region. East Asian-
group of cagPAI genes is likely being more active for the severe clinical outcome. The prevalent 
dupA in the region is the conserved, intact and long gen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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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12 

结核病的临床检测与研究进展 

 
陈汐濛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核病(tuberculosis, TB)是由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MTB)引起的以

呼吸道传播为主的慢性传染病，是当今世界由单一致病菌感染引起的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严重威胁

着人类的健康。临床上最常见的结核病为肺结核，近些年来肺外结核的发病率也逐年升高。同时还

有研究显示，人群中还存在着广泛的潜伏性结核感染者（LTBI），大大增加了结核病的传播风险。

随着 HIV 在全球感染率的上升，目前出现了 HIV 和 TB 双重感染流行的趋势，加重了结核病的疫

情、增加了结核防治工作的难度。因此加快结核病的临床检测相关研究，提高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

性是目前世界结核病研究的首要工作。 

方法  收集临床标本进行检测 

结果  结核病的检测手段目前仍较局限，需要有更多的新研究来为今后结核病的诊断提供新思路和

新方法。 

结论  近年来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以及交叉学科的构建，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应用于结核病诊断方法的

研究发现中。目前来看，创新诊断方法主要有：血清学标志物、菌体蛋白标志物、外泌体、基因表

达产物、蛋白质组学等。虽然目前仍没有较好的新方法广泛应用于临床，但上述这些创新已经为结

核病诊断方法的革新带来了许多新机遇。伴随今后对结核杆菌研究的不断深入，相信未来会有能够

广泛推广于世界各国的新检测手段出现。 
 
 

PU-4113 

3 个月龄以内婴儿败血症病原菌构成及耐药状况分析 

 
徐晓明,付捷,高坎坎,庄晓旭,刘海英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目的  探讨月龄＜3 个月婴儿败血症的病原菌组成及其对抗菌药物耐药情况。 

方法  选择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回顾性分析 924 例月龄＜3 个月的婴儿败血症

患儿的病原菌分布情况，早发型败血症（EOS，0-6 天）与晚发型败血症（LOS，7-89 天）患儿病原

菌分布情况，以及常见革兰阴性杆菌、革兰阳性球菌对抗菌药物耐药情况。 

结果  本研究 924 例月龄＜3 个月的婴儿败血症患儿，血培养分离出的 968 株病原菌中，革兰阴性

杆菌为 593 株（61.3%，593/968），其以大肠埃希菌（21.4%，207/968），肺炎克雷伯菌

（19.6%，190/968）为主；革兰阳性球菌为 318 株（32.9%，318/968），其以 B 组链球菌

（11.5%，111/968），金黄色葡萄球菌（7.7%，75/968），粪肠球菌（4.1%，40/968）为主。197

例 EOS 患儿血培养共计分离出病原菌 226 株，常见病原菌前 3 位依次为大肠埃希菌（23.9%，

54/226）、B 组链球菌（17.7%，40/226）、肺炎克雷伯菌（15.9%，36/226）。727 例 LOS 患儿血

培养共计分离出病原菌 742 株，常见病原菌前 3 位依次为肺炎克雷伯菌（20.8%，154/742）、大肠

埃希菌（20.6%， 153/742）、B 组链球菌（9.6%，71/742）。593 株革兰阴性杆菌中，大肠埃希菌

和肺炎克雷伯菌对氨苄西林耐药率均为最高，分别为 81.1%和 99.4%；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阿米

卡星、厄他培南、亚胺培南、头孢吡肟耐药率较低，为 0～17.2%。 

结论  革兰阴性杆菌是月龄＜3 个月婴儿败血症的主要病原菌，其次是革兰阳性球菌。B 组链球菌

所占比例位居革兰阳性球菌首位，在 EOS 患儿病原菌中所占比例仅次于大肠埃希菌。临床选择抗菌

药物治疗月龄＜3个月婴儿败血症患儿时，应高度注意病原菌耐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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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14 

2015～2017 年我院常见革兰氏阴性杆菌的耐药分析 

 
姜昌丽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目的  通过对近三年我院常见革兰氏阴性杆菌的耐药统计与分析，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应用实验室信息系统 Lab5.0（金蝶医疗，版本号 5.100521）中的细菌阳性统计模块对 2015

～2017年我院分离到的常见革兰阴性杆菌进行统计及药敏数据分析。 

结果  结果显示连续三年我院分离到的革兰阴性杆菌前八种均为大肠埃希菌、鲍曼不动杆菌、洋葱

伯克霍尔德菌、铜绿假单胞菌、液化沙雷菌、粘质沙雷菌、奇异变形杆菌和醋酸钙不动杆菌。药敏

数据分析显示八种常见革兰氏阴性杆菌具有相似的耐药谱，均对氨苄西林、复方新诺明、头孢地

嗪、头孢曲松和头孢唑啉明显耐药，2015 年对头孢呋辛也明显耐药，近两年对耐药性有所下降，

但增加了对诺氟沙星和头孢哌酮/舒巴坦的耐药性。 

结论    
 
 

PU-4115 

利用生物学性状和 16S rRNA 测序鉴定 

软组织挫伤所致血流感染菌种一例 

 
马淑青 

威海市立医院 

 

目的  从一例软组织挫裂伤患者血液里分离出一株菌株，对该菌株进行鉴定和药敏试验，为临床提

供用药指导。 

方法  对患者双上肢抽取血液进行细菌培养，结合生物学性状和 16S rRNA 测序对该细菌进行鉴

定，并对该细菌进行药敏试验。 

结果  血培养 48h 后，血平板上可见光滑湿润，圆整突起，不溶血，黄色，直径为 0.5~1mm 的细小

菌落。经革兰染色，呈长丝状，极少为分枝状。麦凯康平板上可见灰尘样菌落。该菌氧化酶试验阳

性。O-F 培养基中分解葡萄糖、蔗糖、乳糖，为氧化型。七叶灵，柠檬酸均为阳性。靛基质，硝酸

盐还原、精氨酸、脲素、明胶、结合甘露醇均为阴性。API20NE 的编码 0463344，id%为 99.2%，结

合 16S rRNA 测序鉴定该菌为少动鞘氨醇单胞菌。该菌对亚胺培南，美洛培南、复方新诺明、庆大

霉素敏感，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头孢西丁、左氧氟沙星、四环素中度敏感，

对头孢噻肟、环丙沙星、头孢他定、头孢吡肟、氨曲南、阿米卡星耐药。 

结论  人体软组织损伤是人类运动系统中的一种常见病、多发病，一般是受外来的机构压力的作

用，当达到一定的强度而诱发损伤，产生症状的。由于软组织损伤伴有开放性伤口或创面，为细菌

进入人体打开通道，可导致继发的感染甚至是菌血症，因此应引起临床的足够重视。 
 
 

PU-4116 

尿路感染上行所致血流感染中分离出多重耐药弗格森埃希菌一例 

 
马淑青 

威海市立医院 

 

目的  就临床收治的尿路感染上行所致血流感染中分离出多重耐药弗格森埃希菌患者一例进行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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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患者的尿液标本和全血标本进行细菌培养、细菌鉴定和药敏试验分析，以确定感染细菌的

种类及其药敏特性，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和指导。 

结果  鉴定该患者所感染的细菌为弗格森埃希菌, 且呈多重耐药性。 

结论  弗格森埃希菌虽不常见，但因其可引起多系统感染，并有多重耐药菌株的出现，需引起临床

细菌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PU-4117 

3 种艰难梭菌感染检测方法的比较及分析 

 
王丽志 1,2,陈丽丹 1,肖斌 1,甘燕玲 1,李林海 1,王前 2 

1.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2.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评价 3种艰难梭菌感染(CDI)检测方法的诊断效能，为 CDI寻找合适的诊断方案。 

方法  收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总医院 2016 年 5 月~12 月疑似 CDI 的腹泻患者粪便标本 70 例，采

用 3 种方法进行检测：(1)培养法；(2)酶联荧光法检测艰难梭菌毒素 A/B(CDAB)和谷氨酸脱氢酶

（GDH）；(3) q-PCR 扩增艰难梭菌特异性基因 tpi 和毒素基因（tcdA/tcdB）。以培养法的检测结

果作为参考标准，计算 3种方法的诊断指标。 

结果  收集粪便样本 70 例，分离艰难梭菌 13 例（18.57%），其中产毒株 6 例（8.57%）。q-PCR

法鉴定 tpi 基因阳性 17 例，其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诊断符合率分别为

92.31%、91.23%、70.59%、98.11%、91.43%，均高于 GDH 法（84.62%、84.21%、55.00%、96.00%、

84.29%）（c
2
=24.881，P＜0.001），且 q-PCR 扩增 tcdA/tcdB 的敏感度（66.67%）优于 CDAB

（33.33%）（c
2
=35.918，P＜0.001）。 

结论  CDAB 检测和 q-PCR 法特异性较高，GDH 法具有较好的灵敏度，3 者均有较高的阴性预测值。

与其他检测方法相比，q-PCR 法检测 CDI 具有时效性强，灵敏度高，特异性好等优势，适用于临床

推广。 
 
 

PU-4118 

托尔豪特链球菌所致感染性心内膜炎一例分析 

 
宋宇 

威海市立医院 

 

目的  感染性心内膜炎(infective endocarditis，IE)是一种对心脏破坏性极强的感染性疾病
[1]
，

现今随着医疗水平的发展以及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此病已不常见，但其致命性却不容忽视
[2]
。笔

者工作中接触并参与 1 例托尔豪特链球菌引起的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的诊断及治疗，由于托尔豪

特链球菌报道较少，结合病例、指南、文献分析如下 

方法  在未应用抗生素之前即进行血培养，并连续三次抽血送检，对该菌进行药敏试验、血培养物

直接涂片观察、16SrRNA 基因序列分析来对菌株进行鉴定。根据鉴定结果对患者进行抗感染治疗。 

结果  经培养及鉴定三次血培养均培养出同一种致病菌，为托尔豪特链球菌，感染性心内膜炎诊断

明确。DNA 测序结果经 BLAST 后与 GenBank 数据库菌株比对，结合以上相关菌落特征、细菌形态

以及生化反应进行待测菌株的鉴定，最终确定该菌为托尔豪特链球菌。该菌对万古霉素、头孢曲

松、头孢吡肟、利奈唑胺敏感，对左氧氟沙星、青霉素、克林霉素、红霉素耐药。并对头孢曲松进

行了 E-test，确定了 MIC为 0.125μg/mL 

结论  选择合适的抗生素是治疗和预防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先决条件，而要保证抗生素的选择正确，

首先必须了解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的感染特点，确定患者感染的主要病菌类型，并选择有效的抗生

素能更快地治愈患者，对临床治疗感染性心内膜炎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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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19 

16SrRNA 基因序列分析在临床血流感染 

和腹腔感染疑难菌株鉴定中的应用 

 
林静 

荣成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16SrRNA 基因序列分析的分子生物学方法在临床血流感染和腹腔感染疑难菌株鉴定中的

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 16SrRNA 基因序列检测方法结合传统生化反应，对血流感染患者分离的 20 株和腹部感

染患者分离的 30 株疑难菌株进行了鉴定。即 PCR 方法扩增 16SrRNA 基因可变区序列后，PCR 产物

测序结果经 BLAST与 GenBank 数据库菌株比对，同时结合生化反应对菌株进行鉴定。 

结果  采用 16SrRNA 基因序列分析方法，50 株疑难菌株均被正确鉴定。其中血流感染患者分离的

20 株疑难菌株主要为链球菌属，腹部感染患者分离的 30 株疑难菌株主要为链球菌属、肠球菌属和

放线菌属。 

结论  16SrRNA 基因序列分析方法可以应用于临床血流和腹部感染的疑难菌株鉴定中，具有特异性

和敏感性高的特点。 
 
 

PU-4120 

威海地区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状况分析 

 
宋宇 

威海市立医院 

 

目的  了解威海地区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情况及药敏分析。 

方法  对 1020 例儿科疑为肺炎支原体感染患者取咽拭子进行肺炎支原体培养并对 9 种抗生素进行

药敏试验。 

结果  1020 例标本检出肺炎支原体 146 例，阳性率为 14.31%，耐药率有高到低依次为红霉素

（39.7%）>罗红霉素（37.0）>克林霉素（32.9%）>克拉霉素（27.4%）>乙酰螺旋霉素（14.4%）>

阿奇霉素（6.8%）>加替沙星（0.7%）=斯帕沙星（0.7%）>左氧氟沙星（0.0%）。各年龄组及不同

性别间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一年中冬季发病率最高为 23.6%，秋季最低为 3.5%。 

结论  威海地区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为主要呼吸道感染源，各年龄段均易感染，四季均可发病，冬

季为高发季节，大环内酯类药物中阿奇霉素最适合作为儿童 MP 感染治疗药物。分离培养能对肺炎

支原体引起的肺炎进行确诊，临床治疗肺炎支原体选择药物时，其耐药性不容忽视，应该根据药敏

试验结果选用药物，使病患者能得到及时的治疗，并减缓耐药株出现。 
 
 

PU-4121 

Construction of a prokaryotic expression vector carrying 
pip-linker-momp fusion gene and Application of its Protein 

PLM in LP Serological diagnosis 

 
Tao Wang,Xinguo Peng,Bing Ji,Caixia Zhang 

B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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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Serological testing for antibody against Legionella neumophila(LP) is often the primary 
method of screening for possible Lp infections,In this study, we set the new ELISA method, in 
order to explore its practical value in the serological diagnosis of Lp infection.  
Methods  First,the pip gene of Legionella pneumophila, and momp gene that encodes an major 
outer membrane protein of Legionella pneumophila, were amplified from the recombinant plasmid 
pET-pip and pET-momp by PCR and cloned into the prokaryotic expression vector pET32a 
(+) containing thioredoxin gene Trx. Following analysis of the recombinant plasmid pET-LpPLM 
with restriction endonuclease digestion, PCR and DNA sequencing, the expression of pET-
LpPLM was induced with IPTG and the expressed fusion protein PIP-LINKER-MOMP(PLM) was 
examined with SDS-PAGE and Western blotting. Then the PLM was purified. The best working 
concentration of the PLM as coating antigen was screened separately by criss-crossserial-
dilutionanalysis, then an ELISA method was developed to Lp antibody detection. The Lp antibody 
level of 100 serums was detected by this new ELISA method and DRG ELISA kit.  
Results  The results of restriction endonuclease digestion, PCR and DNA sequencing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ip gene(726bp) and the momp gene(831bp) were successfully amplified from 
Legionella pneumophila DNA, and the recombinant plasmid pET-LpPLM was constructed and 
expressed in E.coli as demonstrated by SDS-PAGE and Western blotting.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PLM as coating antigen of ELISA to detect Lp antibody in serum shows better 
specificity and positive rate(4%,3%) than DRG ELISA kit. 
Conclusions  The new ELISA has a high referential value for Legionnaires' 
disease(LD) diagnosis, provided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erodiagnosis Kit for 
LD. 
 
 

PU-4122 

利福平中介和耐药金葡菌分子流行病学及 rpoB 基因突变分析 

 
梁秉绍,麦嘉良,姚淑雯,黄莲芬,钟华敏,邓秋连,谢永强,周珍文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目的  分析广州地区临床分离的利福平中介、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株对其它常规抗生素的耐药性、

分子流行病特征以及与 rpoB 基因的突变的相关性，为疾病的防控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对 2014-2018 年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分离的 28 株利福平中介、耐药的非重复金黄色葡

萄球菌进行 spa、mlst 分型,进一步对其中 24 株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进行 SCCmec
分析。对以上菌株及 7 株利福平敏感的非重复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rpoB 基因的利福平耐药决定区进

行 PCR扩增测序并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标准菌株 ATCC29213进行比对分析。 

结果  对儿童常用抗菌药物红霉素和克林霉素的耐药率高达 67.9%和 64.3%，对氟喹诺酮类、四环

素类均为敏感。共分为 10 个 spa 型和 4 个 ST 型（ST4603 是新型），其中 t116 或 ST45 是最主要

的基因型，分别占 60.7%，85.7%。24 个 MRSA 菌株的 SCCmec 分型全部为 IV 型。最主要的克隆群为

ST45-IV-t116（57.1%）和 ST45-IV-t776（10.7%）。与标准序列相比，利福平中介、耐药与敏感

菌株在 1422,1441,1506,1533 位置都存在基因突变的情况，但是仅有利福平中介、耐药菌株在

rpoB 基因的 1441 位置存在有义突变，其他位置和敏感菌株未检测出有义突变。而且所有中介、耐

药菌株的氨基酸突变类型都是 481位组氨酸突变为天冬酰胺。 

结论  该地区临床分离的利福平中介、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对红霉素和克林霉素的耐药率较高，而

对氟喹诺酮类、四环素类抗生素均为敏感。ST45-IV-t116 和 ST45-IV-t776 为主要的流行克隆群。

与 rpoB 利福平耐药决定区 481位氨基酸由组氨酸突变为天冬酰胺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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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23 

多重降落 PCR 检测血流感染中 ESBLs 

与 MRS 方法的建立和应用 

 
毕艳妮 

威海市立医院 

 

目的  建立同时检测血流标本中 ESBLs 与 MRS 的多重降落 PCR 方法。方法：针对产 ESBLs 病原体的

SHV、TEM、OXA 基因和耐甲氧西林葡萄球菌(MRS)的 MecA 基因靶标分别设计 4 对特异性引物，应用

Primer-BLAST 检测引物特异性。应用该引物建立多重降落 PCR，并检测 102 份血流标本，其结果与

细菌培养法进行比较。 

方法  针对产 ESBLs 病原体的 SHV、TEM、OXA 基因和耐甲氧西林葡萄球菌(MRS)的 MecA 基因靶标分

别设计 4 对特异性引物，应用 Primer-BLAST 检测引物特异性。应用该引物建立多重降落 PCR，并

检测 102份血流标本，其结果与细菌培养法进行比较。 

结果  所建立的多重降落 PCR 对致病菌四种耐药基因（SHV、TEM、OXA、MecA）DNA 的检测下限分

别为 0.7 ng、0.9 ng、1.1 ng 和 1.2 ng；与细菌培养法相比，灵敏度及总灵敏度均达 100％，检

测 SHV、TEM、OXA、MecA特异性分别为 97％、97％、94％、95％，总特异性达 96％。 

结论  所建立的多重降落 PCR 具有高灵敏度与特异性，可直接检测由产 ESBLs 病原体和 MRS 引起的

血流感染，其结果可以直接指导临床使用抗生素。该方法可用于由产 ESBLs 致病菌和 MRS 导致的血

流感染的快速诊断与流行病学调查。 
 
 

PU-4124 

副溶血弧菌分子分型的研究进展 

 
曲业敏 

威海市立医院 

 

目的  总结副溶血弧菌分子分型的研究进展 

方法  总结国内外文献，总结副溶血弧菌的基本特征和致病性。针对几种常用的分子分型技术（随

机扩增多态性 DNA 分析、脉冲场凝胶电泳、多位点序列分型和多位点可变数目串联重复序列分析

(MLVA)）的研究应用进行阐述 

结果  分析比较了随机扩增多态性 DNA 分析、脉冲场凝胶电泳、多位点序列分型和多位点可变数目

串联重复序列分析(MLVA)几种方法的原理、特点和应用情况。 

结论   

近年来，副溶血弧菌引起的感染暴发逐渐增多，食物中毒的检出比例逐渐升高，故相关部门应根据

副溶血弧菌的流行及传播特点制定更加科学、完善的预防措施加强对水产品销售、进货渠道及餐饮

业卫生的管理。因此建立一个从产地到餐桌对海产品进行监控的食品链检测体系是非常必要的。实

时监测和采用分子分型技术联合应用，把有共同暴露却分散在不同时间地点的病例联系起来，对于

及时确定污染来源，迅速处理食物中毒有关的应急突发事件和有效治疗患者具有突出意义。 
 
 

http://baike.baidu.com/view/7287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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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25 

不同基础疾病中 BALF GM 试验对 IPA 的诊断意义 

 
章迪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目的  评价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半乳甘露聚糖(GM)试验对不同基础疾病患者合并侵袭性肺曲

霉菌病(IPA)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 月~2018 年 3 月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237 例成人患者 BALF 和血清标本，进行

GM 试验。根据 IPA 诊断标准，将其分为病例组（确诊、临床诊断、拟诊 IPA）和对照组（排除

IPA)。按不同基础疾病分组为慢性肺部疾病(116 例）、免疫抑制（112 例）、恶性血液病(9

例）。在不同的 GM 试验阳性临界值下，计算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 PPV)、阴性预测值

( NPV)。对不同基础疾病组 BALF GM试验结果作 ROC曲线分析，比较其检验效能。  

结果  在各基础疾病组中，BALF GM 试验光密度指数（ODI）均值在病例组和对照组中均有明显差

异（P<0.05)；以 0.5 或 0.8 为阳性临界值时，BALF GM 试验慢性肺部疾病组、免疫抑制组敏感性

高于血清 GM 试验（P<0.05)，而对于恶性血液病组 BALF 和血清 GM 敏感性无明显差异；慢性肺结构

改变、免疫抑制、恶性血液病三组 BALF GM 试验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92、0.828、0.950。 

结论  BALF GM 试验对慢性肺部疾病、免疫抑制和恶性血液病患者合并 IPA 均有较好的诊断价值。

特别是恶性血液病患者，其次为免疫抑制患者。 
 
 

PU-4126 

BALF-GM 试验在非血液基础疾病并发肺侵袭性 

曲霉感染的最佳临界值的研究 

 
章迪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目的  通过检测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的 GM 试验，来评估不同 cut-off 值在非血液基础疾病

并发肺曲霉病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并分析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检查考虑 IPA 的可能并行 

BALF GM 检测的患者 228 例。按照这些基础疾病特征，将病例分为 2 组，慢性肺部疾病组

（n=116)，免疫抑制组（n=112)。采用双抗体夹心 ELISA 方法测定 BALF GM 抗原水平。用统计学方

法分析诊断 cut-off 值为 0.5,0.8,1.0 与 2.0 时 BALF GM 试验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

（PPV）和阴性预测值（NPV），使用 ROC曲线分析确定 BALF GM试验的 cut-off值。 

结果  A，B 组的 cut-off 值:A 组 cut-off 值为 2.0（AUC
ROC
0.792，敏感性 51.0%，特异性

93.8%），B组 cut-off值为 1.01（AUC
ROC
0.828，敏感性 73.9%，特异性 84.8%）。 

结论  BALF GM 实验在诊断非血液基础疾病并发肺侵袭性曲霉感染时，若对 2 组不同基础疾病患者

采用不同的临界值，可能有利于诊断不同基础疾病合并 IPA，A 与 B 组最佳诊断的 cut-off 值分别

为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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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27 

BALF 中 GM 试验对儿童 IPA 的诊断价值 

 
章迪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目的  评价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半乳甘露聚糖检测（GM 试验）对儿童侵袭性肺曲霉感染

（IPA）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择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172 例疑为 IPA 患儿。将诊断结果为确诊、临床诊断和拟诊的划分

为 IPA 组，诊断结果为排除的划分为非 IPA 组。采用酶联免疫夹心法进行 GM 试验，通过绘制 ROC

曲线分析比较 BALF GM 试验和血清 GM 实验对 IPA 的诊断价值，计算 BALF 中 GM 试验和血清 GM 检

测在以 0.5、0.8、1.0为阳性临界值时的诊断效率，并确定最佳临界值。 

结果  结合数据分析可得，可得 I=0.6 时血清 GM 实验为 IPA 的最佳诊断点，I=0.8 为 BALFGM 实验

为 IPA 的最佳诊断点。与 I=0.6 时血清 GM 检测结果的敏感度（61.9%）和特异度（79.2%）相比， 

I=0.8 时 BALFGM 实验诊断 IPA 的敏感性（78.0%）和特异度（73.4%）有所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绘制 ROC 曲线得出，BALFGM 实验的 ROC 曲线下面积更大。由 ROC 曲线计算可得，I=0.805 为

BALFGM 实验的最佳临界值，此时约登指数最大，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 76.2%、73.1%，曲线下面

积为 0.734（95% CI：0.642~0.826）。 

结论  与血清相比，BALFGM 检测结果的敏感度和特异度更高，曲线下面积更大，由此判断 BALFGM

实验对儿童 IPA的诊断价值更高。可将 I=0.8作为 BALFGM 试验对儿童 IPA的最佳诊断点。 
 
 

PU-4128 

血流感染肺炎克雷伯菌 pLVPK 毒力质粒的分布及与耐药的关系 

 
刘洋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血流感染肺炎克雷伯菌中 pLVPK 毒力质粒的分布情况，分析其与荚膜血清分型及耐药之

间的关系。 

方法  收集医院 2016 年 1 月-2017 年 6 月所有非重复血流感染的肺炎克雷伯菌 96 株，使用 Vitek

－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进行菌株鉴定及药物敏感性分析；PCR 方法检测 6 种常见高毒力

荚膜血清型、7 种常见毒力基因、13 种常见耐药基因及毒力质粒 pLVPK 相关基因，使用卡方检验进

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血流感染肺炎克雷伯菌株中携带 pLVPK 毒力质粒率 39.6%。其中毒力质粒 pLVPK 阳性菌株

K1 荚膜血清分型率显著高毒力质粒 pLVPK 阴性菌株（P<0.05），而在其他非高毒力荚膜血清分型

上，毒力质粒 pLVPK 阳性菌株显著低于毒力质粒 pLVPK 阴性菌株（P<0.05）。pLVPK 毒力质粒阳性

菌株的毒力基因携带率均显著高于 pLVPK 毒力质粒阴性菌株（P<0.05）。而 pLVPK 毒力质粒阳性菌

株在耐药性则显著低于 pLVPK 毒力质粒阴性菌株（P<0.05），其中 pLVPK 毒力质粒阳性菌株对

blaKPC基因，blaTEM基因，blaCTX-M基因，qnrB 基因及 acc(6’)-Ib-cr 基因的携带显著低于 pLVPK 毒

力质粒阴性菌株（P<0.05）。  

结论  pLVPK 毒力质粒主要集中在 K1 荚膜血清分型血流感染肺炎克雷伯菌株，pLVPK 毒力质粒与毒

力基因的携带成正相关，而 pLVPK 毒力质粒也直接影响了血流感染菌株的耐药性及耐药基因的携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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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29 

多重 PCR 方法快速检测血流感染 10 种 

常见病原菌方法的建立与应用 

 
胡翀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应用多重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建立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肺炎链球菌、屎肠球

菌、粪肠球菌、大肠杆菌、表皮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奇异变形杆菌等临床

常见病原菌的快速、高效检测方法，并应用于血培养后病原菌的检测。 

方法  以肺炎克雷伯菌 khe 基因、鲍曼不动杆菌 OXA 基因、肺炎链球菌 LytA 基因、屎肠球菌和粪

肠球菌 ddl 基因、大肠杆菌 phoA 基因、表皮葡萄球菌 2312 基因、金黄色葡萄球菌 nuc 基因、铜绿

假单胞菌 ecfX 基因、奇异变形杆菌 ure 基因序列为模板，分别设计特异性引物，建立多重 PCR 扩

增体系并优化。收集临床血培养报阳标本 200 例，应用所建立的多重 PCR 法鉴定，并与传统血培养

方法比较。 

结果  所建立方法可特异性扩增出 10 种病原菌目标 DNA 条带，200 例报阳样本检出目标菌阳性率

为 60.5%（121例/200例），除传统血培养有 1例漏检外，多重 PCR与血培养法结果符合率 100%。 

结论  多重 PCR 方法与传统鉴定方法相比，可大幅度缩短临床培养瓶报阳后鉴定时间，其多种病原

菌同时检测的优势，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PU-4130 

多重 PCR 快速检测临床体液培养物中单重及 

混合感染病原菌的方法建立及应用 

 
胡翀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利用多重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对体液培养报阳样本进行检测，与现有的临床大规模 VITEK 质

谱检测方法进行比较，探索快速灵敏检测单重及混合感染病原菌新方法 

方法  选取临床上常见感染的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屎肠球菌、粪肠球菌、大肠埃希菌、

表皮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等 8 种细菌，根据每种细菌特异性基因序列，在其

保守区域分别设计特异性引物，并放入同一管中进行 PCR 扩增及体系优化。收集解放军总医院微

生物科报阳的体液培养样本 300 例，应用多重 PCR 体系进行鉴定，并与微生物科 VITEK-MS 鉴定

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所建立的多重 PCR 体系能同时扩出 8 条特异细菌条带，300 例体液培养报阳样本中，多重

PCR 检出单重目标菌感染 156 例，混合目标菌感染 36 例，目标菌检出率为 64%（192 例/300

例），VITEK 质谱方法除 4 例混合目标菌漏检之外，其余与多重 PCR 鉴定结果符合率 100%。 

结论  多重 PCR 法与 VITEK-MS 鉴定相比，一方面可以大幅度缩短体液培养报阳后鉴定所需时

间，另一方面可同时检测多重细菌混合感染，弥补检测混合感染漏检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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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31 

老年神经内科患者感染肺炎克雷伯菌整合子耐药基因分析 

 
陈键 

湖南省人民医院马王堆院区 

 

目的  探讨在老年神经内科患者中感染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ＥＳＢＬｓ)肺炎克雷伯菌整合子基因

的分布及耐药率，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 

方法  运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的 VITEK-2 微生物自动鉴定系统,对我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老年神经内科患者患者的所有临床标本进行细菌鉴定和药敏试验,对产 ESBLs 肺炎克雷伯菌 214

株用 PCR 分析整合子基因,并通过测序明确基因. 

结果  收集的肺炎克雷伯菌 524 株中产 ESBLs 检出率为 40.83%;非产 ESBLS 菌株耐药率明显低于

产 ESBLS 肺炎克雷伯菌菌株;整合子阳性检出率 61.19％;检出全为 I 类整合子; 整合子可变区扩增

出为 TEM 基因、SH V 基因和 CTX-M 型 ESBLs 完整基因. 

结论  老年神经内科患者感染产ＥＳＢＬｓ肺炎克雷伯菌和整合子基因密切相关，在细菌的耐药上

整合子起着重要作用。 

 
 

PU-4132 

SAT 法与 PCR 法检测解脲脲原体的比较 

 
许墨涵,刘岩,刘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目的  比较实时荧光核酸恒温扩增检测技术（Simultaneous Amplification and Testing，简称

SAT）和 PCR法定性检测解脲脲原体核酸时，二者的结果之间是否存在统计学差异。 

方法  收集我院门诊患者的泌尿生殖道分泌物拭子标本 95 共份（男女不限），分别采用 SAT 法和

PCR 法检测标本中是否存在解脲脲原体核酸。 

结果  采用 SAT 法检测的结果中：33 例为阳性，62 例为阴性，其阳性率为 34.74%（33/95）；采

用 PCR 法检测的结果中：32 例为阳性，63 例为阴性，其阳性率为 33.68%（32/95）；二者的阳性

率接近，其中有 3 例采用 SAT 法为阳性的标本 PCR 法结果为阴性，有 2 例采用 SAT 法为阴性的标本

PCR 法结果为阳性，二者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采用 SAT法和 PCR法定性检测解脲脲原体核酸时，二者的结果间无统计学差异。 
 
 

PU-4133 

基因芯片在医学诊断中的应用及优势 

 
魏巧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本文着重综述了其在疾病诊断方面的作用及优势以期为临床诊断项目提供帮助。 

方法  基因芯片是指采用原位合成或直接点样的方法将基因片段或寡核苷酸片段排列在硅片、玻璃

等介质上形成微矩阵
[1]
，根据碱基互补配对原则，荧光分子标记后的待检样品与微矩阵杂交 ，再

经过荧光扫描及计算机软件分析即可获得样品中大量的基因序列及表达信息，以达到快速、高通

量、高效地分析生物信息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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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其中基因芯片具有快速、高通量、信息量大、标本用量少、成本低、 用途广等优点，而且

由于人类所有遗传信息和疾病都与基因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此基因芯片技术的发展与成熟将大大

促进人类基因组计划和后基因组计划的进程。 

结论  随着分子生物水平的快速发展，及数字信息化的普及应用，且基因芯片具有快速，节时，检

测项目多等优点使其在临床诊断应用上具有广阔的前景。 
 
 

PU-4134 

产碳青霉烯酶菌株的方法学研究进展 

 
荆颖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近年来，随着抗生素在临床的广泛使用，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率日趋增高，其中，革兰氏阴

性细菌,特别是肠杆菌科,是社区和医院感染的常见病原体,常引起泌尿道、血液和下呼吸道的感染。

这些细菌具有可以编码对于多种抗生素耐药的基因，包括编码广谱 β-内酰胺酶，（ESBLs)，

AmpCs 和碳青霉烯酶的基因[1]，而质粒携带的耐药基因很容易在不同的细菌中传播，从而导致耐

药性的传播，而内酰胺药物往往严重感染的主要治疗选择,尤其是碳青霉烯类抗生素，通常被认为

是治疗细菌感染的最后防线，因此产碳青霉烯酶细菌的流行与传播是临床关注的重要问题。据报

道，耐碳青霉烯类细菌的感染比碳青霉烯敏感细菌的感染会导致更高的死亡率[2]。现阶段，市场上

主要的碳青霉烯类药物包括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和厄他培南，在国内外均有细菌对其敏感率降低的

报道[3]，因此对耐碳青霉烯类药物的细菌快速检测方法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所以本文就近年来常用

的产碳青霉烯酶菌株的表型检测方法与分子诊断学方法的原理，方法学评价，以及相关研究进展综

述。 

方法    

结果    

结论    

 
 

PU-4135 

基于应用上转换发光免疫层析技术快速定量检测的应用及发展 

 
魏巧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在本文中，主要分析了上转换发光侧流免疫层析技术的原理及在检测传染性致病物，临床标

志物、病毒及毒品等方面的应用及优势，以期为上转换发光侧流免疫层析技术在临床诊断项目的应

用及发展提供参考。 

方法  基于应用上转换发光免疫层析技术是以 400nm 的上转换发光纳米颗粒（UCP-NPs）作为生物

示踪物，将免疫技术和色谱层析技术相结合的快速免疫定量分析方法 

结果  现主要用于病原体，激素，药物及代谢物等检测。原理是通过标记抗原或抗体来识别待检

物，根据待检测物的不同应用双抗体（抗原）夹心法及竞争免疫反应法捕获待测物。上转换发光侧

流免疫层析技术操作简便快速，成本低，敏感性高，易于判断，可以通过简单的生物传感器 2 分钟

定性且 15分钟内就可以得到精确定量检测 

结论  上转换发光侧流免疫层析技术以其独特的发光原理及具有快速、节时、灵敏性高，适用性广

等优势使其在临床诊断应用上具有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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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36 

血液分析法检测细菌抗原对诊断结核病的临床评价 

 
叶静云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 301 医院） 

 

目的  评估新开发的检测方法的临床表现，该检测方法可以通过直接检测患者血液样本中的 Mtb 衍

生抗原，快速诊断活动性 TB 病例。 

方法  通过高通量质谱（MS）分析来源于 Mtb 毒力因子 CFP-10（10-kDa 培养滤液蛋白）和

ESAT-6（6kDa 早期分泌抗原靶蛋白）的纳米颗粒（NanoDisk） 。使用此 NanoDisk-MS 分析

294 名前瞻性纳入中国成年人的血清，评估直接检测血清 Mtb 抗原的性能作为快速诊断活动性 TB

病例的方法。 

结果  NanoDisk-MS 诊断结核病 174 例（88.3％），临床特异性为 95.8％，培养阳性和培养阴性

结核病例的临床敏感性分别为 91.6％和 85.3％，NanoDisk-MS 对肺结核和肺外结核的临床敏感性

分别为 88％和 90％，超过了这些病例的分枝杆菌培养物的性能。 

结论  通过 NanoDisk-MS 直接检测和定量血清 Mtb 抗原，可以快速准确地诊断成人的活动性结

核，而不依赖于疾病部位或培养状态，并且优于基于结核分枝杆菌的结核病诊断。 

 
 

PU-4137 

大便标本中携带碳青霉烯酶基因革兰阴性杆菌 

的分离与分子流行病学分析 

 
黄欢欢 1,陈定强 2,徐霞 1 

1.广州医科大学金域检验学院  2.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了解住院患者及体检人群中携带碳青霉烯酶基因革兰阴性杆菌的存在情况，阐明碳青霉烯酶

基因流行的分子特性 

方法  收集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大便标本 1263 份、广州金域体检中心粪便体检标本

750 份，在含美罗培南的麦康凯培养基上分离培养耐药菌；用多重 PCR 检测 11 种较常见的碳青霉

烯酶基因，用全长基因扩增和测序确定亚型；用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进行菌株分型；用接合实

验验证碳青霉烯酶基因的可转移性；用质粒图谱法分析菌株的质粒携带情况；用基于 PCR 的复制子

分型法对质粒进行分型 

结果  1263 份临床患者大便标本中分离出 82 株耐美罗培南菌株（6.5%，82/1263），750 份体检人

群大便标本中分离出 48 株耐美罗培南菌株（6.4%，48/750）。在 82 份临床菌株中检测到 17 株耐

药菌携带 NDM（13 个 NDM-5、4 个 NDM-1）、2 株携带 IMP-4、2 株携带 VIM-1，48 株体检标本菌株

中未筛查到碳青霉烯酶基因。携带碳青霉烯酶基因的菌株以大肠埃希菌为主，肺炎克雷伯菌次之，

其余为阴沟肠杆菌、弗劳地枸橼酸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对携带 NDM 基因的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肠埃

希菌进行 MLST 分析，检测出多种 ST 型。携带 NDM 基因的菌株所携带的质粒呈多样性，Inc X3 型

质粒检出率高 

结论  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在住院人群及体检人群中均有一定的耐药菌株流行率，但碳青霉烯酶基因

只在住院患者分离菌株中检出。携带碳青霉烯酶基因的菌株以大肠埃希菌最多，以 NDM-5 为主，菌

株质粒谱呈现多样性，说明具有多种与耐药性相关的质粒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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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38 

Identification of SAA and ACTB as potential biomarker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HFMD using iTRAQ quantitative 

proteomics 

 
周芳烨,肖玉鹏 

莆田市第一医院 

 

目的  A small fraction of HFMD will cause further severe HFMD. A rapid and accurate diagnosis 

biomarker of severe HFMD is important for the timely treatment. 

方法  In the study, we conducted a clinical biomarker discovery study using iTRAQ combined with 

MS. Serum proteome alterations in severe HFMD group(n=32) and health control group(n=32) 
were analyzed. 

结果  During the up-regulated proteins, serum amyloid A(SAA) and  human β-actin (ACTB), were 

confirmed in the serum of the severe HFMD and HC by ELISA assay. SAA and ACTB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sever HFMD patients(P<0.01), consistent with iTRAQ-LC-MS/MS 
analysis. 

结论  In summary,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SAA and human β-actin (ACTB) may be 

served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of the clinical diagnosis of severe HFMD. 
 
 

PU-4139 

医院感染的常见病原菌及耐药性分析 

 
杨田田 

滨医附院 

 

目的  了解医院感染的病原菌分布特点及耐药现状，对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及有效控制感染提供

重要依据。 

方法  收集 2010-2015 我院临床科室送检的，分别来自痰、尿、胸水、脓液、血液等中感染性标本

一共 500 菌株。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规范化操作，按照细菌培养的染色、镜检等特性对

其进行鉴定。细菌培养、分离、染色然后以世卫组织建议的 K - B 法药敏试验,结果以美国的国家

临床实验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05 年版本的标准来判断 。用法国生物以马内利公司 ATB 微生物鉴

定系统对分离菌株进行鉴定并统计，实验药物有:头孢呋辛、头孢哌酮、头孢噻肟、头孢他啶、头

孢吡肟、亚胺培南等。 数据信息整理入系统 EXCEL8.0，并且使用 SPSS17.0 软件对结果的统计学

意义进行分析并整理。  

结果  革兰阴性杆菌 266 株，其中铜绿假单胞菌 101 株、大肠埃希菌 65 株、鲍曼不动杆菌 56 株、

肺炎克雷伯菌 44 株、肠杆菌属 34 株。分别均对头孢呋辛、头孢噻污、亚胺培南、氨苄西林、复方

新诺明耐药。革兰阳性球菌 161 株，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 31 株、表皮葡萄球菌 67 株、肠球菌 29

株，分别均对青霉素、四环素、头孢他啶、氨苄西林、阿米卡星耐药。真菌 73 株，其中包括白色

念珠菌、热带念珠菌、光滑念珠菌、克柔念珠菌，未发现耐药。 

结论  临床上对于抗生素的大范围使用已经使得病原菌的耐药性逐年提高并出现多重耐药及泛耐药

菌株。同时，临床上为了控制感染，选用更高档更高效的抗生素，这就使得在各种药物的选择性作

用下，药物敏感性越来越低，也就造成了耐药菌株存活下来并且成为了优势菌株，造成各种高耐药

菌株的的存活率明显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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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40 

2017 年包头地区临床分离肺炎克雷伯菌耐药监测结果分析 

 
刘芳馨 

内蒙古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原：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 2017年包头地区临床分离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情况。 

方法  收集 2017 年包头市 11 家参加全国耐药检测网医院的上报数据。各医院按照《全国耐药监测

技术方案（2016 版）》进行收集菌株及数据，采用纸片扩散法或自动化仪器对临床分离株做药物

敏感性试验，并按 CISI 2016 年版标准判断药敏试验结果。用 WHONET5.6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去除同一患者同一部位的重复菌株后，2017 年共分离出肺炎克雷伯菌 1448 株，主要来源于

呼吸道标本 1005 株，占 69%，其次为尿液 113 株，占 8%，第三是血液 107 株，占 7%，第四是分泌

物 95 株，占 6%。其中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ESBLs)肺炎克雷伯菌 182 株，占 21%，非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ESBLs) 肺炎克雷伯菌 672 株，占 79%。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ESBLs) 株对氨苄西林

耐药率为 100%、哌拉西林 100%、头孢呋辛 98.9%、头孢他啶 50.7%、头孢曲松 91.7%、氨曲南

62.7%、庆大霉素 48.1%、左氧氟沙星 44.8%、亚胺培南 3.8%、哌拉西林/他巴坦唑 9.3%，非产超广

谱 β-内酰胺酶(ESBLs)株对氨苄西林耐药率为 90.6%、哌拉西林 2.7%、头孢呋辛 3.4%、头孢他啶

1.5%、头孢曲松 2.2%、氨曲南 2%、庆大霉素 2.9%、左氧氟沙星 3.9%、哌拉西林/他巴坦唑 1.5%,

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ESBLs) 肺炎克雷伯菌耐药率明显高于非产 ESBLs 肺炎克雷伯菌株的耐药

率。2017年包头地区共分离出 7株亚胺培南耐药肺炎克雷伯菌，占所有分离株的 0.5%。 

结论  肺炎克雷伯菌对临床构成严重威胁，临床需合理规范应用抗菌药物，避免耐药株的广泛传

播。 

 
 

PU-4141 

内蒙古包头某三级医院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田英杰 

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检验科 

 

目的  分析包头地区 2016 年 11 月—2017 年 11 月某三级医院病原菌分布特点，了解临床来源病原

菌株的流行病学特征及耐药情况，为临床合理运用抗菌药物、预防和控制病原菌感染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 PhoenixTM-100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及药敏系统、纸片扩散法（K-B 法）对临床来源病原

菌进行菌株鉴定及抗生素敏感性分析，药敏试验严格按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

（CLSI/NCCLS）2017年标准操作及判读。 

结果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1 月共收集临床来源菌株 965 株，分离的病原菌以革兰氏阴性菌为

主，占 74.5%，主要为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肠埃希菌；革兰阳性菌占 25.5%，主要为金黄色葡萄球

菌；葡萄球菌、肠球菌以及链球菌的多重耐药率均高于 50%；大肠埃希菌，克雷伯菌（肺炎克雷伯

菌，产酸克雷伯菌）中超广谱 β 内酰胺酶（ESBL）的检出率分别为 46.9%和 16.7%；耐碳青霉烯类

肠杆菌科细菌（CRE）检出率为 0.37%，不动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对碳青霉烯类药物的耐药率分别

为 3.2%和 10.5%；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检出率为 15.8%，未检测出耐万古霉素金黄色葡萄

球菌以及耐万古霉素肠球菌。   

结论  该地区病原菌的检出有利于合理使用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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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42 

临床来源大肠埃希菌的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陈慧霞 

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检验科 

 

目的  了解包头某三级医院大肠埃希菌的分布特点及耐药情况，为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及控制其感

染提供依据。 

方法  对住院患者的尿液、痰、穿刺液、血液等标本进行细菌培养，对分离出的细菌采用

phoenixTM-100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及药敏系统、纸片扩散法（K-B 法）进行菌株鉴定及抗生素敏感

性分析，药敏试验严格按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NCCLS）2017年标准操作及判读。 

结果  231 株大肠埃希菌主要分离自尿液、痰液和穿刺液标本，分别占 41.13%、15.15%、12.99%；

大肠埃希菌在各科室的分布广泛，主要感染科室是肝胆胰科、消化科、肾内科等；大肠埃希菌对阿

米卡星、亚胺培南、美罗培南耐药率均为 0；对头孢哌酮/舒巴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阿莫西林

/棒酸、氯霉素、头孢他啶、氨苄西林/舒巴坦、氨曲南、头孢吡肟、头孢噻肟、庆大霉素、头孢唑

林的耐药率为 2.60%4.11%；对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四环素、哌拉西林、氨苄西林的耐药率

63.20%-83.12%;231株大肠埃希菌的产酶率为 47.62%。 

结论  大肠埃希菌为临床常见病原菌，感染范围广泛，临床上应对感染进行合理用药。 
 
 

PU-4143 

我地区女性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状况分析 

 
李文雅,缑晨晨 

蒲城县中医医院 

 

目的  了解该地区女性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状况及年龄分布,为妇科肿瘤的预防、治疗提供科

学依据 

方法  应用实时荧光 PCR体外扩增和 DNA 反向杂交法,对我院 2016 年 11月到 2018 年 3月妇产科门

诊就诊 1499 例患者宫颈脱落细胞标本进行 HPV 检测并分型,用统计分析得出不同基因型的感染率及

各年龄阶段感染率的差异 

结果  不同年龄段 HPV 感染率有显著差异,1499 例患者 HPV 感染 345 例，感染率 23.2%，23 种亚型

均被检出(5 个低危型、18 个高危型），高危型 HPV 检出前 5 位基因型分别是 16、52、58、31 和

18，分别为 13.2%、10.5%、8.5%、5.1%、和 5.0%。高危感染 251 例，感染率 16.7%，低危感染 94

例，感染率 6.3%，单一感染 247 例，感染率 16.5%，混合感染 98 例，感染率 6.5%；不同年龄组感

染率分别是 25～30 岁（10.7%）、31～35 岁（11.9%）、36～40 岁（13.9%）、41～45 岁

（22.1%），46～50 岁（20.8%），51～55 岁（9.5%）。高危人乳头状瘤病毒感染是宫颈癌和宫颈

上皮内瘤变的重要因素,针对性预防和治疗,减少妇科肿瘤发生 

结论  HPV 检测在初筛宫颈病变中有积极作用，HPV 在女性生殖道有较高的感染率，也是影响女性

生殖道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从根本上预防 HPV 感染，加强生殖道健康宣传教育，提高广大女性对

HPV 的认知度。HPV 感染与年龄密切相关,青年、中年、性活跃人群感染率明显增高。长期持续感染

是导致宫颈癌和宫颈上皮内瘤变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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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44 

一株同时携带 MCR-1 和 NDM-6 基因的泛耐药大肠埃希菌研究 

 
倪芳,黄旭,刘根焰 

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 1株临床分离的黏菌素和碳青霉烯类均耐药的大肠埃希菌的耐药机制。 

方法  用 Vitek 2 Compact 系统进行细菌鉴定；微量肉汤稀释法检测常见抗菌药物的最低抑菌浓度

（MIC）；改良 Hodge 试验检测碳青霉烯酶，亚胺培南和乙二胺四乙酸钠（IPM-EDTA）协同试验检

测金属 β-内酰胺酶；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扩增联合测序技术检测多种耐药基因；多位点序列

分型技术分析菌株的分子分型；质粒结合试验研究 blaNDM-6和 mcr-1 基因是否通过质粒传播；S1 酶

切-脉冲场凝胶电泳（S1-PFGE）和 Southern印迹杂交分析携带 blaNDM-6和 mcr-1质粒的分子特征。 

结果  该株大肠埃希菌除替加环素敏感外，对 b 内酰胺类、氨基糖苷类、喹诺酮类药物耐药且同时

对黏菌素类抗生素耐药。改良 Hodge 试验和 IPM-EDTA 协同试验结果阳性；PCR 基因扩增及测序分

析显示该菌株同时携带 mcr-1，blaNDM-6，blaCTX-M-55， blaTEM-1，rmtB 和 aac(6')-Ib-cr；多位点序列分

型（MLST）结果为 ST156 型；S1-PFGE 和 Southern blot 结果显示 blaNDM-6基因位于大小约 80bp 的

质粒上，mcr-1基因位于大小约为 33bp的质粒上。 

结论  同时携带 mcr-1和 blaNDM-6的泛耐药大肠埃希菌已在临床出现，应引起高度重视。 
 
 

PU-4145 

全自动接种仪和手工接种在痰培养中应用效果的对比分析 

 
宇文婷,刘建华,刘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目的  对比 babioET2000 全自动接种仪和手工法对痰标本进行接种后的培养效果。判断

babioET2000全自动接种仪是否存在交叉污染。 

方法  本研究收集 80 份合格痰标本，分别用 babioET2000 和手工方法进行接种,观察培养 24h 和

48h 后的病原菌生长情况，对比分析接种效果。选最后 30 份标本进行交叉污染试验，用

babioET2000接种一个痰标本后接种一个无菌生理盐水，观察接种结果。 

结果  痰标本经 baiboET2000 全自动接种仪和手工接种后,通过半定量计数可得出自动接种分离得

到的总菌量大于手工法。手工接种和自动接种得到的单个菌落数分别为 7±3.3 和 18±5.5 个。自

动接种分离得到的单个菌落数大于手工法，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自动接种和手工方法的阳

性率分别为 41.25%和 38.75%，但是不具有统计学意义。手工法有 16 份标本需要二次分纯，分纯率

为 20%，自动接种有 3 份标本需要二次分纯，分纯率为 3.75%。手工法的二次分纯率比自动接种

高，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自动接种不存在交叉污染。 

结论  babioET2000 全自动接种仪操作简便，自动化程度高，可以实现痰标本分离接种的标准化，

优化单个菌落分离效率，节省检验报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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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46 

金黄色葡萄球菌 MRSA 的耐药分析及同源性分析 

 
宋志伟 

台州市立医院 

 

目的  了解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耐药情况以及临床分布，并且分析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MRSA）的同源性，为防控 MRSA感染及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临床分离的株金黄色葡萄球菌，采用 VITEK-Compact 全自

动微生物分析系统进行鉴定及耐药分析，使用 STATA1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同时选取 2017 年 80

株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进行脉冲凝胶电泳同源性分析，采用 BioNumerics6.0 软件

对分型数据进行类聚分析。 

结果  某医院分离病原菌为 17541 株，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有 1760 株，年分离率平均 10%，MRSA

占金黄色葡萄球菌总数的比率平均 40%；主要来自儿科，ICU 和脑外科；分离的标本痰液为主，脓

液、创口分泌物次之；MRSA 对红霉素耐药率达到 80%，其次对四环素、环丙沙星、左旋氧氟沙星耐

药率均在 40%左右，克林霉素耐药率为 31%；MRSA 对红霉素、四环素、环丙沙星、左旋氧氟沙星、

克林霉素的耐药率均高于甲氧西林敏感的金黄色葡萄球菌（MSSA），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80 株 MRSA 的同源性分析主要 6 型，其中有 A，B 型共有 42 株，主要分布在 ICU，脑

外科。 

结论  医院感染的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在儿科，ICU 和脑外科有集中分布趋势；同时也存在

着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C 型克隆株散播流行的情况。MRSA 的耐药情况日益严重，应加强对

MRSA感染的预防和监控。 
 
 

PU-4147 

包头某三级医院血流感染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何磊 

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检验科 

 

目的  了解 2017 年度内蒙古包头市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血流感染患者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

情况，为临床合理应用抗生素药物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及药敏分析系统、纸片扩散法对 2017 年度临床分离菌株进行细菌

鉴定及药物敏感性测试，药敏试验严格参照 2014版 CLSI 标准结果判读。 

结果  2017 年度从血流感染患者中共分离 66 株病原菌，排名前三位的菌株分别为大肠埃希菌

（34.8%）、肺炎克雷伯菌（27.3%）以及葡萄球菌（21.2%）。其中，产超广谱 β 内酰胺酶

（ESBL）大肠埃希菌及肺炎克雷伯菌分别为 56.5%和 33.3%；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占比

50.0%；未检出耐碳青霉烯酶肠杆菌、耐万古霉素金黄色葡萄球菌及肠球菌。细菌来源排名前三位

的科室分别是肝胆胰中心外组、ICU 和肾内科，分别以肺炎克雷伯菌及大肠埃希菌为主。其中，肝

胆胰中心外组对头孢菌素、复方新诺明、奎诺酮类抗生素的耐药率均较高；肾内科对头孢菌素的耐

药率亦较高；ICU 除个别患者呈现泛耐药情况外，均呈现敏感状态；所有科室对派拉西林及四环素

的耐药率超过 80%。 

结论  不同科室所分离的菌株差异不大，但呈现不同的耐药谱，需加强抗菌药物的监测，与临床沟

通合理使用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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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48 

内蒙古包头某三级医院金黄色葡萄球菌的临床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刘敏 

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检验科 

 

目的  了解 2016 年 11 月—2017 年 11 月包头市某三级医院临床来源金黄色葡萄球菌的临床分布特

征及耐药情况，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 

方法  对临床检出的 143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进行标本来源、科室分布、患者年龄性别及耐药性的统

计分析，菌株鉴定及药敏检测采用 PhoenixTM-100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及药敏系统、纸片扩散法（K-

B法），药敏试验严格按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NCCLS）2017年标准操作及判读。 

结果  2016 年 11 月—2017 年 11 月共收集金黄色葡萄球菌 143 株，主要来源于痰液、咽拭子、分

泌物标本，分别占 37.06%、26.57%、22.38%，科室分布主要以儿科、呼吸科、内分泌科、重症监

护室（ICU）为主，分别占 20.28%、11.19%、11.19%、8.39%。金黄色葡萄球菌培养阳性在 50 岁以

上患者中占较大比例，约占总数的 2/3，且男性检出率高于女性。分离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对万古霉

素、奎奴普丁/达福普汀、呋喃妥因、阿米卡星耐药率为 0，对氨苄西林、青霉素、红霉素、复方

新诺明耐药率较高在 34.97%~91.61%，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检出率为 15.80%。   

结论  金黄色葡萄球菌耐药率日趋严重，必须加强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监控，严格遵循抗菌药物使

用原则，合理使用敏感抗菌药物，最大限度的降低其耐药性。 
 
 

PU-4149 

肺炎克雷伯菌感染的临床分布及其耐药性分析 

 
刘云 

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检验科 

 

目的  了解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肺炎克雷伯菌的临床分布及耐药情况，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

物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的方法，收集医院 2016 年 11 月-2017 年 11 月间肺炎克雷伯菌，采用

PhoenixTM-100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及药敏系统、纸片扩散法进行菌种鉴定及药敏分析，药敏试验严

格按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NCCLS）2017 年标准操作及判读，用 excel 进行统计分

析。 

结果  获取非重复分离的肺炎克雷伯菌 275 株，送检标本主要来源于痰，占 77.5%；超广谱 β 内

酰胺酶（ESBL）检出率为 15.3%；科室分布以呼吸科和 ICU 为主，分别占 25.5%和 18.2%；感染者

以 60 岁以上老年人为主，占 76.3%，其中 70-80 岁感染者最多，占 31.6%；肺炎克雷伯菌对四环素

耐药率最高，为 18.5%；对头孢唑林、头孢噻肟、头孢吡肟的耐药率较高，分别为 15.3%、13.8%、

10.5%；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阿米卡星的耐药率较低，分别为 3.3%、2.5%、

0.4%；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高度敏感。 

结论  老年人对肺炎克雷伯菌相对易感，但肺炎克雷伯菌对头孢类药物具有相对较高耐药性，应加

强耐药性监测，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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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50 

2015-2016 年威海地区血流感染多重耐药菌 

类型分布及 ESBLs 基因分析 

 
刘晓丹 

威海市立医院 

 

目的  分析 2015-2016 年威海地区血流感染多重耐药菌类型分布及 ESBLs 基因型分布状况，为临

床治疗和控制医院感染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5-2016 年临床住院血流感染标本送细菌培养和药敏检查，统计病原菌以及多重耐药

菌分布的构成，PCR 方法检测 ESBLs 分子基因型。 

结果  威海地区血流感染菌种中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居前三位；分离出多

重耐药菌 6 种，分别为产 ESBLs 的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奇异变形杆菌，以及多重耐药的

铜绿假单胞菌、鲍曼氏不动杆菌和耐苯唑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分离出的 ESBLs 基因型主要为

TEM、SHV、CTX-M、OXA 四种。 

结论  威海地区血流感染多重耐药菌分布广泛，以产 ESBLs 肠杆菌为主，ESBLs 基因型以上述四

种为主，有多种基因型并存现象。提示临床医师应重视病原学检查，并严格按照药物敏感试验结果

选取合理抗生素，以减少细菌耐药性的发生。 

 
 

PU-4151 

血清 PCT 水平对鉴别血流感染患者革兰阳性菌和 

革兰阴性菌感染的辅助诊断价值 

 
范坤,文怡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菌血症患者中革兰阳性菌感染和革兰阴性菌感染患者血清 PCT水平差异。 

方法  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菌血症患者血清 PCT 水平，将菌血症患者分为革兰阳性菌感染组和革兰

阴性菌感染组，使用 t 检验比较两组之间 PCT 结果是否存在差异，同时评估使用血清 PCT 水平鉴别

革兰阳性菌和革兰阴性菌感染之间的价值。 

结果  革兰阳性菌感染患者血清 PCT 中位值为 0.77（0.036～71.00 ）ng/ml, 革兰阴性菌感染患

者血清 PCT 中位值为 1.34 （0.04～88.51 ）ng/ml,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2)，血清 PCT

对于菌血症患者革兰阳性菌和革兰阴性菌感染具有一定鉴别诊断价值，革兰阴性菌 PCT 水平高于革

兰阳性菌，其 ROC曲线下面积为 0.594（95%可信区间：0.541～0.646），P=0.0039。 

结论  革兰阳性菌和革兰阴性菌感染之间 PCT 存在差异，血清 PCT 水平对菌血症患者革兰阳性菌和

革兰阴性菌感染具有一定的鉴别诊断价值。 
 
 

PU-4152 

南京一所教学医院艰难梭菌感染检出情况分析 

 
刘成成,刘根焰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本研究拟对 2017 年度医院艰难梭菌感染检出情况进行分析总结，为艰难梭菌感染的防控与

诊治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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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利用 VIDAS CDAB 检测艰难梭菌 AB 毒素，CDIF 选择性培养基培养艰难梭菌，VITEK ANC 鉴定

系统鉴定艰难梭菌，Xpert 检测系统检测艰难梭菌 tcdB、tcdC、cdt 基因。搜集 2017 年度医院艰

难梭菌感染相关检测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与总结。 

结果  2017 年，我科共接收艰难梭菌毒素检测及培养共计 477 人份，艰难梭菌毒素基因检测 20 人

份，仅占同期毒素与培养送检标本的 1/15。在毒素检测与培养标本中，161 份为门诊标本，316 份

为住院标本。门诊标本 AB 毒素阳性率 14.9%（24/161），艰难梭菌培养阳性率 18.0%（29/161），

构成以消化科、儿科和感染科病人为主。住院标本 AB 毒素阳性率 16.8%（53/316），艰难梭菌培

养阳性率 18.4%（58/316），构成以消化科、老年科和感染科病人为主。在送检的毒素检测及培养

标本中有 12例同时送检了艰难梭菌毒素基因检测，两者诊断一致性为 83%（10/12）（P>0.05）。 

结论  住院标本的艰难梭菌检出率略高于门诊。与毒素加培养检测相比，艰难梭菌毒素基因检测对

于艰难梭菌感染诊断具有同等价值，但目前尚未获得临床重视。 
 
 

PU-4153 

2579 例血培养阳性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李培松,李庆蓉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对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血培养阳性分离菌种类分布及耐药性进行分析，为本院血流感

染患者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选取 2016 年 1 月 1 日-2018 年 1 月 1 日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血

培养阳性分离菌株，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对标本进行细菌的培养、分离鉴定，根据抗菌药物

敏感性试验执行标准（CLSI 2016 版-2017版）进行耐药性分析。 

结果  2579 株血培养阳性分离菌株的科室主要在儿科、ICU、 分别依次为 630 株、340 株分别为

24.43%、13.18%。2579 例血培养阳性标本中分离的细菌革兰阳性菌 1214 株，所占比例为 47.08%，

以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为主，所占比例为 31.06%；革兰阴性杆菌 1347 株，所占比例为 52.23%，以

大肠埃希菌为主，所占比例为 25.86%。 

结论  血流感染在儿科、ICU 等抵抗力低下或长期应用抗生素的患者多发。血培养阳性分离菌以革

兰阴性杆菌为主。烧伤患者血流感染中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对苯唑西林耐药率高，应引起临床重视。

碳青霉烯类仍是革兰阴性杆菌感染治疗的首选药物，未发现对利奈唑胺、万古霉素耐药的金黄色葡

萄球菌。 
 
 

PU-4154 

2007-2016 腹膜透析相关感染性腹膜炎 

致病菌分布及耐药情况分析 

 
陆燕飞,许雨乔 ,王珏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腹膜透析相关感染性腹膜炎（PD-related peritonitis，PDRP）致病菌分布及耐药情况，

为临床用药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07-2016 十年腹膜透析相关感染性腹膜炎致病菌，

采用 VITEK-2 全自动分析仪等对菌株进行鉴定及药敏试验，用 WHONET5.6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

析。 

结果  221 例培养阳性，共培养病原菌 221 株，阳性率为 68.73%。其中，革兰阳性菌 155 株，以

葡萄球菌属最为多见，为 117 株；革兰阴性菌 55 株，以肠杆菌属最为多见，为 33 株；真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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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革兰阳性球菌对替考拉宁、利奈唑胺、阿米卡星、万古霉素耐药率最低，分别为 0%、2%、

4.7%、7.6%，革兰阴性杆菌对阿米卡星、妥布霉素、美罗培南、亚胺培南耐药率最低，分别为

0%、0%、4.8%、8.3%。 

结论  腹膜透析相关感染性腹膜炎检出病原菌仍以革兰阳性菌为主，以表皮葡萄球菌菌和大肠埃希

菌多见，根据近十年相关细菌的耐药分布，可为临床经验性用药提供相关依据。 

 
 

PU-4155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cerebrospinal fluid multiplex NAT 
testing for diagnosis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fections 

 
Jie Yi,Hongzhi Guan,Anping Ni,Siyuan Fan,Liying Cui,Yingchun Xu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Objective  To evaluate multiplex 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 testing for identification of viruses 
involved in infections causing encephalitis and meningitis. 
Methods  In total, 115 cerebrospinal fluid (CSF) samples were taken from patients with clinically 
suspected viral CNS infections, and analyzed for human herpesviruses and enterovirus (EV), 
using multiplex NAT assay and routine PCR (including multiplex PCR, qPCR, and RT-nested-
PCR).  
Results  Multiplex NAT assays revealed positive results in 24.3% (28/115): 9 for herpes simplex 
virus type 1 (HSV-1), 2 for HSV-2, 7 for varicella-zoster virus (VZV), 7 for Epstein-Barr virus 
(EBV), 1 for cytomegalovirus (CMV) and 4 for EV. Co-infections (VZV-EBV and VZV-HSV-1) 
were found in 2 patients. While routine PCR revealed the same results as multiplex NAT assay 
for HSV-2 and CMV in all samples, 7 of the 9 samples positive for HSV-1, 5 of the 7 samples 
positive for VZV, 3 of the 7 samples positive for EBV, 3 of the 4 samples positive for EV on 
multiplex NAT assay were confirmed by routine PCR respectively. Co-infections (VZV-HSV-1) 
were found only in one patients. None of the 87 CSF samples from CNS infection patients was 
detected for any of the target viruses. 
Conclusions  The detection of common viruses in the CSF of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CNS 
infection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an active laboratory monitoring program with 
highly sensitive rapid diagnostic methods. 
 
 

PU-4156 

生痰二氧化碳嗜纤维菌导致肺癌患者血流感染 1 例 

 
李文雅,杨红叶,雷海艳 

蒲城县中医医院 

 

目的  鉴定 1株肺癌患者血液中分离的生痰二氧化碳嗜纤维菌 

方法  用血培养仪对肺癌患者静脉血标本进行需氧和厌氧培养,分离培养阳性培养物,用生化鉴定卡

进行生化鉴定,用质谱分析进行补充鉴定,并用 KB法进行药敏试验。 

结果  该菌为革兰阴性细梭状杆菌,常规的方法无法鉴定至种.请求上级医院协助用质谱分析,鉴定

为生痰二氧化碳嗜纤维菌.该菌对环丙沙星、多粘菌素抑菌环均为 7mm,头孢曲松 36mm、四环素

36mm、万古霉素 32mm、复方新诺明 32mm、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44mm。 

结论  质谱分析为常规方法无法鉴定至种的细菌鉴定提供了可靠依据,将本例细菌鉴定为生痰二氧

化碳嗜纤维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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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57 

Molecular decoding of carba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from 16 hospitals located in Nanjing by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xiaoli cao 

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 

 
Objective  Carbapenem 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CRKP) has been frequently 
disseminated among healthcare centers in China, with the ST11 being the most prevalent 
clone.The recent report of the co-occurrence of NDM-1 and KPC-2 among ST11 clone and the 
increasing emergence of hyperviscous KPC-2 producing ST11 have been posing a potential 
threat to the public health. However, more information is needed to understand the rapid spread 
mechanism of CRKP in healthcare setting. 
Methods  In this study, a total of 80 CRKP collected from 16 hospitals in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 China were investigated by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Based on these data, the 
distribution of resistance-related genes, virulence factors, wzi polymorphism and sequence types 
(STs) were analyzed.Furthermore, the 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 and Core-genome 
Phylogenetic as well as discipline of Regional dissemination were further explored. 
Results  We found that ST11 is the most prevalent clone.wzi47 is the major wzi type with K47 
being the most common K-type. Analysis of resistance-related Genes showed that blaKPC-2 is 
the main carbapenamase encoding genes with many other resistance factors such as blaCTX-M, 
blaSHV being simultaneously prevalent. Multiple virulent genes were also found among such 
strains with fimH and uge being the most prevalent ones.The frequent mutation sites of single 
nucleotide located at capsular polysaccharide (CPS) region; Core-genome Phylogenetic tree 
displayed a genetic relatedness of the most strains. And certain route of regional dissemination 
between these strains were also displayed. 
Conclusions  KPC-2 producing-CRKP-ST11/wzi47/K47 is the predominantly disseminating clone 
in multiple hspitals in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CPS as the major hotspots of recombination may 
act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RKP which needs to be further 
investigated. 
 
 

PU-4158 

ST131 型产 NDM-1 大肠埃希菌的耐药机制研究 

 
夏文颖,孙鹏飞,刘根焰 

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我院首株临床分离的产 NDM-1型碳青霉烯酶大肠埃希菌耐药特征及其传播机制。 

方法  使用 VITEK-2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进行菌株鉴定及耐药初筛；微量肉汤稀释法和 E-test

试纸条检测药物 MIC；改良 Hodge 试验、亚胺培南-EDTA 协同试验检测金属-β-内酰胺酶；PCR 以

及测序方法检测耐药基因；MLST 技术进行序列分型；质粒接合试验研究耐药基因的可传播性；S1-

PFGE、Southern 印记杂交和质粒不相容性分型方法研究携带 blaNDM-1质粒的特征。 

结果  该菌对包括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和厄他培南在内的 β-内酰胺类抗生素、左氧氟沙星、庆大

霉素均耐药，对阿米卡星、替加环素以及多粘菌素 B 敏感；改良 Hodge 试验、亚胺培南-EDTA 协同

试验阳性；PCR 扩增产物测序结果经 BLAST 比对后显示携带 blaNDM-1，blaCTX-M-14 和 qnrS 基因；MLST

序列分型为 ST131 型；质粒接合试验、S1-PFGE、Southern 印记杂交和质粒不相容性分型试验表明

blaNDM-1位于大小约为 100 kb 的 IncN型质粒上，且该质粒可通过接合传播。 

结论  新出现的 ST131型 NDM-1阳性大肠埃希菌可通过质粒传播，临床应加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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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59 

A 2-step algorithm combining glutamate dehydrogenase 
and 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 tests for diagnosis of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s 

 
Chengcheng Liu,Chenjie Tang,Genyan Liu 

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ssess toxigenic C. difficile test performance and 
propose an optimal laboratory workflow for the diagnosis of CDI in mild virulent epidemic areas. 
Methods  Diarrhea samples collected from patients were analyzed by glutamate dehydrogenase 
(GDH), toxin AB(CDAB) and 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 test (NAAT). We assessed the 
performance of GDH, the GDH-CDAB algorithm, and the GDH-NAAT algorithm using toxigenic 
culture (TC) as a reference method. 
Results  In this study, 186 diarrhea samples were collected. The numbers of TC-positive and TC-
negative samples were 39 and 147 respectively.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 and kappa of the GDH assay were 100%, 80.3%, 
57.4%, 100%, and 0.63, of the GDH-CDAB algorithm were 48.7%, 97.3%, 82.6%, 87.7%, and 
0.54 and of the GDH-NAAT algorithm were 74.4%, 100%, 100%, 93.6%, and 0.82, respectively. 
The GDH-NAAT algorithm has great concordance with TC in detecting toxigenic C. difficile 
(kappa=0.82), while the sensitivity of GDH-CDAB algorithm was too low to meet the demand of 
CDI diagnosis. 
Conclusions  In summary, GDH-NAAT algorithm is recommended for detection of toxigenic 
Clostridium difficile with high specificity, increased sensitivity and cost effective. 
 
 

PU-4160 

16 株产碳青霉烯酶肠杆菌科血流感染的 

基因分析及药物敏感性分析 

 
梅亚宁,金菲 

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明确 2016 年我院血流感染的 16 株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相关耐药基因及对抗菌药物的

敏感性。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我院血流感染分离的 16 株亚胺培南耐药的肺炎克雷伯菌和

大肠埃希菌，使用微量肉汤稀释法测定菌株的最低抑菌浓度(MIC)，判定标准使用美国临床和实验

室标准协会(CLSI) M100- S26 的规定. 采用 Hodge 试验检测碳青霉烯酶表型；采用 PCR 法检测碳

青霉烯酶、I 类头孢菌素酶（AmpC）和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耐药基因。 

结果  16 株中，12 株为肺炎克雷伯菌，4 株为大肠埃希菌。Hodge 实验阳性为 88%（14/16）。16

株被研究的菌株全部携带碳青霉烯酶 KPC-2。 16 株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氨曲南耐药率 100%，

对多粘菌素，替加环素的敏感性为 100%。 

结论  本次分离的肠杆菌科细菌所产碳青霉烯酶的基因型都是 KPC-2，多粘菌素、替加环素对耐碳

青霉烯酶肠杆菌有较强的抗菌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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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61 

结核分枝杆菌抗原检测（胶体金法） 

在结核培养中的临床应用评价 
 

夏文颖,许雨乔 

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评估结核分枝杆菌抗原检测（胶体金法）在结核分枝杆菌培养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的结核培养

标本 875 例，BACTEC MGIT 320 仪器培养，仪器培养阳性后，培养液分别进行抗酸染色、结核分枝

杆菌核酸检测（PCR方法）和结核分枝杆菌抗原检测（胶体金法），以 PCR方法作为金标准。 

结果  875 例结核培养标本经仪器培养后，145 例标本培养阳性，抗酸涂片阳性为 101 例，结核分

枝杆菌抗原检测阳性 62 例， PCR 检测阳性 64 例，以 PCR 方法为金标准，结核分枝杆菌胶体金法

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97.0%和 100%，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100%和 97.7%，与 PCR 方

法结果一致性检验 Kappa值为 0.972（P<0.01）。 

结论  结核分枝杆菌抗原（胶体金法）检测方法在结核培养检测中具有很好的临床诊断应用价值。 
 
 

PU-4162 

CD4+CD38+中心记忆 T 淋巴细胞对 HIV 感染长期 

治疗者病毒储存库的贡献研究 

 
张乐乐,张子宁,尚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本研究通过检测 HIV 感染长期治疗者 CD4+CD38+TCM 的表型特征，并分析 CD4+CD38+TCM 与

HIV total DNA 的相关性，探究 CD4+CD38+TCM对 HIV病毒储存库的贡献及其具体机制。 

方法  1、流式细胞仪检测 CD4+CD38+TCM 和 CD4+HLA-DR- TCM 的表型 2、Stemcell 分选 CD4+T 细

胞及流式分选 CD4+TCMCD38+/- 3、提取分选细胞中的 DNA ,数字液滴 PCR 检测 CD4+T 细胞和

TCMCD38+/-的 HIV total DNA 4、SI-RNA 敲除 CD4+T 细胞的 CD38 后，流式检测增殖，存活和凋亡

能力 

结果  1、HIV 感染者长期治疗后 CD4+记忆 T 细胞 CD38、HLA-DR 表达不同并且 CD38 在 TCM 和 

NAIVE 细胞上均高表达。2、CD4+CD38+TCM 具有储存库细胞的特征，与经典储存库相比，

CD4+CD38+TCM 低表达活化分子 CD25、 CD69 且高表达储存库标志分子 PD-1、 KI-67。3、 

CD4+CD38+TCM 与 CD4+T 细胞的 HIV total DNA 具有正相关。4、 CD38+对于储存库 TCM 的贡献

更大，12 例患者 TCM 的 CD38+表达均高于 CD38-(P<0.001),  但是 CD4+TCMCD38+的 HIV total 

DNA 含量高于 CD4+TCMCD38-（P=0.0358）。5、CD38 能够促进 HIV 感染者 CD4+T 细胞的增殖和

存活并抑制其凋亡。 

结论  1、 CD4+CD38+TCM 具有储存库特征，对 HIV 储存库有重要贡献。 2、CD38 可通过降低 

CD4+T 细胞的凋亡能力、增高其增殖和存活能力来发挥对 HIV储存库重要细胞 TCM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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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63 

全氟辛酸促进人非小细胞肺癌 A549 细胞的转移 

 
张倩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观察全氟辛酸对人非小细胞肺癌 A549细胞生长促进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体外培养人非小细胞肺癌 A549，不同浓度（0nM，10nM，50nM，100nM）全氟辛酸分别处理

24h，36h，72h，采用 CCK8 法，划痕实验，transwell 小室实验观察全氟辛酸对细胞的增值促进作

用，AnnexinV-PI 双染流式细胞术检测全氟辛酸作用前后 A549 细胞的凋亡情况，利用 PI 染色法进

行流式细胞术检测全氟辛酸作用细胞后细胞周期的情况；利用 real-time PCR 和 western blot 检

测细胞凋亡的基因和蛋白水平的变化。 

结果  CCK8 法，划痕实验和 transwell 小室实验检测结果说明全氟辛酸作用细胞 72h 后，可以促

进 A549 细胞的增值；流式细胞术进一步证实全氟辛酸具有抑制细胞凋亡的作用，并且细胞周期在

S 期的细胞比例增高，real-time PCR 和 western blot 均显示全氟辛酸作用细胞后，相关促癌基因

的表达均增加。 

结论  全氟辛酸对 A549细胞通过抑制凋亡，从而促进细胞的增值。 
 
 

PU-4164 

Evaluation of the VITEK 2- compact system for rapid direct-
identification and drug sensitivity testing of Gram-negative 

bacilli from Bact/ALERT 3D positive 

 
Li Zhang,Jun Qi 

Cancer Hospital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Shenzhen Center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Bact/ALERT 3D positive blood specimens of gram 
negative bacteria direct identification and drug sensitivity  by VITEK 2 - compact system. 
Methods  to staining the blood culture positive specimens, according to morphology, Gram 
staining, the numbers, choose 100 cases of Bact/ALERT 3D positive blood culture specimens, 
staining gram negative specimens. Learn 3ml culture liquid to the gel tube containing separation 
sterile, after 2000rpm centrifugal 15min, discard supernatant liquid,  take 200 mu l sterile saline 
lotion upper surface liquid, preparation of the bacteria solution, using VITEK 2 - compact system 
to direct identify bacteria and drug sensitivity. Meanwhile, compared with the standard results to 
pure colonies obtained with the turn after card identification and drug sensitivity. Gram negative 
bacteria were selected by GN card, drug sensitivity using GN09 card. 
Results  100 cases of gram negative bacteria including Escherichia coli (51 strains), Klebsiella 
pneumoniae (24 strains), Bauman Acinetobacter (8 strains), Enterobacter aerogenes (6 strains), 
Pseudomonas aeruginosa (2 strains), 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ia (2 strains), Citrobacter 
koseri (1 strains), Enterobacter cloacae (1 strains), clay Sarre bacteria (1 strains), Acinetobacter 
lwoffii (1 strains), Klebsiella oxytoca (1 strains), Proteus mirabilis (1 strains), Aeromonas sobria (1 
strains). Centrifuging direct identification and standard identification accuracy 100%. Comparison 
of the direct method and the standard method for GN09 card susceptibility of 11 antimicrobial 
agents, the coincidence rate was 89.8%~100.0%. The direct method of identification and drug 
sensitive 4~24 hours earlier than the standard method. 
Conclusions  VITEK 2 - compact system of Bact/ALERT 3D positive blood specimens of gram 
negative bacillus direct identification and drug sensitivity is feasible, can shorten the time greatly, 
and provide the basis for modified clinical medication. Combined with gram stain and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 An important application value was presented for Bact/ALERT 3D positive blood 

http://www.iciba.com/mean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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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mens of gram negative bacteria direct identification and drug sensitivity  by VITEK 2 - 
compact system. 
 
 

PU-4165 

Molecular epidemiology and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of 
Clostridium difficile isolated from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General Hospital in China 

 
Yanping Luo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al 

 
Objective  Clostridium difficile is a Gram-positive, spore-forming obligate anaerobe responsible 
for antibiotic- associated diarrhoea. Its virulenc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duction of endotoxins A 
and B and endospores, which can cause symptoms, such as diarrhoea, toxic megacolon, and 
pseudomembranous colitis. Given the increasing elderly population and the well-recognized 
problem of over-prescribing of broad-spectrum antibiotics, it is critical to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molecular epidemiology and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in China.  
Method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toxin types and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results of 
74 clinical isolates of C. difficile after the glutamate dehydrogenase (GDH) screening test and 
anaerobic culture. The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s (MICs) of four different antibiotics were 
determined for all of the isolates, and the bacterial resistance mechanisms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Sixty-five strains (75%) were toxigenic, including 54 tcdA-positive, tcdB-positive, and 
cdtA/cdtB-negative strains (A+B+CDT) and nine AB+CDT strains. Eleven strains (14.9%) were 
non-toxigenic. All clinical isolates were classified into 26 MLST genotypes, with the predominant 
type being ST-54 (18.9%). All isolates were susceptible to vancomycin. The tetracycline, 
clindamycin, and levofloxacin resistance rates were 1.4%, 36.5%, and 20.3%,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expression of tet(M), erm(B), and mutations of gyrA and/or gyrB were 
observed in the tetracycline-, clindamycin-, and levofloxacin-resistant isolates, respectively. 
 
 

PU-4166 

碳青霉烯类耐药弗劳地枸橼酸杆菌中 

质粒介导 blaNDM-1 基因的研究 

 
杜娜 

云南省中医医院/云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碳青霉烯耐药弗劳地枸橼酸杆菌中 blaNDM-1基因的传播特征。 

方法  收集昆明市某家三甲教学医院 2012 年 12 月-2014 年 10 月产 NDM-1 酶弗氏柠檬酸杆菌 18

株，采用 VITEK 2 全自动鉴定药敏仪进行菌种鉴定和药敏试验；通过接合试验、脉冲场凝胶电泳

（PFGE）及 Southern杂交试验对 blaNDM-1基因的水平传播机制进行研究。 

结果  18 株细菌对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耐药率为 100%，对其他抗生素也

呈现不同程度的耐药；13 株细菌接合试验成功，接合子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PFGE 及

Southern 杂交试验表明 16 株细菌中 blaNDM-1基因均位于约 33.3kb 大小的质粒上,剩余 2 株细菌的

blaNDM-1基因位于 33.3～54.7kb 大小的质粒上。 

结论  质粒介导碳青霉烯类耐药弗劳地枸橼酸杆菌中 blaNDM-1基因的水平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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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67 

实时荧光定量核酸扩增技术在结核筛查诊断中的应用评价 

 
刘喆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评价实时荧光定量核酸扩增（GeneXpert MTB／RIF）技术对呼吸道标本、组织标本、无菌体

液标本等临床常见标本中结核菌和利福平耐药结核菌的筛查诊断效果（快速检测的实用性）。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就诊于解放军总医院 1015 例（来自 961 例患者）呼吸道标

本、组织标本或无菌体液标本等，采用 GeneXpert MTB／RIF 技术进行结核菌鉴定和耐利福平基因

的检测。 

结果  在 1015 例标本中，结核菌阳性 82 例，阳性率为 8.08% ，痰（62/598,阳性率 10.37%）、肺

泡盥洗液（1/13,7.69%）、脑脊液（9/234，3.85%）、胸水（3/59，5.08%）、尿（3/57，

5.26%）、引流液（1/3）、组织（1/7）、腹水（1/21）、脓液（1/4）等标本中结核菌均有检出；

82 例结核菌阳性标本中利福平耐药 7 例，耐药率为 8.54%，其中 6 例探针 E 未检出，1 例探针 B 未

检出；共有 515 例标本同时送检 GeneXpert MTB／RIF 和抗酸涂片染色两种方法，其中 GeneXpert 

MTB／RIF阳性率 9.51%，抗酸涂片检测阳性率 2.72%（p<0.05）。 

结论  GeneXpert MTB／RIF 技术可用于临床常见标本中结核菌和利福平耐药结核菌的筛查诊断，

具有较好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且该方法快速、简便、自动化程度高，有较好的临床应用和推广价

值。 
 
 

PU-4168 

2007-2017 年脑脊液标本培养病原菌分布特点与耐药性分析 

 
李丰田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总结解放军总医院 2007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住院患者的脑脊液培养病原菌分布特点及其耐

药性，为临床颅内感染的治疗与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方法  统计脑脊液标本培养的病原菌的种类、数量、抗菌药物药敏结果，并分类分析 2007 年 1 月-

2017年 12月间病原菌的流行特点和药敏情况。 

结果  11 年间脑脊液培养共检出 759 株病原菌，主要分布神经外科 337（44.4%），外科监护室

135（17.79%），神经内科 95（12.5%），培养出的革兰阳性菌 579 株占 76.28％ 、革兰阴性菌

180 株占 23.72%；其中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肠球菌属、鲍曼不动杆菌、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

球菌、肺炎克雷伯菌为主要病原菌，分别占 40.97%，7.77%，7.38%，3.16%，3.03%,2.65%；凝固

酶阴性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对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的耐药率均为 0％，肠球菌属对万古霉素

出现了耐药株；耐甲氧西林的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耐药率达到 64.5%，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耐药率达到 46.2%，鲍氏不动杆菌对头孢唑林、呋喃妥因、头孢哌酮的耐药率均为 100% ；肺炎克

雷伯菌对厄他培南的耐药率为 33.3%，、亚胺培南耐药率为 17.4%、美洛培南耐药率 11.1%。真菌

对抗真菌药物氟康唑和伊曲康唑出现了耐药性。 

结论  11 年间颅内感染病原菌以革兰阳性菌和革兰阴性菌为主，阳性菌多于阴性菌且各类菌出现

了不同程度耐药性，应根据药敏试验结果选择合适的抗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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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69 

医院获得性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的 

抗菌药物耐药性及危险因素分析 

 
沈跃云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通过对医院获得性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病例调查，探讨医院获得性耐甲氧西林金

黄色葡萄球菌感染（MRSA）的危险因素及耐药特点 

方法  收集我院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6 月 88 例医院获得性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的临床资料进行

危险因素及耐药性分析，使用 SPSS 16.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应用 χ2 检验和 Logistic 回

归分析。 

结果  多个变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抗生素使用种类≥3 种为影响 MRSA 的独立危险因素；抗

菌药物使用种类≥3 种感染率为 64.86%；OR 值为 4.198；MRSA 除了对苯唑西林耐药外，对庆大霉

素、环丙沙星、克林霉素、红霉素、四环素及利福平的耐药率比 MSSA 高，分别为 51.43%、

65.71%、88.57%、80.00%、77.14%、42.86%。 

结论  医院获得性 MRSA 多重耐药现象比较严重，抗生素使用≥3 种是 MRSA 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临床医生应根据患者病情特点，加强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积极采取院感防控措施，防止多重耐药

MRSA的产生。 
 
 

PU-4170 

肺炎链球菌毒力基因表达差异性及青霉素 

和大环内酯类耐药性分析 

 
魏丹丹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临床分离各表型肺炎链球菌毒力基因表达差异性并分析其青霉素和大环内酯类耐药性。 

方法  收集不同来源的肺炎链球菌 112 株，分为侵袭性组和非侵袭性组，采用荚膜肿胀实验进行血

清学分型，PCR 和荧光定量 PCR 检测 psaA、ply、lytA、cbpA、nanA 毒力基因，MIC 法检测药物敏

感性并用 PCR检测相关耐药基因（PBP1A、PBP2B、PBP2X，ermB、mefA）。 

结果  112 株肺炎链球菌共检出 24 个血清型/群，流行血清型为：19F、19A、14、23F、6A、6B。

所有菌株 5 个毒力基因的携带率几乎均为 100%；侵袭性菌株 nanA、lytA、psaA、ply 4 个毒力基

因在转录水平上明显高于非侵袭性菌株，此外 19F 和 6A/B 血清型中侵袭性菌株这 4 各毒力基因转

录水平也高于非侵袭性组；nanA、psaA、cbpA 和 ply 在 3 型中的转录水平要高于其他血清型。血

液与痰液标本来源的肺炎链球菌毒力基因转录水平有一定差异但无统计学意义，脑脊液来源与血

液，痰液比较，转录水平明显增高，肺炎链球菌青霉素非敏感率达 67%，PBP 基因携带率高，红霉

素和克林霉素耐药率达 91.1%，主要携带 ermB基因。 

结论  常见 5 种毒力基因在肺炎链球菌中普遍存在，但不同致病类型、不同血清型和不同来源菌株

基因表达水平存在差异，侵袭性的、3 型和脑脊液来源的菌株毒力较强，且该地区肺炎链球青霉素

和红霉素和克林霉素耐药率高，应引起临床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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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71 

16S rRNA 测序在疑难菌鉴定中的临床应用 

 
卢玲玲,王慧兰,单洪波,丁进龙,吴鹏飞 

杭州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 

 

目的  评价核糖体 16S rRNA 测序，在临床疑难菌鉴定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60 株来自不同医院的临床疑难菌，常规表型和生化鉴定无法识别（包括奴卡菌，棒杆

菌，非结核分枝杆菌，厌氧菌，放线菌，阴道加德纳菌，玫瑰单胞菌，侵蚀艾肯菌，苯丙酮尿冷杆

菌），通过设计通用引物 16S rRNA（27F,1492R），对 60 株疑难菌进行 PCR 扩增并对扩增产物进

行双向测序，将获得的所有序列在 Seqman 中打开，选取正反向序列无重叠峰片段，进行 BLAST 核

酸序列比对。通过查询原核生物名称目录(http:// www.baeterio.cict.fr/)提供的分类学信息与

美国临床与实验窜标准化协会(CLSI)MMl8-A 的解释标准，以获得菌株鉴定结果；若经 BLAST 比

对，得出相似菌，则对相似菌株进行二次引物设计，PCR扩增，鉴定到种。 

结果  60 株细菌全部扩增成功，所有序列经 Seqman 剔除杂峰后，6 株细菌与模式菌相似度≥99%，

但相似度之差＜0.8%，2 株细菌与模式菌相似度＜97%，可能为新种；其余 52 株直接鉴定到种。在

6株相近的细菌中经二次设计引物，再结合生化反应则能鉴定到种。 

结论  经优化后的核糖体 16S rRNA 测序与细菌常规表型及生化鉴定的结合，能准确快速的鉴定临

床疑难菌。 
 
 

PU-4172 

血培养病原菌分布及耐药分析 

 
郭丽娜 

内蒙古电力中心医院内蒙古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血培养中病原菌分布类型及其对抗

菌药物的耐药情况，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采用美国 BD 公司的 BACTEC FX40 全自动血培养仪，对血培养瓶进行连续培养监测，BD 

Phoenix 100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药敏分析系统对血培养阳性标本分离出的病原菌进行鉴定和药敏

试验，利用 WHONET 5.6软件来对药敏试验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1810 份血培养标本中，分离病原菌的数量为 218 株，阳性率占 12.0%，其中革兰阴性菌 140

株，所占比例为 64.2%；革兰阳性菌 75 株，占比例为 34.4%；真菌 3 株，占 1.4%。对大肠埃希

菌、克雷伯菌属、肠球菌属、葡萄球菌属进行药敏结果分析，葡萄球菌属对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耐

药率为零，大肠埃希菌以及克雷伯菌属对碳青霉烯类药物（如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耐药率也为

零，而对其他抗菌药物则有不同程度的耐药。 

结论  目前我院血培养阳性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菌种呈现多样化及较高的耐药率，提示临床

医生应重视血培养的送检，以便针对性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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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73 

我院 2017 年耐药菌流行现状及抗菌药使用预警分析 

 
尚翠萍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医院输血科 

 

目的  研究我院多重耐药菌的耐药现状及建立有效合理的预警机制，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降

低细菌耐药率。 

方法  对 2017 年 1 月到 12 月住院患者送检各类标本进行分离培养，采用 VITEK-2 全自动细菌鉴

定仪及配套的药敏板检测病原菌及抗菌药物敏感性，按照抗菌药耐药率建立分级预警方案。 

结果  分离培养病原菌 571 株，排名前 5 位病原菌为大肠埃希菌 151 株，肺炎克雷伯菌 103 株，金

黄色葡萄球菌 98 株，铜绿假单胞菌 74 株，鲍曼不动杆菌 63 株。细菌耐药达到橙色预警得以第三

代头孢菌素及喹诺酮类抗生素为主。 

结论  我院多重耐药细菌的耐药情况日趋严峻，加强耐药性监测，提高预警，合理用药，以减少耐

药菌株的产生与传播。 
 
 

PU-4174 

我院 2016 年耐药菌流行现状及抗菌药使用预警分析 

 
尚翠萍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医院输血科 

 

目的  研究我院多重耐药菌的耐药现状及建立有效合理的预警机制，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降

低细菌耐药率。 

方法  对 2016 年 1 月到 12 月住院患者送检各类标本进行分离培养，采用 VITEK-2 全自动细菌鉴

定仪及配套的药敏板检测病原菌及抗菌药物敏感性，按照抗菌药耐药率建立分级预警方案。 

结果  分离培养病原菌 571 株，排名前 5 位病原菌为大肠埃希菌 151 株，肺炎克雷伯菌 103 株，金

黄色葡萄球菌 98 株，铜绿假单胞菌 74 株，鲍曼不动杆菌 63 株。细菌耐药达到橙色预警得以第三

代头孢菌素及喹诺酮类抗生素为主。 

结论  我院多重耐药细菌的耐药情况日趋严峻，加强耐药性监测，提高预警，合理用药，以减少耐

药菌株的产生与传播。 
 
 

PU-4175 

尿路感染赫尔曼埃希菌 1 例 

 
喜贺热 

巴彦淖尔市医院 

 

目的   

1. 临床资料 

患者，女，56 岁，因“排尿不适 5 天，加重伴腰困 1 天”入院，考虑尿路感染。查体：T36℃，血压

110/70mmHg，神清语利，头颅五官无畸形，咽无充血，扁桃体无肿大，胸廓对称，双肺呼吸音

清，未闻及干湿啰音，心界叩诊不大，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病理性杂音。腹平软，上输尿管压痛

（+），移动性浊音阴性，右肾区叩痛（+），双下肢无水肿。神经系统：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

未引出。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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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室检查 

尿常规：BLD1+.PR01+.LEU2+. 镜下：WBC：652.7/ul，BACT 6982.1/ul  WBC-M117HPF。尿中

培养出赫尔曼埃希菌，药敏试验：耐药（R）：环丙沙星、庆大霉素、左旋氧氟沙星、复方磺胺。

敏感（S）：阿米卡星（丁胺卡那霉素）、氨苄西林/舒巴坦、氨曲南、头孢噻肟、头孢他啶、头孢

唑肟、头孢曲松、亚胺培南（泰能）、美洛配能、呋喃妥因、替卡西林/克拉维酸、头孢哌酮/舒巴

坦。选用敏感抗生素头孢哌酮/舒巴坦抗炎治疗 3 日，患者尿检转阴，7 天后，尿细菌培养阴性，腰

困缓解，病情缓解后出院。 

结果  取标本接种血平板 35℃培养 24 小时，同时做菌落计数， 结果菌落计数＞105/ml。菌落较

大、黄色、稍凸起、光滑、湿润、边缘整齐、不溶血，革兰阴性杆菌，具有周鞭毛。克氏双糖铁：

底层和斜面变黄，产酸产气，IMViC++--。 

结论    泌尿系统感染前五位的细菌为大肠埃希菌（67.4%）、肺炎克雷伯菌（13.6%）、变形杆菌

（6.1%）、不动杆菌（5.3%）及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4.5%）
（1）

，很少有此种菌感染的报道。

查阅文献梁玉兰等报道过
（2-6），42 株赫尔曼埃希菌检测结果分析中尿液检出 14 株，王晓露等报道

从伤口分泌物中检出三例
（1），还有解放军 324 医院检验科的杨勇等报道过赫尔曼埃希菌致泌尿系

感染一例(6)。 

 
 

PU-4176 

2014 年-2017 年某医院尿路感染肠球菌耐药性监测分析 

 
张利霞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 2014 年 1 月-2017 年 1 月某医院尿液标本分离肠球菌的临床特点及耐药情况，为肠球

菌经验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2017 年 1 月分离自尿液标本肠球菌，VITEK2-compact 微生物鉴定

系统对细菌进行鉴定，纸片扩散法联合 MIC 法行抗生素敏感试验，WHONET5.6 和 spss20 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 

结果  ①2014 年 1 月-2017 年 1 月尿液标本共检出病原菌 908 株，主要是大肠埃希菌，其中屎肠球

菌 84 株，粪肠球菌 68 株，是位于第二位和第三位的病原菌。②屎肠球菌对于氨苄西林、高水平庆

大霉素、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呋喃妥因的耐药率分别 89.6%、63.2%、91.5%、85.7%、69.4%、

明显高于粪肠球菌的 24.2%（c2=65.001，P=0.000）、40.4%（c2=8.246，P=0.004）、56.6%

（c2=26.129，P=0.000）、51.2%（c2=21.144，P=0.000）12.2%（c2=50.193，P=0.000））；粪肠

球菌对于氯霉素的耐药率为 33.3%,显著高于屎肠球菌 2.6%（c2=27.035，P=0.000）。二者对于喹

诺酮类抗生素都有较高的耐药率（51.2%）。③检出一株对万古霉素耐药的屎肠球菌，耐药率为

1.2%（1/84）；未检出对万古霉素耐药的粪肠球菌；未发现对利奈唑胺、替加环素耐药的肠球菌。

④屎肠球菌多重耐药现象严重。 

结论  尿液标本屎肠球菌与粪肠球菌对抗菌药物耐药性差异大，屎肠球菌多重耐药现象形势严峻，

已发现耐万古霉素的屎肠球菌，我们必须严密监控，尽早诊治，切断传播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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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77 

mazEF 基因在肠球菌中的分布及与耐药的相关性研究 

 
张利霞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 mazEF基因在肠球菌临床分离株的分布特征，并探讨其与肠球菌耐药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包头地区 2013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临床来源的肠球菌 187 株，随机选出 90 株作为实

验菌株，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法及基因测序技术检测 mazEF 基因，VITEK-2 Compact 全自动

微生物鉴定及药敏系统鉴定肠球菌并同步测定 10 种抗菌药物（氨苄西林、青霉素、四环素、替加

环素、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万古霉素、利奈唑胺、高水平庆大霉素、红霉素）MIC 值，分析

mazEF基因在肠球菌基因组中的分布及与耐药之间的关联。 

结果   90 株肠球菌属,mazEF 基因在肠球菌属基因组的阳性率为 86.7%。在对氨苄西林、左氧氟

沙星、青霉素、四环素、高水平庆大霉素、红霉素、环丙沙星、万古霉素耐药的肠球菌中，mazEF

基因阳性率分别为 88.7%、86.2%、89.1%、84.6%、81.5%、85.0%、89.4%、60.0%，敏感的肠球菌

中，mazEF 基因阳性率分别 83.7%、87.5%、82.6%、92.0%、94.4%、100.0%、87.1%、88.2%，耐药

株和敏感株中，mazEF 基因阳性率无统计学差异（P>0.01）。 

结论   mazEF 基因在肠球菌基因组中分布的阳性率为（78/90）86.7%，其分布与对氨苄西林、左

氧氟沙星、青霉素、四环素、高水平庆大霉素、红霉素、环丙沙星耐药无显著相关性，与天然耐万

古霉素也无显著相关性。 

 
 

PU-4178 

2016 年内蒙古包头地区 10 家医院肠球菌耐药性监测分析 

 
张利霞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 2016 年内蒙古包头地区 10 所医院临床标本分离肠球菌的耐药情况，为肠球菌经验治疗

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方法  VITEK2-compact 微生物鉴定系统对细菌进行鉴定，纸片扩散法联合 MIC 法行抗生素

敏感试验，WHONET5.6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结果  ①2016 年内蒙古包头地区 10 所医院共分离肠球菌 564 株，其中屎肠球菌 305 株

（54.1%），粪肠球菌 222 株（39.4%），屎肠球菌的数量超过粪肠球菌。②屎肠球菌对于氨苄西

林、高水平庆大霉素、利福平、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红霉素、呋喃妥因的耐药率分别 89.1%、

56.2%、86.1%、89.9%、87.8%、91.5%、67.6%，明显高于粪肠球菌的 14.2%、46.9%、83.1%、

45.1%、41.5%、76.0%、4.6%；粪肠球菌对于氯霉素的耐药率为 23.1%,显著高于屎肠球菌的 2.9%；

二者对于利福平（>83.1%）、红霉素（>76.0%）、四环素（>61.6%）都有较高的耐药率。③检出一

株对万古霉素耐药的屎肠球菌，耐药率为 0.3%（1/305）；未检出对万古霉素耐药的粪肠球菌；未

发现对利奈唑胺、替加环素耐药的肠球菌。 

结论  结论   我们应重视对肠球菌的耐药性监测，根据其耐药特点合理使用抗菌药物。VRE 菌株

的检出率虽然低，但易定植传播，且毒力变化多端，对抗感染治疗构成严重威胁，我们必须加强对

它的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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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79 

肺炎链球菌的耐药性监测 

 
林滢,廖娟 

福建省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本院近 3年肺炎链球菌的发病趋势和耐药性，为正确选用抗生素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临床分离的 93 株肺炎链球菌，用 Vetik-2 

compact 鉴定仪检测其对抗菌药物的 MIC 值，根据 CLSI 2016 版判断折点，用 WHONET5.6 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 

结果  93 株肺炎链球菌中有 84 株分离自呼吸道标本，5 株分离自血标本，3 株分离自分泌物标

本，仅 1 株分离自脑脊液标本。分离率较高的病区有肺病科（占 15%）、脑病科（11%）、重症医

学科（9%）及儿科（8%）。93 株肺炎链球菌对红霉素、四环素、复方新诺明的耐药率较高，分别

为 90%、83.3%、51.1%，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厄他培南暂无发现耐药菌株，对莫西沙星、左氧

氟沙星、氟氯沙星的耐药率较低，分别为 1.1%、2.2%、2.2%。对非脑膜炎来源的肺炎链球菌，青

霉素、头孢曲松、头孢噻肟仍保持较高的敏感性，分别为 99%、83.3%、83.3%。 

结论  治疗肺炎链球菌建议使用青霉素、喹诺酮类抗生素、三代头孢菌素类抗生素。由于肺炎链球

菌的耐药性逐年上升，应对其进行监测，指导临床合理选用抗菌药物。 
 
 

PU-4180 

重症医学科病房病原菌分布与耐药性分析 

 
陈宗云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闽东医院 

 

目的  了解医院 2014-2016 年重症医学科（ICU）病房分离的病原菌分布情况及对抗菌药物的耐药

性分析，为指导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对 2014-2016 年 ICU 送检的 4328 份感染性标本包括痰液、血液、尿液、分泌物、引流液

等，采用法国梅里埃 Vitek 2 鉴定药敏系统对分离到的致病菌进行鉴定及药敏试验，对结果进行统

计分析。 

结果  4328 份送检标本检出病原菌 751 株，检出率 17.4%，其中 G-杆菌 481 株占 64.0%；G+球菌

179 株占 23.8%，真菌 63 株占 8.3%；其他病原菌 28 株占 3.9%。主要 G-杆菌是肺炎克雷伯菌 129

株（26.8%）、大肠埃希菌 89 株（18.5%）、铜绿假单胞菌 60 株（12.5%）、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64

株（13.3%）、鲍曼不动杆菌 53 株（11.0%）。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肺炎克雷伯菌（ESBLKPN）检

出率 10.9%，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大肠埃希菌（ESBLECOL）检出率 38.2%，耐碳青霉烯类铜绿假

单胞菌（CRPA）检出率 23.3%，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CRAB）检测率 20.8%。主要 G
+
球菌是

金黄色葡萄球菌 69 株（38.5%）、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42 株（23.5%）、粪肠球菌 34 株

（19.6%）。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检出率 27.5%，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MRCNS)检出率 85.7%，耐万古酶素肠球菌（VRE）检出率 5.9%。耐药性分析显示：G
-
杆菌（除外

鲍曼不动杆菌）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TZP）、阿米卡星（AMK）高度敏感；G
-
杆菌（除外鲍曼不

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对亚胺培南（IMP）高度敏感。 

结论  ICU 患者主要的感染途径是呼吸、血源性和泌尿系统，感染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耐药

率也相对较高，特别是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的耐药性逐年增加，这

需要引起临床的极大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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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81 

17 例布鲁菌病的临床分析 

 
宋贵波 1,陈丽娟 2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布鲁菌病患者的流行病学特征、临床表现、诊断及治疗效果，减少临床的误诊，为布鲁

菌病的临床诊断及治疗提供实践基础和经验方法。 

方法  根据 17 例布鲁菌病患者的性别、年龄、牛羊接触史，发热、出汗、关节肌肉疼痛等临床表

现，以及诊断及临床治疗等相关资料，对上述流行病学特征和临床表现等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患者以中年男性居多，男性 13 例，女性 3 例，儿童 1 例，全年均有发病；16 例患者有明确

动物接触史，其中长期饲养牛、羊者 4 例（23.5%）；主要临床表现有乏力 13 例（76.5%），发热

10 例（58.8%），肌肉和关节疼痛 8 例（47.1%），多汗 2 例（11.8%），以发热症状最为常见。其

他检查显示，脾肿大 10 例（58.8%）。病原学检查：均为血培养阳性，培养出“马尔他布鲁菌”。

患者治疗以利福平联用多西环素最常见，有 9 例（52.9%），四环素治疗 4 例（23.5%）。13 例患

者治愈、好转（76.5%），2 例用药不祥，2例出院后门诊追踪治疗。 

结论  布鲁菌病患者以男性多见，临床表现多样化，血培养阳性可明确诊断，临床医师应加强辨

别，防止误诊，并根据患者情况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同时应加强布鲁菌病的监管和宣教。 
 
 

PU-4182 

rDNA 测序在酵母菌和丝状真菌鉴定中的临床应用 

 
卢玲玲,王慧兰,单洪波,丁进龙,吴鹏飞 

杭州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 

 

目的  评价核糖体 RNA（rDNA）测序，在临床酵母菌和丝状真菌鉴定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60 株真菌（包括 6 株标准菌株，6 株室间质评酵母菌，18 株临床酵母菌，30 株临床丝

状真菌），通过设计通用引物 ITS 和 26S D1/D2，对 60 株真菌进行 PCR 扩增并对扩增产物进行双

向测序，将获得的所有序列在 Seqman 中打开，选取 ITS 和 26S D1/D2 正反向序列无重叠峰片段，

进行 BLAST核酸序列比对。结合 Mycobank真菌分类信息以获得菌株鉴定结果。 

结果  60 株真菌全部扩增成功，剔除杂峰后，（除马尔尼菲蓝状菌 ITS 鉴定为马尔尼菲蓝状菌，

26S D1/D2鉴定为疣孢青霉外）所有菌株 ITS和 26S D1/D2 鉴定结果一致，并能准确鉴定到种。 

结论  经优化后的核糖体 RNA（rDNA）测序与真菌形态学的结合，能准确快速的鉴定临床常见真菌

与疑难菌。 
 
 

PU-4183 

Preliminary screening of type IV secretion system of 
divergent geographic sources of Clostridium difficile 

 
Na Li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Varying geographic sources and sequence types of Clostridiumdifficile(C. difficile) 
were preliminarily screened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profiles of three core genes of T4SS 
(VirB4m, VirB6and VirD4) in C. difficile colony, aiming to add evidence to elucidating the 
molecular polymorp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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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 total of 33C. difficile strains of different sources were screened from 37 strains. C. 
difficile strains of different sources were inoculated and prepared for genome extraction. C. 
difficile toxins A and B were subject to identification and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analysis. Then, the T4SS gene was performed by PCR amplification and sequencing analysis.  
Results  Among 37 strains, 25 were toxin A- and toxin B-positive and 12 were toxin A-
negative and toxin B-positive. MLST detected 11 strains with sequence type (ST) 37, 10 with 
ST 2, 6 with ST 35, 7 with ST 3, 1 with ST 54, 1 with ST 1 and 1 with ST 119. The detection rate 
of VirB4, VirB6 and VirD4 is extremely high in T4SS.SNP was detected in a minority of strains.C. 
difficile strains with identical ST shared the same SNP loci of T4SS and those with different ST 
differed in SNP loci.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provide evidence for subsequent identification of T4SS distribution,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polymorphism analysis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4SS and 
cytotoxicity and enterotoxication in C. difficile.  
 
 

PU-4184 

The first Human Case of Disseminated Mycosis Due to 
Penicillium Funicilosum and its identification 

 
Yuanqing Yang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cine，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bjective  Infection in human caused by Penicillium due to species other than P. marneffei is 
rare. We report the first human case of disseminated mycosis due to penicillium funicilosum. 
Methods  clinical data of the clinical case was collected. 18SrDNA and ITS DNA was obtained 
and gene sequencing was performed. homology search was operated on BLAST of NCBI. 
Phylogenetic tree was built and genetic distance was calculated on MEGA4. 
Results  Our case was identified as Penicillium funicilosum. 
Conclusions  Our case is the first human case of disseminated mycosis due to penicillium 
funicilosum. penicillium can cause infection on not only immunocompromised patients but 
immunocompetent patients. amphotericin B along with itraconazole was proved effective therapy 
in our case. 
 
 

PU-4185 

结核感染 T 细胞检测在结核性脑膜炎早期诊断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刘波 

孝感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究结核感染 T细胞检测在结核性脑膜炎早期诊断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 2014 年 7 月~2016 年 7 月于我院接受治疗的结核性脑膜炎患者、非结核性颅内感染患

者各 30 例，前者为观察组，后者为对照组，采用结核感染 T 细胞检测对两组 CSF 与外周血效应 T 

淋巴细胞数进行检测。 

结果  阳性患者斑点数为 880 个、650 个，阴性患者检测孔斑点数 2 个、3 个。在两个检测孔内所

应用抗原存在差异，使得免疫反应强度与斑点数也存在差异，两者互补可增强检测灵敏度。观察组

外周血及 CSF 标本阳性率分别为 80.0%、93.3%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经

结核感染 T 细胞检测外周血与 CSF 灵敏度为 80.0%、93.3%，特异度为 100%、96.7%，假阳性率为

0.0%、3.3%，假阴性率为 20.0%、6.7%。经结核感染 T 细胞检测外周血与 CSF 灵敏度与特异度对

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268 

 

结论  经结核感染 T 细胞检测外周血与 CSF 可于发病早期诊断结核性脑膜炎，诊断效果理想，值得

临床推广采用。 

 
 

PU-4186 

Carba NP 试验与碳青霉烯类失活试验检测 

产碳青霉烯酶肠杆菌的方法学评价 
 

胡仁静 1,沈兰凤 1,万林 1,胡锡池 2,张小莉 2,黄红宇 1 

1.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 2.宜兴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碳青霉烯类药物不敏感的肠杆菌科细菌中 Carba NP 试验(CNP 实验)、碳青霉烯类失活

试验(CIM实验)、改良 Hodge 试验(MHT试验)检测碳青霉烯酶的检测效能。 

方法  收集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分离自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宜兴市人

民医院的碳青霉烯类药物不敏感肠杆菌科细菌 429 株，同时选取碳青霉烯类敏感的菌株 220 株作为

对照组。用 VITEK2-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和药敏系统进行细菌鉴定及药敏检测。采用 PCR 方

法扩增耐药基因及膜蛋白基因，同时进行 CNP实验、CIM实验、MHT实验的检测。 

结果  429 株碳青霉烯类药物不敏感肠杆菌科细菌中，420 株菌对亚胺培南不敏感(MIC≥2ug/ml)，

423 株菌对厄他培南不敏感(MIC≥0.5ug/ml)。429 株菌中 396 株携带 blaKPC-2 基因；21 株携带

blaNDM-1基因；2 株携带 blaVIM-2基因；2 株携带 blaIMP-4基因；8 株携带 blaAmpC/blaESBL基因合并膜蛋白

缺失且不携带碳青霉烯酶基因；未检测到携带 D 组碳青霉烯酶基因的肠杆菌科细菌。以 PCR 检测的

结果为标准，CNP 实验及 CIM 实验诊断菌株是否产碳青霉烯酶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 100％；MHT 筛

查肠杆菌菌株是否产碳青霉烯酶的敏感性为 97.6%，特异性为 98.7%。CNP 实验在 2 小时内完成检

测，且准确区分碳青霉烯酶的组别，CIM实验最快 8小时内完成检测。 

结论  Carba NP 试验及 CIM 试验能快速、准确筛查出临床分离的产碳青霉烯酶的肠杆菌科细菌，

在常规的微生物实验室有发展前景，可作为碳青霉烯酶筛查和耐药监测的手段。 
 
 

PU-4187 

HPV 分型及定量检测及其临床意义探讨 

 
蔡贞,温淑娟,司徒搏,谷祯梅,籍会彩,李书芬,向春艳,苏婉婷,郑磊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鉴于 HPV 在女性中感染的普遍性以及 HPV 感染与宫颈癌的高度相关性，HPV 检测已成为宫颈

癌筛查的重要方法。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探究 HPV 不同亚型及病毒载量在宫颈高级别病变筛查、预

警及预后判断中的作用。 

方法  本文总结了 HPV分型及 HPV定量检测的研究数据，并对其临床意义进行了探讨。 

结果  HPV 病毒载量与持续感染与宫颈细胞异变呈正相关，HPV 分型定量检测可提高宫颈病变阳性

预测值和特异性。 

结论  HPV 的分型和定量检测对于宫颈癌的早期筛查，宫颈病变的随访、分流以及预后和疗效判断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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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88 

2017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细菌耐药性监测 

 
胡仁静,沈兰凤,胡锡池,黄红宇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 

 

目的  了解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临床分离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敏感性和耐药性。 

方法  对临床分离菌采用纸片扩散法或自动化仪器法按统一方案进行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按

CLSI 2017版判断结果。 

结果  收集 2017 年 1－12 月临床分离菌共 5618 株，其中革兰阳性菌 1342 株，占 23.9%，革兰

阴性菌 4276 株，占 76.1%。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中甲氧西林耐药株的平均检出

率分别为 41.4% 和 70.6%，MRSA 及 MRCNS 对利福平、呋喃妥因、奎奴普丁/达福普汀、利奈唑胺

的耐药率均低于 10%，无万古霉素耐药株。肠球菌属中粪肠球菌对多数测试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均显

著低于屎肠球菌，两者中均有少数万古霉素耐药株。大肠埃希菌和克雷伯菌属（肺炎克雷伯菌和产

酸克雷伯菌）中产 ESBL 率分别平均为 45.2%和 28.9% 。肠杆菌科细菌对亚胺培南及美罗培南的耐

药率分别为 9.5%及 4.2%，克雷伯菌属对亚胺培南及美罗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 20.4%及 9.2%。不动

杆菌属（鲍曼不动杆菌占 92.1%）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 54.1% 和 51.6%。 

结论  临床分离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率仍呈增长趋势，应加强医院感染防控措施和抗菌药物临

床应用管理措施，继续做好细菌耐药性监测工作。 
 
 

PU-4189 

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对丝状真菌 

鉴定的方法学评价 

 
郑毅,谢小芳,周惠琴,杨欢,王敏,杜鸿,朱雪明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对比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 Ionization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er , MALDI -TOF MS）、显微镜形态学检查以及 28S rDNA 测序

三种方法对丝状真菌的鉴定，分析各方法的优缺点，为丝状真菌鉴定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 2017 年第一季度分离自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临床患者标本的 20 株丝状真菌菌株，使

用 MALDI -TOF MS、显微镜检查进行鉴定，并以 PCR 扩增 28S rDNA 测序作为金标准，比较三

种方法的鉴定效果。 

结果  20 株丝状真菌经形态学鉴定后，有 8 株烟曲霉菌，2 株黄曲霉菌，3 株黑曲霉菌，1 株青霉

属菌株、1 株毛霉菌属菌株，1 株镰刀菌属菌株；经 MALDI -TOF MS 鉴定后，有 7 株烟曲霉菌，2

株黄曲霉菌，2 株黑曲霉菌，2 株青霉属菌株，1 株毛霉菌属菌株鉴定正确；经 28S rDNA 测序验

证后，形态学鉴定的正确率为 80%，MALDI -TOF MS 鉴定的正确率为 70%。 

结论  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MALDI -TOF MS）是一种灵敏、高效、经济适用的

快速鉴定丝状真菌的方法，可作为形态学鉴定的补充方法，在对曲霉菌属的鉴定中，其鉴定准确性

并不优于形态学鉴定，而在对青霉菌属的鉴定中，其鉴定准确性可能优于形态学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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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90 

901 例大肠埃希菌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郑锦利 

宁德市闽东医院 

 

目的  分析大肠埃希菌临床感染分布特点及其对常用抗菌 药物的耐药性，为临床预防大肠埃希菌

感染及合理应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2017 年临床分离出的 901 株大肠埃希菌在不同标本中的分布特点及其对

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性。菌株鉴定及药敏试验采用采用法国梅里埃 VITEKII 鉴定仪进行检测，产超

广谱内酰胺酶 (ESBLs)的大肠埃希菌采用双纸片法试验进行确证。 数据采集使用医院瑞美系统、

数据分析应用 SPSS18.0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分离出的 901 株大肠埃希菌，分别来自尿液、脓液和分泌物、痰液、血液、胸腹水等标本，

产 ESBLs 的大肠埃希菌 341 株(占 37.85% )。大肠埃希菌对亚培南、 头孢哌酮／舒巴坦、哌拉西

林／他唑巴坦、头孢吡肟、阿米卡星、头孢西丁和呋喃妥因耐药率较低；耐药率大于 5O %的抗菌

药物有氨苄西林、头孢唑啉、头孢呋辛、庆大霉素、左氧氟沙星、复方新诺明等，其中对氨苄西林

的耐药率达 9O %，且 2016年出现 3株碳青霉烯类药物耐药的菌株。  

结论  本院大肠埃希菌临床感染分布广泛，耐药情况较严重，且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分离率较高，

临床应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加强医院感染控制。 
 
 

PU-4191 

Distribution and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of clinical 
bacteria in a tertiary hospital during 2017 

 
Mingju Hao 

Qianfo Mountain Hospital of Shandong Province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and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profile of clinical bacterial 
isolates in Qianfoshan Hospital of Shandong Province during 2017. 
Methods  Bacteria identification was performed by Bruker MALDI-TOF, Walkaway 96 plus or the 
VITEK-2 Compact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Disk diffusion susceptibility testing, Walkaway 
96 plus or VITEK-2 Compact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susceptibility to antimicrobial agents. Results we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CLSI 2016 

breakpoints．All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WHONET 5.6 software. 

Results  A total of 6511 clinical isolates were collected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7, of which 
gram-negative organisms and gram-positive cocci accounted for 74.5% and 25.5% respectively. 
The top five pathogens were E. coli, K. pneumoniae, P. aeruginosa, A. baumannii and S. aureus 
respectively. The overall prevalence of methicillin-resistant strains was 27.6% in S aureus (MRSA) 
and 77.6% in coagulase negative staphyloeoecus (MRCNS), respectively. No staphylococcal 
strains were found resistant to vancomycin, teicoplanin or linezolid. 4.3% of E. faecium strains 
were resistant to vancomycin. 239 strains of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were 
isolated, about 8.5% of all the Enterobacteriaceae isolates. About 81.7% and 83% of 
Acinetobacter spp. strains were resistant to imipenem and meropenem. With respect to P 
aeruginosa, the resistance rates to  imipenem and meropenem were 34.2% and 32.4%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prevalence of multi-drug resistant bacteria is high, which is still a key problem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hospital infection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clinical use of antimicrobial agents，and maintain good practice in surveillance of bacterial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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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92 

临床检测环境条件对 ELISA 法检测血清 

半乳甘露聚糖（GM）结果的影响 

 
娄鉴芳,梅亚宁,徐华国,张世昌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半乳甘露聚糖（GM）检测的环境影响因素以及如何降低假阳性提高检测的准确性。 

方法  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进行 ELISA 法检测血清 GM。进行随机空气培养，观察培养结果并鉴定

出菌落种类。 

结果  在一般工作环境中，GM 真实阳性率为 3.38％，阳性预测值（PPV）为 29.6％。 GM 检测诊断

侵袭性真菌感染的敏感性为 63.0％，特异性为 40.9％。在严格的消毒灭菌环境中，GM 真实阳性率

为 3.94％，PPV 为 58.7％。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79.4％和 34.5％。空气培养及鉴定结果表明，

随机污染的曲霉菌属导致较强的假阳性结果，毛霉菌属导致中度的假阳性结果，而枯草芽孢杆菌导

致轻度假阳性结 

结论  环境中的枯草芽孢杆菌，曲霉菌和毛霉菌对检测环境的随机污染是导致 GM 检测假阳性结果

的重要原因，通过对检测环境严格的控制和消毒措施可以降低假阳性，改善检测结果，提高检测结

果的敏感性。 
 
 

PU-4193 

分离胶法与 SDS 法在血培养阳性瓶 MALDI-TOF MS 

病原菌直接鉴定的应用 

 
王岩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目的  评估分离胶促凝管法和 SDS 法两种阳性血培养瓶前处理方法联合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

时间质谱(MALDI-TOF MS)快速鉴定病原菌的临床应用。 

方法  连续收集 2016 年 11 月-2017 年 5 月阳性血培养需氧瓶 120 例和厌氧瓶 80 例（经革兰染色

镜检确认为单一菌），利用分离胶促凝管和 0.5%SDS 前处理后与转种纯培养菌落 MALDI-TOF MS 鉴

定比较，评价两种方法的鉴定准确率。统计分析采用 SPSS 20.0 软件，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分离胶法和 SDS 法 MS 鉴定与培养鉴定的符合率为 86.0%和 87.0%；分离胶法鉴定需氧瓶和厌

氧瓶中病原菌的准确率为 86.7%和 85.0%，SDS 法为 85.0%和 90.0%，二者鉴定需氧瓶中病原菌的鉴

定率无明显差异，SDS 法鉴定厌氧瓶中细菌的准确率明显高于分离胶法（χ
2
=11.13，p＜0.05）；

分离胶法和 SDS 法对革兰阴性杆菌的鉴定准确率（94.3%，94.3%）明显高于革兰阳性球菌

（80.6%，83.3%）和真菌（50.0%，63.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
=24.7，p＜0.01；χ

2
=40.3，

P＜0.01；χ
2
=15.1，p＜0.01）；分离胶法和 SDS 法鉴定革兰阴性菌和阳性菌的准确率无明显差

异，而 SDS 法鉴定真菌和厌氧菌的准确率明显高于分离胶法（χ
2
=11.05，p＜0.01；χ

2
=14.05，p

＜0.05）；分离胶法和 SDS 法鉴定分值＞2.0 分者分别占 37.5%和 45.0%（χ
2
=20.48，p＜0.05），

1.6-2.0 分者分别占 33.0%和 25.0%（χ
2
=11.14，p＜0.05），＜1.6 分者分别占 15.5%和 17.0%

（χ
2
=5.9，p＞0.05）。 

结论  分离胶法和 SDS 法均可快速直接鉴定阳性血培养瓶中常见病原菌，显著缩短鉴定时间，适合

实验室推广应用，在真菌和厌氧菌鉴定时 SDS法前处理 MS 鉴定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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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94 

两例构巢曲霉致肺曲霉病的临床和病原学分析 

 
王育英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医院 

 

目的  探讨构巢曲霉致肺曲霉菌病的临床及病原学特点，为临床诊疗提供帮助。 

方法  分析患者的临床资料和实验室对病原菌的分离鉴定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两例患者均有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史及多种基础疾病，临床表现为发热、咳嗽、喘息等，胸

部影像学显示肺部斑片状高密度影；实验室检测 G 试验和 GM 试验均为阳性；痰液直接涂片镜检可

见有隔菌丝，分支 45°角，分离菌经质谱和测序分析确定为构巢曲霉。临床根据病原学结果改用

伏立康唑治疗后患者症状及体征好转出院。 

结论  构巢曲霉致肺曲霉菌病相对少见，病原学诊断对临床早期有效的治疗肺曲霉菌病很重要。 
 
 

PU-4195 

粪便菌群移植的研究进展 

 
肖艳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目的  粪便菌群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FMT）是指将健康供者的粪便处理后

经结肠等途径输入到患者体内,以治疗由肠道微生物群改变引起的肠道疾病。近年来的大量临床试

验及询证医学证据表明粪便菌群移植是治疗复发性难辨梭菌感染（recurrence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rCDI）的有效方法，欧洲和北美的指南中也推荐将粪便菌群移植用于该适应

症，同时也可考虑将粪便菌群移植用于与肠道生态失调相关的多种慢性疾病。本文对粪便菌群移植

的潜在治疗机制、应用程序、FMT的应用、不良反应、后期随访进行了综述。 

方法    

结果  近年来的大量临床试验及询证医学证据表明粪便菌群移植是治疗复发性难辨梭菌感染

（recurrence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rCDI）的有效方法 

结论  近年来的大量临床试验及询证医学证据表明粪便菌群移植是治疗复发性难辨梭菌感染

（recurrence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rCDI）的有效方法 
 
 

PU-4196 

临床分离碳青霉烯类耐药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 

耐药机制及同源性分析 

 
李军,黄紫嫣,刘蕾,陶晓燕,胡咏梅,王海晨,刘文恩,邹明祥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研究临床分离碳青霉烯类耐药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carbapenem-resistant hypervirulent 

Klebsiella pneumoniae，CR-hvKP）耐药性、耐药机制及同源性，以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

物。 

方法  收集某院 2014 年 9 月～2017 年 9 月临床分离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菌（carbapenem-

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CR-KP），拉丝试验、aerobactin 基因检测、细胞实验及动物实

验以确定 CR-hvKP。CR-hvKP：改良碳青霉烯灭活法（mCIM）检测碳青霉烯酶表型，PCR 法检

file:///D:/Youdao/Dict/7.0.1.0214/resultui/dict/result.html?keyword=recurrence
file:///D:/Youdao/Dict/7.0.1.0214/resultui/dict/result.html?keyword=recurrence
file:///D:/Youdao/Dict/7.0.1.0214/resultui/dict/result.html?keyword=recur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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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血清型基因（K1、K2、K5、K20、K57 等）、毒力基因（kfuABC、allS、rmpA 等）及碳青霉烯

酶基因（blaKPC、blaNDM、blaOXA-48等），MLST 和 PFGE 分析同源性。 

结果  共收集到 562 株 CR-KP，其中 20 株最终确定为 CR-hvKP。该 20 株菌除对替加环素和阿米

卡星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其余抗菌药物耐药率均较高。20 株 CR-hvKP 中，仅有一种血清型（K2，

n=17）被检出。rmpA、iucB、ironB、uge、wabG、ureA、alls、ybtS、fimH、entB 的检出率分别

为 90.0%、25.0%、70.0%、100.0%、100.0%、100.0%、10.0%、45.0%、30.0%、100%。耐药

基因检测显示 13 株携带 blaKPC和 1 株 blaNDM。20 株 CR-hvKP 可分为 A～H 共 8 种 PFGE 型别，

以 A 型为主，占 55.0%。MLST 结果显示，ST25、ST11 和 ST375 三种 ST 型被检出，以 ST25 型

为主，占 80.0%。 

结论  本院已检出 CR-hvKP，携带 blaKPC基因是导致其对碳青霉烯类耐药的主要原因。本院临床分

离 CR-hvKP 存在克隆传播，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PU-4197 

女性阴道混合感染 2143 例阴道微生态状况分析 

 
李文军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目的  阴道微生态评价系统是通过传统的形态学检测（描述阴道菌群的密集度.多样性.白细胞酯酶.

唾液酸苷酶.β-葡萄糖醛酸酶.乙酰氨基葡萄糖苷酶等功能指标）综合地对阴道微生态进行全面评

价。 

方法  涂片染色及镜检，综合生化功能学检测 

结果  从就诊的 2143 例患者来看，阴道混合感染的发生率很高，其中以细菌性和真菌性阴道病发

病为主。 

结论  湿片直接镜检阴道分泌物是诊断念珠菌感染的简单、快速、又可靠的方法，也是目前临床上

常用的方法，能及时给临床提供有利的依据，让患者得到及时、正确的治疗。 
 
 

PU-4198 

益生菌 VSL#3 对 UC 大鼠艰难梭菌毒素 

基因 A/B 携带情况影响的研究 

 
陈辞言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服用益生菌 VSL#3 前后溃疡性结肠炎（UC）大鼠粪便标本中艰难梭菌毒素基因 A/B 的携

带情况，为使用益生菌 VSL#3 治疗 UC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 DSS 造模组和不同浓度益生菌组 SD 大鼠的粪便标本，提取粪便总 DNA，采用荧光定量

PCR 方法分别检测粪便中艰难梭菌毒素基因 A 和艰难梭菌毒素基因 B。扩增产物进行琼脂糖凝胶电

泳，并对扩增产物进行测序验证。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以 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共检出 9 例携带毒素 cdtA 基因，空白对照组 1 例，DSS 造模组 4 例，低浓度治疗组 1 例，

中浓度治疗组 1 例，高浓度治疗组 1 例，热灭活治疗组 1 例，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益生菌组

cdtA 基因携带率与 DSS 组有显著差异（p＜0.05）；共检出 8 例携带 cdtB 基因，空白对照组 1

例，DSS 造模组 3 例，低浓度治疗组 1 例，中浓度治疗组 1 例，高浓度治疗组 1 例，热灭活治疗组

1 例，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益生菌组 cdtB 基因携带率与 DSS 组无显著差异（p＞0.05）；艰难

梭菌毒素基因 A/B 在低、中、高浓度和热灭活治疗组组间携带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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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益生菌 VSL#3 可能通过降低溃疡性结肠炎大鼠艰难梭菌毒素基因 A 的携带率，从而发挥其对

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作用。 
 
 

PU-4199 

一例产气荚膜梭菌引起血流感染的临床和病原学分析 

 
陈典典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目的  帮助临床指导治疗，协助临床合理用药及抗感染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并进行质谱鉴定 

结果   

文献报道对于产气荚膜梭菌引起的血液感染，病情多易进展快速，死亡率高，早期有效的抗菌药物

治疗能可明显降低死亡率，青霉素类可作为首选对抗产气荚膜梭菌感染的药物。而合用高剂量青霉

素 G 和克林霉素抗感染治疗时无论年龄、基础病情况或入院时溶血的存在都可明显降低死亡率 

结论  实验室人员应熟悉和掌握产气荚膜梭菌的特点（厌氧菌，革兰阳性大杆菌、双溶血环菌落）

和多种鉴定手段，面对少见的厌氧菌感染，能做到及时、早期、准确的病原诊断，协助临床及早正

确诊治。 
 
 

PU-4200 

浅谈自媒体时代临床微生物检验教学的实践与体会 

 
曹敬荣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医院 

 

目的  新的致病或耐药微生物的不断出现，给传统的临床微生物教学内容带来挑战，而自媒体时

代，信息获取多元化，给临床微生物教学模式带来新机遇。临床微生物检验是检验医学中与临床感

染（传染）病学及医院感控等密切相关的一门检验学科，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作为检验技师/医

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承担了基地轮转生、进修生和实习生的“三生”临床微生物教学任务。近年

来，随着新发/突发传染病及新的致病或耐药微生物不断出现（如 H7N9、埃博拉病毒及超级细菌

等），临床微生物检验在临床诊疗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但目前临床微生物教学面临教材缺乏、教学

内容滞后等问题，难以满足学科建设和对临床及时支持的需求，也给感染控制带来挑战和要求。因

此，在网络化或自媒体背景下，为了让“三生”更好的将所学知识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以更好地为

临床提供帮助。 

方法  本文对自媒体时代的临床微生物检验“三生”教学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及培养学生综合素

质等多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实践，以培养临床型高素质临床微生检验人员，更好地协助临床感染性疾

病的诊治 

结果  本教研室结合多种视听媒体对临床微生物检验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等多方面进行了探索和

思考寻找适合的临床微生物检验教学新方法，为培养高素质临床型微生物人才提供有力的支撑。 

结论  本教研室结合多种视听媒体对临床微生物检验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等多方面进行了探索和

思考寻找适合的临床微生物检验教学新方法，为培养高素质临床型微生物人才提供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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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01 

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中感染指标及耐药状况分析 

 
刘德华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 2016年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菌的常见感染指标变化及耐药状况。 

方法  回顾性调查 2016 年全年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分离到的金黄色葡萄球菌，通过临床感染表

现、实验室指标、病原学诊断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菌和定植菌，并对常见感染指标 PCT、CRP、IL-

6、WBC、中性粒细胞%等数值的变化进行比较，分析炎性因子在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中的变化规

律。然后针对感染菌利用 CLSI2016规则进行药敏状况分析。 

结果  2016 年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共分离到金黄色葡萄球菌 213 株，其中 148 株为临床明确的感

染病原菌。148 株病原菌中耐甲氧西林的发生率为 28.4%。本文所测感染指标 PCT、CRP、IL-6、

WBC、中性粒细胞%的值感染患者明显高于定植患者（P<0.05）。其中 2 个以上感染指标同时升高的

占 71.6%。感染性金黄色葡萄球菌主要分离自痰液（占 55.4%），且以呼吸科、ICU、老年病科为

主。其耐药率为：青霉素 100%，苯唑西林 28.4%，阿奇霉素 44.3%，红霉素占 54.7% ，利福平、复

方新诺明、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庆大霉素、阿米卡星耐药率处于 10.1%～17.0%。万古霉素、

替考拉宁、利奈唑胺均敏感。 

结论  2016 年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分离到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多数为感染菌，感染菌的感染指标

PCT、CRP、IL-6、WBC、中性粒细胞%数值有明显升高。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耐药状况表现出明显的地

区个性化特点。 
 
 

PU-4202 

神经型布鲁菌病的临床特点和实验室诊断分析 

 
曹敬荣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医院 

 

目的  总结神经型布鲁菌病的临床及实验室诊断过程，为提高临床和实验室对该病的认识和早期诊

疗提供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患者的临床表现、流行病学资料及脑脊液（CSF）培养等病原学检查、影像学表

现和其它实验室检查结果，并与非神经型布鲁菌病患者实验室检查结果比较，同时复习国内外文

献。数据资料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 20.0 软件。 

结果  12 例神经型布鲁菌病患者中男 9 例，女 3 例，年龄 22-60 岁（平均 43±14 岁）；10 例来自

流行地区，9 例有明确的流行病学接触史，其中 3 例既往诊断布鲁菌病；12 例均出现不同程度发

热，6 例有头痛伴脑膜刺激征表现；3 例表现为复视、视力下降；听力减退伴步态不稳，肢体麻木

无力，精神状态改变各 4 例。12 例患者血清布氏杆菌凝集试验均阳性，其中 7 例血清和 CSF 凝集

均阳性。5 例 CSF 培养报阳性（平均 106.7h），鉴定为马耳他布鲁杆菌。12 例患者 CSF 白细胞

数（单核为主）和蛋白均不同程度升高，葡萄糖、氯化物正常或减低。12 例均给予多西环素或米

诺环素+利福平+头孢曲松治疗，预后良好。 

结论  神经型布鲁菌病的临床表现多样，易误诊或漏诊，非疫区医务人员应重视 CSF 血瓶培养及布

鲁杆菌凝集，加强多学科协作交流以及早确诊及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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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03 

CBL 联合 MDT 模式在临床微生物“三生”教学中的应用 

 
曹敬荣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医院 

 

目的  在临床带教教学中，改进教学方法，将传统的授课带教改为及时病例分析学习(case-based 

learning，CBL)+多学科协作(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教学模式。 

方法  选取 30 名进行 CBL+MDT 教学法教学的学生与既往 30 名经传统教学的学生进行比较，通过

问卷调查、理论知识考核、临床技能考核、部门间合作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考核的形式，对

CBL+MDR模式进行整体效果评价。 

结果  CBL+MDT 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病例综合分析成绩( 34．7±2．7) ，毕业理论考

试成绩和和科研创新能力 ( 34．5±2．5)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29.6±4.4，t = 4.113，P＜

0.001，31.1±3.0，t = 3.703，P= 0.001)；两组学生在问卷调查满意率和学习兴趣方面与对照组

无明显差异(P＞0.05)。92%的学生认为 CBL+MDT 教学模式加强了专科与全科之间的合作，更倾向于

该教学模式。 

结论  CBL+MDT 教学模式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促进学科建设和人才梯队培养。 
 
 

PU-4204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8 年间血培养细菌耐药与报警时间分析 

 
刘德华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本医院 2005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血培养阳性标本的细菌分布及耐药情况，为菌血症

提供诊断依据并指导合理用药。 

方法  采用 BD 9240 和 BacT/Alert3D 240 血培养系统进行培养，使用 Microscan walkaway 40 对

分离菌株鉴定及药敏试验。数据分析采用 WHONET5.6 软件。 

结果  本院 8 年来送检血培养标本 29116 份，分离阳性率为 6.28 %。菌株分布数量从多到少依次

革兰阴性杆菌、革兰阳性球菌、真菌等。各类细菌耐药情况差别较大。不同细菌在血培养仪中阳性

报警时间不同。 

结论  血培养分离菌谱较广，不同菌株耐药率差别大，通过结合微生物的生长生化特点，阳性报警

时间，可初步判断细菌的类型。 

 
 

PU-4205 

Temporal association between carbapenem usage and 
resistance in Gram-negative bacteria at a tertiary hospital 

in China 

 
Yuxin Chen,Haiyan Chang,Chao Wu 

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 

 
Objective  The irrational clinical usage of antibiotics including carbapenem and the prevalence of 
Gram-negative bacteria resistance have raised a global pressing concern.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emporal association between carbapenem usage and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in Gram-negative bac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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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Quarterly consumptions of carbapenem (daily defined doses (DDDs)/1,000 inpatient-
days) and percentages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for four major Gram-negative bacteria (E.coli, A. 
baumannii, K.pneumoniae and P.aeruginosa) from inpatient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hospital 
electronic prescription system at a tertiary hospital in Nanjing, China from 2012 to 2017. The 
trends of carbapenem consumption and antibiotic resistance rates were assessed by regression 
analysis, respectively. Cross-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temporal association 
on a quarterly basis between carbapenem consumption and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Results  We identified a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carbapenem consumption and ceftazidime 
resistance in E.coli (r=0.621, p=0.008) with two quarter lags. Further, in A. baumannii, we 
identified strong correlations between carbapenem consumption and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gainst piperacillin/tazobactam (r=0.505, p=0.029) 、 ceftazidime (r=0.507, p=0.027) 、

ciprofloxacin (r=0.487, p=0.035) 、 imipenem (r=0.512, p=0.025) without any quarter lag,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Our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increasing usage of carbapenem may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antibiotic resistance, especially in A.baumannii. We strongly suggest that 
carbapenem shall be prescribed with caution to combat the prevalence of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PU-4206 

2017 年度中国医大一院病原菌分布及药敏分析 

 
姜宁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为了解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17 年度所有送检患者标本的细菌分布情况及其对目前

临床常用抗菌药物的敏感性，并且对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一定依据. 

方法  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共收集 4512 例阳性患者的病原菌，并采用 VITEK-

2全自动微生物鉴定药敏仪进行细菌鉴定及药敏并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在 4512 例阳性样本中，革兰阴性细菌(G-菌)2838 株(62.9％),其中肠杆菌科细菌 1637 株

（57.68%）、非发酵菌 1142 株（40.24%）;革兰阳性球菌(G+球菌)1505 株(48.64％),其中葡萄球

菌 732 株(44.64％)，MRSA：23.75% （62 株/261 株）MRCNS：73.25% （345 株/471 株）、肠球菌

427 株(28.37％)。药敏结果显示肠杆菌科对美罗培南、亚胺培南的敏感性最高分别为 93.6%、

91.2%其次为阿米卡星 89.3%、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85.1%;G+菌对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利奈唑胺敏

感性依然很高。 

结论  革兰氏阴性菌依然是医院感染的主要病原菌。其中肠杆菌科细菌依然是阴性菌中的主要部

分，但是近几年，抗菌药物耐药性明显升高，特别是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的耐药

性，值得临床注意；非发酵菌占革兰阴性菌第二位，分离率虽然没有肠杆菌科细菌多，但是对抗菌

药物的耐药性明显高于肠杆菌科细菌，且注意区分定植和感染。革兰阳性菌依然是金黄色葡萄球

菌、肠球菌属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MRSA 发生率在 20%左右，肠球菌属存在耐万古霉素、利奈唑

胺菌株存在，值得注意，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依然是血液标本的第一分离菌，注意区分感染和污

染，且须加强采集标本培训。 

 
 

PU-4207 

尖锐湿疣患者人乳头瘤病毒分型定量结果分析及临床意义初探 

 
梁娇 1,2,温淑娟 1,蔡贞 1 

1.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2.东莞市第八人民医院检验科 

 

目的  探讨人乳头瘤病毒（HPV）分型定量检测对于临床上诊治尖锐湿疣（CA）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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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纳入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9 月在南方医院皮肤科门诊就诊患者 126 例，所有患者均经临

床检查确诊为 CA，并经实时荧光 PCR 检测为 HPV 阳性，对患者感染 HPV 型别及感染病毒量等参数

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26 例患者中共检出 20 种基因型，以 HPV6 和 11 型为主，二者合计检出率 80.16%；低危组

HPV 平均病毒载量高于高危组；多重感染多见，占 37. 3%。对治疗过程中监测 HPV 型别和病毒载量

的 CA病例分析说明病毒载量变化可有效指导疗效判断。 

结论  HPV分型定量检测对于 CA的诊断和疗效监测有着明确的指导意义。 
 
 

PU-4208 

肠杆菌科细菌耐药性分析和 AmpC 酶基因的检测 

 
曲杰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研究头孢西丁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耐药情况及其质粒介导的 AmpC酶的检测。 

方法  对临床分离的第三代头孢菌素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进行检测，纸片扩散法筛选出头孢西丁耐

药的疑产 AmpC 酶的菌株并进行药物敏感性检测，多重 PCR 法检测细菌上的 AmpCβ-内酰胺酶基

因。质粒接合实验探究 AmpC 酶基因的传播机制。 

结果  36 株头孢西丁耐药肠杆菌科细菌多药耐药状况严重，对于亚胺培南、美罗培南最敏感。36

株初筛阳性菌株中有 14 株检测到 AmpC 酶基因，阳性率为 38.9%，其中 11 株菌株扩增出 CIT 条

带，3 株菌株扩增出 DHA 条带。19 株大肠埃希菌检出 2 株 DHA、8 株 CIT，11 株肺炎克雷伯杆菌检

出 1 株 CIT，2 株弗氏柠檬酸菌检出 2 株 CIT，2 株阴沟肠杆菌检出 1 株 DHA。14 株产 AmpC 酶菌株

中有 10株（8株 CIT型，2 株 DHA型）质粒接合实验成功。 

结论  碳青霉烯类、阿米卡星、头孢吡肟可作为产 AmpC 酶肠杆菌科细菌感染的首选药物。在肠杆

菌科中 CIT 和 DHA 型 AmpC 酶分布最为常见。质粒中的 AmpC 酶基因往往可通过接合等方式在不同菌

株间播散，导致耐药性的广泛流行。 
 
 

PU-4209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毒力基因的检测以 

及血清学分型在临床中的应用 

 
李瑞华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通过检测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LM）的毒力基因，并对分离菌株进行血清学分型。建立

LM更快速准确的鉴定方法和了解其流行趋势。 

方法   通过生化反应鉴定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用多重 PCR 法扩增 LM 的毒力基因

（iap,hly,plcB），进行血清型分型，扩增产物进行琼脂糖凝胶电泳。 

结果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通过多重 PCR 法获得毒力基因 iap,hly 和 plcB。血清型分型显示 1-4

号和 6号是 1/2a型，5号是 4b型。 

结论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的毒力基因与血清学分型为临床提供新的鉴定方法和流行病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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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10 

63 例免疫功能正常患者的肺隐球菌病的治疗和预后 

 
苏逸,马玉燕,金文婷,姚雨濛, 张尧 ,黄英男,缪青, 潘珏 ,胡必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免疫功能正常患者的肺隐球菌病的临床特征、治疗方法及预后，提升诊治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 63 例免疫功能正常的肺隐球菌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其临床特征、影像学表

现、治疗过程及预后进行统计和分析。 

结果  63 例免疫功能正常的肺隐球菌病患者，平均年龄为（46.27±14.14）岁，其中男性 49 例

（77.78%），女性 14 例（22.22%）； 32 例（50.79%）免疫功能正常的肺隐球菌病患者起病时无

临床症状，31 例（49.20%）有临床症状的患者主要表现为咳嗽（42.86%）、咳痰（33.33%）、发

热（17.46%）等。在有创检查中，CT 引导下经皮肺穿刺的病理阳性率（91.30%）较经支气管镜肺

活检（57.69%）高；血清隐球菌乳胶凝集试验有较高的阳性率（93.44%）。免疫功能正常的肺隐球

菌病患者影像学表现多样，若病灶仅累及单侧肺叶，以下肺（32.76%）多见，若病灶累及双侧，则

以多肺叶（25.86%）常见，伴随症状多为支气管充气征（31.03%），其次为毛刺（24.14%）和空洞

（18.97%）。患者炎症标记物（CRP、ESR）多为正常（84.48%，87.76%）。大部分患者使用氟康唑

（63.83%）治疗有效，部分患者需调整为两性霉素 B 或脂质体（21.28%）治疗；氟康唑治疗有效的

患者中，21 例（70%）使用日剂量 0.4g 自始至终；使用两性霉素 B 或两性霉素 B 脂质体的患者中

有 5 例（50%）出现不同程度肾功能损害。 

结论  三唑类药物对免疫功能正常的肺隐球菌病通常有效，氟康唑耐药时可使用两性霉素 B 或脂质

体；免疫功能正常的肺隐球菌病预后良好。 
 
 

PU-4211 

基于 MALDI-TOF 核酸质谱技术的血流感染致病菌早期检测 

 
张可昕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基于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平台（MALDI-TOF MS）建立早期血流感染致病菌检

测体系 

方法  选取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肺炎克雷伯杆菌、屎肠球菌、粪肠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变形杆菌、肺炎链球菌等 10 种临床最常见的病原菌作为检测对

象，结合多重 PCR 技术和 Mass ARRAY iPLEX 单碱基延伸技术、MALDI-TOF MS 技术，利用模拟细菌

感染血液样本建立 MALDI-TOF MS 细菌核酸检测体系，测定其灵敏度；并使用 2017 年 3 月至 5 月在

解放军总医院急诊科收到的疑似菌血症患者血液样本 33 例对该体系进行验证，检测结果与微生物

科血培养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本研究所建立的 MALDI-TOF 质谱血液致病菌检测系统可同时检测两组的 10 种细菌，所有细

菌样本均可见延伸峰；灵敏度为 100CFU/ml；与 33 例临床血培养鉴定结果的阴性符合率为 100%

（27/27），6 例血培养阳性样品中有 2 例为摩氏摩根菌和人葡萄球菌感染，因这两种细菌不包括

在 10 种检测对象之内而未能通过质谱检出，其余 4 例血培养阳性样品与质谱检测结果的符合率为

100% 

结论  本研究所建立的 MALDI-TOF 质谱检测体系可从全血样本中直接检测 10 种临床常见血流感染

致病菌，无需进行培养，与传统血培养及生化鉴定相比具有耗时短、灵敏度高、准确度高等优势，

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临床早期、快速诊断血流感染致病菌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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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12 

Rapid identification of pathogenic bacteria of bloodstream 
infection based on MALDI-TOF Mass Spectrometry 

 
Kexin Zhang 

clinica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bjective  1.To establish a clinical method for early detection of the bloodstream infection 
bacteria based on matrix-assisted laser ionization 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MALDI-TOF, 
MS). 2.Optimization of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and process of detection of blood pathogenic 
bacteria in nucleic acid mass spectrometry system based on MALDI-TOF MS Technology. 3.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clinical testing application of the established method. 
Methods  1.Consulting the Laboratory Information System statistics and domestic related 
literature, We choosed 10 kinds of pathogenic bacteria as target. Then we entered the NCBI gene 
database and found the gene sequence of each bacterial virulence factor and 
download.DNAMAN software was used for sequence alignment to find the relative conserved 
region of each bacterial virulence factor sequence, Designing primers with PrimerPremier5.0 
software. The primers’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were compared in the NCBI database, then single 
base extension primers were designed at target location. To establish a method for detection of 
pathogenic bacteria in the nucleic acid mass spectrometry system based on MALDI-TOF MS and 
optimize it. 2.The standard strains and clinical isolates were collected and the bacterial DNA was 
extracted by MALDI-TOF mass spectrometry, and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tested. 3. 
The whole blood specimen was collected under strict aseptic operation for 121 patients who were 
clinically diagnosed as bacterial blood flow infection within 24 hours of admission.Extracting DNA 
and detecting by nucleic acid mass spectrometry, examination of blood culture, CRP and blood 
routine results Simultaneously.The same operation was performed in 20 non infectious patients 
hospitalized during the same period. 
Results  1.In this study, the nucleic acid mass spectrometry system for detection of pathogenic 
bacteria in the blood can be used to detect 10 bacteria in two groups simultaneously. All the 
bacterial samples can be seen as an extension peak.The sensitivity is 100CFU/ml. 2. This 
method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est results of the standard strains of the same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 and the different clinical isolates. 3.In 121 cases of bacterial blood flow infection, 
41 cases of positive blood culture were found and 43 cases of MassARRAY system detection 
were positive.The results of the mass spectrometric system in 20 non infected patients were all 
negative. According to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121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49 cases of bacterial 
blood flow infection group and 72 cases of non bacterial blood flow infection group.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diagnostic efficiency and diagnostic index of the 

mass spectrometry system were 83.76%、  97.22%、95.35%、89.74%、91.74%、179.87, 

respectively. The time required for the detection method is short, and it takes only 9 to 10 hours 
to complete the test. 
Conclusions  MALDI-TOF MassARRAY system combines with simple reliable multiple PCR 
technology and advanced Mass ARRAY iPLEX single base extension technology, MALDI-TOF 
MS Technology. The system can quickly determine whether the bacteria exist in the specimen 
and have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for the early diagnosis of the patient's bacterial blood flow 
infection. The method can simultaneously amplify a variety of infection pathogenic bacteria, 
shorten the detection time, and accurately reflect the composition and diversity of the flora. 
Compared with the bacterial culture method, the sensitivity is high, the detection time is short, 
and it is not affected by the antibacterial drugs in the specimen. It is important for differentiating 
bacterial bloodstream infection and non bacterial bloodstream infection, providing a basis for 
early diagnosis of bacterial bloodstream infection and rational drug use in clinic. This topic is the 
possibility to study a new method for early clinical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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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13 

MALDI-TOF MS for Early Detection of Bloodstream 
Infection Pathogens 

 
Kexin Zhang 

clinica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n early detection system of bloodstream infection pathogens based on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MALDI-TOF MS). 
Methods  Ten species of pathogens commonly seen in clinic were selected, including 
Escherichia coli, Pseudomonas aeruginosa, Acinetobacter baumanmii, Klebsiella pneumoniae, 
Enterococcus faecium, Enterococcus faecalis, Staphylococcus aureus,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 Proteusbacillus vulgaris and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With multiple PCR, Mass 
ARRAY iPLEX single base extension, and MALDI-TOF MS, an MALDI-TOF MS bacterial nucleic 
acid detection system simulating bacterial infected blood specimens was established and its 
sensitivity was tested. This system was validated by using the blood specimens from 33 
suspected bacteremia patients treated at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General Hospital between March and May 2017.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blood 
culture results at the 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 
Results  The MALDI-TOF MS system could simultaneously detect ten species of bacteria, and all 
bacterial specimens were found with extension peaks. The sensitivity was 100 CFU/ml. The 
negative coincidence rate with the 33 cases of clinical blood culture results was 100% (27/27). 
Six positive cases of blood culture included one case of Morganella morganii infection and one 
case of Staphylococcus hominis infection, which were not included in the ten tested species and 
thus were not identified by MS. The other 4 positive cases of blood culture were 100% coincident 
with the MS results. 
Conclusions  The MALDI-TOF MS system could directly detect the ten clinically common 
bloodstream infection pathogens from whole blood specimens and avoided cultures. This system 
outperforms traditional blood cultures and biochemical identification in terms of fast speed, high 
sensitivity, and high accuracy. This system modestly satisfies the clinical requirements for rapid 
and early diagnosis of bloodstream infection pathogens. 
 
 

PU-4214 

肺子宫内膜异位症 4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马玉燕 1,潘珏 1,高晓东 2,金文婷 1,张尧 1,王萌冉 1,胡必杰 1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感染管理科 

 

目的  诊断和鉴别诊断肺子宫内膜异位症。 

方法  通过对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病科近 2 年来收治入院的 4 例肺子宫内膜异位症进行报道

并行文献复习，提高对本病的认识。 

结果  肺子宫内膜异位症（PEM）即肺实质子宫内膜异位症是胸腔子宫内膜异位症（TE）的一种少

见类型，为子宫内膜异位于肺实质后随月经周期变化而导致相应的临床表现和放射学征象，见于育

龄期女性，常表现为月经性咯血；临床较为罕见，容易误诊漏诊。TE 的发病机理迄今尚未明确；

临床表现不具典型性。 

结论  详细的病史询问、仔细梳理症状、影像学随月经周期的变化情况，可为诊断提供重要证据。

CT 及 MRI 等影像学的应用有助于发现病灶为诊断提供依据。因治疗主要包括内分泌治疗及手术治

疗，预后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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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15 

Cysteiniphilum litoralum gen. nov., sp. nov., a novel 
bacterium isolated from coastal seawater 

 
Pinghua Qu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A taxonomic study was performed on strain SYSU D3-2T isolated from coastal 
seawater, near the estuary of Pearl River in southern China. 
Methods  he strain was observed to be Gram-negative, non-motile and non-spore-forming. Cells 
were found to be of coccobacilli shape. Chemotaxonomic analysis of the plasma membrane 
revealed ubiquinone-8 as the respiratory quinone; diphosphatidylglycerol, phosphatidylcholine, 
phosphatidylethanolamine, phosphatidylglycerol, an unidentified aminolipid, an unidentified 
aminophospholipid and an unidentified phospholipid as the polar lipids, and anteiso-C15:0, C18:0 
and anteiso-C17:0 as the major fatty acids (>10 % of total fatty acid). Comparison of the 16S rRNA 
gene sequences showed that strain SYSU D3-2T shared maximum similarities with Caedibacter 
taeniospiralis 51T (92.3 %) and Fangia hongkongensis UST040201-002T (90.6 %), while sharing 
85.8-90.0 % similarities to Allofrancisella and Francisella species.  
Results  Phylogenetic dendrograms based on the 16S rRNA gene sequences showed that the 
strain clustered within the family Francisellaceae, but formed a separate lineage closely linked to 
C. taeiniospiralis 51T and F. hongkongensis UST040201-002T.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e 
polyphasic taxonomic study, strain SYSU D3-2T is proposed to be recognized as a novel species 
of a new genus within the order Thiotrichales, with the name Cysteiniphilum litoralum gen. nov., 
sp. nov.  
Conclusions The type strain of the type species is SYSU D3-2T (= NBRC 112441T = DSM 
101832T = KCTC 52386T = CGMCC 1.15758T). 
 
 

PU-4216 

铜绿假单胞菌痰培养阳性患者抗菌肽 LL-37 

超敏 CRP 水平变化及临床意义 

 
肖倩 

广东省中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铜绿假单胞菌痰培养阳性患者的抗菌肽 LL-37和超敏 CRP水平变化情况及相互关系。 

方法  选择广东省中医院 2016 年 9 月至 11 月收治的铜绿假单胞菌痰培养阳性患者 50 例，健康体

检 6 例，ELISA法检测抗菌肽 LL-37水平，免疫比浊法检测超敏 CRP水平。 

结果  铜绿假单胞菌痰培养阳性患者组的抗菌肽 LL-37 和超敏 CRP 水平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P<0.05），同时抗菌肽 LL-37水平与超敏 CRP呈正相关（P<0.05）。 

结论  铜绿假单胞菌痰培养阳性时，患者体内抗菌肽 LL-37 和超敏 CRP 水平显著升高，验证了感染

的存在，为进一步研究 LL-37 的功能和表达调控奠定实验基础，也为 LL-37 成为临床常见的感染筛

查新指标提供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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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17 

基于高通量测序的平均核苷酸一致性在 

一株弗朗西斯菌鉴定中的应用 

 
屈平华 

广东省中医院 

 

目的  溺水性肺炎患者血液标本中分离的弗朗西斯菌（编号 Wenzhou1）进行菌种鉴定。 

方法  采用 Illumina 二代测序平台 2000/miSeq 系统对实验菌株进行高通量测序，denovo 软件对

测得的全基因组草图进行序列拼接。GenBank 数据库中，对实验菌株的 16S rRNA 基因、mdh 基因、

rpoB 基因和 sdhA 基因序列进行 NCBI BLAST 分析，获得实验菌株的遗传关系接近的近缘菌种信

息。Java 8 运行环境，OrthoANI 软件对实验菌株和近缘菌种进行全基因组序 NCBI BLAST 搜索和全

基因组平均核苷酸一致性（average nucleotide identity，ANI）分析。 

结果  测得的弗朗西斯菌 Wenzhou1 的基因组大小为 2.43Mb，含 1473 个重叠群（contigs）。基因

组 G+C mol%为 31.6%，与其他弗朗西斯菌和另弗朗西斯菌一致。GenBank 数据库 NCBI BLAST 分析

结果显示，Wenzhou1 的 16S rRNA 基因、mdh 基因、rpoB 基因和 sdhA 基因序列，与西班牙弗朗西

斯菌 FSC454 和“土拉弗朗西斯菌新凶手亚种”3523 最为近缘。且 ANI 分析显示，实验菌株

Wenzhou1 与西班牙弗朗西斯菌 FSC454 的 ANI 为 97.8%，与“土拉弗朗西斯菌新凶手亚种”3523 的

ANI 在 97.5~97.6%之间，而与土拉弗朗西斯菌的 4个亚种的 ANI在 91.3~91.5%之间。 

结论  基于全基因组序列 ANI 分析是一种准确和有效的菌种鉴定方法。Wenzhou1 可明确鉴定为西

班牙弗朗西斯菌。 
 
 

PU-4218 

临床微生物参考实验室现状和建设思考 

 
屈平华,陈茶 

广东省中医院 

 

目的  当前临床微生物学检验面临已知病原不断变异和“新病原”不断出现的巨大挑战。笔者针对当

前临床微生物检验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内外微生物参考实验室的建设现状，并就临床微生物参考

实验室的定位和职责，以及如何建设等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方法  - 

结果  - 

结论  - 

 
 

PU-4219 

非哺乳期乳腺炎分离棒状杆菌与体内外催乳素水平相关性分析 

 
罗强 

广东省中医院 

 

目的  通过体内非哺乳期乳腺炎患者催乳素水平与分离培养的棒状杆菌的相关性统计学分析和体外

作用试验研究，探讨催乳素水平在棒状杆菌所致非哺乳期乳腺炎致病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收集 161 例非哺乳期乳腺炎的病例数据分组进行统计分析催乳素和分离棒状

杆菌相关性，并采用 ROC 曲线分析判断诊断价值。体外试验采用高泌乳素血清和催乳素纯品分组作

用 5 种棒状杆菌和对照细菌，观察催乳素对细菌生长促进和抑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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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61 例病例数据统计分析显示各类分组（标本类型分组、年龄分组、细菌培养结果分组，是

否为肉芽肿性乳腺炎分组、培养是否棒状杆菌分组、不同菌种分组）间的催乳素浓度水平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且各分组 ROC 曲线面积均接近 0.5。高催乳素血清法对 5 种棒状杆菌生

长有促进作用，对照组细菌无明显变化；催乳素纯品法对 5 种棒状杆菌也有促进作用，对照组细菌

有轻度抑制作用。 

结论  乳期乳腺炎患者中，催乳素浓度与标本类型，年龄，临床诊断是否为肉芽肿性乳腺炎，细菌

培养结果的阴阳性及是否为棒状杆菌属或葡萄球菌属，这些因素均无明显的相关性。在体外条件

下，催乳素对棒状杆菌有直接抑制生长或增殖的功效。 

 
 

PU-4220 

PAO1 及其突变菌株诱导巨噬细胞产生抗菌肽 LL-37 相关性研究 

 
肖倩 

广东省中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铜绿假单胞菌野生菌株 PAO1 和单、双突变菌株（PA-△lasI、PA-△rhlI、PA-
△lasI/rhlI）诱导巨噬细胞产生抗菌肽 LL-37作用及影响。 

方法  采用免疫磁珠法分选人外周血 CD14
+
单核细胞，经重组人粒-单核细胞集落刺激因子诱导分化

为巨噬细胞，不同浓度的 PAO1、PA-△lasI、PA-△rhlI、PA-△lasI/rhlI 处理巨噬细胞，ELISA 法

检测不同作用时间下巨噬细胞产生 LL-37的浓度。 

结果  ELISA 显示不同浓度 PAO1、PA-△lasI、PA-△rhlI、PA-△lasI/rhlI 诱导巨噬细胞在 12h 开

始分泌抗菌肽，呈诱导性表达，24h 或 48h 达高峰，72h 下降逐渐消失，呈现剂量-时间依赖性，以

PA-△lasI/rhlI : 巨噬细胞=100:1时 LL-37最高，达到（1.6312±0.2770）ng/mL。 

结论  抗菌肽 LL-37 呈诱导性表达，具有时间依赖性和浓度依赖性。双突变菌株更利于巨噬细胞产

生 LL-37，逃逸宿主免疫防御，进而影响机体免疫系统对铜绿假单胞菌的清除作用。 
 
 

PU-4221 

395 例耳部感染性疾病患者耳分泌物 病原菌分布及其药敏性分析 

 
李瑞华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分析 395 例耳部感染性疾病患者中耳及外耳分泌物标本的细菌培养结果及其药物敏感性，为

临床诊断和临床用药提供指导。 

方法  取 395 例疑诊耳部感染性疾病患者的中耳、外耳分泌物标本进行细菌培养、鉴定及药敏试

验，对培养所得病原菌进行统计和分析。 

结果  共分离出致病菌 308 株，细菌 224 株（56.7%），真菌 84 株( 21.3% )。其中细菌检出率依

次为金黄色葡萄球菌 45 株( 11.4% ) 、表面葡萄球菌 29 株（7.3%）、头状葡萄球菌 29 株

( 7.3% )、铜绿假单胞菌 25 株( 6.3% ) 等；真菌以曲霉菌为主。药敏试验结果显示金黄色葡萄

球菌对苯唑西林，呋喃妥因，左氧弗沙星，复方新诺明，奎奴普汀，四环素，万古霉素，利福平，

庆大霉素，莫西沙星，替加环素，利奈唑胺敏感，对青霉素、红霉素、克林霉素的耐药率分别为

71.4% 、69.0% 、61.9% ；铜绿假单胞菌对哌拉西林，庆大霉素，阿米卡星，头孢哌酮，头孢他

啶，头孢吡肟，他唑巴坦，美洛培南，妥布霉素，亚胺培南敏感，对复方新诺明的耐药率均达 

80.0% ；真菌对咪康唑，两性霉素，致霉菌素敏感，对氟康唑的耐药率达 7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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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耳部感染性疾病的病原菌分布以真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头状葡萄球菌，铜

绿假单胞菌等为主。及时监测耳分泌物的病原菌变化及耐药趋势对耳部炎性疾病的临床诊断和治疗

有重要意义。 
 
 

PU-4222 

LasI/rhlI 基因缺失和阿奇霉素对铜绿假单胞菌毒力基因的影响 

 
鄂顺梅 

广东省中医院 

 

目的  探讨 lasI/rhlI基因缺失和阿奇霉素对铜绿假单胞菌（PA）毒力基因表达的影响。 

方法  将野生型及 lasI/rhlI 基因缺失的 PA 菌株（PA-ΔlasI，PA-ΔRhlI，PA-ΔlasIrhlI）培养

6h，同时以 2 μg/mL 的阿奇霉素处理上述菌株 6h，采用荧光定量 PCR 技术观察 lasI/rhlI 基因缺

失以及阿奇霉素对铜绿假单胞菌 QS系统及其毒力基因表达的影响。 

结果  缺失 lasI 基因后，其下游毒力基因 lasA、aprX、rhlA、rhlB、phnA 及 phnB 的表达水平均

下调（P<0.05，P<0.01），而上述毒力基因在 rhlI 基因缺失后表达水平则无明显变化。阿奇霉素

处理 PA 后，lasI 基因的表达水平明显下降（P<0.01），而 lasI 下游毒力基因的表达水平明显增

高（P<0.01，P<0.001），QS 系统抑制剂 qscR的表达水平也显著上调（P<0.001）。 

结论  lasI 基因缺失可以明显抑制铜绿假单胞菌 QS 系统毒力基因的表达，阿奇霉素可能通过抑制

qscR而促进毒力基因的表达。 
 
 

PU-4223 

穿膜肽标记的荧光素酶蛋白在大肠杆菌中 

表达条件的优化及其活性研究 

 
余婷玉,徐宁 

广东省中医院 

 

目的  对穿膜肽标记的荧光素酶重组质粒 pET28a-TAT-LUC 进行表达条件的优化研究并评估穿膜肽

标记的荧光素酶蛋白（TAT-LUC）对活细胞的细胞内 ATP 测定的适用性。 

方法  将重组质粒转化到大肠杆菌 BL21 (DE3)中，分别在不同的诱导时机、诱导温度、IPTG 的浓

度和 Mg
2+
浓度条件下培养大肠杆菌，通过 SDS-PAGE 和发光强度检测分析 TAT-LUC 的酶活性强度及

表达量。并将高活性的 TAT-LUC 与 LUC 对比检测 ATP，通过发光强度分析 TAT-LUC 的敏感性和可靠

性。 

结果  在含 Mg
2+
浓度为 50 mM 的 LB 培养基中将大肠杆菌培养至 OD600 为 0.6 时加入终浓度为 0.5 

mM 的 IPTG，22℃诱导 16 h 可获得大量高活性的 TAT-LUC。相比 LUC，TAT-LUC 可以检测到小于 10 

nM 的 ATP，发光强度与 ATP 含量呈强相关性（R
2
 = 0.99）。并且不用裂解细胞，TAT-LUC 可直接检

测至少 40个细胞内 ATP。 

结论  穿膜肽标记的荧光素酶蛋白成功用于检测活细胞内的 ATP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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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24 

6728 例临床念珠菌感染的菌种分布及耐药性变化 

 
欧财文 

广东省中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我院念珠菌感染的菌种分布及耐药性的变化特 点，为临床诊断真菌感染和指

导合理使用抗真菌药物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对我 院 2011 年 -2016 年 间 疑 似 感 染 真 菌 的 患 者 进 行 分 离 培 养 鉴 定 ， 并 利 用 

ATB-Fungus3 的药敏试剂盒对真菌进行 5 种常规抗真菌药物的药敏检测试验。 

结果  共检出 6728 株真菌，白色假丝酵母菌、光滑球拟假丝酵母菌、热带假丝酵 母菌、近平滑假

丝酵母菌、克柔假丝酵母菌的检出率分别为  65.10%（4380/6728)、  20.23%(1361/6728)、 

7.58%(510/6728)、3.30%（222/6728)、1.06%（71/6728)； 

6728 株真菌对伊曲康唑的耐药率最高，其次为氟康唑、5-氟胞嘧啶、伏立康唑 和两性霉素 B，它

们的总耐药率分别为 23.81%、19.01%、6.23%、5.15%和 0.36% 

（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6 年间真菌感染率呈上升趋势，分别为  9.59%、  9.71%、

17.81%、17.97%、19.78%和 25.14%（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真菌感染率不断上升，临床应该加大真菌检查力度，加强对真菌感染与耐药 性的监测，以指

导合理使用抗真菌药物。 关键词：真菌感染，菌种分布，耐药性 

 
 

PU-4225 

Morphological and molecular divergence for Rhipicephalus 
turanicus  originated from Albania and China 

 
李红雨,黄丽芳 

广东医学院附属韶关医院韶关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A morphological and molecular study was conducted for subspecies analysis about R. 

turanicus in this paper. 

方法  Total genomic DNA was extracted from individual specimen. All of the ticks were underwent 

by morphological method and molecular analysis based on partial mitochondrial (16S rRNA and 
cox1) gene sequences.  

结果 Sequencing data confirmed the morphological results on the basis of BLASTn analysis of 

16S rRNA and cox1 gene, and they had 98.83-99.56% and 98.71-99.88% homology with the 
GenBank sequences of R. turanicus. Gene divergences of 16S rRNA, cox1, partial nad1-16S 
rRNA, nad2-cox1 and cox1-tRNA-Lys from China and Albania were 3.53-4.84%, 7.59-7.92%, 
6.57-7.07%, 6.57-8.39% and 7.18-7.69%, respectively.  

结论 Two subspecies are within R. turanicus resulting from seventeen representative R. turanicus 

(7 from Albania and 10 from China) both by morphological and genetic analysis. 
 
 

PU-4226 

肠道菌群与内分泌疾病相关性研究 

 
汪湾,徐建华 

广东省中医院 

 

目的  肠道菌群是人体最大的微生物系统，和人体互利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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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肠道菌群在调节人体正常生理代谢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有消化吸收功能，还参与

人体免疫系统与排毒系统，一旦其菌群结构改变或失调，则可引起机体代谢紊乱。 

结果  已有研究发现某些内分泌疾病患者肠道微生物发生变化，肠道菌群会在饮食、胰岛素抵抗、

肠道通透性、睾酮水平、慢性系统性炎症、短链脂肪酸、丁酸盐等方面对内分泌疾病发生发展产生

一定作用。 

结论  针对当前国内外研究现状，本文主要从多囊卵巢综合征、肥胖症、糖尿病、代谢综合征几个

方面综述了肠道菌群与内分泌疾病相关性的研究。 
 
 

PU-4227 

Detec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s of type B influenza virus 
from ILI cases during 2017-2018 winter flu season in 

Beijing 

 
Xiuying Zhao,Dong Zhu 

Beijing Tsinghua Changgung Hospital 

 
Objective There was a strong influenza activity in China during last winter, resulting in 
unprecedented usage of influenza rapid antigen tests (IRAT) and neuraminidase inhibitors (NAI).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characterize leading pathogen during this flu circulation in a clinical 
setting, mainly regarding to diagnosis and NAI treatment. 
Methods 3257 cases with influenza-like illness (ILI) from Dec 2017 to Jan 2018 were screened 
by IRAT. Subtyping of influenza/B viruses and NAI drug resistant mutation were detected by 
sequencing HA and NA gene and aligning with genetic isotypes.  
Results Screening results indicated that influenza/B virus was the leading course for this flu 
epidemic. Phylogenetic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prevailing influenza/B virus belonged to 
Yamagata lineage, genetically close to strains isolated from North America in the same flu 
season. No mutation conferring NAI resistant was found from 20 analyzed strains. Positive rate 
by RT-PCR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RAT (P=0.004). The two methods totally agree at 86.89%, 
with positive agreement of IRAT to RT-PCR being 54.29%, and negative agreement of IRAT to 
RT-PCR being 97.27%.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The current antiviral protocol is still effective for potential influenza B 
control. Clinician should be alert to false negative by IRAT, and RT-PCR is recommended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PU-4228 

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技术对 

非结核分枝杆菌的鉴定与分型 

 
李松 

广东省中医院 

 

目的  以 CLSI-MM18A（病原菌 DNA 测序鉴定的解释指南）推荐的 RPOB（利福平耐药基因）基因为

参考标准，评价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 MS）技术对非结核分枝杆菌的鉴

定和分型的水平的能力。 

方法  收集 2012年至 2016 年从临床分离的不同感染部位的 55 株 NTM 菌株，利用 RPOB 进行管家基

因测序，并对测序结果进行系统发育进化分析；同时利用 MALDI-TOF MS 技术对菌株进行鉴定，并

对蛋白指纹图谱进行聚类分析；评价两种方法对 NTM鉴定和分型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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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RPOB 基因对 55 株 NTM 显示了很好的鉴定（测序结果 TM 值均大于 99%）和分型（可区分到复

合群内的种或亚种）能力；法国 BioMerieux MALDI-TOF MS 技术对 55 株 NTM 的鉴定到属的水平为

89.1%，鉴定到种的水平为 78.2%，鉴定水平良好；利用 SARAMS Premium 软件对蛋白指纹图谱的聚

类分析也显示出了良好的分型能力。 

结论  MALDI-TOF MS 技术可以有效的对非结核分枝杆菌进行鉴定和分型，其检测周期短，操作简

便，在实验室中与 RPOB基因联合应用有着很好的互补性。 
 
 

PU-4229 

改良碳青霉烯酶灭活试验（mCIM）在多重耐药肠杆菌 

科细菌表型检测中的应用 

 
曹慧玲 1,程迎迎 1,万晗晓 2,李岷 1,赵苏瑛 1,刘洋 1,徐敏 1 

1.江苏省中医院 .东南大学 

 

目的  随着抗菌药物的广泛应用，多重耐药尤其是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科细菌（CRE）分离率逐

年增加。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不断更新 CRE 碳青霉烯酶表型试验，为临床检测提供

更为方便准确的方法。本研究将 CLSI 推荐的表型试验应用于我院临床 CRE 的表型检测并进行比较

分析。 

方法  收集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3 月我院住院患者标本中分离的泛耐药肠杆菌科细菌 32 株，常

规鉴定药敏，剔除重复菌株。表型试验采用改良 Hodge 试验（MHT）、改良碳青霉烯酶灭活试验

（Modified carbapenem inactivation method, mCIM）以及 EDTA 抑制试验（eCIM），耐药基因

分析采用 PCR检测。 

结果  32 株细菌经鉴定，肺炎克雷伯菌 29 株、大肠埃希菌、阴沟肠杆菌、粘质沙雷菌各 1 株；

PCR 检测 29 株肺炎克雷伯菌及 1 株粘质沙雷菌均携带 blaKPC 基因，大肠埃希菌及阴沟肠杆菌表达

blaNDM 基因，表型试验结果显示 MHT 阳性 30 株（93.7%），且均为 blaKPC 基因携带株，所有菌株

mCIM结果均为阳性（100%），联合 eCIM结果显示 2株 blaNDM基因携带肠杆菌均为阳性。 

结论  实验认为 mCIM 试验检出率最高，且不受碳青霉烯酶种类的限制，与基因表达一致性好，MHT

试验不能有效检出产金属酶的 CRE，而 eCIM 与 mCIM 联合能辅助检出产金属酶 CRE。由此看出，

2017 年 CLSI 推荐的 mCIM 方法操作简便，重复性好，结果判断明确，适用于临床肠杆菌碳青霉烯

酶的表型检测。 
 
 

PU-4230 

一例菲尔摩雷沙门菌引起的急性胃肠炎 

 
张之烽 1,孔筱筱 2 

1.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江苏省疾病控制中心 

 

目的  检测少见非伤寒沙门菌造成肠道感染一例。 

方法  大便标本接种 SS 平板，35℃ 24h 培养出现黑色 1-2mm 大小湿润菌落，革兰染色为阴性杆

菌。选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 Vitek 2 Compact GN 鉴定板鉴定结果为沙门菌属，生化鉴定编码

为：0017410541147210，鉴定百分率为 98%。手工试验：氧化酶阴性，血清凝集试验结果为：O 抗

原 6(+)，8（+）；H 抗原一相 e (+)，h(+)；H 抗原二相 n (+)，x(+)。（除 H 抗原二相 n,x 是宁

波天润生物药业公司血清，其余均使用丹麦 SSI沙门诊断血清）。 

结果  经查阅相关资料为：菲尔摩雷沙门菌（Salmonella Fillmore）。 

结论  少见沙门菌的鉴定血清需要国产与进口诊断血清共同进行凝集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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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31 

Children with rotavirus, adenovirus diarrhea and clinical 
characterization, a single-center restrospective  case-

control study 

 
赵秀英,李獒飞,董静肖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目的  Rotavirus and adenovirus are common pathogens of viral diarrhea among children. The 

epidemiologic study of these two viruses is scant in China despite an increasing trend. 

方法  This is a single-center restrospective case-control study that enrolled 297 children with 

positive stool antigens and 145 children with negative stool antigens. All were children younger 
than 10 years old presented to Beijing Tsinghua Changgung Hospital with diarrhea. 

结果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showed that rotavirus was positive predominantly in children at age 

of 4-23 months and had strong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winter season. Adenovirus incidence was 
weakly and in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summer season. Both viruses were correlated with egg-
drop-soup-like stool and adenovirus was found to cause higher RBC count in stool or positive 
stool occult blood. 

结论  More study need to elucidate mechnism of rotavirus and adenovirus infection. 

 
 

PU-4232 

A Retrospective Study of Culture-Confirmed Mycobacterial 
Infection Among Hospitalized HIV-Infected Patients in 

Beijing, China 

 
赵秀英 1,曾昭英 2,华文浩 3,于艳华 2 

1.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2.北京佑安医院 3.北京地坛医院 

 

目的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in two major HIV/AIDS referral hospitals in Beijing 

to evaluate the prevalence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MTB) and 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l (NTM) infections in HIV-infected patients 

方法  A total of 627 patients’ data were reviewed, and 102 (16.3%)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with 

culture-confirmed mycobacterial infection, including 84 with MTB, 16 with NTM, and 2 with both 
MTB and NTM.  

结果  The most frequent clinical complication by mycobacterial infection was pulmonary infection 

(48/102, 47.1%). The overall rates of multidrug-resistant TB (MDR-TB) and extensively drug-
resistant TB (XDR-TB) were 11.9% and 3.4%, respectively. This study underlines the urgent need 
to intensify screening for mycobacteria coinfection with HIV and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drug-
resista 

结论  It is necessary to raise awareness of MDR/XDR-TB in HIV-infected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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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33 

eCIM 对肠杆菌科细菌碳青霉烯酶初步分类的效果评价 

 
马玉兰,时东彦,宋文杰,李继红,范士英,孙倩,张琳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评价 EDTA 碳青霉烯类失活法（EDTA-carbapenem inactivation method，eCIM）对肠杆菌科

细菌碳青霉烯酶类型的筛选鉴别能力。 

方法  收集 102 株临床分离非重复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同时进行 mCIM 和 eCIM 试验，采用 PCR

法检测 blaKPC-2、blaNDM-1、blaIMP-4、blaVIM-1、blaOXA-48耐药基因，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02 株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肠杆菌以肺炎克雷伯菌（67 株，65.69%）和大肠埃希菌（23

株，22.55%）为主，大多数分离自痰标本（47 株，46.08%）、尿液标本（14,13.73%）和血液标本

（13 株，12.75%），且标本多来自呼吸内科（32 株，31.37%）和 ICU（31 株，30.39%）。102 株

受试菌中共检出 97 株携带碳青霉烯类耐药基因，包括携带 A 类碳青霉烯酶基因 51 株（blaKPC-2 51

株）、B 类碳青霉烯酶基因 43 株（blaNDM-138 株、blaIMP-45 株）以及同时携带 blaKPC-2 和 bl aNDM-1基因

3 株。未检出 D 类碳青霉烯酶基因。43 株 B 类金属碳青霉烯酶基因阳性的菌株，eCIM 检测敏感度

为 93.5%，特异度为 94.6%，与 PCR 结果一致性分析 Kappa 值为 0.881；51 株 A 类碳青霉烯酶基因

阳性的菌株，eCIM 的检测敏感度为 92.6%，特异度为 95.8%，与 PCR 结果一致性分析 Kappa 值为

0.882。 

结论  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临床分布广泛，将 mCIM 与 eCIM 试验联合检测，不仅可以有效筛选碳

青霉烯酶产酶株，还可以同时对碳青霉烯酶类型进行区分，对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及疾病治疗有重要

意义。 
 
 

PU-4234 

分子诊断技术在温州地区结核耐药中诊断价值的探讨 

 
潘晓夫 

瑞安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genexpert及反向斑点杂交技术在温州地区结核耐药检测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69 例临床确诊的结核病人及 200 例健康志愿者，分别进行痰抗酸染色、结核固体培养

及比例法药敏试验、genexpert检测及反向斑点杂交检测结核杆菌和/或耐药分析。 

结果  genexpert（78.44%）及反向斑点杂交（82.90%）的敏感性均高于抗酸染色（64.37%）、固

体培养（72.12%）；genexpert 和反向斑点杂交的阴阳预示值分别为 81.15%、99.11%及 77.43%、

99.53%，均高于抗酸染色 (67.16%、97.74%)和固体培养（71.91%、96.04%）。在耐药率检测方

面，反向斑点杂交、genexpert 及比例法结核耐药检出率分别为 25.65%（69/269），22.30%

（ 60/269）和 20.45%（ 55/269），多重耐药的检出率分别为 21.56%（ 58/269）、 15.24%

（41/269）和 16.72%（45/269），这三种方法无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结论  以反向斑点杂交和 genexpert 为代表的分子诊断技术在临床结核杆菌的诊断及耐药分析上具

有良好的诊断价值，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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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35 

1510 株儿童感染大肠埃希菌的临床分布和耐药性分析 

 
蔡慧君,李恬,王维,曹三成 

西安市儿童医院 

 

目的  了解儿童感染大肠埃希菌的临床分布及其对抗生素的敏感性，为临床正确使用抗生素提供依

据。 

方法  收集并分离 2014 年至 2016 年西安市儿童医院检出的 1510 株大肠埃希菌，采用 VITEK-

2copmact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进行菌种确证，K-B 纸片扩散法和 MIC 法检测耐药性，使用

WHONET5.6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1510 株大肠埃希菌在临床检出标本中最常见为脓液标本 544 株(36%)、痰液标本 287 株

(19%)、血液标本 242 株(16%)和尿液标本 151 株(10%)。其中，普外科(32%)为送检检出率最高的科

室，其后为新生儿外科(7%)、感染三科(7%)、肾脏科(5%)和 ICU(5%)。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标本来

源性别构成差明显，男性(63%)明显多于女性(37%)。药敏试验结果显示大肠埃希菌对美罗培南最敏

感，耐药率仅为 1.1%，其次为亚胺培南、厄他培南和阿米卡星，耐药率分别为 1.2%、9.5%、

11.7%；对氨苄西林普遍耐药，高达 94.4%，其次是哌拉西林，三代头孢耐药率均高于 60%。1510

株大肠埃希菌中检出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ESBLs)大肠埃希菌 1044 株(62.16%)，2014 年至 2016

年的年检出率依次为 62.56%、63.25%、60.86%；检出耐碳青霉烯大肠埃希菌 26 株(1.7%)，年检出

率依次为 1.23%、2.56%、1.26%。 

结论  大肠埃希菌在儿童感染中存在比较严重的耐药，儿童分离的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对氟喹诺酮

类及头孢菌素类耐药率较高，但是对碳青霉烯类或加酶抑制剂复合抗菌药物仍较敏感，提示尽早进

行细菌培养和耐药监测，可指导临床合理用药，避免产生更多耐药株。 
 
 

PU-4236 

1179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的临床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李俏,刘家华,王璐,曹三成 

西安市儿童医院 

 

目的  了解儿童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的临床分布及其对抗生素的敏感性，为临床正确使用抗生素提

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月至 2016 年 12 月西安市儿童医院送检分离的 1179株金黄色葡萄球菌，采用

VITEK-2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及药敏分析系统进行菌种确认，K-B 纸片扩散法及 E-test 法检

测细菌耐药性，使用 WHONET5.6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结果  回顾性分析发现 1179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在临床检出标本中最常见为脓液标本 318 株(27%)、

痰液标本 259 株(22%)和血液标本 119 株(16%)。其中，骨科(11%)为送检检出率最高的科室，其后

为感染科(9%)、新生儿外科(9%)、普外科(9%)和 ICU(6%)。标本来源性别构成不均，男性(58%)，

女性(42%)。药敏试验结果显示金黄色葡萄球菌对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和利奈唑胺最敏感，目前无

耐药菌株检出，其次为利福平、左氧氟沙星等，耐药率分别为 1.2%、4.6%；青霉素耐药菌株检出

率最高，为 96.4%，其次是克林霉素，耐药率高于 75%。1179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中检出耐甲氧西林

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 360 株(30.53%)，2014 年至 2016 年的年检出率依次为 27.08%、34.15%、

37.56%，呈明显上升趋势。 

结论  金黄色葡萄球菌在儿童感染中存在比较严重的耐药，并呈逐年上升趋势，儿童分离的 MRSA

对抗生素耐药率较 MSSA 高，提示尽早进行细菌培养和耐药监测，可指导临床合理用药，避免产生

更多耐药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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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37 

YgaE 在伤寒沙门菌克服环境高渗应激中 

促进 HlyE 表达及溶血现象的研究 

 
王敏,高林,缪敏慧,张海方,杜鸿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研究 ygaE 基因在伤寒研究 ygaE 基因在伤寒沙门菌克服环境高渗应激中对溶血素相关基因

hlyE表达水平以及在血琼脂平板上产生的溶血现象的影响。 

沙门菌克服环境高渗应激中对溶血素相关基因 hlyE 表达水平以及在血琼脂平板上产生的溶血现象

的影响。 

方法  在等渗和高渗应激条件下，分别提取伤寒沙门菌野生株、ygaE 缺陷株的总 RNA，经逆转录

后，利用 qRT-PCR 验证野生株、ygaE 缺陷株中 hlyE 基因的表达水平；在高渗应激条件下，使用浸

有肾上腺素的滤纸片分别刺激血琼脂平板中伤寒沙门菌野生株、ygaE 缺陷株在血琼脂平板上的溶

血现象。 

结果  等渗及高渗应激条件下，伤寒沙门菌野生株 hlyE 基因的表达水平均明显比 ygaE 缺陷株高。

在高渗应激条件下，受肾上腺素刺激后，伤寒沙门菌野生株能在血琼脂平板上产生比 ygaE 缺陷株

直径更大的溶血环。 

结论  在克服环境高渗应激中，伤寒沙门菌 ygaE 基因可能促进溶血素相关基因 hlyE 的表达，继而

促进溶血素 E的释放，在血琼脂平板上产生显著的溶血现象。 
 
 

PU-4238 

西安市儿童医院 19 例布氏杆菌感染病例回顾和文献分析 

 
王维 1,王林 1,2 

1.西安市儿童医院 2.西安市第一医院 

 

目的  收集西安市儿童医院 19例布氏杆菌感染病例，分析该病的感染特点和诊疗过程。 

方法  回顾了 2014-2016 年间 19 例布氏杆菌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结果和诊断过程，并参考

国内外文献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该 19 例布氏杆菌感染的患儿均有直接或间接牛羊接触史，或来自流行地区，或食用被感染

的动物奶肉。在对这些患儿进行相关检查后，均得到布鲁氏杆菌血培养阳性和血清学阳性证据。患

儿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烧。有 9 例病人，体温范围为 37.5-38.0 °C； 6 例病例为 38.1-39.0°C；4

例为 39.1-41°C。除 3 例表现为典型波浪热，其余均为不规则发热。有 9 例伴有关节痛，1 例睾丸

炎，3 例颈淋巴结病，2 例肝脾肿大，4 例肝功能受损。所有患儿确诊后转入感染科进行治疗，在

14 个病例中，应用磺胺甲氧唑和利福平治疗，5 例应用利福平和红霉素治疗。查阅万方数据库检索

“儿童布鲁氏菌病”近 10 年文献。共检索 27 篇文章，其中包括 15 个病例。所有患者均伴有发

热，6 例关节肿胀和疼痛，10 例肝脾肿大，6 例颈淋巴结病，4 例存在多器官感染。其中 9 例病例

中，布鲁氏菌血清学凝胶检测呈阳性，在所有病例中，血液均培养出布鲁氏杆菌。文献数据与本院

调查数据基本吻合。 

结论  布氏杆菌感染通常有多种临床表现，且常伴有全身感染症状。对于不明原因的发热，骨痛，

淋巴结肿大，且有牛羊接触史、疫区来源的高危人群，应积极进行布鲁氏菌病相关检测，并注意与

其他疾病的鉴别诊断，以便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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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39 

结核病实验室检测方法研究进展 

 
项瑾,许育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目的  结核病是一种空气传播的感染性疾病，有很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全球每年新增约 1040 万

结核病患者。中国的发病率排名第三（仅次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每年约有 91 万新增病例感染结

核。活动性结核的早期、准确诊断对于结核病高发国家的感染防控非常重要
 [1]

。 

方法  本文从细菌学（包括涂片、培养）、免疫学（结核菌素皮肤试验、特异性抗原检测、相关抗

体检测、γ-干扰素释放试验）、分子生物学（聚合酶联反应、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Xpert 

MTB/RIF、核酸扩增实验）及其他新技术（噬菌体生物扩增法、流式细胞术）等方面对结核病实验

室诊断最新进展作简要概述。 

结果  Massimo Amicosante 等
[11]

对于活动性结核诊断试验的使用现状和可接受性进行了世界范围

（来自 114 个国家的 723 个机构参与了调研）的研究。痰涂片镜检是最常用的快速结核试验

（90.9%可开展），其次为分子学方法（70.7%可开展）。只有少数来自中低收入国家可开展 γ 干

扰素释放试验。25.4%的回复者开展血清学和免疫分析法检测。在使用分子学方法检测的回复者

中，46.7%使用 Xpert 技术，中等收入国家（55.6%）和低收入国家（76.6%）的所占比例较高。WHO

建议 Xpert MTB/RIF 作为现有的快速诊断结核杆菌及利福平耐药的方法。48 个结核高发国家中，

有 28个已将 Xpert MTB/RIF 作为疑似结核患者初步诊断方法
[14]

。 

结论  根据卫生部肺结核门诊诊疗规范
 [19]

 ，痰涂片、痰培养及影像、病理学综合考量是确诊肺结

核的主要重要手段。对于有条件的医院，可将 Xpert MTB/RIF 作为常规结核病筛查项目，与结核抗

原抗体、IGRA 等联合检测，以提高结核分枝杆菌的检出率，同时为临床提供结核病诊断的可靠依

据。 
 
 

PU-4240 

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菌分子流行病学分析及 

MALDI-TOF MS 在其流行病学中的应用 

 
陈蕾 1,顾云峰 2,张青 1,李克诚 1,钱定良 1,郑美琴 2 

1.瑞安市人民医院 2.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目的  研究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2013 年-2016 年耐碳青酶烯肺炎克雷伯菌的药敏特点、耐

药基因及同源性关系；评价 MALDI-TOF MS 在耐碳青酶烯肺炎克雷伯菌流行病学同源性分析方面的

能力； 

方法  收集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2013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的耐碳青酶烯肺炎克雷伯菌 49

株，采用 Vitek2 compact 和 Vitek MS 进行鉴定及药敏试验； PCR 法检测 KPC 酶耐药基因；脉冲

场凝胶电泳、MALDI-TOF MS 分析其同源性，评价 MALDI-TOF MS对 KPN同源性分析的能力； 

结果  49 株肺炎克雷伯菌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全部耐药；改良 Hodge 试验阳性 44 株；49 株菌均

为 KPC 基因阳性。脉冲场凝胶电泳进行同源性分析，根据 PFGE 分型标准，将其划分为:A 型 1 株，

B 型 1 株，C 型 1 株，D 型 7 株，E 型 12 株，F 型 23 株，G 型 2 株，H 型 1 株，I 型 1 株。其中，

37、40、10、32、50 号菌株与其它菌株相似度低于 85%,其余菌株相似度均大于 85%，其中 D、E、

F、G、H、I 型菌株相似度均大于 90%。通过 MALDI-TOF MS RUO 软件对 49 株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

菌的蛋白质谱图进行聚类分析，了解其同源性，并与 PFGE 结果比较，发现：49 株菌株可被分为两

类，37 号、10 号、49 号菌株与其他菌株相似度较低，剩余菌株同源性较高，与 PFGE 聚类分析结

果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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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耐碳青酶烯肺炎克雷伯菌呈克隆传播； MALDI-TOF MS 技术能够

准确快速鉴定肺炎克雷伯菌，并对其进行同源性分析，可以弥补其他同源性分析方法价格昂贵、耗

时等方面的不足，在及早提示院内感染爆发流行中具有重要作用。 
 
 

PU-4241 

MALDI-TOF MS 检测肠杆菌科细菌产碳青霉烯酶的效果评估 

 
谢小芳,郑毅,杜鸿,朱雪明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评估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trix 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Time 

Of Flight，MALDI-TOF MS)技术直接检测肠杆菌科细菌产碳青霉烯酶效果，旨在为临床快速准确

检测出产碳青霉烯酶肠杆菌科细菌。 

方法  收集本实验室 21 株对亚胺培南和（或）美罗培南敏感性下降的肠杆菌科菌株，包括 11 株肺

炎克雷伯菌、3 株产酸克雷伯菌、3 株阴沟肠杆菌、4 株大肠埃希菌，PCR 检测菌株产各类碳青霉

烯酶基因情况，同时将菌株与 0.5g/L 美罗培南溶液孵育 2 小时后离心取上清进行 MALDI-TOF MS

检测，通过菌株水解药物所出现的特征性谱峰来快速判断菌株是否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并与

PCR 基因检测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PCR 检测结果提示 21 株肠杆菌科细菌碳青霉烯酶基因检测均阳性，其中 KPC 阳性 15 株、

GES 阳性 6 株、NDM 阳性 2 株、VIM 阳性 1 株、GIM 阳性 4 株、SIM 阳性 1 株、OXA-143 阳性

6 株，同一菌株可产生一种或多种碳青霉烯酶基因。MALDI-TOF MS 直接检测结果显示 21 株菌株

与美罗培南孵育后，在 199m/z 左右处均出现了一个特征性谱峰，为美罗培南药物水解所致。 

结论  本研究运用 MALDI-TOF MS 技术，通过捕捉菌株水解碳青霉烯类药物所出现的特征性谱峰

来检测碳青霉烯酶的产生，与 PCR 基因检测结果相符，但具有操作简单、耗时短、准确性高等独

特优势。这将为实验室诊断产碳青霉烯酶肠杆菌科细菌提供一种快速准确的检测方法。 

 
 

PU-4242 

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性分析及防治措施 

 
周雪宁 

陕中附院 

 

目的  了解陕西中医药大学鲍曼不动杆菌分布状况及耐药性特点，为临床治疗鲍曼不动杆菌的感染

和院感控制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收集该院 2016 年感染鲍曼不动杆菌的患者资料，统计药敏结果并分析

耐药性。 

结果  该院 2016 年共分离出病原菌 2237 株，其中鲍曼不动杆菌 383 株，检出率为 17.1%。标本类

型分布以痰液为主，占 89.3%，其次为尿液、分泌物、无菌体液及血液等，科室分布以重症科室检

出率最高，占全院一半，脑病科、脑外科、呼吸科、肺病科次之。药敏结果中鲍曼不动杆菌对阿米

卡星耐药率最低（8 %),其余 13种耐药率均大于 50%，头孢曲松敏感率最低（5.5%）。 

结论  该院鲍曼不动杆菌对阿米卡星敏感，对其他抗菌药物均呈现较高程度耐药性。临床应根据患

者症状及实验室检查药敏结果选择适当的抗菌药物，医院应加强控制院感，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其传

播，减少耐药菌的产生并防止耐药菌播撒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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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43 

陕中附院 2013-2016 年大肠埃希菌耐药性监测及分析 

 
杨文涛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对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以下简称陕中附院）检出的大肠埃希菌相关数据的收集，

并分析其耐药性特征及变迁趋势，从而及时有效地告知临床，合理地选用抗菌药物。  

方法  对陕中附院 2013—2016 年分离出的病原菌进行有目的、有目标性的监测，着重统计大肠埃

希菌的临床分布及耐药特性数据，并对四年中检测出的大肠埃希菌进行耐药性的动态分析，采用

SPSS20.0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在 2013—2016 年微生物室从临床送检标本中总共检测出 2262 株大肠埃希菌，经过统计学分

析四年中大肠埃希菌的检出率显示为上升趋势 ，主要分布于外科、肿瘤科、肝病科、皮肤科等，

其中有 909 株为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占总检出的 40.0%。大肠埃希菌对青霉素类（如：氨苄西

林、哌拉西林）、头孢菌素类（二代头孢呋辛、三代头孢曲松）、喹诺酮类（如：环丙沙星）等抗

菌药物的耐药率均超过 60.0%。 

结论  陕中附院的大肠埃希菌动态监测数据显示其检出率和耐药率呈升高趋势，故对抗菌药物应加

强临床管理以做到合理使用 ，并结合患者病情和病原菌的鉴定与药敏试验结果，合理选用相应的

抗菌药物已经非常的迫切。 
 
 

PU-4244 

G 实验在深部真菌感染中的应用分析 

 
李亚宁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剖析 G 实验（血清 1，3-β-D 葡聚糖含量测定）在早期深部真菌感染中的应用，为临床

在早期深部真菌感染的诊断中提供重要依据。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 月到 2017 年 4 月时间段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呼吸科、脑病

科、肿瘤科等临床科室中疑似有深部真菌感染的患者 50 例，分为 A 实验和 B 实验，A 实验使用 G

实验方法，B实验使用真菌培养方法。 

结果  G 实验的阳性率为 34%（17/50），真菌培养的阳性率为 20%（10/50），两者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G 实验的阳性预测值为 35.3%，阴性预测值为 87.9%，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60.0%和 72.5%。 

结论  在深部真菌感染的诊断中，血清 G 实验相比较于传统的真菌培养具有方便、省时省力、阳性

率高的优点，能够成为前期判断是否患有深部真菌感染最科学、简洁、省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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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45 

Proteomic profiling of endogenous peptides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 

 
Yan Li1,Anfang Wang1,Hongmei Yang2,Junhong Li3,Hucheng Chen4,Haixia Tu1,Shouxing Wang1,Liuliu Jiang1 

1.The Affiliated Sir Run Run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Changzhou Blood Center 3.Changzhou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4.Nanjing First Hospital，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As a type of Gram-positive bacteria, Staphylococcus aureus is regarded as a 
prominent cause of human infections worldwide and a major threat for modern health care 
systems. It can also cause mild to severe skin or soft tissue infections, however, its cell 
physiology and metabolic regulation are still not well know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throughput proteomic technologies, it is now possible to study protein regulation at omics level. 
Recently, more and more studies showed that the endogenous peptides or endogenous 
peptidome could also play important regulatory functions. However, the endogenous peptides in 
Staphylococcus aureus is still not well know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haracterize the 
endogenous peptides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 
Methods Aliquots of growing Staphylococcus aureus subsp. aureus (ATCC® 29213™) were 
washed with PBS for three times, pelleted, and stored at -80°C. Boiling water was added directly 
to the frozen pellets, and the samples were boiled for 15 min to eliminate proteolytic activity, the 
protein was extracted using acetic acid with supernatant filtered by a 30-kDa molecular weight 
cut-off (MWCO) filter (Milipore). The filtered endogenous peptides were subjected to subsequent 
LC-MS/MS mass spectrometry analysis. The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MaxQuant with peptide, 
and protein FDRs were all set to 0.01. To annotate the features of the identified peptidome, the 
peptide sequences were analyzed by EMBOSS, and overrepresented sequence motifs were 
analyzed using motif-x. The database for annotation, visualization and integrated discovery 
(DAVID) (version 6.8) was employed to identify significantly enriched Gene Ontology functions in 
biological processes (BP), molecular function (MF), and cellular component (CC) categories for 
the precursor proteins of the staphylococcus aureus endogenous peptidome. Protein interactions 
were annotated by the STRING database. 
Results In this study, endogenous peptidome analysis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 successfully 
resulted in identification of 202 endogenous peptides from 89 precursor proteins from 
Staphylococcus using high-throughput method by mass spectrometry. These endogenous 
peptides had a length from 7 AA to 25 AA, most of which had a length of 12 AA. The isoelectric 
point distribution analysis of the endogenous peptidome of staphylococcus showed wide 
isoelectric point values from 3.38 to 10.55. The median of isoelectric points is 4.37, indicated 
many of the peptides were acidic. The molecular weights of the identified peptides were from 
799.46 to 3124.54 Da with a median of 1349.6. There are enriched proteolytic motifs at the 
boundaries.We found that there were two enriched motifs in N-terminus, one with alanine at P0, 
glutamic acid at P2, the other with lysine at P2’, and alanine at P0. It is possible that proteases 
recognizing sequences similar to these motifs have active roles in generating these endogenous 
peptides, and with different specificities.Bioinformatics analysis of theses peptides showed many 
were produced from ribosomal proteins or proteins involved in translation. 
Conclusions This characterization of endogenous peptidome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 could 
help provide a rich resource for further studies of functional regulations in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they might also play roles in the host immune responses during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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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46 

PCT 对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血流感染诊断价值的研究 

 
杨旭,何薇,王清,周谭华,陈莉,孙蓉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降钙素原（PCT）的定量检测在鉴别诊断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CNS）血流感染与污

染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血培养结

果为 CNS 的患者 174 例，分为血流感染组（n=58）和血培养污染组（n=116），统计各组患者血清

PCT，以 SPSS 17.0 软件比较血流感染患者与血培养污染患者血清 PCT 浓度的差异，进行受试者工

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计算各曲线下面积（AUC），获得最佳诊断点。 

结果  血流感染组患者 PCT 浓度为 1.34（0.055-9.31）ng/ml，阳性率为 100%，血培养污染组患者

PCT 浓度为 0.363（0.02-2.64）ng/ml,阳性率为 8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2.94，Ｐ

<0.05）。两组 AUC 为-，以 PCT=-为截点，PCT 鉴别诊断的灵敏度为-，特异度为-，阳性预测值为-

，阴性预测值为-。 

结论   PCT可以有效鉴别诊断 CNS引起的血留感染和血培养污染。 

 
 

PU-4247 

非 EV71 及 CA16 型肠道病毒所致手足口病实验室检查分析 

 
吴舒婷,向仕婷,叶志纯, 周蓉, 舒孝文, 赖源 ,李梨平 

湖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通过分析湖南省手足口病患儿中肠道病毒病原谱构成，结合实验室检查的患儿血常规、血生

化常规等临床指标，研究其在临床诊断中的参考意义。 

方法  从 2015年 4 月到 2016 年 4 月我院 0~5 岁手足口病住院患儿中采集咽拭子标本，提取 RNA 后

检测肠道病毒 71 型 (enterovirus 71，EV71) 、柯萨奇病毒 A 组 16 型(coxsackievirus A16，

CA16) 及通用型肠道病毒( EV)核酸，并通过基因测序判断部分仅通用型 EV 核酸阳性的病毒型别。

将 256 份非 EV71 及 CA16 型肠道病毒分成 CA6、CA10 型和其它型病毒三组，并与 CA16 型、EV71 型

和健康儿童对比血常规和血生化常规检测的参数。 

结果  各型病毒感染的手足口病患儿体内血红蛋白（HGB）、间接胆红素（IDBIL）和总胆红素

（TBIL）与健康儿童相比存在显著性差异，而 CA6 型和 CA10 型手足口病毒感染患儿血清中乳酸脱

氢酶（LDH）水平均显著高于其它型、EV71型和 CA16型患儿（p<0.05）。 

结论  血常规、血生化常规参数对非 EV71 及 CA16 型肠道病毒中 CA6 型、CA10 型病毒感染有临床

诊断的参考意义。LDH可补充作为手足口病早期诊断的敏感、非特异性指标。 
 
 

PU-4248 

不明原因发热患者血清中人巨细胞病毒编码 miRNA 检测的临床

价值及意义 

 
王成 1,2,丁梦 1,2,张翠平 1,张辰宇 2,汪俊军 1,张春妮 1,2 

1.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南京大学生命科学高等研究院，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目的  不明原因发热 (fever of unknown origin, FUO)致病因素复杂，临床确诊困难。人巨细胞

病毒(HCMV)与多种疾病密切相关，可编码多种 miRNA，是疾病潜在生物标志物，但 HCMV 及其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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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NA 与 FUO 的关系及对于 FUO 临床价值尚不清楚。本研究拟检测 FUO 患者及正常对照血清中 HCMV 

miRNA 表达谱，探讨血清 HCMV miRNA 作为 FUO 生物标志物临床价值，以期为 FUO 的病原学机制研

究及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方法  收集 109 例 FUO 患者及 106 例健康对照血清，记录患者及对照各项临床资料。运用实时荧光

定 PCR（qRT-PCR）技术检测患者及对照血清中 26 种 HCMV miRNA 表达水平；运用 ELISA 方法测定

患者及对照血清 IgG、IgM的浓度；统计学方法分析 HCMV miRNA 表达谱差异及与各项指标相关性。 

结果  qRT-PCR 结果显示，与对照相比，8 种 HCMV miRNAs 包括 miR-US4-3p, miR-US29-3p, miR-

UL70-5p, miR-US5-2-3p, miR-US5-2-5p, miR-UL148d, miR-UL112 -3p 和 miR-US25-2-3p 在 FUO

患者血清中显著升高(P 均<0.05)；ROC 曲线分析结果表明，8 种 miRNA 是 FUO 患者潜在的诊断标志

物；进一步的单因素及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显示，8 种 miRNA 是 FUO 患者潜在的危险因素；相关性

分析显示，5 种血清 HCMV miRNA 水平与外周血 C 反应蛋白和白介素 6 的含量呈现显著正相关(P 均

<0.05)。同时，ELISA 结果显示，血清 IgG 和 IgM 在 FUO 患者中阳性率分为 100%和 0%，在正常对

照中阳性率分别为 92.0%和 0%。 

结论  8 种血清 HCMV miRNA 在 FUO 患者中水平显著高于对照，提示 HCMV 可能是 FUO 潜在的致病因

素，HCMV miRNA可作为 FUO 新的潜在诊断指标和危险因素，可能参与患者炎症反应及免疫紊乱。 
 
 

PU-4249 

Effects of luteolin on inflammatory polarization in LPS and 
IFN-gamma activated macrophages 

 
shu xia Wang,Xiao ming Yao,Meng Cao 

Affiliated Hospital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Jiangsu Province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Severe Gram-negative bacteria infections can lead to sepsis, this process is 
accompanied by serious inflammatory reactions. The polarization of macrophage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inflammation. Luteolin, a natural flavonoid 
compound has forceful anti-inflammatory activity. However, whether luteolin can govern the 
phenotypes polarization of macrophage is remain veiled drasticall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luteolin on inflammatory polarization of murine RAW264.7 
macrophages and involed mechanisms induced by bacterial endotoxin LPS and IFN-gamma.  
Methods RAW264.7 cells were induced to M1 polarization stimulated with LPS plus IFN-
gamma,or induced to M2 polarization with IL-4; simultaneously,  accompani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luteolin. Laser confocal microscopy was used to observe the cells morphology; 
FCM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membrane surface molecule CD86; realtime-qPCR 
were performed for examination the mRNA expression of M1 marker iNOS, IL-1b, IL-6 and M2 
markers Arg1, CD206 and CD163 respectively. Meanwhile, the secretion of IL-6 and TNF-a in the 
supernatant were examined by ELISA; the protein pathway p-STAT3 and p-STAT6 were check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The morphology of activated M1 macrophages changed significantly which stretched into 
dendritic characteristic. After luteolin treatment, the expression of M1 type proinflammatory 
mediators such as iNOS, IL-1b, IL-6, TNF-a and cell surface marker CD86 were attenuated 
significantly. Nevertheless, the M2-related anti-inflammatory factors such as CD206, CD163 and 
Arg1 were increased markedly. Moreover, the protein p-STAT3 expression was down-regulated 
and the p-STAT6 expression was up-regulated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Conclusions Luteolin adjusted the conversion from proinflammatory M1 macrophages into M2 
macrophages with anti-inflammatory,and this effects may be achieved by inhibition of p-STAT3 
and activation of p-STAT6. In general, insight into the effects of luteolin on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and its regulatory mechanisms provide new insights for clinical treatment of 
inflammation-related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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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50 

500 株尿路感染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情况分析 

 
郑远明,周杰 

大连市友谊医院 

 

目的  了解大连市友谊医院患者 2017 年尿路感染病原菌分布以及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特点，以便

为临床可靠诊断和合理使用抗生素提供依据。 

方法  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要求操作，对我院 2017 年 1 月至 12 月尿液标本分离的 500

株尿路感染病原菌进行细菌鉴定以及药敏实验，并对其耐药情况进行监测。用 CLSI 推荐的方法检

测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 

结果  在分离出的 500 株病原菌中革兰阴性菌占 84.2%，革兰阳性菌占 15.8%。排名前两位的革兰

氏阴性杆菌是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氏菌，分别占 40.4%和 13.4%。排名前两位的革兰氏阳性球

菌是屎肠球菌和粪肠球菌，分别占 9.60%和 6.20%。尿路感染的科室以泌尿外科最多，其次为老年

病科、肾内科、重症医学科。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氏菌的 ESBLs 的发生率分别为 72.3%和

38.8%。革兰阴性杆菌对亚胺培南、阿米卡星、替加环素、呋喃妥因和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耐药率

较低。仅检出屎肠球菌对万古霉素的耐药率约 4.17%。 

结论  我院的尿路感染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肠杆菌为主。革兰阴性肠杆菌和革兰阳性肠球菌对抗菌药

物耐药率较高，应根据药敏结果选择敏感性高的抗菌药物。 

�其次为老年病科、肾内科、重症医学科。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氏菌的 ESBLs 的发生率分别为

72.3%和 38.8%。革兰阴性杆菌对亚胺培南、阿米卡星、替加环素、呋喃妥因和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的耐药率较低。仅检出屎肠球菌对万古霉素的耐药率约 4.17%。 
 
 

PU-4251 

外排泵在碳青霉烯类耐药鲍曼不动杆菌中的作用研究 

 
潘艳 

涟水县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主动外排泵在鲍曼不动杆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中的作用，为医院感染控制提供依

据。   

方法  收集我院 2017 年临床分离的碳青霉烯类耐药鲍曼不动杆菌（Carbapenem 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CRAB）80 株，采用琼脂稀释法测定其对临床常用 18 种抗菌药物的耐

药性。PCR 检测 adeB、adeJ、abeM 外排泵基因的携带情况。随机选取 10 株 CRAB 与 1 株敏感菌，

实时荧光定量 PCR检测外排泵基因表达量。 

结果  收集的 80 株 CRAB 对多粘菌素 B、替加环素均敏感，对头孢哌酮/舒巴坦、阿米卡星、哌拉

西林/他唑巴坦耐药率分别为 41.3%、46.3%、55%，其它检测药物耐药率均高于 60%。PCR 扩增结果

显示，adeB、adeJ 阳性率分别为 77.5%、41.3%，未检测到 abeM 基因。实时荧光定量 PCR 显示，

adeB基因表达量比敏感菌高 10倍以上，而 adeJ表达量与敏感菌无明显差异。 

结论  CRAB耐药性较严峻，AdeABC外排泵在碳青霉烯类耐药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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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52 

安徽省铜陵市人民医院 2017 年细菌耐药性监测 

 
唐吉斌,胡志军,潘晓龙,潘恺,朱娟娟,周佳丽 

安徽省铜陵市人民医院临检中心 

 

目的  了解铜陵市人民医院 2017年临床分离细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状况。 

方法  对 2017 年 1-12 月临床分离菌采用纸片扩散法（K-B）进行药敏试验，按 CLSI 2017 年版标

准判读药敏试验结果，采用 WHONET 5.6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临床分离细菌共 3436 株，其中革兰阳性菌 719 株，占 20.9%，革兰阴性菌 2717 株，占

79.1%。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和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MRCNS）的检出率

分别为 23.8%和 72.3%，甲氧西林耐药株对 β 内酰胺类抗生素和其他测试抗菌药物的耐药率显著高

于甲氧西林敏感株，未发现对万古霉素和替考拉宁耐药的葡萄球菌。粪肠球菌对青霉素、氨苄西林

和呋喃妥因的耐药率较低，屎肠球菌对氯霉素的耐药率较低，5.3%屎肠球菌对万古霉素耐药。。大

肠埃希菌、克雷伯菌属（肺炎克雷伯菌和产酸克雷伯菌）和奇异变形杆菌中 ESBLs 的检出率分别为

41.4%、50.7%和 19.4%。肠杆菌科细菌中克雷伯菌属和沙雷菌属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率较高，

分别为 37.5%和 36.0%，其他菌属的耐药率低于 3%。鲍曼不动杆菌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耐药率

分别 80.3%和 79.1%；铜绿假单胞菌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 29.7%和 28.4%。肺炎克

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中广泛耐药株的检出率分别为 31.3%（171/546）、0.6%

（3/508）和 0.7%（3/416）。 

结论  本院革兰阴性杆菌呈增多趋势，尤其广泛耐药的肺炎克雷伯菌应引起高度关注，做好细菌耐

药性监测，加强临床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和医院感染控制。 
 
 

PU-4253 

1064 株铜绿假单胞菌临床分布及耐药性变迁 

 
郑远明 

大连市友谊医院 

 

目的  了解近 3 年大连市友谊医院铜绿假单胞菌感染的分布情况及其耐药性变迁，为临床更加合理

的使用抗生素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大连市友谊医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三年住院患者中分离的 1064株铜绿

假单胞菌，采用 MIC 法和 K-B 纸片扩散法检测其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利用 WHONET 5.6 和 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分离的 1064 株铜绿假单胞菌中有来主要源于痰液（882 株，75.19％），其次为尿液

（141 株，12.02%）；分布最广的科室为重症医学科（12.63％）和老年病区（12.33％）。三年平

均耐药率最高是美洛培南（39.5%），最低阿米卡星（22.7％）；哌拉西林、头孢哌酮-舒巴坦、头

孢他啶、头孢吡肟、氨曲南、美洛培南、阿米卡星、妥布霉素、 环丙沙星、左旋氧氟沙星 10 种

抗菌药物的耐药率三年均有下降，其中除阿米卡星、妥布霉素和 环丙沙星外其他几种抗菌药物耐

药率下降的相关性显著（P<0.05），具有统计意义。 

结论  铜绿假单胞菌是细菌感染中重要的致病菌且易产生多重耐药性，应加强对铜绿假单胞菌感染

的管理，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减少耐药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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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54 

某三甲医院肺炎克雷伯菌临床分布及耐药性变化 

 
郑远明 

大连市友谊医院 

 

目的  通过调查近 3 年大连市友谊医院肺炎克雷伯菌感染的分布情况及其耐药性变迁，为临床更加

合理的使用抗生素提供依据。 

方法  对大连市友谊医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住院患者中分离的 1077 株肺炎克雷伯菌采用

K-B 纸片扩散法和 MIC法检测其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利用 WHONET 5.6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所有肺炎克雷伯菌的主要标本来源为痰，占 62.11%，主要分布于重症病区（29.81%）和老

年病区（15.50%）。药敏结果显示哌拉西林、头孢唑林、头孢呋辛、头孢曲松、头孢噻肟 5 者的耐

药率很高，超过 50％，亚胺培南、美罗培南、阿米卡星 3 种药物的耐药率较低，低于 20%。三年来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亚胺培南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均有下降，头孢唑林、替卡西林/克拉维酸耐药率

均有上升。 

结论  肺炎克雷伯菌是细菌感染中重要的致病菌，应加强对肺炎克雷伯菌感染的管理，合理使用抗

菌药物，减少耐药的发生。 
 
 

PU-4255 

Identification and Antifungal Susceptibility of Rhodotorula 
mucilaginosa in China (August 2010 to July 2015): A Multi-

Center Study 

 
Jingjing Huang1,2,Xin Fan2,3,Yingchun Xu1,2 
1.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2.Beijing Key Laboratory for Mechanisms Research and Precision Diagnosis of Invasive Fungal Diseases 
3.Beijing Chaoyang Hospital 

 
Objective  To examine ability of MALDI-TOF MS to identify Rhodotorula mucilaginosa and to 
understand antifungal agents susceptibility of these isolates. 
Methods  Here we studied 50 non-duplicate R. mucilaginosa isolates from 50 patients at 18 
hospitals participating in the National China Hospital Invasive Fungal Surveillance Net program 
(CHIF-NET; 2011-2015). Molecular rDNA ITS sequencing and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time of flight (MALDI-TOF) MS identification methods were compared for their 
performance in species identification. Antifung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was performed using 
Sensititre YeastOne™ YO10 methodology. 
Results  All isolates were identified correctly by the Vitek MALDI-TOF MS system (bioMérieux) 
and the Clin-TOF MS system (Bioyong Technology Company Inc). The Bruker MS system 
(Bruker Daltoniks) also correctly identified all R. mucilaginosa isolates but using a lowered 
(≥1.700) cut-off score for species assignment, MICs of ≥256μg/ mL for fluconazole were seen for 
all 50 isolates, whilst MICs of ≥8 μg/mL for voriconazole, >16 μg/mL for itraconazole and >8 
μg/mL for posaconazole were seen for 14.0, 8.0, and 8.0% of isolates,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study has provided a global picture of the identification and antifungal 
susceptibility of R. mucilaginosa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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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56 

北京协和医院连续五年非结核分枝杆菌流行特征分析 

 
黄晶晶,杨文航,肖盟,刘畅,赵玉沛,徐英春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分析非结核分枝杆菌（NTM）流行特征，并为 NTM病合理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2017 年 8 月北京协和医院结核/非结核分枝杆菌核酸检测阳性标本，采用

DNA 微阵列芯片法对 113例患者的 116份 NTM阳性样本进行菌种鉴定。 

结果  近 5 年间，1028 例分枝杆菌阳性患者送检 1031 份样本，检出 NTM325 份，占比 31.5%，构成

比从 2013 年的 16.5%上升至 2017 年的 42.6%，MTB 构成比下降和 NTM 构成比上升的趋势具有显著

性（P<0.001）。116 份 NTM 菌种鉴定样本中，呼吸道来源样本占 81.9%，淋巴结和脓液分别占

5.2%、4.3%；鉴定出 NTM 种群 10 种，胞内分枝杆菌、龟/脓肿分枝杆菌最多（28. 4%），其次为戈

登分枝杆菌（12.9%）、鸟分枝杆菌（10.3%）、堪萨斯分枝杆菌（9.5%）。113 例患者中，男性占

43.4%，女性占 56.6%，45岁以上患者 76例，占比 67.3%。 

结论  5 年间北京协和医院 NTM 感染总体呈上升趋势；主要感染中老年患者，以女性居多；胞内分

枝杆菌、龟/脓肿分枝杆菌临床检出率高，且胞内分枝杆菌为呼吸道主要 NTM 菌种；准确鉴定 NTM

菌种具有重要意义。 
 
 

PU-4257 

检验师参与治疗复杂肺部多重耐药菌感染体会 

 
侯盼飞,祝丽晶,潘艳 

涟水县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检验师在治疗复杂多重耐药菌感染中的作用。 

方法  检验师参与 1 例合并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ESBL）肺炎克雷伯菌、肺炎支原体继发泛耐药

鲍曼不动杆菌（XRAB）肺部感染患者的治疗，向临床医师提供治疗方案，并评估临床疗效。 

结果  根据药敏结果结合耐药机制分析，检验师建议采用大剂量亚胺培南（1.0 ivdrip q6h），同

时延长滴注时间。经治疗，患者无发热、咳喘，血常规等指标恢复正常，细菌培养阴性。 

结论  检验师参与临床抗感染治疗，为临床医师提供合理用药建议，有助于提高临床治愈率。 

 
 

PU-4258 

儿科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产 β-内酰胺酶研究 

 
侯盼飞 

涟水县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我院儿科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multidrug 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MRAB)流行性及β-内酰胺酶基因携带情况。 

方法  收集儿科分离鲍曼不动杆菌 123 株，采用纸片扩散法（K-B 法）对分离菌株进行抗生素敏感

性试验。选取多重耐药菌 45 株，脉冲场凝胶电泳（pulse-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PFGE）进

行同源性分析，PCR检测 OXA-23、OXA-24、OXA-51、OXA-58基因。 

结果  123 株鲍曼不动杆菌，对多数抗生素耐药率>60%，但对多粘菌素 B 均敏感，对米诺环素

（3.8%）和头孢哌酮-舒巴坦（27.7%）耐药率也较低。在 45 株多重耐药菌中，根据 PFGE 图谱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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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 3 型，其中以 A 型为主；PCR 扩增， OXA-51 全阳性，OXA-23 阳性率为 77.8%，OXA-24、OXA-

58均为阴性。 

结论  儿科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存在播散流行，OXA-23是造成其耐药的重要原因。 
 
 

PU-4259 

Evaluation of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for identification of VIM- 
or SPM-type metallo-β-lactamase-producing Pseudomonas 

aeruginosa clinical isolates 

 
Jin Li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velop the in-house knowledgebase of 
SuperSpectra for distinguish clinical isolates of VIM- or SPM-type metallo-β- lactamase producing 
P. aeruginosa (MBL-PA) in our laboratory. 
Methods  To create the SuperSpectra, 15 isolates of VIM-type and 15 isolates of SPM-type MBL-
PA isolates were selected as the established strains. A blind test, the remaining 50 
isolates previously characterized by MBL gene sequencing were used as the validation strains, 
including 25 isolates of VIM-type and 25 isolates of SPM-type MBL-PA. 
Results  All these isolates were indentified by the two newly created SuperSpectra databases 
following the method as previously reported,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dentification 
reliability of all subspecies was 92.0% and the error of subspecies identification was only 8.0%.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MALDI-TOF MS is a new technique for rapid 
identification of VIM- or SPM-type MBL-PA, which has the advantages of simple operation, short 
time consuming, high accurac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MBL-PA molecular 
epidemiology and has a very wide application prospect. 
 
 

PU-4260 

优化 1,3-β-D-葡聚糖诊断侵袭性真菌感染 Cutoff 值的系统评价

与 Meta 分析 

 
贺松,杭菊萍,张玲,王芳 

马鞍山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评估 1,3-β-D-葡聚糖(BDG)对侵袭性真菌感染(IFI)的诊断价值，优化 1,3-β-D-葡聚糖诊

断侵袭性真菌感染 Cutoff值，筛选出具有最好诊断价值的 Cut-off值。 

方法  从循证医学角度利用 Meta分析方法优化 Cutoff值，筛选具有最高诊断价值的 Cut-off值。 

结果  我们的研究纳入了 28 项研究，包括 4214 位研究对象，其中 896 人被诊断为 IFI。总体敏感

性、特异性、诊断优势比（DOR）、汇总 ROC 曲线下面积（AUC-SROC) 分别是 0.78 （95% 可信区

间（ CI），  0.75-0.81）、 0.81 (95% CI, 0.80-0.83), 21.88 (95% CI, 12.62-37.93), 和 

0.8855。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在队列研究中 BDG 的 Cutoff 值为 80 pg/mL 时具有最好的诊断价

值，而在病例对照研究中，BDG 的 Cutoff 值为 20 pg/mL 时具有最好的诊断价值，而且，队列研究

的 AUC-SROC 值低于病例对照研究；以欧洲癌症研究和治疗组织 /侵袭性真菌感染协作组

（EORTC/MSG）的标准作为参考标准，60 pg/mL 作为 Cutoff 值具有最好的诊断价值；用 Fungitell

分析试剂盒检测 BDG 时，Cutoff 值为 60 pg/mL 具有最好的诊断价值；用 Fungitec G 试验分析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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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盒检测 BDG 时，Cutoff 值为 20 pg/mL 具有最好的诊断价值；用 Wako 分析试剂盒检测 BDG 时，

Cutoff值为 11 pg/mL具有最好的诊断价值。 

结论  现有证据表明血清 BDG 检测对 IFI 的诊断具有很高的准确性，而且区分 IFI 和非 IFI 患者

60 pg/mL是最佳的诊断 Cutoff值。 
 
 

PU-4261 

呼吸道标本中一例奇异劳特普罗菌的检测及分析 

 
林玉玲 1,林建芬 2,陈峰 3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第一医院  2.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探讨奇异劳特普罗菌（Lautropia mirabilis）的生物学特性及临床意义。 

方法  对一住院患者多次合格痰标本中分离的一株奇异劳特普罗菌行革兰染色、抗酸染色等形态学

观察，应用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 MS)及 16s rDNA 对其进行鉴定。应用

Vitek2 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药敏系统的 Compact GN、Compact GP 板卡对其进行生化反应

的检测。 

结果  该菌在 5%CO2 35℃血平板上培养 48h 形成大小不等、浅黄色、粗糙、不溶血、干燥、呈“咬

琼脂”现象的菌落。革兰染色呈革兰阴性不规则球状体，抗酸染色阴性。MALDI-TOF MS 鉴定结果

为奇异劳特普罗菌（Lautropia mirabilis，Score 2.130），16SrDNA 鉴定确证为奇异劳特普罗

菌（Lautropia mirabilis，Query cover99%，Ident 100%）。Compact GN 与 GP 鉴定板条主要生

化反应的阳性结果（脲酶、葡萄糖、麦芽糖），阴性结果（鸟氨酸、赖氨酸、甘露醇、山梨醇、乳

糖、木糖、海藻糖、棉子糖）。鉴定结果分别为少动鞘氨醇单胞菌（ Sphingomonas 
paucimobilis，93%可信度）及优美颗粒链菌（Granulicatella elegans，88%可信度） 

结论  目前我国临床实验室常用的基于生化反应原理的细菌鉴定仪无法鉴定此菌，需要诸如

MALDI-TOF MS 或是测序等手段才能很好地予以准确鉴定。该菌作为呼吸道正常菌群，在患者免疫

功能低下时有进一步致病的可能，应提高对该菌的认识。 
 
 

PU-4262 

复合基因工程抗菌肽的高效表达及其体外稳定性研究 

 
杨桂茂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本研究以现有抗菌肽的作用机制、天蚕素类和死亡素类结构与功能关系的假说为依据，采用

前期人工设计合成的复合抗菌肽酵母表达体系，优化表达条件，使其达到高表达量，并对其体外稳

定性进行研究和探讨，为基因工程抗菌肽药物的开发和应用奠定基础。 

方法  1采用前期人工设计合成的复合抗菌肽酵母表达体系； 

2对表达时间、温度、甲醇浓度、PH环境进行优化，建立高效的毕赤酵母表达条件； 

3对表达产物进行溶血活性以及不同温度、PH、及储存条件下体外稳定检测； 

结果  1 重组酵母菌表达用 BMMY 培养基最适 pH 值为 6.0，表达后期 pH 值控制在 5.0-7.0；28 ℃

培养 60 h；补加终浓度为 1.0%甲醇，可提高该复合抗菌肽的表达量； 

2 复合抗菌肽的体外稳定性实验显示，在 pH 等于 3.5 时或者 100 ℃加热 5 0min，仍然有很好的活

性，可见重组抗菌肽在酸性环境下比较稳定，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而且在有效抑菌浓度下不会引

起机体溶血。基于这样的特性该抗菌肽有望在以后得到很好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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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研究表明，该复合肽有很好的体外稳定性，且无溶血活性。它的出现为人们寻找理想的抗菌

药物提供新的领域，尤其是当今许多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因此抗菌肽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 
 
 

PU-4263 

Rapid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by Matrix-
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using a qualitative method in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complex 

 
Mengjiao Li,Minxue Liu,Qifei Song,Li Xiong ,Zhixing Chen,Mei Kang,Yi Xie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perform rapid determination of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profile, we established a 
qualitative method based on mass spectrometry to detect drug resistance. 
Methods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complex isolates were tested as an example in our study. 
The isolates were incubated with and without meropenem in cation-adjusted Mueller-Hinton broth 
for 4 hours. Twelve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µg/ml) of meropenem were tested for each isolate: 
0.06, 0.12, 0.25, 0.5, 1, 2, 4, 8, 16, 32, 64, 128. After incubation, the suspension was centrifuged 
(12000×g for 3min). Subsequently, the supernatant was discarded and the bacteria were lysed 

with 5µl 70％ formic acid and 5µl 100％ acetonitrile. Then, isolates incubated with meropenem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can be determined as growth well or growth inhibited by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MALDI-TOF MS). 
Results The agreement of MIC values between MALDI-TOF MS based rapid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and broth microdilution method in susceptible strains and resistant strains 

was 77.1 ％  and 70.1 ％ , respectively. And applying susceptibility-breakpoint 

concentration(2µg/ml), 98.9％  sensitivity and 100％  specificity were achieved for resistance 

detection. Similarly, 96.9％ sensitivity and 100％ specificity were obtained for resistance detection 

with meropenem concentration at 8µg/ml. 
Conclusions  MALDI-TOF MS based rapid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applies to 
determine drug resistance at breakpoint concentration, even though MS-MICs might shift to lower 
dilution. The method has a very simple processing flow and can be routinely performed by 
technologists in the clinical laboratory. It’s critical for patients to accelerate AST result from two 
days to several hours. 
 
 

PU-4264 

耐碳青霉烯类阴沟肠杆菌 blaNDM-1 基因环境研究 

 
尧静,刘淑敏,牛敏,张孟爽,陈辞言,李焕芹,杜艳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对 10 株耐碳青霉烯类阴沟肠杆菌 blaNDM-1基因环境进行研究，初步从分子水平探讨 blaNDM-1基

因水平转移机制。 

方法  运用引物步移技术从分子水平对其中 1 株阴沟肠杆菌 blaNDM-1 基因上下游进行测序，并根据

测序结果设计引物对其余 9 株阴沟肠杆菌进行 PCR mapping；所有测序结果通过 DNAMAN Version 9

软件进行拼接，使用 BLAST 对序列进行比对和分析，拼接结果通过软件 Sequin 递交到 Genbank。 

结果  对 10 株阴沟肠杆菌 blaNDM-1基因环境进行分析，发现其中 9 株 blaNDM-1基因的上游为被插入元

件 ISEc33 截断为两部分的部分缺失转座酶 ISAba125（ΔISAba125），下游依次为博来霉素耐药基

因 bleo、部分缺失异构酶 trpF（ΔtrpF） 和 ISSen4 元件；另外 1 株阴沟肠杆菌 blaNDM-1基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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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为 ΔISAba125，下游依次为博来霉素耐药基因 bleo、ΔtrpF；将序列通过拼接和比对分析，发

现此 10 株阴沟肠杆菌的 blaNDM-1 基因环境与国内外已报道的携带 blaNDM-1 基因细菌质粒结构高度相

似，序列递交到 Genbank获得序列号为 MF927777。 

结论  阴沟肠杆菌 blaNDM-1 基因上下游结构常包含转座子或插入序列等元件，为 blaNDM-1 基因水平转

移播散奠定了分子基础。 

 
 

PU-4265 

90 例儿童链球菌属细菌感染的分布与耐药性分析 

 
刘其,赵晖 

大连市儿童医院 

 

目的  了解大连市儿童医院 2014-2016 年链球菌属临床分离株的分布及其对抗生素的耐药性，为临

床用药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大连市儿童医院 2014-2016 年临床分离链球菌属 90 株，采用纸片扩散法（K-B 法）作

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并采用 CLSI2016年判断标准。 

结果  90 株链球菌中肺炎链球菌占 45.6%（41/90），口腔链球菌占 16.6%（15/90），β 溶血性链

球菌占 37.8%（34/90），其中化脓性链球菌占 14.7%，咽峡炎链球菌占 32.4%，无乳链球菌占

52.9%。标本分布以呼吸道标本最多，其次为静脉血。肺炎链球菌、β 溶血性链球菌口腔链球菌对

克林霉素、红霉素、复方新诺明耐药率超过 70%，对左氧氟沙星、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利奈唑

胺、利福平、万古霉素仍保持较高的敏感性。 

  

结论  大连市儿童医院链球菌属感染主要以肺炎链球菌和 β 溶血性链球菌为主，这些菌株对克林

霉素、红霉素、复方新诺明耐药现象严重，应及早进行检测并采取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 
 
 

PU-4266 

菌血症中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菌同源性及侵袭力分析 

 
杜帅先,王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分析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菌的同源性和侵袭力，对临床监测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菌传播

和致病情况以及预防提供依据。 

方法  对 2014 年 1 月到 2015 年 12 月血培养检出的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菌进行收集，先对细菌

和其耐碳青霉烯进行确证，再利用重复片段聚合酶链式反应进行同源性分析判断菌株的来源及流行

因素，然后对其不同的毒力基因进行检测，判断其侵袭力状况。 

结果  根据同源性分析，可将 28 株 CR-KP 分为 7 种类型。其中 A-E 均有多株细菌存在，有院内流

行的趋势，C 型 3 株细菌均在 NICU 检出。ICU 和 NICU 均有多株 CR-KP 存在，也有多种不同类型存

在。毒力基因分析显示，uge、iutA、rmpA、ycfM、kpn、entB 均有不同程度的检出。其中 ycfM、

entB检出率达到 100%，rmpA、kpn基因检出率为 82.1%，uge检出率为 60.7%。 

结论  同源性分析说明 28 株 CR-KP 有不同程度的院内流行趋势，应加强院内感染检测与防控，防

止耐药菌出现大规模爆发流行。CR-KP 存在不同的毒力基因,编码脂多糖的 uge、ycfM 基因和跟粘

附有关的 rmpA、kpn 基因以及铁采集有关的 entB 有较高的检出率,说明 CR-KP 的侵袭力主要体现在

这几个方面。为今后预防、治疗及开发针对性的新药提供一定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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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67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metal element profiles in the 
serum of patients withbloodstream infection based on ICP-

MS 

 
Su-ying Zhao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metal element profiles in the serum of bloodserum infection 
(BSI)patients based on ICP-MS, select differential metal elements,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the serum and the bacteria, and provide insight for diagnosis and prevention of 
bloodserum infection. 
Methods 68 kinds of metal elements such as Li, Na, Mg, Ga, Cu and Sr in the serum and 
bacteria isolated from 14 BSI patients infected with Staphylococcus, 39 with Enterobacteriaceae 
infection and 53 healthy people were measured by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ICP-MS)(PCA and PLS-DA was used to describe the metal element of profiles. 
The differential metal elements were screened according VIP and P value.The correlation of 
metal elements between groups was made by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The profiles of four species from serum and bacterial metaleleme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Escherichia coli,Enterococcus faecium, and Klebsiella pneumonia) were established. The 
differential(different or differential?) metal elements could preliminary discriminate the BSI 
patients from the control.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correlations of 
metal elements between the serum from BSI patients and the bacteria isolates . 
Conclusions Based on the available data in this study, there were difference of the metal 
element profiles between BSI patients and the control. DME may be as potential metal 
biomarkers of BSI.The results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early diagnosi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BS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lemental histology. 
 
 

PU-4268 

双酶切法构建 CRISPR-Cas9 载体系统 

 
杨勇 1,乔霞 2,魏军 2 

1.宁夏医科大学  2.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crispr-cas9 是细菌用来抵御病毒侵袭的基因系统，现已发展成为广泛应用的基因编辑技

术。以 pet41a 质粒为载体骨架， 通过酶切连接方法构建 crispr-cas9 载体系统， 建立一种简单

有效的基因编辑载体，为研究细菌耐药基因的敲除提供方法。 

方法  选择质粒 pet41a、pwt-cas9 和 pgRNA，分析核酸序列，选择合适酶切位点。双酶切方法使

用 XhoI 和 BgiII 两种限制性内切酶分别酶切 pet41a 和 pwt-cas9，形成带有相同粘性末端的线性

载体片段,回收并用 T4 DNA 连接酶连接，连接产物转化 DH5α 感受态细胞， 转化菌涂布含卡那霉

素的固体 LB 培养基平板进行阳性单克隆筛选并测序，构建质粒命名为 pet41-cas9。再使用 BgiII

和 XbaI 两种限制性内切酶分别酶切 pet41-cas9 和 pgRNA，经回收纯化、连接和转化后筛选阳性单

克隆菌落并测序，重组质粒命名为 pet41a-cas9-gRNA。将重组质粒 pet41-cas9、pet41a-cas9-

gRNA转化 BL-21(DE3)，IPTG 诱导后提取蛋白进行 SDS－PAGE电泳。 

结果  测序结果证实质粒 pet41-cas9、pet41a-cas9-gRNA 连接正确，载体构建成功。重组质粒经

IPTG诱导后行 SDS－PAGE电泳，考马斯亮蓝染色，有 cas9 蛋白表达。 

结论  已成功构建 CRISPR-Cas9载体系统质粒 pet41a-cas9-g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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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69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检测方法的经济学评价 

 
清,明德松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比较荧光 PCR 检测 mecA 基因(A 法)、头孢西丁纸片扩散法（B 法）、琼脂稀释法检测苯

唑西林最小抑菌浓度（C 法）以及 MRSA 乳胶凝集法检测 PBP2a（D 法）四种检测耐甲氧西林金黄色

葡萄球菌的方法，得出具有最佳检测性价比检测方法。 

方法  对来自 2007-2014 年间各期刊杂志中研究设计相同或相似且具有相同目的又相互独立的多个

研究结果的数据进行整理统计，将实用价值中的“灵敏度、特异度、简便性、快速性”等四个医学

检验专业性指标量化为具体数值，利用检验经济学分析方法中的成本- 效果分析(CEA）、成本- 实

用价值分析(CUA)对四种检测 MRSA的方法进行经济学评价。 

结果  A、B、C、D 法的成本分别为 15 元、2.5 元、15 元、10 元，A、B、C、D 法的 CEA 分别

15.000、5.144、15.400、10.194，CUA 分别为 24.135、4.417、27.076、5.238。分别对每两种方

法进行 t 检验，结果表示 A 法与其余三种方法间存在显著性差异(A 法与 B、C、D 法的 p 值分别为

0.000、0.001、0.000、0.000 )，B 法与 C 法 D 法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 值分别为 0.000、0.000)，

C法与 D法也存在显著性差异(p值为 0.000）。 

结论  从 CUA 的角度看，头孢西丁纸片法的 C/U 最小，其经济学价值最好，可以作为临床实验室检

测 MRSA较理想的方法。 
 
 

PU-4270 

化脓性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耐药及分子流行病分析 

 
周珊,刘家云,马越云,周柯,周磊,郝晓柯,徐修礼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  分析我院 2017 年上半年化脓性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耐药及分子流行病型别，为临床合理

用药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7 年上半年化脓性感染患者脓性分泌物标本分离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菌株的鉴定及

药敏试验由 VITEK2-compact 细菌鉴定仪进行，分子流行病学分型采用 MLST联合 spa分型方法。 

结果  2017 年上半年我院从脓性分泌物中共分离金黄色葡萄球菌 171 株，社区感染 113 株，医院

感染 58 株。其中 MRSA 分离率医院感染组 62.07%明显高于社区感染组 30.97%。分子分型结果显

示，医院感染和社区感染 MRSA均主要以 ST239-t030和 ST239-t037为主。 

结论  我院化脓性感染金黄葡萄球菌医院感染组和社区感染组，在多个方面存在明显差异。MRSA

克隆型别相对比较集中，医院感染组存在院内播散现象。 
 
 

PU-4271 

2001-2017 年某综合医院 HIV/AIDS 感染者 

流行病学特征和趋势分析 

 
唐卓芸,黄曦悦,张可依,石明巧,李冬冬,王婷婷,陶传敏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分析 2001-2017 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HIV/AIDS 感染者流行病学特征和趋势，为 HIV/AIDS 防

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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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1-2017 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确诊的 4033 例 HIV/AIDS 感染者的流行病学资

料。 

结果  2001-2017 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每年 HIV/AIDS 感染者逐年增加，近三年呈下降趋势。男女

比例为 3.49：1。20~49 岁中青年为主要感染者（68.83%），15~29 岁、≥50 岁两个年龄段的人群

构成比不断增加。民族分布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汉族（ 88.22%）、彝族（6.50%）和藏族

（2.06%）。文化程度不高（初中及以下占 65.68%），高学历水平感染者构成比上升。已婚有配偶

者最多（54.75%）。农民/牧民、家务及待业为主要人群（65.39%）,受影响人群范围增多。传播途

径变化大，性传播为主要传播途径（78.94%）。异性传播比例高而稳定，同性传播途径增长明显、

速度快，注射毒品和血液传播比例大幅下降。其中同性感染者主要为 15~29 岁男性，学历普遍较

高，性伴侣数量多。5.95% HIV/AIDS感染者伴有性病。 

结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近 17 年报告疫情和传播途径有不同程度的改变，男男性行为（MSM）感染

者数量增多明显，受艾滋病影响的人群增多，流行模式多样化，应结合流行病学资料，进一步完善

HIV 防治措施，对不同人群有针对性的开展艾滋病宣讲教育工作，积极倡导自愿咨询调查。 
 
 

PU-4272 

Reduced Outer Membrane Porin Expression with Two-
Component System downregulation in Multidrug 

Resistance of Klebsiella Pneumoniae 

 
Min Yang,Kan Zhang,Min Wang,Tian Jingjing,Li Xianping,Xie Yixin,Luo Can,Tan Shan,Luo Lingli,Tang Aiguo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bjective  Klebsiella pneumoniae (K. pneumoniae) is a notorious nosocomial pathogen with high 
rate of multidrug resistance. The rapid dissemination of multidrug-resistant (MDR) K. pneumoniae, 
especially those with carbapenem resistance has proven to be an urgent threat to human 
health.A total of 23 carbapenem-resistant (CR) and 27 carbapenem-susceptible (CS) MDR 
clinical isolates of K. pneumoniae, as well as 25 susceptible K. pneumoniae (sKP) isolates were 
studied to investigate the possible mechanisms leading to multidrug resistance development and 
carbapenem resistance transformation. 
Methods  Carbapenemase was detected using the modified carbapenem inactivation method. 
Resistance genes were identified by PCR. Porin expression was detected by SDS-PAGE. To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 among these common resistance mechanisms, mRNA levels of major 
porins (OmpK35 and OmpK36) and two-component systems (envZ, ompR, phoP, phoQ, baeS 
and baeR) were determined by RT-qPCR. 
Results  Expression of resistance genes were high in all isolates. All CR isolates were 
carbapenem-producing. Down expression of porins as well as EnvZ-OmpR, PhoPQ and BaeSR 
TCSs were detected in resistant isolates. Most of TCSs were closely correlated with OMPs with 
the R value >0.8, except BaeS and OmpR. 
Conclusions  This study reaffirmed the key role of carbapenemase in carbapenem-resistance 
and the importance of porin reduction in multi-drug resistance. It also identified the debatable 
downregulation of EnvZ-OmpR, PhoPQ and BaeSR TCSs in MDR Klebsiella Pneumoniae, and 
the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porin and two-compon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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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73 

Significance of HLA-DQA1 Gene Polymorphism on 
Tuberculosis Susceptibility in West Chinese Population 

 
Huiling Tan,Minjin Wang,Zhenzhen Zhao,Shuo Guo,Wencong Yao,Binwu Ying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HLA-DQA1 gene is essential to the function of the immune system. It mainly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the T cell costimulation and T cell receptor signaling pathway by presenting 
peptides derived from extracellular proteins. Compelling studies have implicated that HLA-
DQA1 is an important gene candidate for tuberculosis susceptibility and its polymorphism is 
related to immunological response change, notably the specific defense. However, there is little 
literature addre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LA-DQA1 gene polymorphism and tuberculosis 
susceptibility. Therefore, The aim of the study was to preliminarily explore the possible 
association of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in HLA-DQA1 gene with clinical 
phenotypes and TB susceptibility in West Chinese popul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3 SNPs in the HLA-DQA1 gene were genotyped in 476 tuberculosis patients 
and 475 healthy controls from West China by using MassARRAY method through a candidate 
gene association study.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single locus including the genotypic, genetic 
models and the allelic frequencies as well as haplotypic construction was carried ou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NPs and TB. 
Results Genotype frequency of rs2187668 within HLA-DQA1 gene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 
=0.034) between tuberculosis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Subjects carrying T allele for rs2187668 
indicated a remarkably increased risk in tuberculosis susceptibility (OR = 1.36, 95% CI = 1.03–
1.81, p = 0.003), whereas individuals carrying A allele for rs9272346 showed a decreased 
tuberculosis risk(OR =0.83, 95% CI = 0.70–0.99, p = 0.046). In genetic model analysis, the 
recessive models of rs2187668 and rs9272785 were related to increased susceptibility to 

tuberculosis (p all ＜0.05)，while genetic model analysis showed that no dominant models of 

SNPs are associated with tuberculosis susceptibility. There was an increased tuberculosis risk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haplotype TT of rs2187668 and the haplotype AA of rs9272785 within HLA-
DQA1 (OR =3.27, 95% CI = 1.19–8.99, p = 0.022;OR =1.54, 95% CI = 1.05–2.26, p =0.028, 
respectively). Further stratificat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B patients with genotype CC for 
rs2187668 were associated with higher CRP concentrations, and heterozygous patients (GA 
genotype) of rs9272785 tended to have higher ESR levels. 
Conclusions Our data manifest that SNPs rs2187668 and rs9272785 of HLA-DQA1 gene were 
remarkably associated with tuberculosis susceptibility and might influence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inflammatory markers of tuberculosis patients in West Chinese population. Further 
epidemiological and functional studies in larger populations should be conducted to verify our 
results. HLA-DQA1 gene polymorphism may become a new biomarker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uberculosis. 
 
 

PU-4274 

白色念珠菌血流感染血清差异多肽的分析 

 
麻雅婷,王成彬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应用 MALDI-TOF MS 分析白色念珠菌所致血流感染血清多肽指纹图谱，寻找差异多肽峰并建

立相应的诊断模型。 

方法  建立 ICR 小鼠白色念珠菌血流感染模型，收集血清标本，经弱阳离子磁珠纯化，MALDI-TOF 

MS检测及 BioExplorer软件分析感染组与正常对照组之间血清多肽指纹图谱。 

http://amigo.geneontology.org/amigo/term/GO:0031295
http://amigo.geneontology.org/amigo/term/GO:0050852
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youdao/dict/Application/7.5.2.0/resultui/dict/?keyword=gene
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youdao/dict/Application/7.5.2.0/resultui/dict/?keyword=polymorp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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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比较白色念珠菌感染组和正常对照组共得到 135 个多肽峰，其中表达上调的多肽有 5 个，表

达下调的多肽有 6 个，表达呈先上调后下调的多肽有 7 个，组合 m/z1610.9、1742.3、2666.4、

2778、3345.1、4528.8这六个峰建立诊断模型，该模型区分白色念珠菌感染的正确率为 80%。 

结论  利用 MALDI-TOF MS 可以有效地区分白色念珠菌感染组和正常对照组血清多肽峰，通过建立

相应的诊断模型有望能早期辅助诊断真菌性血流感染，为临床的合理用药及标志物的寻找提供依

据。 
 
 

PU-4275 

五种革兰阴性菌血流感染血清多肽谱的研究 

 
麻雅婷,王成彬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应用 MALDI-TOF MS 分析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和变形

杆菌所致血流感染血清多肽指纹图谱，寻找其共有的多肽峰并建立相应的诊断模型。 

方法  分别建立 ICR 小鼠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和变形杆菌血

流感染模型，收集不同时间段血清，进行 MALDI-TOF MS 检测及 BioExpelorer 软件分析感染组之间

以及感染组与正常对照组血清差异多肽指纹图谱。 

结果  通过比较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和变形杆菌感染组与正

常对照组，分别获得 95、104、127、115 和 103 个多肽峰，差异多肽峰数量分别为 73、50、99、

62 和 77 个，其中有 4 个多肽峰共同出现表达为感染组高于对照组，有 9 个多肽峰共同出现表达为

感染组低于对照组。 

结论  利用 MALDI-TOF MS 分析常见的五种革兰阴性菌血流感染血清多肽指纹图谱，可以发现其共

有的特征峰，以此可以为后续寻找血流感染标志物奠定良好的基础。 
 
 

PU-4276 

应用 MALDI-TOF MS 联合磁珠技术寻找金黄色葡萄球菌血流感

染血清蛋白标志物 

 
麻雅婷,王成彬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应用 MALDI-TOF MS 分析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血流感染血清多肽指纹图谱，寻找差异多肽

峰并进行二级质谱鉴定，寻找具有潜在意义的血流感染标志物。 

方法  建立 ICR 小鼠金黄色葡萄球菌血流感染模型，收集血清标本，经弱阳离子交换磁珠纯化，

MALDI-TOF MS 检测及 BioExplorer 生物软件分析研究金葡菌感染组与正常对照组的血清多肽指纹

图谱。应用纳米液相色谱-电喷雾电离-串联质谱对候选多肽氨基酸序列进行鉴定。 

结果  比较金葡菌感染组与正常对照组发现表达上调的多肽有 6 个，表达下调的多肽有 7 个，表达

呈先上调后下调的多肽有 8 个。经二级质谱鉴定得到，m/z 2794.3 为激肽原 1; m/z 3869.2 为

血清淀粉样蛋白 2；m/z 1227.4为β2微球蛋白。 

结论  利用 MALDI-TOF MS 技术和 BioExplorer 软件研究金黄色葡萄球菌血流感染的血清多肽，可

以发现感染组与正常对照组间的差异多肽并有效地建立这种细菌感染的诊断模型。激肽原 1、血清

淀粉样蛋白 2、β2微球蛋白有望成为新的用于辅助诊断细菌性血流感染的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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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77 

Study on the serum peptide profiling of Escherichia coli 
bloodstream infection based on MALDI-TOF MS 

 
Yating Ma,Chengbin Wang 

301 PLA Hospital 

 
Objective  Matrix 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MALDI-
TOF MS) is a new type of soft ionization mass spectrometry developed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proteomics research such as oncology and autoimmune disease, and it has 
also gradually become popular in microorganism laboratory and has been used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common microorganisms. However, it has not been widely reported that mass 
spectrometry was used in the study of serum of bacterial bloodstream infections. 
Methods  In order to study the peptide profiling of bacterial bloodstream infection directly from 
the serum, we established ICR mice model of Escherichia coli bloodstream infection and 
collected serum samples. These serum samples were purified by weak cation exchange 
beads and the serum peptide profiling was established by MALDI-TOF MS and BioExplorer 
software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Amino acid sequences of the candidate peptides were 
identified by a nano-liquid Chromatography electrospray ionization–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nano-LC/ESI–MS/MS) system and the Uniprot database was used to find relevant proteins. 
Results  Five peptide peaks (m/z 1941, 4126.9, 2924.1, 3962.1 and 5514) were identified as 
candidate biomarkers for E.coli infection and the diagnostic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discriminate E.coli infection group from healthy controls with an accuracy of 92.2%. Furthermore, 
we used the clinical samples to validate the established model and found that the accuracy was 
84.7%, sensitivity was 86.7% and specificity was 82.8%, which indicated that this method had a 
relative good performance. Peptide peak m/z 1941, 4126.9 and 2924.1 were identified 
as the fragment of the Serotransferrin, Serum amyloid A-1 protein and Complement C3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MALDI-TOF MS could become a new method to study 
the E.coli bloodstream infection. Serotransferrin, serum amyloid A-1 protein and complement 
C3 may serve as potential biomarkers to distinguish E.coli bloodstream infection and healthy 
individuals. 
 
 

PU-4278 

1-3-β-D 葡聚糖和半乳甘露聚糖检测与 

血培养真菌结果的相关性分析 

 
夏吉荣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 1,3-β-D 葡聚糖检测（G 试验）和半乳甘露聚糖抗原检测（GM 试验）对侵袭性真

菌病（IFD）诊断的灵敏度、特异性等临床诊断性能。 

方法  对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17 年 3 月-2018 年 2 月间同时做了 G 试验、GM 试验和真菌

血培养的住院患者结果进行回顾性相关分析，收集临床疑似 IFD 病例共 396 例。以血培养真菌阳性

作为 IFD 确诊指标，将病例分为 IFD 组和非 IFD组，其中，IFD 组 39例；非 IFD 组 357 例；分析 G

试验和 GM 试验诊断侵袭性真菌感染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约登指数、符

合率等效能指标。 

结果  IFD 组 G 试验和 GM 试验检测值为：273.9±287.3pg/mL 和 0.58±0.87 血清学指数；非 IFD

组 G 试验和 GM 试验检测值 24.8 ±56.9pg/mL 和 0.25±0.19 血清学指数，两组间有显著统计学差

异（P＜0.001）。G 试验和 GM 试验对 IFD 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 、阴性预测值、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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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指数、符合率分别为 69.2%、94.7%、58.7%、96.6%、0.64、92.2%和 28.2%、93.6%、32.4%、

92.2%、0.22、87.1%；G试验与 GM试验联合诊断 IFD的特异性达 98.9%。 

结论  G 试验与 GM 试验是 IFD 早期诊断的实验室重要指标，联合检测可提高诊断灵敏性和准确

性；特别是阴性结果对排除 IFD的意义更大，对其合理应用可有效提高 IFD的诊治水平。 
 
 

PU-4279 

近平滑念珠菌血流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田素飞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近平滑念珠菌是一种重要的机会致病真菌，可以引起真菌血症等多种侵临床感染。这些感染

通常与宿主免疫或侵入性医疗操作相关。本研究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探讨近平滑念珠菌血流感染

的危险因素，为防治该菌血流感染提供科学依据以进一步降低该菌所致血流感染的发病率、病死

率。 

方法  收集 2013.12-2016.11 期间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临床微生物室鉴定为近平滑念

珠菌和季也蒙假丝酵母菌血流感染的所有住院患者。采用病例对照研究，用季也蒙念珠菌血流感染

的住院患者作为对照组，分析内容主要包括一般项目（如年龄、性别、科室、住院时间、入住

ICU、报警瓶种类、阳性报警时间等），基础疾病（恶性肿瘤、肺部疾病、肾脏疾病、心脏疾病、

脑部疾病、糖尿病等），侵入性操作（手术、留置胃管，导尿管和引流管、机械通气及气管切开和

插管、中央静脉导管 PICC 等），胃肠外营养等。，运用 t 或 χ2 检验、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危险因素。 

结果  经单因素分析发现近平滑念珠菌血流感染的危险因素有：手术史、使用引流管和胃肠外营养

等。再进行 logistic 多因素分析发现，使用胃肠外营养（OR：2.247 ,95％CI：1.184-4.266）是

近平滑念珠菌血流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对于手术和恶性肿瘤（特别是腹部恶性肿瘤）的患者，使用胃肠外营养，应注意近平滑念珠

菌血流感染的发生，需加强微生物监测，利于尽早治疗。 
 
 

PU-4280 

2017 年山东省立医院细菌耐药性监测 

 
邵春红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了解山东省立医院 2017年临床分离细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 

方法  采用纸片扩散法或 VITEK-2 Compact 仪器法测定分离株的药物敏感性，参照 CLSI 2017 版折

点判读结果，使用 WHONET5.6 软件统计分析。 

结果  2017 年共收集非重复临床分离菌 4725 株，其中革兰阴性菌占 69.9%，革兰阳性菌占 30.1

％。标本来源呼吸道标本所占比率最高，其次为皮肤软软组织标本和尿液。分离菌中排在前 5 位的

依次为大肠埃希菌、克雷伯菌属、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不动杆菌属。大肠埃希菌和克

雷伯菌属 ESBL 的阳性率分别为 53.5%和 36.5%。碳青霉烯类药物耐药的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

分别占 1.5%和 6.2%。铜绿假单胞菌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耐药率分别为 29.8％和 23.2％。 鲍曼

不动杆菌除对替加环素和头孢哌酮/舒巴坦耐药率为 9.2%和 39.5%外，对其他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均

在 50％以上。流感嗜血杆菌和卡他莫拉菌 β 内酰胺酶阳性率分别为 56.9%和 100%。 MRSA 的检出

率为 29.6％。未发现对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耐药的葡萄球菌属。发现 4 株万古霉素耐药的屎肠球

菌。共分离肺炎链球菌 178 株，未发现青霉素耐药菌株，其他溶血链球菌对青霉素、头孢菌素及万

古霉素均较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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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细菌耐药性呈增高趋势，应重视细菌耐药性监测并加强抗生素的合理使用。 
 
 

PU-4281 

使用 MALDI-TOFMS 对血培养阳性标本中细菌快速鉴定的研究 

 
年华,褚云卓,田素飞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应用 MALDI-TOF MS对阳性血培养标本的细菌进行快速鉴定，缩短血培养鉴定的时间。 

方法  分别使用离心法和 5 小时快速培养的方法对 143 份阳性血培养标本进行预处理，然后使用

MALDI-TOF-MS对处理后的标本进行鉴定。 

结果  离心法对血培养阳性标本鉴定结果显示，革兰阳性菌鉴定到种的正确率为 81.0%,革兰阴性

菌为 83.8%，其中葡萄球菌为 91.5%，链球菌为 50.0%，肠杆菌科细菌为 88.7%，非发酵菌为

63.6%。真菌为 91.7%。总的鉴定正确率为 83.2%。离心法和 5 小时快速培养法联合使用后的总体正

确率为 95.1%，其中革兰氏阴性杆菌的鉴定正确率为 95.6%，革兰氏阳性菌的鉴定正确率 95.2%，

离心法和快速培养法的阳性预测值在鉴定值为 99.9%时分别为 98.6%和 100%。 

结论  两种方法均可以对血培养阳性标本进行快速鉴定，能够缩短鉴定时间 24 小时以上，两种方

法结合使用可以提高鉴定的正确率，而且两种方法的成本经济、方法可靠，适于推广。 
 
 

PU-4282 

益生菌 VSL#3 对 DSS 大鼠结肠炎 

TLR4-NF-κB 通路的调节作用 

 
张孟爽,杜艳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阐明益生菌 VSL#3 对 DSS 诱导结肠炎大鼠 TLR4- NF-κB 通路的影响，深入探讨 VSL#3 对结

肠黏膜炎症免疫调控机制。 

方法  将 33 只 SD 大鼠分为正常组、DSS 造模组以及益生菌治疗组，5%硫酸葡聚糖钠（DSS）溶液

自由饮用一周，构建溃疡性结肠炎模型。观察和评价大鼠的组织学损伤，计算 DAI 评分以及组织学

评分；使用 qPCR 检测结肠组织 TLR4，NF-κB，TNF-α，IL-1β mRNA 的表达水平；WB 检测结肠组

织 TLR4,NF-kB 蛋白表达水平；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检测血清中 TNF-α 和 IL-1β 的表

达。 

结果  益生菌治疗组 DAI 评分、病理学评分均低于 DSS 造模组(P<0.05)；益生菌治疗组大鼠结肠组

织中 TLR4、NF-κB、 MyD88、TNF-α、IL-1β 的 mRNA 水平与 DSS 造模组相比表达下调，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与 DSS 造模组相比,益生菌治疗组 SD 大鼠结肠组织 TLR4、NF-κB p65 蛋

白水平下调，血清 TNF-α、IL-1β表达水平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益生菌 VSL#3 可能是通过抑制 TLR4-NF-κB 通路，发挥其抑制免疫减轻炎症反应的作用，从而达到

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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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83 

9 株奴卡菌的细菌学鉴定及病例分析 

 
杨佩红,徐修礼,周柯,康蓓佩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  了解奴卡菌的细菌学鉴定方法，回顾分析奴卡菌感染病例，提高实验室对奴卡菌的鉴定能力

及认识。 

方法  收集 2016 年～2018 年医院分离的非重复患者的 9 株奴卡菌，观察其不同生长时期菌落形态

的差异，分别用 VITEK MS 质谱鉴定仪、基因测序分析对其鉴定到种，分析两种鉴定方法的一致

性；回顾分析 9例奴卡菌感染病例，为流行病学提供依据。 

结果  2 年间我院共分离出 9 株非重复患者的奴卡菌，其中乔治教堂奴卡菌 4 株；豚鼠耳炎奴卡菌

2 株；北京奴卡菌、 皮疽奴卡菌、巴西奴卡菌各 1 株。选择 48 小时内未生长成干燥样菌落的奴卡

菌用 VITEK MS 质谱鉴定仪鉴定；用 16SrRNA 通过 PCR 扩增和基因序列分析对 9 株奴卡菌鉴定；质

谱鉴定仪、基因测序分析对 9 株奴卡菌鉴定结果的一致性为 100%。9 例奴卡菌感染患者中，表现为

肺部感染，均有低蛋白血症、免疫抑制剂及激素使用史的患者为 6 例；脑脓肿患者 1 例；心脏移植

术后足部脓肿患者 1 例；免疫功能正常的肺部感染患者 1 例。9 例奴卡菌感染患者中，7 例患者及

时选择磺胺类药物对症治疗，临床感染明显改善。 

结论  质谱鉴定仪、基因测序分析为奴卡菌鉴定推荐的理性方法；奴卡菌感染的患者多为免疫力低

下人群，但免疫功能正常患者也可感染奴卡菌，应值得临床关注；磺胺类药物仍为奴卡菌感染的首

选药物且临床效果显著。 
 
 

PU-4284 

艰难梭菌感染现状与趋势分析 

 
张鹏亮,徐修礼,郝晓柯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目的  通过对艰难梭菌毒素检测，了解艰难梭菌感染的现状与趋势，为临床提供可靠数据。 

方法  用 Gene Xpert系统检测大便标本中艰难梭菌毒素。 

结果  消化内科送检率为 78.0%（426/546）；呼吸内科阳性率最高，为 35.3%（6/17），不同科室

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16）；80 岁以上阳性率为 32.6%（14/43），不同年龄段阳性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782）；溃疡性结肠炎阳性率为 35.8%（53/148）；仅使用 1 种抗生素的阳

性率为 16.2%（22/136）；住院时间大于 4周者阳性率为为 41.9%（57/136）。 

结论  艰难梭菌感染形势严峻，需加强检测，规范使用抗生素。 
 
 

PU-4285 

Copan WASPLab 全自动微生物前处理系统性能 

及其临床应用的评估 

 
郑恬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  评估 Copan WASPLab 全自动微生物前处理系统的工作性能，探讨其在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配制标准菌株 ATCC27853 铜绿假单胞菌、ATCC25922 大肠埃希菌、ATCC25923 金黄色葡萄球

菌和 ATCC19615 化脓链球菌混合悬液共 16 份，作为系统工作性能评估,采集临床痰、中段尿样本各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316 

 

50 份以验证系统在临床应用效果。分别采用前处理系统及手工方法进行划线接种，24 小时培养

后，观察其细菌生长情况，并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 18.0 对其生长的菌种数量、菌落计数及有效单

个菌落分离数量进行比较。 

结果  Copan WASPLab 全自动微生物前处理系统连续 10 块平板划线接种菌落计数为 10.7±2.1，与

理论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22＞0.05），无交叉携带污染。16 份不同浓度混合菌悬液在 48

块平板共含 147 种菌株中，仪器法和手工法均可回收混合菌悬液中所有菌株的平板数量分别为 17

和 22 块，分离的菌株数量分别为 106 和 114 株，未能回收的菌株数量分别为 33 和 41 株，两种方

法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251＞0.05）。临床样本菌种分离数量，仪器法与手工法之间痰和尿

样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分别为 0.549 和 0.639。两种方法的菌落计数痰和尿样

本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 值分别为 0.154 和 0.895，均＞0.05。痰和尿样本的有效单个菌落数量

分别为 20.84±5.59、26.28±5.31 和 9.74±4.49、7.33±5.03，同类样本仪器与手工法间均无明

显差异，P值分别为 0.111和 0.532。 

结论  Copan WASPLab 全自动微生物前处理系统主要性能指标重现性、交叉污染满足临床要求，分

离菌种数量及菌落计数与手工法无明显差异，可应用于临床，提高菌落分离效率，减少再次分离，

缩短报告时间。 
 
 

PU-4286 

植绒转运拭子联合显色培养基对慢性鼻窦炎患者鼻腔金黄色葡萄

球菌定植的快速检测 

 
周柯 1,孙菲 2,白露 1,杨佩红 1,郝晓柯 1,徐修礼 1 

1.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2.全军临床检验医学研究所 

 

目的  既往研究提示金黄色葡萄球菌（SA）的鼻腔定植可能是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发病的重要微生

物学因素。定植或感染时，SA 产生的超抗原（特别是 SA 肠毒素）可能在慢性鼻窦炎、鼻息肉的发

病过程中发挥作用。 

方法  分析 2017.01-2017.12 在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诊治的 100 例慢性鼻窦

炎患者鼻腔 SA 定植情况。患者鼻腔 SA 定植筛查是通过 eSwab 含转运培养基植绒拭子（Copan）行

鼻前庭分泌物采集，并通过 WaspLab 微生物自动化系统（Copan）自动接种于常规血琼脂培养基和

ChromID
™
 MRSA / ChromID

™ 
S.aureus 显色培养基后进行需氧培养，在培养第 16 和 40h 行平板拍

摄，利用 WaspLab系统软件进行自动菌落分析。 

结果  相对于普通采样棉拭子（8 例，8%），eSwab 植绒转运拭子从慢性鼻窦炎患者鼻腔分离 SA

（即鼻腔定植阳性患者）的比例（17 例，17%，P<0.05）显著提高，且这些患者中 MRSA 鼻腔定植

率为 7%（7 例）。较传统的鼻拭子细菌培养、鉴定和药敏试验方法（58±6.3 h），该鼻腔 SA 定植

快速检测方法报告时间（17±6.1 h，P<0.01）显著缩短。 

结论  植绒转运拭子联合显色培养基的自动化微生物培养快速检测方法能够提高慢性鼻窦炎患者鼻

腔定植 SA（特别是 MRSA）的检出率，并缩短检出和报告时间。这些资料将有望揭示鼻腔 SA 定植与

鼻窦炎、鼻息肉发生发展的关系，为慢性鼻窦炎的预防、病原学治疗、减少手术后感染以及治疗后

复发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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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87 

泌尿生殖道人型支原体对喹诺酮类药物的耐药机制研究 

 
夏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了解中国西南地区某三甲医院门诊病人泌尿生殖道分离的人型支原体(Mh)对喹诺酮类药物的

耐药性，探索拓扑异构酶基因 gyrA, gyrB, parC 和 parE 突变与耐药性产生的相关机制，提供本地

区耐药支原体的流行病学资料。 

方法  采用 16SrRNA 基因测序技术对支原体进行鉴定，微量肉汤稀释法进行抗生素敏感试验。耐药

基因的扩增采用 PCR方法，序列比对采用 DNAMAN软件和 BLAST进行分析。 

结果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5 月共分离出 66 株人型支原体，其对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莫西

沙星和加替沙星的耐药率分别为 93.3%、88.9%、71.1%和 66.7%。筛选出对喹诺酮类药物呈现不同

药敏表型的人型支原体 45 株进行拓扑异构酶基因的扩增测序，其中对莫西沙星和加替沙星耐药的

31 株均发生了 GyrA S153L 的氨基酸变异（变异率 68.9%），对环丙沙星和左氧氟沙星耐药的 41 株

均发生了 ParC S91I 的氨基酸变异（变异率 91.1%）。另外首次发现 2 株高水平耐药株发生了 ParE 

A463S新的氨基酸变异，GyrB 无氨基酸变异的发生。 

结论  人型支原体对喹诺酮类药物的耐药主要与 gyrA 和 parC 基因突变导致的氨基酸改变密切相

关，ParC K144R 和首次发现的 ParE A463S 与 Mh 对喹诺酮类药物的耐药关系不大。不同的喹诺酮

类药物对 Mh的作用靶位不同且高水平耐药与多个基因的突变有关。 
 
 

PU-4288 

疱疹病毒离心培养法及单克隆抗体荧光染色鉴定 

 
崔京涛,闫文娟,解宏杰,倪安平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总结常规疱疹病毒离心培养及荧光单抗染色鉴定的临床意义。 

方法  胚肺成纤维细胞（MRC-5）用于疱疹病毒离心培养，单克隆抗体荧光染色用于培养物的鉴

定。 

结果  2014 年至 2018 年期间临床常规送检疱疹病毒培养标本 109 例，门诊患者 98 例，住院患者

11 例，平均年龄 37.6±14.9，外籍患者 5 名。标本接种 MRC-5 细胞后离心，细胞病变作用（CPE）

通常在接种后 1-3 天，表现为成纤维细胞变圆，折光性增强。特异性单克隆抗体直接和间接荧光染

色鉴定 CPE 培养物。109 例标本中，单纯疱疹病毒 1 型（HSV-1）阳性 14 例（12.8%），单纯疱疹

病毒 2 型（HSV-2）阳性 20 例（18.3%），水痘带状疱疹病毒（VZV）阳性 2 例（1.8%）。男性患者

HSV-1、HSV-2 和 VZV 阳性率分别为 8.8%（5/57）、17.5%（10/57）和 1.8%（1/57），女性患者分

别为 17.3%（9/52）、19.25%（10/52）和 1.9%（1/52）。13 例 HSV-1 阳性培养物来自口唇标本，

1 例来自生殖道标本；20 例 HSV-2 阳性培养物均来自生殖道标本；男性 1 例 VZV 阳性来自带状疱疹

皮损，女性 1例 VZV阳性来自孕妇原发性水痘皮损标本。 

结论  MRC 细胞离心培养法对于疱疹病毒分离非常有效，阳性结果通常在接种后 1-3 天获得，单克

隆抗体荧光染色鉴定可在 2h 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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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89 

RNA-Seq 探索低水平利奈唑胺耐药粪肠球菌机制 

 
夏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肠球菌是医院感染的重要病原菌，其日益增长的耐药性无疑促使其成为医院感染中最难治疗

的病原菌之一。利奈唑胺是一种对革兰氏阳性菌感染有效的恶唑烷酮类抗生素，但我们在临床工作

中发现目前出现了部分对利奈唑胺低水平耐药的肠球菌(MIC: 4~16 mg/L)缺乏现有报道的任何一种

耐药机制。低水平耐药可演变成高水平甚至多重耐药，对治疗造成严重障碍，因此，阐明低水平耐

药机制有望帮助指导临床用药，为防治感染提供客观依据。 

方法  本文采用 Illumina HiSeq 4000 高通量转录组测序技术对低水平利奈唑胺耐药粪肠球菌

(P10748 MIC: 8 mg/L)和利奈唑胺敏感粪肠球菌(3138 MIC: 2 mg/L)进行测序及生物信息学分析，

标准菌株 ATCC29212 作为质量评估。利用 GO 和 KEGG 数据库对差异表达基因进行注释与富集分析，

并利用荧光定量 PCR对测序中的差异表达基因进行验证。 

结果  测序共获得了 3.57 Gb 有效数据，通过 De novo 拼接获得 1 920 条 unigenes，总长度为 2 

122 210 bp，平均长度为 1 105 bp。差异基因模式聚类分析显示共有 150 个显著性差异表达基因

(FDR ≤0.001, |log
2 
Ratio|≥ 1)，其中 141 个上调，9 个下调。其中生物膜形成和外排泵相关基

因 esp、optrA、fexA 在耐药菌中显著上调。GO 功能注释结果显示，催化活性、代谢过程和细胞是

注释最多的条目；Pathway 富集分析发现，肽聚糖生物合成、缬氨酸亮氨酸和异亮氨酸的降解和硫

代谢为显著性富集通路(p ＜0.05)。荧光定量 PCR结果与测序结果基本一致。 

结论  外排泵蛋白、生物膜形成和肽聚糖生物合成等可能在利奈唑胺低水平耐药机制中具有重要作

用。这是首次采用 RNA-Seq 探索低水平利奈唑胺耐药粪肠球菌机制的报道。 
 
 

PU-4290 

真菌八项联检技术在呼吸病合并感染中的研究 

 
张丽霞 

天津市海河医院 

 

目的  评价真菌八项联检技术对呼吸病人在疑似合并真菌感染时对临床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住院病人中有临床感染症状并具不同程度影像改变的病人 120 例，其中结核科 64

例；呼吸科 56 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进行真菌 1-3-β-D 葡聚糖、念珠甘露聚糖抗原、念珠 IgG

抗体、念珠 IgM 抗体、曲霉半乳甘露聚糖抗原、曲霉 IgG 抗体、曲霉 IgM 抗体、隐球菌荚膜多糖抗

原八项检测，分析血清标本中抗原、抗体浓度的含量与疾病的相关性和阳性率 

结果  G、Mn、CA-IgG、CA-IgM、GM、AF-IgG、AF-IgM、GXM，八项实验中的阳性率在灰区为阴性时

结核科病人一组中分别为 3.1%、35.9%、26.6%、32.8x%、25%、32.8%、21.9%、1.6%，灰区为阳性

时分别为 6.3%、42.2%、37.5%、39.1%、40.6%、51.6%、26.6%、3.1%；呼吸科病人一组中灰区为

阴性时阳性率分别为 7.1%、35.7%、25%、14.3%、12.5%、14.3%、7.1%、7.1%，灰区为阳性时阳性

率分别为 9.0%、35.7%、33.9%、23.2%%、19.6%、21.4%、8.9%、12.5%。 两组试验经 SPSS18.0 软

件统计学分析 G、Mn、CA-IgG、CA-IgM、GXM 五项数据 X
2
(0.30-3.78, P>0.05 没有统计学意义；

GM、AF-IgG、AF-IgM三项数据 X
2
(6.16-11.57), P<0.05 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GM、CA-IgM、 AF-IgG、 AF-IgM 在结核科病人中的阳性率大于呼吸科病人，而 G、GXM 实验

对呼吸科病人的阳性率大于结核病人，关注结核病人曲霉菌的发生率和呼吸科隐球菌病的发生率。

对处于灰区值的病人连续动态监测可提高阳性率，真菌八项联合抗体检测在呼吸系统疾病合并真菌

感染的诊断上能提供有力的实验依据，起到了早发现、早治疗的作用，对侵袭性真菌病的诊断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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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91 

不同生理阶段女性阴道微生态状况分析 

 
段文冰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通过对女性阴道微生态的检查，全面评估不同生理阶段的女性阴道微生态状况，为临床对女

性阴道感染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较全面客观的实验室依据。 

方法  选取山东省立医院妇产科门诊就诊的女性患者 2311 例，采集患者的阴道分泌物，通过相差

显微镜、革兰氏染色和干化学检测等方法，对患者的阴道分泌物进行阴道微生态检测 

结果  ①2311 例患者中育龄期患者组 1806 例，围绝经期患者组 380 例，老年绝经期患者组 125

例，其中育龄期患者组阴道优势菌为 G+大杆菌、菌群密集度（+++/++++）, 菌群多样性

（++/+++）与围绝经期患者组和老年绝经期患者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围绝经

期患者组阴道清洁度（III/IV 度），PH 值（PH≥4.6），菌群密集度（未见），过氧化氢（+），

唾液酸苷酶（+-；+），与育龄期患者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阴道优势菌为 G-小

杆菌，G 染色不定球杆菌，菌群多样性（+）与育龄期患者组和老年绝经期患者组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1）；老年绝经期患者组阴道 PH 值（PH≥4.6），无优势菌，优势菌为 G+球

菌，菌群密集度（未见；+/++），菌群多样性（未见），白细胞酯酶（+），与育龄期患者组和围

绝经期患者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②老年绝经期患者组 AV（中度；重度），

BV（中介）均显著高于育龄期患者组和围绝经期患者组；育龄期患者组 VVC 和 CV 的发病率均显著

高于围绝经期患者组和老年绝经期患者组；围绝经期患者组 TV 的发病率显著高于育龄期患者组和

老年绝经期患者组 

结论  通过分析 2311 例女性患者阴道微生态状况，发现女性不同生理阶段阴道的微生态情况和各

种阴道炎的发病率有差异，因而阴道微生态评价能够为临床的诊断和及时治疗提供实验依据，更快

速的解决患者的病痛，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PU-4292 

两种 γ-干扰素释放试验检测结核感染的比较 

 
刘昊,徐修礼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目的  试比较两种γ-干扰素释放试验(IGRAs)试剂盒在结核感染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本研究选用两种 γ-干扰素释放试验试剂盒，分别采用英国牛津（Oxford Immunotrc 

Ltd.）（以下简称牛津试剂盒）和郑州人福博赛生物（以下简称博赛试剂盒）结核感染 T 淋巴细胞

检测试剂盒对 2017 年 10 月进入西京医院就诊的疑似结核菌感染患者抽取全血样本，提取外周单个

核细胞进行同步试验，比较两种试剂盒的灵敏性、特异性和一致性等指标，分析其在临床应用中的

价值。 

结果  试验随机选取疑似结核感染患者 95 例，其中经临床评估及后期随访确诊结核菌感染患者 21

例（22.1%），未感染或其他诊断疾病 71 例（74.7%），诊断不明确病例 3 例（3.2%）。经计算牛

津试剂盒灵敏性为 91.3%，特异性为 92.2%；博赛试剂盒灵敏性为 84.0%，特异性为 88.8%。经计算

所得二者在敏感性或特异性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两种试剂盒都具有较高的灵敏性及特异性，能够为排除结核感染方面提供较高临床应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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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93 

一种嗜血杆菌快速鉴定方法的临床应用评价 

 
王小龙,袁平宗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比较卟啉合成试验(ALA)与传统生化试验在嗜血杆菌鉴定中的一致率，联合快速 β-内酰胺

酶检测评估其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下呼吸道感染病例信息及其痰液标本并使用巧克力平板分离嗜血杆菌，同时使用

VITEK2 compact 系统及 ALA 试纸条鉴定细菌并评估结果一致性。使用显色头孢硝噻吩法检测流感

嗜血杆菌β-内酰胺酶，使用 ATB HAEMO板条检测其抗菌药物敏感性。 

结果  共收集到 3503 例病例及标本，分离嗜血杆菌 329 株，分离率 9.4%（329/3503），主要来自

10 岁以下儿童(80.2%，264/329)。两种方法鉴定结果显示，314 株流感嗜血杆菌及 11 株非流感嗜

血杆菌鉴定结果一致，一致率为 98.8%（325/329）。流感嗜血杆菌 β-内酰胺酶产酶率为

54.5%(171/314)，非产酶株中有 22.4%(32/143)为 BLNAR 株(β-内酰胺酶阴性氨苄西林耐药)，产

酶株与非产酶株仅氨苄西林与头孢噻肟药敏结果差异显著，但普通非产酶株与 BLNAR 药敏结果差异

较大。 

结论  嗜血杆菌主要分离自儿童，ALA 试验与传统生化鉴定一致性较好，结合 β-内酰胺酶检测可

快速为临床提供有价值的预测性药敏报告。 
 
 

PU-4294 

基于 Cox 拟合 Logistic 回归分析重症手足口患儿 

合并细菌性脑炎的危险因素研究 

 
汪永强,李传达,娄冲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重症手足口病患儿合并细菌性脑炎的危险因素，为预防手足口病并发细菌性脑炎提供依

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2 月至 2018 年 1 月在本院住院诊断为重症手足口病的患儿，经脑脊液常

规检查与培养诊断为细菌性脑炎的患儿 56 例作为研究组，随机选取同一时间段住院、年龄与性别

相匹配的无合并细菌性脑炎的重症手足口患儿 114 例为对照组，利用 Cox 回归拟合条件 Logistic

回归方法，分析两组之间有差异的指标。 

结果  重症手足口合并细菌性脑炎患儿占重症手足口的 12%，组间性别、年龄、WBC 计数、发热、

空腹血糖水平、肌酸激酶同工酶 CK-MB 水平、发病至就诊时间等无统计学意义， P >0.05；精神

差、呕吐、神经反射异常、PCT 水平增高、肠道病毒 EV71 比例、呼吸系统细菌培养阳性经单因素

分析比较，组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通过 Cox 拟合的条件 Logisitic 分析后，重症手足口合

并细菌性脑炎的独立危险因素为 PCT 水平增高（OR=4.265,95%CI 1.514-7.362）、呼吸系统细菌培

养阳性（OR=2.535,95%CI 1.029-4.568）、神经反射异常（OR=2.592,95%CI 1.358-6.453）。 

结论  重症手足口合并细菌性脑炎具有独立危险因素，临床上发现 PCT 增高、呼吸系统感染及神经

反射异常时，需预防并发细菌性脑炎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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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95 

恒温扩增芯片法在下呼吸道病原体检测的临床价值 

 
康蓓佩,徐修礼,郝晓柯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 

 

目的  探讨恒温扩增芯片法对下呼吸道标本细菌检测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2 月收集的 51 例下呼吸道感染患者标本进行检测，采用恒

温扩增芯片法检测患者下呼吸道标本（痰和肺泡灌洗液），以普通快速培养方法作为金标准，与恒

温扩增芯片法比较，判断其在临床应用中的价值。 

结果  恒温扩增芯片法共检测了 51 例下呼吸道标本，与普通培养相比，两者结果基本符合，2 种

方法检测结果的一致性为 76.47%，且肺炎克雷伯菌和铜绿假单胞菌的检出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Kappa＞0.7）。总体恒温扩增芯片法的阳性检出率（47.05%）高于病原分离培养的检出率

（31.37%）。  

结论  恒温扩增芯片法可以快速、准确的检测常见病原体，不仅明显缩短了临床微生物检验 TAT 时

间，而且更好地服务于感染性疾病的诊断与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可对临床提供快速可靠的实验室

诊断依据。 
 
 

PU-4296 

用于辅助诊断结核病的五种检测方法的比较 

 
孔美娟,徐修礼,郝晓柯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  探讨五种用于检测结核分枝杆菌在结核病患者辅助诊断中灵敏度和特异度之间的差异，同时

进一步讨论检测方法的联合运用对提高诊断结核病的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在某医院就诊的结核病患者 965 例，其中肺结核 685 例，

肺外结核 280 例，对照组为 100 例非结核感染病人。各组分别进行浓缩集菌抗酸染色法，结核培养

改良罗氏法，荧光定量 PCR 法（TB–DNA），结核感染 T 淋巴细胞斑点试验法(T–SPOT.TB)以及

Gene X-pert.TB法五种方式检测，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结核培养改良罗氏法的灵敏度为 43.7％，特异度为 100％；浓缩集菌抗酸染色法的灵敏度为

50.8％，特异度为 98.1％；荧光定量 PCR 法（TB–DNA）的灵敏度为 58.9％，特异度为 90.6％； 

Gene X-pert.TB 法的灵敏度为 80.3％，特异度为 99.3％；T–SPOT.TB 法的灵敏度为 92.2％，特

异度为 89.9％。这五种检测方法中，Gene X-pert.TB 法的灵敏度高于荧光定量 PCR 法（TB–

DNA）、浓缩集菌抗酸染色法和结核培养改良罗氏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7，

0.019,0.005）；T–SPOT.TB 法的灵敏度高于 Gene X-pert.TB 法、荧光定量 PCR 法（TB–DNA）、

浓缩集菌抗酸染色法和结核培养改良罗氏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5，0.003,0.000，

0.000）。 

结论  虽然五种检测方法中 T–SPOT.TB 法的灵敏度最高，但其特异度不是很好，T–SPOT.TB 法检

测的阳性结果并不能对患者感染结核进行明确的诊断，易造成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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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97 

耳道分泌物分离出一例氟康唑不敏感的西弗射盾子囊霉病例学习 

 
贺文芳,周柯,周磊,陈潇,康蓓佩,徐修礼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  西弗射盾子囊霉为罕见真菌，可引起浅表和深部感染。国内研究报道分离株对各种抗真菌药

物均敏感，本研究首次分离出对氟康唑和伊曲康唑不敏感菌株，特作报道学习。 

方法  耳道分泌物培养，观察菌落形态及显微镜下特征；用 Vitek2 MS，Vitek2 Compact 全自动微

生物分析系统及配套 YST 鉴定卡以及 ITS 测序对菌株进行鉴定；用 ATB FUNGUS3 和 Sensititre 

Yeastone检测该菌株对抗真菌药物的 MIC值。 

结果  1.耳道分泌物接种于普通血琼脂平板上，培养菌落形态为白色，凸起，表面微绒毛状，在琼

脂内“镶嵌生长”，不易刮取和研碎，随着培养时间延长，菌落颜色逐渐变黄，中间凹陷，表面有

皱褶，边缘呈花边状。革兰染色可见：革兰阳性酵母样真菌及细长菌丝，孢子为单细胞、卵圆形、

延菌丝周边或者散在分布，延长培养时间，革兰染色和真菌荧光染色均可见分枝菌丝上芽生出子囊

孢子，孢子为卵圆形，大小不一，排列紧密，部分沿菌丝排列生长。 

2.Vitek2 MS、Vitek2 Compact YST 鉴定卡以及 ITS 测序，均能对该菌进行很好的鉴定。体外药敏

试验：ATB FUNGUS3 测得菌株 MIC 值分别为:5-氟胞嘧啶≥16μg/mL，两性霉素 B≤0.05μg/mL，氟

康唑：32μg/mL，伊曲康唑：0.25μg/mL，伏立康唑：0.5μg/mL。Sensititre Yeastone 比色法

测得 MIC 值分别为：米卡芬净：0.03μg/mL，卡泊芬净：0.015μg/mL，5-氟胞嘧啶：32μg/mL，

泊沙康唑：0.5μg/mL，伏立康唑：0.25μg/mL，伊曲康唑：0.25μg/mL，氟康唑：32μg/mL，两

性霉素 B：1μg/mL。两种方法均显示该分离株对氟康唑和伊曲康唑的药物敏感性为中介。 

结论  国内首次分离到对氟康唑和伊曲康唑不敏感的西弗射盾子囊霉菌株，需要引起临床注意。其

对氟康唑的耐药机制还需进一步研究。 
 
 

PU-4298 

激光解析飞行质谱（MALDI -TOF MS）在 

结核分支杆菌鉴定中的应用 

 
戴仲秋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激光解析飞行质谱（MALDI-TOF MS）是目前受到广泛关注的新型方法，然而 MALDI-

TOF MS 在结核分枝杆菌鉴定中的应用相对较少，因此尚需评价该方法在临床分离的分枝杆菌鉴定

中的准确性和实用性。 

方法  对结核培养中阳性结果进行抗酸染色，抗酸阳性菌株经安图结核分支杆菌药敏试剂盒内

PNB/TCH 指示剂初步鉴定。运用 MALDI -TOF MS 方法鉴定分支杆菌，以双重引物 PCR 方法和 DNA

测序法作为鉴定结果的“金标准”，统计分析 MALDI -TOF MS方法的特异性和敏感性。 

结果  结果  139 例抗酸阳性菌株，经传统鉴定方法 PNB/TCH 指示剂初步鉴定，其中结核分支杆菌

复合群（MTC） 122 例，非结核分支杆菌(NTM)13 例。经分支杆菌双重引物 PCR 和 DNA 测序鉴定验

证后 MTC128 例 NTM 11 例，MALDI -TOF MS 鉴定结果为 MTC122 例，NTM11 例，MALDI -TOF MS

鉴定 MTC的敏感性为 95.31%，特异性为 100%。 

结论  结论  MALDI -TOF MS 方法在结核分支杆菌鉴定中特异性高，然而对于 NTM，其鉴定率较

低。MALDI -TOF MS 方法用于 MTC 的鉴定中可以提高微生物分支杆菌的鉴定速度，有其应用前

景。但对 NTM，MALDI -TOF MS鉴定方法尚需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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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99 

大型教学综合医院分支杆菌实验室诊断数据分析 

 
戴仲秋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了解大型教学综合性医院分枝杆菌的实验室分离情况和耐药性分布，为结核病的流行病学提

供实验室数据。 

方法  调查 2014 年-2016 年临床送检的患者标本中抗酸染色、结核培养和结核药敏情况。抗酸染

色采用改良的 J-N 染色方法，分支杆菌培养采用 BACTEC MGIT 960 全自动分支杆菌检测系统培

养，运用结核分支杆菌药敏试剂盒检测结核分支杆菌药敏。 

结果  2014-2016 年我院共计送检结核涂片 127336 例，涂阳 2466 例，阳性率 1.93%。2466 例涂阳

标本中男性 1761 例（67.8%），少数民族 300 例（12.2%）。完成 9011 例样本的结核分支杆菌培

养，阳性 662 例，阳性率 7.34%。在 662 例培养阳性标本中男性 422 例（63.8%），标本分布以脑

脊液、痰液、胸腹水和病理组织为主，分别占 39.76%、30.83%、5.53%和 3.97%。科室分布前三位

为神经内科 2522 例（39.1%），门诊 1750 例（19.4%），结核科 849 例（9.4%）。各类标本中培养

分离率最高为肺泡灌洗液 18%，其次为脓腔穿刺液 16.1%和痰液 15.8%。我院结核耐药情况严峻，

较其他研究统计数据分析高，我院四类一线药物中，异烟肼耐药率最高 38.1%，其次为利福平

20.6%，链霉素 17.5%，乙胺丁醇 14.4%，二线药物氧氟沙星耐药率最高 22.7%，其次为卷曲霉素

12.4%，乙硫异烟胺 12.4%,左氧氟沙星 11.3%，MDR-TB18 例（18.6%），耐三种及三种以上药物 32

例（33%）。 

结论  我院结核分支杆菌耐药形式严峻，针对四川病人高流动性的特质，达成并建立一套四川地区

结核分支杆菌相治疗符合的治疗共识，以控制结核分支杆菌耐药突变和不同结核分支杆菌耐药突变

基因的连续传递。 
 
 

PU-4300 

荧光染色法和氢氧化钾湿片法在浅部真菌感染镜检 

诊断中的效果比较 

 
王盛华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探讨荧光染色法在浅部真菌感染镜检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8 年 1 月~2 月本院皮肤科门诊拟诊为浅部真菌感染的患者标本共 300 例。其中:手足部 75

例,甲部 83 例,体股部 101 例,头面部 41 例。将同一患者的标本随机分为两份,分别用溯康-真菌荧光

染色液和自制 10%的 KOH 溶液对标本涂片进行湿片检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比较。两种方法的检验

结果采用 χ2检验分析,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荧光染色后,在显微镜下真菌菌丝典型的横隔结构和出芽的孢子呈现亮蓝色，相对于暗黑色背景而

言,对比明显，易于识别。而 KOH 湿片法,真菌与背景对比差别小,真菌结构不易分辨。 

统计结果表明,300 例临床可疑患者中,荧光染色法共检出 228 例阳性标本,其中手足部 54 例,甲部 60

例,体股部 92 例,头面部 22 例。而 KOH 湿片法共检出 158 例阳性标本,其中手足部 39 例,甲部 42

例,体股部 61 例,头面部 16 例。荧光染色法总阳性检出率明显高于 KOH 湿片法(χ2=4.29,P<0.05)。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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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染色法是一种快速、准确的真菌检测方法,值得在皮肤科推广使用，尤其是在真菌感染早期及

不规范用药等情况下的对真菌感染的诊断价值更大。 

 
 

PU-4301 

我院耐碳青霉烯酶肠杆科细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冯林涵,徐修礼,郝晓柯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目的   研究分析我院近三年临床送检标本中分离的耐碳青霉烯酶肠杆科细菌分布及其耐药性变迁，

为临床抗感染治疗提供实验室依据。 

方法  临床分离标本通过用 VITEK-MS 或 BD Phoenix-100 全自动细菌鉴定分析仪鉴定至种；筛选

出肠杆科细菌，采用 K-B 纸片法检测药物敏感性试验，按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

规定的标准进行，筛选出耐碳青霉烯酶肠杆科细菌，病原菌分布和药敏试验结果应用 WHONET5.6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共检出碳青霉烯耐药肠杆科细菌 110 株，来自临床不同科室，老年病科及 ICU 居多，肺炎克

雷伯菌 55 株，占 50.0%，大肠埃希菌 23 株，占 20.9%，阴沟肠杆科细菌 13 株，占 11.8%。药敏

结果显示对特治星、舒普深、阿米卡星、耐药率分别为  

结论  碳青霉烯类抗菌药不敏感的肠杆科细菌对常用抗菌药物表现为高度耐药，为高产碳青霉烯酶

菌株。为防止碳青霉烯酶基因的流行，临床应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并加强对肠杆科细菌产碳青霉烯酶

的监测。 

 
 

PU-4302 

Construction of In Vitro Dormancy Model for BCG To 
Explore the hbhA Expression of the Dormant 

 
Xiaorui Fu, Qing ZHENG, Lei ZHOU,Xiuli XU ,Yue-yun MA ,Xiao-ke HAO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Medicin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Air Force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becomes dormant when it encounters multiple-stress 
within the host. Hypoxia responsive gene devR has been proved an important dormancy 
regulation factor. As an upstream regulator gene, devR can regulate the expression of a series of 
relevant downstream gene,such as hbhA. An in vitro dormancy model is need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ormant and hbhA of M.tuberculosis. 
Methods  We created a in vitro dormancy model for M.bovis BCG by using combined stresses, 
including low oxygen, high CO2, pH5.0 and low nutrient. Comparing to conventional strains, the 
growth of dormancy strains was significantly decelerated at all phase. It was showed that the only 
acid-fast stain positive cells gradually decreased and the lipid steadily accumulated during 
multiple-stress treatment. The expression of devR was up-regulated. The devR deletion mutant 
which prevented strains enter a dormant state has been proved a lesser degree of hbhA, while 
the wild type has a higher expression. Proteomics analysis with microarray revealed the 
expression of hbhA has an obvious up-regulated, consistent with the dormant related genes devR. 
Results The mutiple-stress in vitro model mimic the conditions that the pathogen might encounter 
in the host. Heparin-binding hemagglutinin adhesin, which was up-regulated, suggested that 
hbhA may h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dormancy and is the new dormancy related genes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Con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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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03 

10 年间尿路感染病原谱及其耐药率变迁分析 

 
贺文芳,周磊,张鹏亮,马越云,郝晓柯,徐修礼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  了解 2008年-2017年尿路感染的病原菌谱及其耐药变迁，为临床合理诊治提供依据。 

方法  1.回顾性分析某医院 2008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尿路感染的病原菌及其耐药率变迁；2.用

WHONET5.6软件和 SPSS17.0 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1.10 年间尿路感染病原谱无明显变化，大肠埃希菌仍为主要致病菌约占 42.3%，其余依次为

屎肠球菌 15.2%，肺炎克雷伯菌 7.2%，粪肠球菌 7.0%；真菌的分离率逐年降低至平稳，白色假丝

酵母菌和热带假丝酵母菌为主要致病菌。2.大肠埃希菌对头孢吡肟的耐药率自 2015 年以来明显升

高，2016 年高达 42.4%，同期出现了碳青霉烯类药物耐药菌，而环丙沙星、头孢呋辛、头孢曲松、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替加环素、阿米卡星耐药率 10 年间无明显改变。3.肺炎

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类药物的耐药率逐年升高，且明显高于大肠埃希菌。4.屎肠球菌对氨苄西林、

红霉素、喹诺酮类抗生素耐药率达 90%以上，10 年间无明显变化，屎肠球菌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

和替考拉宁仍有较高的敏感性。 

结论  10 年间尿路感染病原谱未见明显改变，碳青霉烯类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尤其是肺炎克雷

伯菌，耐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和利奈唑胺的肠球菌，特别是屎肠球菌，需引起临床重视，了解其临

床科室分布特点、易感患者的危险因素、根据患者自身的情况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均将有助于遏

制耐药菌的扩散和流行。 
 
 

PU-4304 

重新探讨光学显微镜在诊断泌尿生殖器淋病的价值 

 
黄连江,谢春红,范翠花,刘俐,梁小亮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通过比较几种淋病奈瑟菌的检测方法，重新探讨光学显微镜在临床诊断泌尿生殖器淋病的价

值。 

方法  收集我院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皮肤科、泌尿科及妇产科疑是淋病奈瑟菌感染的患者

785 例，分别做直接涂片染色（革兰氏染色和美兰染色）、淋球菌培养、淋球菌荧光定量聚合酶链

反应（PCR）,以 PCR 检测为对照，评估两种光学显微镜标准来诊断泌尿生殖器淋病的准确性和特异

性，重新探讨光学显微镜在诊断泌尿生殖器淋病的价值。 

结果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我科收到的标本数为 785 份, PCR 荧光法有 373 份标本阳性，淋

球菌阳性检出率显著高于传统培养法(47.5%vs 23.6%)P<0.01。(2)PCR 荧光法的阳性率也明显高于

涂片直接染色，淋球菌阳性检出率和淋球菌直接涂片染色差异不大(47.5%vs 43.90%,P>0.05)。

(3)PCR荧光定量法在淋病的诊断上优势明显。 

结论  泌尿生殖器分泌物培养检出淋病奈瑟菌是诊断泌尿生殖器淋病的金标准，直接涂片的光学显

微镜是在许多资源有限的医疗机构诊断泌尿生殖器淋病的简单工具，直接涂片美兰染色和革兰氏染

色在男性泌尿生殖器淋病的敏感性和特异性非常好。女性宫颈涂片美兰染色和革兰氏染色在敏感性

和特异性差，女性生殖器淋病的检查建议做培养和荧光定量 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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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05 

2012 -2016 年鲍曼不动杆菌不同时间段的耐药规律分析 

 
邓杰伦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鲍曼不动杆菌耐药率不断上升，给临床用药治疗带来了极大困难。从时间角度分析鲍曼不动

杆菌的耐药规律变化，可为合理应用抗菌药物和预防控制医院感染提供数据。 

方法  采用 VITEK-2 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对细菌进行鉴定及药敏，以我院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从临床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 7901 株（研究组），铜绿假单胞菌 6051 株（对照组）为

研究对象。按季度为时间单位，统计分析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对 β-内酰胺类，氨基糖苷

类和喹诺酮类药物的耐药规律。 

结果  调查期间，鲍曼不动杆菌对常用抗生素的耐药率随季度变化而改变，呈现一定的规律性，第

一季度最高（27.6%-86.2%），第三季度最低（18.3-60 %）。第一季度耐药率和第三季度耐药率比

较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对照组铜绿假单胞菌耐药率无季度变化规律。 

结论  鲍曼不动杆菌对 β-内酰胺类，氨基糖苷类和喹诺酮类药物耐药率存在明显的季度性变化规

律，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性变化可能与季节温度有关。 
 
 

PU-4306 

快速 Carba NP 试验用于检测产碳青霉烯酶菌株的研究 

 
程阔,张金艳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目的  探讨 Carba NP 试验在检测产碳青霉烯酶菌株中的应用价值，对比分析 Carba NP 试验和快速

Carba NP试验检测碳青霉烯酶的差异 

方法  将 264 株临床分离病原菌作为研究对象，其中肺炎克雷伯菌 69 株、大肠埃希菌 60 株、鲍曼

不动杆菌 68株、铜绿假单胞菌 67株，采用 Carba NP试验和快速 Carba NP试验检测碳青霉烯酶。 

结果  Carba NP 试验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91.7% 、97.5%，Kappa 值为 0.886，快速 Carba NP

试验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89.6% 、99.2%，Kappa值为 0.879。 

结论  Carba NP 试验具有敏感度高，快速，操作简便和适用范围广的特点，有利于及时准确地发

现碳青霉烯酶；快速 Carba NP 试验通过采用研磨法代替孵育受试菌株，15min 内即可检出碳青霉

烯酶，相比较 Carba NP 试验缩短了检测周期，提高了检测效率，对于流行病学的调查及院内感染

的控制具有重要意义。 
 
 

PU-4307 

不同药敏纸片在碳青霉烯失活法中的效果评价 

 
马伟立,张金艳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目的  评价碳青霉烯类抑制法检测产碳青霉烯酶菌株的效果,并探讨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厄他培

南三种药敏纸片在碳青霉烯类抑制法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利用改良 Hodge 试验、Carba NP 试验、碳青霉烯类抑制法对 264 株临床分离菌行碳青霉烯

酶检测，比较三种方法的敏感度和特异度；采用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和厄他培南分别行碳青霉烯类

抑制法，对比分析三种药敏纸片检测结果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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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改良 Hodge 试验敏感度 75.00%（108/144），特异度 85.00%（102/120），Kappa 值 0.593；

Carba NP 试验敏感度 91.67%（132/144），特异度 97.50%（117/120），Kappa 值 0.886；碳青霉

烯类抑制法敏感度 94.44%（136/144），特异度 97.50%（117/120），Kappa 值 0.916；采用

McNemar c
2
检验对三种方法与 PCR 检测的阳性率进行比较,c

2
值分别为 92.06，204.72 和 218.29，

其中碳青霉烯类抑制法的 P 值为 0.227，大于 0.05，与 PCR 检测结果无差异。亚胺培南、美罗培

南、厄他培南纸片 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27，0.948，0.948。 

结论  相比改良 Hodge 试验和 Carba NP 试验，碳青霉烯类抑制法检测产碳青霉烯酶菌株的敏感度

和特异度较高，检测结果一致性强。碳青霉烯类抑制法中使用美罗培南或厄他培南准确性较高，亚

胺培南会造成假阳性结果，在碳青霉烯类抑制法中，应尽量避免使用亚胺培南。 

 
 

PU-4308 

西安地区 2017 年度细菌耐药监测分析 

 
陈潇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  物合理应用提供病原菌耐药监测数据。 

方法  常规方法培养分离医院内感染病原菌，并应用半自动或全自动细菌鉴定分析仪鉴定到种，药

敏试验方法按 CLSI规定的标准进行。采用 WHONET5.6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结果  2017 年度共分离出病原菌株 36331 株，革兰阴性菌株 22250 占 61.24%，革兰阳性球菌

12527 株占 34.48%，真菌 1554 株占分离率的 4.28%，临床分离占前 5 位的细菌分别为大肠埃希

菌、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鲍曼不动杆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MRSA）的发生率为 43.01%，发现六株对万古霉素耐药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屎肠球菌和粪肠球菌

对万古霉素耐药率分别为 1.00%和 0.50%，对利奈唑胺的耐药率分别为 0.30%和 1.30%，对替考拉宁

的耐药率分别为 1.40%和 0%；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超广谱 β-内酰胺酶的产生率分别为

58.30%和 47.40%。 

结论  院内感染病原菌耐药现象较为普遍，超广谱 β-内酰胺酶的产生率与去年相比略有下降。对

院内感染的重要病原菌 MRSA、VRE、碳氢酶烯类药物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泛耐药的铜绿假单胞菌

和鲍曼不动杆菌要进行重点监测，并且应与临床加强沟通，使得检验结果更好的服务于临床。 
 
 

PU-4309 

产 ESBLs 鲍曼不动杆菌流行病学和耐药基因研究 

 
苏丽菊,高春波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目的  了解并研究临床分离的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extended spectrumβ-laetamases, ESBLs)

鲍曼不动杆菌同源性及耐药基因型。 

方法  收集临床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共 190 株。采用纸片扩散法（Kindy-Bauer，K-B）测定分离鲍

曼不动杆菌中产 ESBLs 菌株，对 14 种抗菌药物进行耐药分析。对 ESBLs 基因型 PER-1、TEM-1、

SHV-1、CTX-M、VEB、OXA-23 进行聚合酶链反应（PCR）扩增，通过序列分析基因型。应用脉冲场

凝胶电泳（PFGE）分析阳性菌株同源性。 

结果  190 株鲍曼不动杆菌中，对米诺环素、替加环素、头孢哌酮/舒巴坦敏感率最高，分别为

2.6%、6.8%、23.2%。耐药率高于 70%的抗菌药物为头孢他啶和派拉西林，其余药物耐药率均高于

50%。190 株鲍曼不动杆菌中筛选出产 ESBLs 菌株共 58 株，检出率为 59.2%，PCR 分析结果显示

PER-1 基因型 26 株，TEM-1 基因型 23 株，SHV-1 基因型 1 株，OXA-23 24 株，其中 37%同时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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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TEM、OXA-23 三种基因型。其余基因型检测结果为阴性。PFGE 结果显示： 58 株产 ESBLs 鲍

曼不动杆菌通过 PFGE 分型分为 A、B、C、D、E 五型。来自哈尔滨市第一医院的 39 株产 ESBLs 鲍曼

不动杆菌菌株分为 A，B，C 三型，以 A 型为主，为 35 株，其中 A1 亚型有 27 株，A2 亚型有 5 株，

A3 亚型有 3 株，B 型有 3 株，C 型有 1 株。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9 株产 ESBLs 鲍曼不动

杆菌中，5 株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A1 条带一致，其余 12 株为 D 型，其中 D1 亚型 9 株，D2 亚型 3

株，2株为 E型。 

结论  哈尔滨地区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情况严重，产 ESBLs 酶是耐 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主要原因。

PFGE分型结果显示哈尔滨地区鲍曼不动杆菌流行株存在医院之间交叉感染现象。 
  
 

PU-4310 

2011-2016 年非发酵菌耐药状况分析与检测方法研究 

 
于宏伟,张金艳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目的  监测医院各科室非发酵菌的菌群分布及耐药情况，并对检测产碳青霉烯酶菌株的方法进行评

价，为院内感染控制提供科学依据和方法。 

方法  采用 WHONET 5.6 软件对我院 2011-2016 年间非发酵菌的构成、科室分布及耐药率进行统

计，并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菌株行碳青霉烯失活法(CIM)、Carba NP 试验(CNP)、快速 Carba 

NP试验(RCNP)以检测菌株是否产碳青霉烯酶 

结果  共分离非发酵菌 4526 株，其中铜绿假单胞菌占 48%（2194/4526），鲍曼不动杆菌占 44%

（1989/4526）；非发酵菌在 ICU 分布最多，其次为胸心外科，分别占 36%（1617/4526）、16%

（688/4526）；从 ICU 分离的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的耐药率均

>50%，胸心外科的耐药率低于 ICU；2011-2016 年铜绿假单胞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耐药率逐渐

降低，而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率无明显改变；CIM、CNP、RCNP 检测产碳青霉烯酶菌株的敏感度、

特异度均较高，一致性较好。 

结论  我院非发酵菌以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为主，且耐药情况较为严重，采用 RCNP 筛选

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菌株，可提高院内感染的监测效率，有效控制耐药基因的传播。 
 
 

PU-4311 

2016 年肠杆菌科细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何京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目的  评估我院肠杆菌科细菌的临床分布及其对常见药物的耐药情况；探讨改良碳青霉烯失活法采

用不同孵育时间在检测产碳青霉烯酶肠杆菌科细菌中的应用价值，分析“0.5+9h 孵育模式”的临

床可行性。 

方法  以 1179 株肠杆菌科细菌为研究对象，采用法国梅里埃 VITEK-2 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

仪鉴定和药敏分析，WHONET5.6 软件分析数据，采用不同孵育时间的改良碳青霉烯失活法检测碳青

霉烯酶。 

结果  2016 年我院肠杆菌科细菌以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为主，分别占 55%、32%；肠杆菌科

细菌检出率最高的科室为 ICU，占 19%，其次为肾脏内科，占 16%；ICU 分离出的大肠埃希菌对亚胺

培南、美罗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 17.6%、16.4%；而肺炎克雷伯菌对常用的抗菌药物均有较高的耐

药率，其中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 58.8%、56.8%；肾脏内科分离出的大肠埃希菌

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的耐药率均为 0%，肺炎克雷伯菌对美罗培南的耐药率最低，为 5.0%；2016

年我院共检出 152 株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肠杆菌科细菌，其中以肺炎克雷伯菌为主，占 84%。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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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0.5+9h 孵育模式”行改良碳青霉烯失活法对分离出的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肠杆菌科细菌进

行检测，可有效检出 KPC、NDM型碳青霉烯酶，结果同传统孵育时间无差别。 

结论  不同种属肠杆菌科细菌在不同科室中的分布和耐药情况不同，进行抗感染治疗时应综合分

析，合理使用抗菌药物；采用“0.5+9h 孵育模式”行改良碳青霉烯失活法可在 1 个工作日内检测

出碳青霉烯酶，作为院内感染监测的初级报告，提高院内感染控制效率。 
 
 

PU-4312 

两种方法检测围产期妇女 B 族链球菌感染的价值探讨 

 
王林,任莉,郝旭 

西安市第一医院 

 

目的  研究分析荧光定量 PCR 法及显色培养加鉴定法应用于围产期妇女 B 族链球菌感染检测中的价

值。 

方法  随机选取本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产科门诊及住院收治的 35—37 周孕妇 187 例，采

集生殖道-直肠分泌物，分别采用荧光定量 PCR 法和显色培养加鉴定法检测 B 族链球菌，分析两种

方法阳性检出率。同时对 187 例孕妇的妊娠结局进行随访。 

结果  荧光定量 PCR 法阳性检出率为 9.09%，显色培养加鉴定法阳性检出率为 6.42%（12/187），

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通过临床随访，187 例孕产妇中有 8 例发生胎儿窘迫、孕

产妇败血症、新生儿败血症、早产、胎膜早破等异常情况，其中 6 例经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 GBS 为

阳性、4例经显色培养加鉴定法检测 GBS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荧光定量 PCR快速、准确、阳性检出率高，对检测围产期妇女 B族链球菌感染更有价值。 
 
 

PU-4313 

感染性心内膜炎分离出的一株施氏假单胞菌及文献复习 

 
任莉 

西安市第一医院 

 

目的  施氏假单胞菌在临床的检出率很低，即使被分离出来，也有可能是定植或者污染。 

方法  尽管如此，还是有少量的临床研究专题报道。 

结果  施氏假单胞菌感染多见于有免疫缺陷的病人。 

结论  本文就 1 例由施氏假单胞菌引起的感染心内膜炎的临床诊治过程进行总结报道,为临床的诊

断和治疗提供经验，并结合文献进行复习。 
 
 

PU-4314 

B 族链球菌感染现状及其疫苗研究进展 

 
郝旭 

西安市第一医院 

 

目的  B 群链球菌可以引发孕产妇产褥期败血症、新生儿肺炎和脑膜炎等，进行围产期孕产妇的 B

群链球菌筛查和预防研究有重要的价值。 

方法  新生儿侵袭性 GBS 感染的预防在近几年中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是 B 族链球菌 (GBS ) 感染

仍被认为是新生儿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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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这篇论述中，我们将回顾 B 族链球菌感染现状，进一步探讨孕产妇 GBS 疫苗的研究进展，希

望基因组  在过去几年中虽然通过预防性使用抗生素治疗孕妇 B 群链球菌感染，但是新生儿 GBS 相

关疾病的发生率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孕妇接种疫苗将极有可能是进一步改善现状的重要策略。 

结论  在学和免疫学在疫苗设计中的应用有望尽早开发出更有效的疫苗来对抗 B族链球菌感染。 
 
 

PU-4315 

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菌分子流行病学分析 

 
任国豪 1,张青 1,顾云峰 2,钱定良 1,李克诚 1,郑美琴 2,陈蕾 1 

1.瑞安市人民医院  2.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目的  研究分析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瑞安市人民医院 2013 年-2016 年耐碳青酶烯肺炎克雷

伯菌的药敏特点、耐药基因携带情况及其同源性关系，明确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瑞安市人民

医院近 4 年耐碳青酶烯肺炎克雷伯菌的流行情况和变化趋势，为医院感染管理及该菌株暴发流行的

预防和控制提供流行病学证据。 

方法  收集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2013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的耐碳青酶烯肺炎克雷伯菌 49

株，采用 Vitek2 compact 和 Vitek MS 进行菌种鉴定及药敏试验；采用 PCR 法检测菌株的 KPC 酶耐

药基因并采用琼脂稀释法药敏试验分别检测替加环素、多粘菌素等药物的单药 MIC 值。然后，利用

脉冲场凝胶电泳分析该 49株肺炎克雷伯菌的同源性。 

结果  经 Vitek2 compact 和 Vitek MS 鉴定 49 株收集菌均为肺炎克雷伯菌。纸片扩散法（K-B

法）鉴定 49 株肺炎克雷伯菌均为亚胺培南、美罗培南耐药菌株，琼脂稀释法药敏结果对阿米卡星

的耐药率为 77.6%，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均为 100%耐药，对多粘菌素 100%敏感，其次为替加环

素敏感率为 63.3%（31/49），36.8%中介（18/49）；对阿米卡星耐药率为 89%。脉冲长凝胶电泳对

KPN 进行同源性分析，根据 PFGE 分型标准，将其划分为 9 种脉冲带型:A 型 1 株(37)，B 型 1 株，C

型 1 株，D型 7株，E型 12 株，F型 23株，G型 2株，H型 1株，I型 1株。 

结论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耐碳青酶烯肺炎克雷伯菌呈克隆传播，医院感染控制措施有待加

强,产 KPC酶肺炎克雷伯菌对多粘菌素和替加环素较为敏感，可作为临床用药参考。 
 
 

PU-4316 

妊娠妇女支原体感染及药敏分析 

 
闫辉波 

上海市普陀区妇婴保健院 

 

目的  通过对妊娠妇女泌尿生殖道支原体的感染情况及耐药性进行分析，对临床治疗提供数据支持 

方法  统计分析 2017 年 07 月至 2018 年 03 月在我院产科门诊初诊的孕妇其泌尿生殖道支原体的感

染情况及其药物敏感性，支原体检测采用液体培养鉴定计数法，药敏试验采用与之配套的药敏试验

板 

结果  产科门诊孕妇支原体检测共计 1897 例，支原体阳性 939 例，阳性率 49.50%；解脲支原体阳

性共计 807 例，阳性率为 42.54%；人型支原体阳性共计 8 例，阳性率为 0.42%；解脲及人型支原体

混合阳性共计 124 例，阳性率为 6.54%。解脲支原体对美满霉素、强力霉素、阿奇霉素、交沙霉

素、克拉霉素、加替沙星等药物的敏感率较高，分别为 99.38%、99.26%、95.91%、98.64%、

93.31%、94.80%；人型支原体对美满霉素、强力霉素、交沙霉素的敏感率较高均为 100%，对红霉

素、阿奇霉素、罗红霉素的耐药率较高，分别为 100%、87.5%、87.5%；解脲及人型支原体混合感

染对美满霉素、强力霉素、交沙霉素的敏感率较高，分别为 99.19%、99.19%、95.16%，对红霉

素、阿奇霉素、克拉霉素、罗红霉素耐药率较高，分别为 92.74%、91.13%、87.90%、91.13%。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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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霉素、强力霉素对于各种类型的支原体感染其敏感性均较高且各型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交沙霉素对于人型支原体敏感率明显高于其他类型，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4)。 

结论  妊娠妇女中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率较高，且存在部分耐药情况，临床治疗中应根据不同的

感染类型选取合适的抗菌药物，从而提高治疗效果，避免耐药情况的加重 
 
 

PU-4317 

Identification of Mfsd2A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blood-
brain barrier disorders caused by Escherichia coli 

 
Shifu Wang 

Department of Children's Medical Laboratory Diagnosis Center， Qilu Children's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Despite aggressive research,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 infections, especially for 
the neonatal sepsis and meningitis (NSM) remain at a high mortality and disability 
rate especially for children, so early diagnosis is becoming particularly important. 
Methods  In our previous work, we found that the dysfunction of brain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BMECs), which are a major component of the blood-brain barrier (BBB), could be caused 
by meningitic Escherichia coli (E. coli). Finding new effective biomarkers for BBB disorders 
caused by bacteria, is meaningful work to decrease the high mortality and disability rate. The 
major facilitator super family domain containing protein 2a (Mfsd2a), which is specifically high 
enriched in BMECs,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n important transporter in the BBB. Mfsd2a also 
serves as a cell-surface molecule to regulate membrane fusion or trafficking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tegrity of BBB. However, its role in CNS bacterial infection is still totally 
unknown. 
Results  In this research, we foun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the Mfsd2a protein in BMECs was 
promoted by treatment with meningitic E. coli lysate in vitro. The Mfsd2a expression levels in the 
brain and CSF of the E. coli-induced neonatal meningitis mice were meanwhile both higher than 
control mice. Besides that, the number of circulating cBMECs captured with Mfsd2a ( use of UEA 
magnetic beads with Mfsd2a+/CD146 +)also shown to be more than 10 time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mice without infection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of these mice models. Concord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animal models, the concentration of Mfsd2a in the clinic CSF samples from E .coli 
meningitis newborns, also shown to b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normal human CSF 
samples.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our study has not only demonstrated that the Mfsd2a could be 
detected in CSF for the first time, but also found that E. coli could increase the Mfsd2a 
concentration of CSF as a molecular marker and the number of Mfsd2a+ cBMECs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as cell-based marker.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Mfsd2a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used as a new biomarker for BBB disorders caused by E. coli. 
 
 

PU-4318 

国内首个省级儿童细菌耐药监测研究协作网 2017 年度数据报告 

 
王世富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济南市儿童医院 

 

目的  为掌握山东省不同地域、不同发育阶段儿童感染性疾病的细菌学病原谱构成，检测各种儿童

感染的病原微生物对各种抗生素的敏感性，发布国内首个省级的儿童细菌耐药监测报告，加快规范

建设山东省儿童细菌耐药监测和研究平台，提高相关医疗保健机构细菌感染诊疗能力，促进儿童抗

菌药物的管理和合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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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通过对山东省 17 地市 40 家医院（35 家三甲医院和 5 家二级医院）2017 年度的 26778 株儿

童细菌耐药监测信息进行系统分析、获得 2017 年度山东省儿童的主要病原谱和耐药数据，掌握不

同发育阶段儿童分离菌株病原谱和变迁规律特点。 

  

结果  儿童病原谱与成人不同，儿童前五位细菌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肺炎链球菌、肺

炎克雷伯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同期 40 家医院成人前五位细菌的病原谱为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

伯杆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鲍曼不动杆菌。儿童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MRSA）高于成人；儿童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杆菌 ESBLs 远高于成人。儿童肠杆菌科大肠埃

希菌（1.8%/1.5%）、肺炎克雷伯杆菌 （9.5%/4.0%）耐碳青霉烯类耐药比例亦高于成人。不同年

龄患儿病原谱不同（特别是肺炎链球菌和流感嗜血杆菌），不同时间（1-12 月份）、不同科室有

儿童病原学的显著特点，不同性别分离菌株数差异大 

结论  不同发育阶段、不同时间、不同科室儿童感染性疾病的细菌学病原谱构成完全不同，临床医

生应该根据不同年龄段、不同时间、不同科室儿童细菌感染病原谱变迁规律合理选择抗生素，以促

进抗菌药物的合理和规范应用。 
 
 

PU-4319 

金黄色葡萄球菌临床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李玲 ,刘文康 ,施瑞洁 ,陈苗 ,刘英, 宫艳艳 ,张向阳 

1.陕西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金黄色葡萄球菌的临床分布及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耐药性进行分析，为临床合理使用抗

生素提供实验检测依据。 

方法  统计分析金黄色葡萄球菌阳性病例 455 例，标本处理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细菌

鉴定使用美国生产的全自动快速生物质谱检测系统 IVD MALDL Biotyper 2.3，药敏检测应用

VITEK 2-compact 进行药敏分析。采用 WHONET5.6 软件对标本的临床分布及金黄色葡萄球菌药敏结

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金黄色葡萄球菌分布在前三的科室依次为重症监护室、急诊外科、神经外科；金黄色葡萄球

菌药敏的敏感率依次为：万古霉素：100%，利奈唑胺：100%，复方新诺明：94.4%，利福平：

88.6%，氯霉素：80.9%，阿米卡星：41.4%,左氧氟沙星：36.3%，庆大霉素：36.1，莫西沙星：

35.5%，四环素：35.4%，苯唑西林：34.9%,头孢唑林：33.6%，环丙沙星：31.2%，克林霉素：

26.4%，红霉素：13.3%,青霉素：4.6%；耐药率居前三位的：青霉素：95.4%，红霉素：85.7%及克

林霉素：71.1%。 

结论  临床患者在抗生素治疗过程中，由于不规范使用抗生素进行治疗，或临床大夫经验用药，可

导致细菌耐药率的不断上升，分析结果为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患者临床用药提供理论支撑，为加强

临床规范使用抗生素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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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20 

Prevalence and antibiotic resistance profiles of 
cerebrospinal fluid pathogens in children with acute 

bacterial meningitis in Yunnan province,China 

 
Hongchao Jiang,Min Su,Liyue Kui,Hailin Huang,Jing Ma,Tingyi Du,Mao Fan,Xiaomei Liu,Tiesong Zhang 

KUNMING CHILDREN'S HOSPITAL 

 

Objective Acute bacterial meningitis is still considered one of the most dangerous 
infectious diseases in children.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and antibiotic 
resistance profiles of cerebrospinal fluid (CSF) pathogens in children with acute 
bacterial meningitis in Southwest China. 
Methods CSF samples from 252 meningitis patients (3 days to 14 years old) with 
positive culture results were collected from 2012 to 2016. Isolated pathogens were 
identified using the Vitek-32 system. Gram stain results were used to guide 
subcultures and susceptibility testing. The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of isolates was 
determined using the disc diffusion method.  
Results Of the isolates, 52.4% were Gram-positive bacteria, and 47.6% were Gram-negative 
bacteria. The most prevalent pathogens were E. coli (24.6%),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16.7%),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 (11.1%), Haemophilus influenzae type b (9.1%), and group 
B streptococcus (7.9%). In young infants aged ≤3 months, E. coli was the organism most 
frequently isolated from CSF (48/99; 48.5%), followed by group B streptococcus (17/99; 17.2%) 
and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10/99; 10.1%). However, in young infants aged >3 months, the 
most frequently isolated organism was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28/153; 18.3%), followed by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 (25/153; 16.3%) and Haemophilus influenzae type b (17/153; 11.1%).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s indicated that for E. coli isolates, the susceptibility rates to 
aminoglycosides ranged from 51.6% to 100.0%, among them, amikacin was identified as the 
most effective against E. coli. As for cephalosporins, the susceptibility rates ranged from 32.2% to 
77.4%, and cefepime was identified as the most effective cephalosporin. In addition, the 
susceptibility rates of imipenem against E. coli was 100%.Meanwhile, the susceptibility rates of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isolates to penicillin G, erythromycin, chloramphenicol, ceftriaxone 
and tetracycline were 71.4%, 0.0%, 88.1%, 85.7% and 0.0%, respectively. Gentamycin, linezolid 
and vancomycin were identified as the most effective antibiotics for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each with susceptibility rates of 100%. It was notable that other emerging pathogens, such as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and group D streptococcus,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in acute bacterial 
meningitis in children. 

Conclusions The emergence of resistant strains should be continuously monitored,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election of appropriate antibiotics in acute bacterial 
meningitis in children. 
 
 

PU-4321 

Dissemination of blaNDM-5 gene via an IncX3-type plasmid 
among non-clonal Escherichia coli in China 

 
Xi Li 

Zhejiang Provincial People&#39;s Hospital， Department of Clincial laboratory 

 
Objective The emergence and spread of New Delhi metallo-β-lactamase-producing 
Enterobacteriaceae has been a serious challenge to manage in the clinic due to its ra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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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semination of multi-drug resistance worldwide. As one main type of carbapenemases, New 

Delhi metallo-β-lactamase （NDM）is able to confer resistance to almost all β-lactams, including 

carbapenems, in Enterobacteriaceae. Recently, New Delhi metallo-β-lactamase-5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because of increased resistance to carbapenems and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However, the dissemination mechanism of blaNDM-5 gene remains unclear. 
Methods A total of 224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isolates (CRE) were collected 
from different hospitals in Zhejiang province. NDM-5-positive isolates were identified and 
subjected to genotyping, susceptibility testing, and clinical data analysis. We established the 
genetic location of blaNDM-5 with southern blot hybridisation, and analysed plasmids containing 
blaNDM-5 with filter mating and DNA sequencing. 
Results Eleven New Delhi metallo-β-lactamase-5 (NDM-5)-producing strains were identified, 
including 9 Escherichia coli strains, 1 Klebsiella pneumoniae strain, and 1 Citrobacter freundii 
strain. No epidemiological links for E. coli isolates were identified by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and 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 S1-PFGE and southern blot suggested that 
the blaNDM-5 gene was located on a 46-kb IncX3-type plasmid in all isolates. Nine of the 11 
isolates (81.8%) tested could successfully transfer their carbapenem-resistant phenotype to E. 
coli strain C600. Moreover, sequence analysis further showed that this plasmid possessed high 
sequence similarity to most of previously reported blaNDM-5-habouring plasmids in China.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data in this study showed the IncX3 type plasmi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blaNDM-5 in Enterobacteriaceae. In addition,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this report is the first to isolate both E. coli and C. freundii strains carrying blaNDM-5 
from one single patient, which further indicated the possibility of blaNDM-5 transmission among 
diverse species. Close surveillance is urgently needed to monitor the further dissemination of 
NDM-5-producing isolates. 
 
 

PU-4322 

CarbaNP 试验在耐碳青霉烯类革兰阴性杆菌 

快速检测的方法研究 

 
童伟,董明驹,熊琴 

襄樊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 CarbaNP 试验对革兰阴性菌产生的碳青霉烯酶进行快速检测，了解临床产碳青霉烯酶的

革兰阴性菌的临床分布及耐药特征，并验证 CarbaNP 试验准确性，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

理论依据。 

方法  选取医院２０１6 年１０月－２０１7 年１０月检出 1135 株革兰阴性菌，利用 CarbaNP 比

色法对其中９０株多耐药菌产碳青霉烯酶进行检测，并通过改良 Hodge 试验，亚胺培南－EDTA（乙

二胺四乙酸）双纸片协同实验等方法验证其准确性、特异性。 

结果  肺炎克雷伯菌、鲍氏不动杆菌主要来自呼吸道标本，共 693 株，占 61.06％，铜绿假单胞菌

主要来自痰液及烧伤创面脓汁，共 425 株，占 37.44％，1135 株革兰阴性菌筛选出多耐药菌为 90

株，占 7.93％，将 90株多耐药的菌株经 CarbaNP法检测出产碳青霉烯酶株２２ 

结论  CarbaNP 试验用于检测碳青霉烯酶操作简单、快速、灵敏、费用低廉、特异性强，可有助

于提高产碳青霉烯酶革兰阴性菌的检出率和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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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23 

三种结核分枝杆菌检测方法的临床应用评价 

 
刘敏 

宝鸡高新人民医院 

 

目的  利用涂片法、PCR-荧光法、T-SPOT.TB 等方法进行结核分枝杆菌的检测诊断比较，以评价不

同检测方法在结核病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62 例肺结核患者及 93 例非肺结核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其痰液标本分别进行涂片、

PCR-荧光法，对其血液标本进行 T-SPOT.TB法，观察比较三种检验方法的检验效果。 

结果  涂片法灵敏度 20.10%，特异度 100.00%；PCR-荧光法灵敏度 40.32%，特异度 96.77%；T-

SPOT.TB法灵敏度 87.10%，特异度 87.10%。 

结论  涂片法操作简便、快速和价格便宜，但灵敏度低，在长时间内依然是基层医院诊断结核病的

主要检测手段，无法辨别死菌与活菌，亦所有抗酸杆菌均可着色。PCR-荧光法具有耗时短，有较高

灵敏度及特异度，但易受外界环境影响，具有一定假阳性。T-SPOT.TB 法较涂片及 PCR-荧光法有较

高灵敏度及特异度。 
 
 

PU-4324 

2015—2017 年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第一人民医院 

临床分离菌耐药性检测分析 

 
陈旭,周文,王琳,李享宸,陈丽 

凉山州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第一人民医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临床分离病原菌及其

耐药性变迁。 

方法  采用全自动微生物鉴定及药敏系统对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第一人民医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临床标本分离的病原性细菌进行鉴定及药敏试验，所有实验数据用 WHONET5.6 软件进

行分析。 

结果  我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共分离出病原菌 6529 株，其中，革兰氏阴性菌占

68.25%，革兰氏阳性菌占 31.75%。革兰氏阴性菌以大肠埃希菌 1399（21.43%）、鲍曼/溶血不动杆

菌 1017（15.58%）、肺炎克雷伯菌 518（7.93%）及铜绿假单胞菌 324（4.96%）最为常见。革兰氏

阳性菌中前四位细菌分别为金黄色葡萄球菌 782（11.98%）、肺炎链球菌 261（4.00%）、表皮葡萄

球菌 199（3.05%）和屎肠球菌 196（3.00%）。大肠埃希菌 ESBL 菌株较往年检出率下降，但肺炎克

雷伯 ESBL 菌株检出率稍有上升。鲍曼/溶血不动杆菌对多种抗生素耐药问题严重。未发现耐万古霉

素的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但 2017 年分离出 20 株（14.49%）万古霉素中介耐甲氧西林凝固酶

阴性葡萄球菌（MRCNS）。 

结论  细菌耐药问题依然严重，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加强细菌耐药监测、隔离消毒等措施需进一步

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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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25 

血流感染肺炎克雷伯菌血清分型及毒力基因在肝脓肿组与非肝脓

肿组间差异的研究 

 
李花,王倩,董西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研究血流感染的肺炎克雷伯菌在肝脓肿患者与非肝脓肿患者中的血清分型及毒力基因分布的

差异。 

方法  收集 2014 年至 2017 年分离自临床血流感染患者肺炎克雷伯菌 20 株，来自肝脓肿患者 13

株，非肝脓肿患者 7 株。应用 vitek2 系统检测耐药性，PCR 法检测主要血清型及毒力基因分布情

况。 

结果  20 株血流感染肺炎克雷伯菌对头孢菌素类、β 内酰胺类、氨基糖苷类等 12 种抗菌药物的敏

感率均为 100%，对哌拉西林和复方新诺明耐药，且在肝脓肿与非肝脓肿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

（P<0.001）；血清型 K1、rmpA、aerobactin、kfu、allS 检出率在肝脓肿与非肝脓肿两组间差异

显著（P<0.001）。 

结论  K1 血清型肺炎克雷伯菌更容易造成肝脓肿，肝脓肿组肺炎克雷伯菌毒力基因检出率更高，

耐药率较低。 
 
 

PU-4326 

阴道炎五联检与妇科白带十项联合检测在阴道炎诊断中的应用 

 
宋予娟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阴道分泌物五联检测法和妇科白带十项染色显微镜检查联合检测在诊断阴道炎感染中的

临床应用。 

方法  采用阴道炎五联检及妇科白带十项染色法对妇科门诊接受阴道分泌物检查的 100 例标本进行

检查并观察清洁度及念珠菌、滴虫感染情况。 

结果  100 份标本，五联检测 pH 阳性率(pH≦4．6)73．1％，（PH 值≥4．8）17.0％，过氧化氢试

验阳性率 21．7％，白细胞酯酶阳性率 80．7％，唾液酸苷酶阳性率 18．9％；。脯氨酸苷酶阳性

21.3％，乙酰氨基葡萄糖苷酶阳性 20.1％。显微镜检查线索细胞阳性率 21．3％，真菌和滴虫的阳

性率 32．6％，乳酸杆菌阳性率 52．1％，白细胞阳性率 57．4％。细菌性阴道炎合并真菌、滴虫

的感染率分别是 27．0％、17．0％。细菌性阴道炎是女性最常见的生殖道感染疾病,其发病率远大

于滴虫和霉菌感染。 

结论  阴道炎五联检操作简便、快速准确，但是受方法学所限制 , 只能检测出白色念珠菌和热带

念珠菌 , 易造成临床上的误诊误治。 并且在进行滴虫检测时，由于氨基葡萄糖甘酶缺少对滴虫的

特异性，对滴虫的灵敏度较低容易造成假阴性。联合妇科白带十项染色检查可起到互补作用，显著

提高阴道炎的诊断。阴道炎是生殖系感染的主要原因，并与其他病原体感染有一定的相关性，利用

阴道分泌物五联检法和妇科白带十项染色显微镜检查联合检测得出诊断依据．有助于患者早期的诊

断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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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27 

In vitro activity of meropenem combined with vaborbactam 
against KPC-producing Enterobacteriaceae in China 

 
Menglan Zhou,Qiwen Yang,Yingchun Xu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Objective  Vaborbactam (formerly RPX7009) is a novel inhibitor designed to interact favourably 
with serine ß-lactamases, and specifically with Klebsiella pneumoniae carbapenemases (KPCs) 
which predominate in China.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in vitro activity of meropenem-vaborbactam 
against KPC-producing strains from China. 
Methods  Standard broth microdilution method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in vitro activity of 
meropenem-vaborbactam and 11 comparators, against 129 well-characterized KPC-
producing Enterobacteriaceae from 16 hospitals in China. 
Results  Meropenem alone showed no activity, but the addition of vaborbactam strongly 
potentiated meropenem against all the isolates in a dose-dependent pattern. Optimized 
potentiation was demonstrated in the presence of 8 µg/ml vaborbactam, as 97.6% of the isolates 
were inhibited at MIC ≤8 µg/ml for meropenem, which is one to eight-fold higher than previously 
reported. The same combination (8 µg/ml each) also optimized the in vitro activity (96.8% 
inhibition) for K. pneumoniae (n=94), while maximum potentiation (100% inhibition) was observed 
at ≤4 µg/ml of meropenem in the presence of 2 µg/ml vaborbactam for E. coli (n=22). Isolates 
producing KPC only (n=8) or co-producing AmpCs (n=4), were all inhibited at ≤4 µg/ml of 
meropenem in the presence of 2 and 4 µg/ml vaborbactam, respectively, while strains co-
producing extended-spectrum β-lactamase genes or all three types, showed optimized 
potentiation at ≤32 µg/ml of meropenem in the presence of 8 and 4 µg/ml vaborbactam. In a small 
number of strains characterized for intrinsic mechanisms of resistance, the MICs of meropenem-
vaborbactam were relatively high in isolates with concomitantly 
diminished ompK35 and ompK36 expression, with or without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blaKPC or acrB.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meropenem-vaborbactam has excellent activity against 
KPC-producing Enterobacteriaceae from China, although with higher MIC levels (each at 8 µg/ml) 
for optimized potentiation. 
 
 

PU-4328 

妇科肿瘤术后泌尿系统感染的临床特点 

 
成祥君,马金霞,张美娟,董宁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了解对妇科肿瘤患者术后尿路感染的临床特点分析，为临床预防及诊疗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2 月-2018 年 1 月 228 例妇科肿瘤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228 例

患者术后送检尿液标本进行分离培养，以美国 BD 公司的 Phoenix100 全自动细菌鉴定仪菌种鉴定和

药敏试验，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228 例包括宫颈癌 158 例，卵巢癌 41 例，子宫内膜癌 29 例，共分离出的 122 株病原菌，检

出率 53.5%，反复感染 35 例，其中革兰阴性杆菌占 84.4%、革兰阳性球菌占 10.7%、真菌占 4.9%；

感染病原菌主要为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粪肠球菌等，分别占 69.6%、5.7%、和 4.1%。大肠

埃希菌对头孢噻肟和头孢吡肟的耐药率分别为 88.1％和 71.4%，对亚胺培南和美洛培南均敏感，对

阿米卡星耐药率为 2.6%；肺炎克雷伯菌对亚胺培南和美诺培南的耐药率为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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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妇科肿瘤术后感染主要以大肠埃希菌为主，其次为革兰阳性菌与真菌，病原菌产生广泛耐

药，特别出现耐碳青霉烯类的肺炎克雷伯菌，应重视临床合理用药，使术后的泌尿系统感染得到有

效的预防及控制。 
 
 

PU-4329 

Comparison of five commonly used automated 
susceptibility testing methods for accuracy evaluation in 

China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Surveillance System 
(CARSS) hospitals 

 
Menglan Zhou,Hongli Sun,Yingchun Xu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five commonly used 
automated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AST) systems in China, including Vitek 2, Phoenix, 
Microscan, TDR and DL, which are used in the China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Surveillance 
System (CARSS) program.   
Methods Two isolates, CARSS-15-QC001 (ESBL-producing Escherichia coli) [S1] and CARSS-
15-QC002 (KPC-producing Klebsiella pneumoniae) [S2], were concurrently sent to 886 hospitals 
in China. Using the gold standard of broth microdilution (BMD), the performance of 5 automated 
AST systems was evaluated. Essential agreement (EA), categorical agreement (CA), very major 
error (VME), major error (ME) and minor error (mE), were calculated for each method in relation 
to BMD.  
Results  In total, 851 of 886 (96%) hospitals returned timely feedback, with the majority (392, 
46.1%) using the Vitek 2 system, followed by 146 (17.2%), 133 (15.86%), and 130 (15.3%), using 
Phoenix, Microscan, and DL systems, respectively. The remaining 50 (5.9%) used the TDR 
system.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s (MICs) of 22 antimicrobials were evaluated for each of 
the 2 study isolates plus 3 ATCC strains. A total of 1581 susceptibility results for 3 ATCC strains 
were submitted by 780 (91.2%) hospitals, either with one (121, 14.2%), two (517, 60.5%) or three 
(142, 16.6%) ATCC strain results. For each automated susceptibility testing system, 758 (47.9%), 
273 (17.3%), 253 (16.0%), 228 (14.4%), and 69 (4.4%) of the ATCC results were reported by 
Vitek 2, Phoenix, Microscan, DL and TDR systems, among which 10.0% (76/758), 10.3% 
(28/273), 13.0% (33/253), 9.6% (22/228) and 8.7% (6/69), reported MIC values outside the 
expected range for several drugs, respectively. For the two study isolates, TDR and DL systems 
performed the worst in MIC determination and susceptibility categorization of cefazolin and 
cefepime, while the Microscan system had difficulties in accurately categorising the isolates as 
resistant or susceptible, for aztreonam and ertapenem. CAs were >90% for most of the 
antimicrobial agents tested for both isolates, among which no EAs with BMD was noted for 
ampicillin, piperacillin, cefazolin, cefuroxime, ceftriaxone, and trimethoprim/sulfamethoxazole. In 
terms of VMEs and MEs, all four systems showed unacceptable VMEs for cefazolin (S1 and S2) 
and MEs for ceftazidime, cefepime and aztreonam for isolate S1, while Vitek 2 system 
demonstrated a high VME rate for cefepime (10.0%) and meropenem (6.2%) for isolate S2.  
Conclusions None of the five automated systems met the criteria for acceptable AST 
performance, but Vitek 2 system provided a relatively accurate and conservative performance for 
most of the antimicrobials, save for cefepime and meropenem. Our study suggests that 
whichever system is used, laboratories must consider supplemental use of reference BMD 
method for problematic antimicrobial 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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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30 

孕期妇女阴道炎微环境内指环状病毒科病毒群落组成解析 

 
刘志坚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解析孕期妇女阴道炎微环境内指环状病毒科（Anelloviridae）病毒群落组成。 

方法  应用病毒宏基因组学技术建立 88 例患有阴道炎孕妇阴道分泌物拭子样本的文库，通过

Illumina Miseq 测序平台深度测序获得原始病毒核酸数据并对其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获取文库

中存在的所有可能的指环状病毒科基因序列，对孕妇阴道炎微环境内指环状病毒群落的组成进行分

析。 

结果  孕妇阴道炎微环境内病毒群落中含有潜在人体致病性病毒指环状病毒（Anelloviridae）且

在整个病毒组中占有一定比重；除去与人类感染有关的三种属：Torque teno virus (TTV)， 

Torque teno mini virus (TTMV)，Torque teno midi virus （TTMDV），其中还包含大量未分类

指环状病毒序列；通过与 GenBank 里已经提交的序列进行比较发现大量新的指环状病毒基因型。 

结论  孕妇阴道炎微环境内指环状病毒科在整个病毒组中占有一定比重，其中包含大量新的指环状

病毒基因型，可能具有潜在致病性。 
 
 

PU-4331 

组蛋白修饰对唑类药物抗真菌活性影响的研究 

 
李颖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唑类药物是临床一线抗真菌药物，但其耐药性制约其临床应用。研究表明，组蛋白修饰过程

是抗真菌药物的新型靶点，且动物细胞中的组蛋白去甲基化与耐药性产生相关，酿酒酵母中的组蛋

白去甲基化酶也与其对抗外界刺激有关，但念珠菌中的组蛋白去甲基化酶的功能尚未知晓，本实验

将探究白色念珠菌中组蛋白修饰对唑类抗真菌药物抗菌活性的影响。 

方法  从念珠菌基因组数据库中检索到三个被注释为组蛋白去甲基化酶的基因—orf19.2743，

orf19.3281， orf19.5651。采用同源重组原理，分别对三个基因进行基因敲除。采用最小抑菌浓

度、平板计数等方法检测敲除菌株对氟康唑、咪康唑、伊曲康唑、酮康唑等四种唑类药物的敏感

性，采用乙醇-KOH法提取总甾醇，经过 HPLC-MS/MS定量检测野生与敲除菌株中的麦角甾醇含量。 

结果  三株敲除菌株对唑类药物均表现出较高的敏感性，且敲除菌株中麦角甾醇含量显著降低。 

结论  据文献报道，降低白色念珠菌中麦角甾醇含量，能够增加其对唑类药物的敏感性。因此，白

色念珠菌组蛋白去甲基化酶敲除菌株中麦角甾醇合成量的降低是其对唑类药物高敏感性的原因之

一。本实验发现，白色念珠菌组蛋白去甲基化酶能够通过降低细胞膜中麦角甾醇含量，增加细胞膜

流动性，增强其对唑类药物的敏感性，为研究念珠菌中组蛋白修饰与唑类耐药性之间的关系奠定了

良好的工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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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32 

高通量测序法检测 HBV 多耐药位点的临床应用研究 

 
房萌,周军,陈思佳,高春芳（通讯作者） 

海军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目的  高通量测序法可对 HBV 多耐药位点的突变频率进行精准定量检测，有效提高低频突变位点的

检出率。本研究旨在对 2015 年 12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间在我院行该检测的 382 例病例进行分析，

进而探讨高通量测序法在乙肝患者 HBV 多耐药位点检测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 382 例患者血清进行病毒 DNA 提取，采用高通量测序法对 HBV RT 区约 800bp 的核苷酸

序列进行测序，分析 11 种主要耐药位点的突变频率。 

结果  该方法可检出 HBV DNA 载量在 1.0×103 IU/ml 以上的血清样品中突变频率低至 5%的突变位

点。382 例病例中，247 例为门诊病例，135 例为住院病例（其中肝癌 104 例、肝硬化 24 例、其

他疾病 7 例）。11 个主要耐药位点发生突变的病例数，及突变频率在 5-20%的病例数如下（5-

20%的低频突变例数 / 总突变例数）：rt169（2 例 / 4 例）、rt173 （3 例 / 19 例）、rt180（22 例 / 

153 例）、rt181（10 例 / 54 例）、rt184（12 例 / 50 例）、rt194（0 例 / 1 例）、rt202（3 例 / 36

例）、rt204（6 例 / 211 例）、rt207（1 例 / 14 例）、rt236（10 例 / 28 例）、rt250（2 例 / 14

例）。几种主要抗病毒药物发生基因型耐药的病例数为：拉米夫定耐药 206 例、替比夫定耐药 206

例、恩替卡韦耐药 62 例、阿德福韦酯耐药 47 例、替诺福韦酯耐药 10 例。 

结论  我院 HBV 耐药突变株检出率较高，可能与我院患者大部分为终末期肝病如肝细胞癌相关。各

位点的突变病例中均有一定比例的低频突变病例，特别是高耐药屏障药物相关耐药位点，如

rt184，rt236 等。高通量测序法具有敏感性高、稳定性好、准确度高、能同时检测多个位点、且可

提供突变频率定量结果等优势，特别是对 HBV 耐药位点低频突变的精准检测可有效降低 HBV 耐药

株的漏检率，提高 HBV 抗病毒疗效，具有重要临床应用价值。 

 
 

PU-4333 

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菌中氨基糖苷类修饰酶基因及 16S rRNA 

甲基化酶基因的研究 

 
赵书平,姜梅杰,张志军 

泰安市中心医院 

 

目的  了解医院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菌（CRKP）中氨基糖苷类修饰酶基因及 16S rRNA 甲基化酶

基因的携带情况，为临床治疗提供实验室依据。 

方法  收集院内 2015 年 01 月至 2017 年 06 月临床分离的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肺炎克雷伯杆菌

48 株，采用 WalkAway 96 PLUS 型全自动细菌分析仪进行细菌鉴定和药敏试验；PCR 方法扩增氨基

糖苷类抗生素耐药相关基因，并对部分阳性基因进行测序。 

结果  CRKP 对阿米卡星、庆大霉素与妥布霉素的耐药率分别是：79.2%(38/48)，87.5% (42/48)与

85.4% (41/48)。经 PCR 测序确认，CRKP 菌株中，aac(3)-I 基因 2.1%（1/48）阳性、aac(3)-III

基因 2.1%（1/48）阳性、aac(3)-IV 基因 4.2%（2/48）阳性、armA 基因 20.8%（10/48）阳性、

Rmtb基因 72.9%（35/48）阳性。 

结论  该院这段时间分离的 CRKP 菌株对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耐药与携带 16S rRNA 甲基化酶基因

Rmtb有关，院感部门应重点监测以防院内感染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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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34 

评估膝关节置换术后感染的临床检测指标研究进展 

 
魏文彬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人工膝关节置换术作为一种成熟的外科矫形手术对于缓解严重膝骨关节炎患者疼痛具有很大

作用。但是膝关节术后感染会造成手术的失败。 

方法  实验室量化指标对于评估膝关节术后感染严重程度起到指导作用。 

结果  目前国内不同的医院或医疗单位使用不同的实验室联合检验指标进行膝关节术后感染严重程

度评估，比如 C 反应蛋白（ C-reactive protein， CRP）、红细胞沉降率（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ESR）、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 

IL-6）、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及白细胞（white blood cell，WBC）总数的联合评估；CRP、ESR 及

PCT 联合评估；WBC、CRP、ESR 及 GR%联合评估；IL-6、IL-10 以及 CRP 联合评估；（SiCAM）及

IL-6等。 

结论  不同的联合评估方法均有其优缺点，本文章将分别对国内骨科使用的多种膝关节术后感染指

标进行总结。 
 
 

PU-4335 

临床微生物检测技术研究进展 

 
赖开生,罗燕萍,杨继勇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是检验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临床微生物检测

技术不断更新，已从过去传统的费时检测技术过渡到当今快速准确的检测技术。提高临床微生物检

测技术的准确性是临床微生物检测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传统临床微生物检测技术的基础上，结合新

的检测技术的应用，可以很好的提高临床微生物检测效率。本文就针对临床微生物检测技术的相关

进展进行简要的概述。 

方法    

结果    

结论    

 
 

PU-4336 

泌尿系致病大肠埃希菌耐药性对比研究 

 
赖开生,马艳宁,张有江,郭玲,叶丽艳,杨继勇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对比分析两组不同时间段引起 RUTI 的 UPEC 的耐药性情况，探索 UPEC 的耐药变迁规律，为

临床治疗 RUTI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解放军总医院微生物科 2007-2010 年以及 2011-2015 年分离的引起 RUTI 的 UPEC

对临床常用抗菌药物的敏感性。所选 UPEC 菌株以 PFGE 的同源性分析结果分为持续感染菌株和再感

染菌株。 

结果  两个时间段分离的 UPEC 菌株的耐药性结果对比分析显示，UPEC 的 ESBL 阳性率呈现增高趋

势。持续感染菌株与再感染菌株相比具有相对较低的耐药率。持续感染菌株与再感染菌株均对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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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类、喹诺酮类以及磺胺类具有较高的耐药率，并呈现增高的趋势。呋喃类、碳青霉烯类以及头孢

菌素类药物可作为临床治疗选择。 

结论  引起 RUTI 的 UPEC 菌株的耐药率呈现增高趋势，但引起持续性 RUTI 的 UPEC 有相对较低的耐

药率。持续性感染的 UPEC 菌株可能具有较强的毒力，存在一定的致病机制。UPEC 逐渐增高的耐药

率需引起临床的密切关注。 
 
 

PU-4337 

抗菌药物压力下质粒介导 KPC-2 基因在同一病人不同细菌种间

传播 

 
施德仕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同一病人不同标本连续分离的 2 株大肠埃希菌和 2 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类药物耐药

及其传播机制 

方法  琼脂稀释法进行药物敏感试验；ERIC 和 PFGE 对菌株进行同源性分析；改良 Hodge 试验和改

良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超广谱 β-内酰胺酶确认实验对耐药表型进行确认和分型；特异性

PCR 扩增和序列分析检测介导耐碳青霉烯类药物的相关基因；接合试验、提取质粒进行酶切和耐药

基因周围序列测序分析耐药的可传递性、耐药质粒的同源性及耐药基因的遗传背景；提取外膜蛋白

分析菌株外膜蛋白的改变。 

结果  2 株分离菌均产碳青霉烯酶并扩增出介导碳青霉烯类耐药的 KPC-2 型基因；质粒接合实验成

功传递了对碳青霉烯类药物的耐药性，耐药基因被携带在 2 个大小不同但酶切后存在同一性片段的

质粒上，耐药基因周围序列测序结果完全相同；其中摩根摩根菌菌耐药株缺失了相对分子量约为

38KDa的外膜蛋白而出现 36KDa的外膜蛋白而肺炎克雷伯菌则缺失了外膜蛋白 OMPK36。 

结论  2 株分离菌均携带 KPC-2 基因。该基因由 2 个不同的质粒携带，同一可移动序列可能介导了

KPC-2基因在 2株细菌的不同质粒上转移。外膜蛋白缺失同时参与了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 
 
 

PU-4338 

5 例神经型布鲁菌病的临床与实验室分析 

 
许晶晶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对 5例神经型布鲁菌病的临床与实验室分析，提高临床和实验室的诊断能力。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15 年 1 月～2017 年 6 月本院收治的 5 例神经型布鲁菌病患者临床资料和实

验室数据。 

结果 5 例患者大多数有牛羊接触史，以反复发热，头痛为主要症状，脑脊液培养出马耳他布鲁

菌。脑脊液常规检查均呈炎性改变：白细胞增多且以单个核细胞增多为主，潘氏试验阳性。脑脊液

蛋白定量增高，氯化物降低，葡萄糖有 3 例患者降低，1 例正常，1 例略高。脑脊液免疫球蛋白

IgA、IgM、IgG 均高于正常值数倍以上。5 例患者的肝功能（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门冬氨酸氨基

转移酶、γ‐氨基转肽酶）均正常。血常规白细胞计数 2 例正常，3 例稍微偏高。超敏 C-反应蛋白

有 4 例为正常，1例未测。 

结论  超敏 C-反应蛋白和血常规白细胞计数对神经型布鲁菌病诊断应用价值不高。神经型布鲁菌

病临床少见，表现多样，容易漏诊误诊，应该重视流行病学线索，加强对神经型布鲁菌病的认识，

对不明原因的头痛和发热患者及早进行脑脊液培养和布鲁菌血清凝集试验，并在临床工作中积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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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其他针对脑脊液布鲁菌感染的诊断方法，如实时聚合酶链反应（PCR）和质谱技术等，提高神经

型布鲁菌病的诊断能力。 
 
 

PU-4339 

山东省某三甲综合医院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菌的流行病学分析 

 
张志军,姜梅杰,赵书平 

泰安市中心医院 

 

目的  了解医院近两年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菌的碳青霉烯酶基因携带情况及分子流行病学特点，

为院内感染控制和临床治疗提供实验室依据。 

方法  收集山东省泰安市中心医院 2015 年 01 月至 2017 年 06 月临床分离的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

肺炎克雷伯杆菌 48 株，采用 WalkAway 96 PLUS 型全自动细菌分析仪进行细菌鉴定和药敏试验； 

PCR 方法扩增相关碳青霉烯类耐药基因（blaKPC、blaIMP、blaVIM、blaGIM、blaNDM-1 及 OXA-

48gp）并测序；采用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和脉冲场凝胶电泳（PFGE）调查菌株的克隆相关性并

进行流行病学比较。 

结果  CRKP 对多数临床上常用的抗菌药物高度耐药，除对替加环素全部敏感，对复方新诺明、四

环素的耐药率低于 40%外，对其它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均＞70%。经 PCR 测序确认，碳青霉烯酶基因

中，KPC-2 型最常见（46/48），其次为 NDM-1 型金属酶（29/48），未发现其他碳青霉烯酶基因；

MLST 结果中，以 ST11 序列类型为主（36/48），此外，我们也检测出了 ST2，ST15，ST37，ST70

等型产 KPC-2 肺炎克雷伯菌。PFGE 聚类结果显示，48 株肺炎克雷伯菌被分为 15 种脉冲谱型，主要

的 PFGE型为 F型（14/48）与 I型（8/48），而且它们都属于序列类型 ST11。 

结论  KPC-2 型碳青霉烯酶与 NDM-1 金属酶是引起我院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的主

要原因，序列类型 ST11是我院主要的克隆类型，医院需尽快强化院内感染控制措施。 

 

 

PU-4340 

血清半乳甘露聚糖试验对非粒细胞缺乏患者侵袭性肺曲霉病的诊

断价值评估及影响因素分析 

 
刘洋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半乳甘露聚糖（GM 试验）对非粒细胞缺乏患者侵袭性肺曲霉病（IPA）的诊断价

值，分析其最佳 GM阳性界值及导致假阳性和假阴性情况的影响因素。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月至 2017 年 1月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 188例疑似 IPA 患者的临床资

料，按照中国肺真菌病诊治专家共识分为 IPA 组和非 IPA 组，采用 ELISA 检测患者的血清 GM 值，

采用 SPSS20.0 对数据统计分析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其不同折点的诊断情况，

并根据约登指数选择最佳阳性界值；对假阳性和假阴性患者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判断干扰来源及

产生的原因。 

结果  基于临床及病理诊断，12 例患者因最终无法明确诊断而排除，剩余 176 例患者分为 IPA 组

和非 IPA 组，IPA 组 53 例，其中确诊 4 例；临床诊断+拟诊 49 例；非 IPA 组 123 例，其中社区获

得性肺部感染 11 例，结核分枝杆菌感染 5 例，非感染患者 107 例。选择 GM 值 0.9 为阳性界值，对

非粒细胞缺乏患者并发 IPA 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60.4%、

78.8%、55.2%、82.2%。ROC 曲线下面积为 0.697。对 26 例假阳性结果分析发现，11 例假阳性患者

由马尔尼菲青霉菌及隐球菌感染造成，15 例患者因使用半合成青霉素造成。其中感染性干扰因素

造成的 GM 假阳性值显著高于其他原因造成的 GM 假阳性值（P<0.05）。而 21 例假阳性结果则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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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前使用了抗真菌药物造成，其中 15 例使用了棘白菌素类抗真菌药物，6 例使用了伏立康唑药

物。 

结论  血清 GM 试验为 0.9 时对非粒细胞缺乏患者并发 IPA 的诊断效能最高；其假阳性主要由其他

菌种交叉反应及半合成青霉素的使用造成，但前者显著高于后者有助于区别诊断，而假阴性结果则

主要由抗真菌药物的使用造成。 
 
 

PU-4341 

‘‘Silent’’ shifting of Plasmid-Mediated Quinolone 
Resistance  determinants in serotype K1 hypervirule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Isolates in China 

 
Yang Liu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PMQR mechanisms has recently been shown to induce low-level resistance to 
fluoroquinolones and can be transferred horizontally. However, the PMQR has been rarely 
reported in the hvKP strains. Thus,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screen for the presence of the PMQR 
genes in the hypervirulent K. pneumoniae in China. 
Methods Thirty-five serotype K1 hypervirulent K. pneumoniae (K1-hvKP) isolates from a Chinese 
hospital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7 were evaluated to characterize the prevalence of the 
plasmid-mediated quinolone resistance (PMQR) genes. 
Results  In total, 18 isolates (45%) were positive for PMQR genes, the most frequently detected 
gene was qnrS1 (37.5%), followed by aac(6’)-Ib-cr (15%) and qnrB4 (2.5%). Remarkably, some 
PMQR-carrying strains had only a single or more QRDR mutation in GyrA or ParC, and most 
exhibited high-level ciprofloxacin resistance. Furthermore, 34.3% (12/35) carried extended-
spectrum β-lactamase (ESBL) genes and 11.4% (4/35) were resistant to fluoroquinolones. The 
most prevalent virulence genes were mrkD  (100%, 21/21), followed by magA (97.1%, 34/35), 
wabG (97.1%, 34/35), rmpA (97.1%, 34/35), aerobactin (94.3%, 33/35), kfuB (94.3%, 33/35), ycf 
(91.4%, 32/35), iutA (91.4%, 32/35), wcaG (62.9%, 22/35), ybtS (51.4%, 18/35), allS (45.7%, 
16/35), and iroN (22.9%, 8/35).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analysis distinguished the 35 
K1-hvKP isolates into 5 STs, with ST23 encompassing 77.1% of the strains. PFGE typing showed 
that strains closely related by MLST clustered in two major PFGE clusters, of which cluster A 
accounts for 24 ST23 isolates (68.6%) and cluster B includes 11 ST23 isolates (31.4%). The 
analysis of the transconjugants showed decreased susceptibility to quinolones or 
fluoroquinolones and revealed a co-transfer of blaCTX-M-15 with the qnrS1 alleles.  
Conclusions Cumulatively, our findings showed that the PMQR-producing K1-hvKP strain is 
covertly spreading even when K1-hvKP is rarely resistant to fluoroquinolones according to the 
CLSI criteria.  It is therefore critical to continuously monitor the PMQR-producing K1-hvKP 
epidemiology and minimize potential risks from fluoroquinolone resistant K1-hv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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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42 

Evaluation of ompK36 allele groups on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Virulence Features of Klebsiella 

pneumoniae from Bacteremia 

 
Yang Liu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implications of ompK36 allele groups on clinical and 
microbiological features of patients with K. pneumoniae bacteremia. 
Methods A total of 80 K. pneumoniae bloodstream isolates were collected and then divided into 
four ompK36 allele groups.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bacterial antibiotic resistance and virulence 
determinants were analyzed, including resistance and virulence genes, hypermucoviscosity 
phenotype, K capsule serotypes, biofilm formation, serum killing, neutrophil phagocytosis, and 
mouse lethality studies. 
Results 78 isolates were classified into four ompK36 variants, designated groups A (34), B (6), C 
(26), and D (12), respectively; 2 isolate was untypeable. OmpK36 group C isolates carried higher 
frequencies of K1/K2 capsule serotypes, hypermucoviscosity phenotype, rmpA gene, allS gene, 
iroB gene, aerobactin gene, or rmpA2 gene than non-C group isolates. OmpK36 group C isolates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virulent, as higher serum resistance, higher anti-phagocytosis and higher 
mouse lethality, than OmpK36 non-C group isolates, except for similar biofilm formation capability. 
The K20 isolates probably has low expression rates of rmpA and rmpA2 for hypermucoviscosity 
phenotype. The biofilm formation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ESBL production. OmpK36 
group C isolates were more frequently detected in patients with community-acquired bloodstream 
infection. However, significant underlying diseases and prior use of carbapenem were highly 
prevalent in patients with OmpK36 non-C group isolates infection. ESBL production was 
apparently higher in non-C group but did not reac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OmpK36 group C K.pneumoniae is more associated 
with community-acquired infection with a lower frequency of underlying illness, but with 
significantly more virulence in bloodstream infection. This would give a remind that clinicians 
should be aware of such clinical impacts of the ompK36 allele group. 
 
 

PU-4343 

Phenotypical profile and Global Transcriptomic Profile of 
Hypervirule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due to 

carbapenemase-plasmid acquisition 

 
Yang Liu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Objective Plasmid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driving the rapid dissemination of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nd adaptation to changing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the 
presence of plasmids can pose various impacts on the host physiology or function.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regarding the contributions of carriage of carbapenemase-plasmid on the physiology 
and pathogenicity of hypervirulent K. pneumoniae (hvKP). 
Methods Here we performed a transcriptomic analysis of hvKP with or without carbapenemase-
plasmid p24835-NDM5. 
Results The results had shown 683 genes with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false discovery rate, 
≤0.001; >2-fold change), of which 107 were up-regulated and 576 were down-regulated. Gene 
groups with functions relating to carbohydrate metabolism and multidrug efflux system were 
enriched in genes with increased expression, and those relating to capsule biosynthesi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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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ulence factors were accumulated in the genes with decreased expression. In agreement with 
these changes, we found obvious alterations in fitness cost and serum resistance in strain 
containing the plasmid, revealing that the presence of p24835-NDM5 has a broad impact on the 
physiology of hvKP and serum resistance in multiple aspects. However, the p24835-NDM5-
containing hvKP strain retained its high neutrophil-mediated phagocytosis and murine lethality.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an influence of carbapenemase-plasmid on virulence in 
hvKP strain. In conclusion, apart from antibiotic resistance selective advantages, 
carbapenemase-plasmid-carriage may also lead to virulence change or adaption to specific 
habitats in hvKP strain. 
 
 

PU-4344 

Epidemiology characteristics and Drug sensitivity analyze 
of uropathogenic Escherichia coli isolates from Chinese 

tertiary hospital 
 

Kaisheng Lai,Yanning Ma,Qiang Zhao,Ling Guo,Yang Jiyong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Screening for cases of RUTI（Recurrent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collecting and 

identifying UPEC （ Uropathogenic Escherichia coli ） strains. Analyze the drug sensitivity 

characteristics of UPEC strains and provide assistance for clinical treatment of RUTI. Analysis the 
molecular epidemiological of UPEC strains providing information for follow-up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methods of RUTI. 
Methods The WHONET software was used to screen RUTI cases from XXX hospitals between 
2011 and 2015; VITEK MS was used to identify strains of UPEC strains; VITEK sensitivity card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sensitivity of UPEC strains to commonly used antimicrobial agents. 
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homology of UPEC 
strains; multiplex PCR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phylogenetic types of strains;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analyze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recommended by the website. 
Results The resistance rate of 10 antimicrobial agents were greater than 60%, and more than 
75% of UPEC strains were resistant to penicillins and quinolones; while most UPEC strains were 
more sensitive to amikacin, piperacillin/he Zicobactam, cefotetan, and carbapenems. UPEC 
strain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persistence infection group include 59 RUTI cases and 59 
isolate strains. Reinfection group include 32 RUTI cases and a total of 64 strains. The 
phylogenetic types of UPEC strains in the persistence infection group were dominated by type B2, 
followed by type D, type A, and B1. The UPEC strains in reinfection group were dominated by 
type A, followed by type B2, type D, and type B1. The main ST type of the UPEC strains in the 
persistence infection group was ST131, followed by ST648, ST1193, and ST405. In the 
reinfection group UPEC strains, ST1193 was the most common ST type, followed by ST167, 
ST405, ST648, and ST131. 
Conclusions RUTI patients can be treated with antibiotics of piperacillin/tazobactam; penicillins 
and quinolones are no longer suitable as treatment for RUTI. UPEC strains in the persistence 
infection group had stronger virulence and coul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ubsequent virulence 
study of UPEC str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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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45 

Molecular epidemiology and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ies 
analysis of the bloodstream infections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isolated from six tertiary hospitals in Beijing, 

China 

 
Yanning Ma1,Chunmei Bao2,Jie Liu3,Xiuhong Hao4,Jingui Cao5,Jiyong Yang1 

1.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2. 302 Hospital of China 

3.PLA Army General Hospital 

4.Navy General Hospital， PLA 

5.Air Force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Pseudomonas aeruginosae is prevalent in China.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micro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linical Pseudomonas aeruginosae isolates causing 
bloodstream infections (BSIs) 
Methods  BSI-causing Pseudomonas aeruginosae (BSI-PA) were collected from six tertiary-care 
hospitals in Beijing. Genetic relatedness was analysed by PFGE,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was performed by the VITEK 2-Compact system, and sequence types (STs)were 
evaluated by MLST. genes were detected by PCR. 
Results  A total of 80non-duplicate BSI-PA were collected from December 2013 to December 
2014 and were categorised into 69 types (strains) with unique PFGE patterns. Among80 BSI-PA, 

41 STs were identified. Overall, The primary STs were ST244，ST274，ST260 and ST1052 (18 

strains each; 35%), followed by ST270 (n = 3), ST235 (n=3), ST1295 (n=3), ST242 (n=2), ST275 
(n=2, ST316 (n=2) and ST357 (n=2) and so on. There were 25 STs containing only a single strain. 
Approximately 27.5% (22/80) of the strains exhibited carbapenem resistance, most producing 
VIM carbapenemase. The majority of BSI-PA strains exhibited high genetic diversity and low 
resistance to commonly used antimicrobials. 
Conclusions  The bloodstream infections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become more and more 
prevalence.The law of drug resistance changes requires continuous monitoring 
 
 

PU-4346 

The Emerging Problem of Worldwide mcr-1 Gene-Mediated 
Colistin Resistance 

 
Guoye Liu1,Bing Gu1,Rui Cai2,Ping Ma1 

1.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Colistin, a polymyxin antibiotic, has demonstrated potent antimicrobial activity against 
Gram-negative bacterial pathogens. With its horizontal transmission between bacteria, the 
plasmid-mediated mcr-1 gene has been recently described to be responsible for infections of 
colistin-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which is on the verge of rapid spread and has become a 
threat to the public health worldwide. 
Methods Relevant studies directing the global prevalence of mcr-1 were retrieved from PubMed 
until October 2017 to identify epidemiological, microbiological and clinical features for these 
infections. 
Results Clinical infections of pathogens with mcr-1 were reported in 37 countries worldwide, with 
increasing prevalence in recent years. Stratified analyses demonstrated an extensive 
dissemination of mcr-1 in Asia (83.1%), predominantly in China, accounting for 96.8%. Moreover, 
E. coli (84.05%) was the dominant reservoir for mcr-1 in bacterial species in all reported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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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pite their high resistance to colistin, most strains with mcr-1 are sensitive to carbapenems, 
and vast majority of patients (62.2%) responded well to treatments. 
Conclusions This review investigated the clinical prevalence of plasmid-mediated colistin-
resistant gene mcr-1 worldwide and addressed its clinical scenario with respect to resistance to 
antibiotics, dissemination as well as regimes and outcomes, which might facilitate the clinical 
therapeutics for infections by these microbial pathogens. 
 
 

PU-4347 

某医院 2012-2017 血培养检出肺炎克雷伯菌的分布及耐药分析 

 
杨紫旋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临床分离肺炎克雷伯菌的科室分布与耐药特点,为肺炎克雷伯菌感染治疗提供抗菌药物

选择理论依据。 

方法  用 BD BACTECFX 型全自动血培养仪对本院 2012-2017 年送检的血培养标本进行培养检测，采

用梅里埃 VITEK 2 Compact 全自动细菌鉴定及药敏分析。 

结果  2012-2017 临床血培养分离肺炎克雷伯菌共 332 株，呈逐年递增趋势，以 2015 年检出最多

为 81 株，占 24.4%；其中检出率高的科室前两位是 ICU 和血液内科，分别为 130 株（39.2%），41

株（12.3%）；对多粘菌素 B 具有较高敏感性,为 97.1%;其次为阿米卡星、亚胺培南，而氨苄西林

耐药最为严重,耐药率 73.4%。 

结论  肺炎克雷伯菌耐药不容忽视,应加强细菌耐药监测,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PU-4348 

新型探针应用于人巨细胞病毒 Real-time PCR 体系的建立 

 
姜文灿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采用引入反义碱基的新型反义 TaqMan-MB（TaqMan-Molecular Beacon）探针建立一种人巨

细胞病毒（HCMV）的 Real-time PCR检测体系。 

方法  从 GenBank 中获取人巨细胞病毒 HCMV 全基因序列，选择保守序列设计引物和新型探针。分

别使用 TaqMan 探针、分子信标探针及新型探针扩增质粒，比较荧光增值。以 HCMV 质粒标准品为模

板，建立 PCR 反应程序，并优化反应条件，在此基础上进行方法评估（敏感性、特异性、重复性、

干扰试验）。 

结果  与 TaqMan 探针和分子信标探针进行对比，结果显示反义 TaqMan-MB 探针具有更大的荧光增

值。新建检测体系灵敏度高（为 2.5×10
2
 copies/mL），特异性好（除 HCMV 外，HBV、HSV-1、

EBV、金葡菌的阳性核酸样本均无特异性的扩增），重复性好（组间和组内变异系数均小于 5%），

靶模板与内标模板浓度相差 500以内无明显干扰作用。 

结论  成功建立了一种新型人巨细胞病毒（HCMV）感染检测的 Real-time PCR 体系，具有良好的临

床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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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49 

Analysis of the min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of 
vancomycin against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in Xuzhou area from 2015 to 2018 

 
Shuai Zong 

The Affiliated Hosi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ange of min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 value of vancomycin 
against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MRSA), and provide a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clinical. 
Methods  A total of 384 strains of MRSA were collected from two general hospitals in Xuzhou 
area during 2015-2018. E-test was used to measure MIC value, calculate geometric mean value 
of MIC, MIC50 and MIC90, and analyse its characteristics. 
Results  All the 384 strains of MRSA were sensitive to vancomycin. The geometric mean value of 
MIC in recent four years were 1.120, 1.146, 1.135 and 1.135, respectively, and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P>0.05). However, the ratio of MIC≥1.5μg/mL 
of vancomycin against MRSA had an increasing trend year by year,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s  It turned out that no strains were resistant or intermediate to vancomycin in 

Xuzhou region during 2015-2018，and the drift had not been discovered in MIC value of 

vancomycin against MRSA. Patients with MRSA infection, whose vancomycin MIC≥1.5μg/mL 
should be given more intensive monitoring and treatment actively. 
 
 

PU-4350 

传染病医院肝病住院患者真菌感染调查与分析 

 
班立芳,侯淑芬,许少莉,于永敏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传染病医院肝病住院患者真菌感染调查情况并做以分析。 

方法  选择河南省传染病医院一个阶段时期的送检标本中培养出真菌 1000 例住院肝病患者进行调

查研究，收集患者的真菌培养结果。 

结果  1000 例肝病患者中分离出真菌共 1520 株，念珠菌 1199 株占 78.9%，丝状真菌 321 株占

21.1%，1199 念珠菌中，痰及灌洗液分离出 737 株占 61.6%，胸腹水和尿液分离出分别为 146 株占

12.4%和 140株占 11.8%，321 株丝状真菌中痰及灌洗液分离出 287株占 89.4%。 

结论  传染病医院住院肝病患者中真菌培养分离以念珠菌为主，白色念珠菌的分离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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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51 

单病原菌性血流感染小鼠模型中 IL-1β、TNF-α 和 KC 的表达及

意义 

 
杨明,王成彬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 4 种血流感染常见病原菌分别致小鼠血流感染后血清中 IL-1β、TNF-α 和 KC 的表达及

变化规律，为细菌性血流感染血清早期标志物的寻找提供研究基础。 

方法  建立金黄色葡萄球菌、粪肠球菌、大肠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 CD-1(ICR)小鼠血流感染模型并

评价，采用 Luminex 液相芯片系统检测各实验组和 PBS 对照组感染后 0.5h、1h、3h、6h、12h、

24h 和 48h时血清中 IL-1β、TNF-α和 KC的浓度。 

结果   大肠杆菌组和肺炎克雷伯菌组感染小鼠 3h 时 IL-1β 的浓度即达峰值，分别为

(770.4±100.2) pg/mL 和 (364.5±75.4)pg/mL，而金葡菌和粪肠球菌达峰值浓度分别为

(52.7±9.4)pg/mL 和(79.1±4.2)pg/mL，跟前者相比有明显统计学差异（P<0.01）。大肠杆菌组

和肺炎克雷伯菌组感染后 1h 时 TNF-α 的浓度达最大值，分别为(1227.0±123.5)pg/mL 和

(872.2±166.6) pg/mL，金葡组和粪肠球菌组分别于感染后 6h 和 3h 达峰值，浓度分别为

(242.7±54.0)pg/mL 和(190.8±20.1)pg/mL。感染后 3h 时各实验组 KC 的浓度达峰值，金葡组、

粪肠球菌组、大肠杆菌组和肺炎克雷伯菌组达峰浓度分别为 (3388.2±500.3)pg/mL、

(11986.0±1123.0) pg/mL、(37371.0±3232.0) pg/mL 和(31865.0±2749.0)pg/mL。 

结论  IL-1β、TNF-α 和 KC 的浓度在细菌入血后较 PCT 和 CRP 的浓度升高时间早，细菌入血后

48h 内，大肠杆菌组、肺炎克雷伯菌组 IL-1β、TNF-α 和 KC 浓度的升高幅度大于金葡组和粪肠球

菌组。联合运用 IL-1β、TNF-α 和 KC 可能在细菌性血流感染早期诊断和区分革兰阴阳性细菌感染

方面有一定价值。 
 
 

PU-4352 

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血流感染小鼠模型的建立及评价 

 
杨明,王成彬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建立临床常见的细菌性血流感染早期诊断小鼠模型，为血流感染早期标志物的寻找和验证提

供稳定可靠的实验模型。 

方法  选择金黄色葡萄球菌 ATCC25923 和肺炎克雷伯菌 ATCC700603 为实验菌株，将不同浓度的细

菌悬液通过尾静脉注入小鼠体内，按 Karber 法计算 LD50，以 1/2LD50浓度注射小鼠，通过其体征、

体重变化，白细胞（WBC）、血小板（PLT）、白细胞介素-6（IL-6）等指标变化，及血培养、PCR

和 H.E染色结果等综合评价模型，验证造模效果。 

结果  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LD50约 8.1×10
8
 CFU/mL，肺炎克雷伯菌的 LD50约 1.11×10

9
 CFU/mL。小

鼠感染 24h 后体重明显下降。正常小鼠 WBC 为(1.42±0.66)×10^9/L，注射菌液 3h 后开始升高，

6h 后明显升高后下降，48h 后 WBC 再次升高，168h 后仍无明显下降，跟对照组比较有明显差别

（P<0.05）。PLT 在感染后 24h 内明显下降（P<0.05）。IL-6 含量在肺炎克雷伯菌感染后升高较

早，且升高幅度较金黄色葡萄球菌明显。感染后 48h 内小鼠全血培养结果均为阳性，PCR 结果证实

了血流感染病原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肺炎克雷伯菌。H.E 染色结果表明感染后肝和肺存在炎细胞

的浸润。 

结论  成功建立了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的小鼠血流感染模型，为血流感染的早期诊断和

不同病原菌感染的鉴别诊断等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动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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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53 

分子信标-TaqMan 探针法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新型探针及引物 

 
姜文灿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在 TaqMan 探针法实时荧光定量 PCR 中，排除由引物探针聚合延伸引起的假阳性问题，减轻

气溶胶的污染程度和引物二聚体（Primer Dimer，PD）的干扰程度。 

方法  设计普通 TaqMan 探针 HBVP1、新型 TaqMan-分子信标探针 HBVP2、HBVP3 和引入反义碱基的

新型探针 HBVP4，分别对四种探针进行引物探针聚合试验；在双重 PCR 中，对共用一对引物的不同

模板进行竞争性干扰试验，对不共用引物模板进行非竞争性双重 PCR，观察其出现干扰作用的浓度

倍数关系。使用内标设计普通 TaqMan 探针 HBVP1、新型 TaqMan-分子信标探针 HBVP2、HBVP3 和引

入反义碱基的新型探针 HBVP4，分别对四种探针进行引物探针聚合试验，并比较不同反应条件（仪

器热盖和矿物油封闭情况）；在双重 PCR 中，对共用一对引物的不同模板进行竞争性干扰试验，对

不共用引物模板进行非竞争性双重 PCR，观察其出现干扰作用的浓度倍数关系。质粒检测验证中部

同序引物排除 PD干扰的实用性；最后比较探针法不同体系检测 HBV基因的灵敏度。 

结果  引物与探针聚合实验中，除含有反义碱基的 HBVP4 外，在重复试验中其它探针均出现假阳

性；单独使用矿物油封闭的 PCR 反应液出现假阳性的情况最若。竞争性双重 PCR 和非竞争性双重

PCR 两模板开始出现干扰作用的浓度差分别为 20 倍和 100 倍；单重探针法 PCR，使用中部同序引物

对以及普通引物对分别可以检测到 10
-9
和 10

-8
稀释度；3 种 HBV 基因检测体系，使用普通引物对可

以检测到 Ct33左右，加入内标系统和使用中部同序引物对均可检测到 Ct35左右。 

结论  在 TaqMan-分子信标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引入反义碱基可以在排除由引物和探针聚合延伸引起

的假阳性问题；在探针法中，使用中部同序引物对和加入内标系统均可降低 PD 的干扰程度，提升

检测的灵敏度。 
 
 

PU-4354 

实时荧光定量 PCR 非特异性分析 

 
姜文灿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PCR 技术在带来高灵敏度检测的同时也带来难以克服的非特异障碍。现阶段研究焦点大多集

中于 PCR热启动用以克服可能的引物低温结合所导致的非特异扩增。 

方法  PCR 反应中仅一条引物与其它模板结合引起的非特异线性扩增亦赶不上靶模板的特异性指数

扩增。因此，只有一对引物均非特异结合、延伸的扩增才是指数非特异性的唯一原因，引物间互为

模板、互为引物所形成引物二聚体（Primer Dimer, PD）的指数扩增是 PCR 非特异性本质，也是

PCR 反应中难以克服的非特异性产生的根本原因。PCR 反应的非特异性包括内生 PD 和外源气雾胶两

个方面。 

结果  抑制 PCR 非特异的研究报导不多,试用各种控制非特异的措施如变化 PCR 组份、添加各种化

学试剂等，如蜡包 Mg2+离子热释放、聚合酶 Taq 修饰抑制（包括端 N 缺失的 KlenTaq, 抗 Taq 酶抗

体和 Taq 酶抑制寡核苷酸 Aptamar，和四氧化戊烷热激活引物）等，其显著抑制 PCR 非特异性也不

同程度地干扰靶特异性扩增效率，反之不影响靶扩增效率又难以抑制 PCR 非特异性。根据一对完全

同序引物绝没有非特异性现象，采用部分同序引物抑制 PD 扩增，将“同序”置于引物中部偏 3'

端，能最大化地选择性抑制 PD 扩增而不影响靶扩增效率；PCR 体系中添加与引物中部同序部位配

对结合的含反义碱基的 Oligo，反义碱基的存在使其不能作为模板和非特异性延伸的起点，能进一

步特异选择性地放大对 PD抑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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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引物设计时使用的中部同序引物对可以从根本上避免 PD 的产生，从而解决由其引起的非特

异性问题。 
 
 

PU-4355 

乙型肝炎病毒及其检测技术研究进展 

 
姜文灿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随着对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认识的增加，乙肝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

的关注。由于自身结构和酶的特点，乙型肝炎病毒具有突变率高的特点，增加了其检测的难度。 

方法  现阶段，HBV 检测主要分为免疫学检测和分子生物学检测。免疫学检测主要针对乙肝“两对

半”和前 S1 抗原，最早使用电子显微镜，随后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放射性免疫分析技术

(RIA)、微粒子酶免疫分析技术(MEIA)、时间分辨免疫分析、胶体金免疫层析技术等技术得到应

用。临床使用较多的是雅培公司和罗氏公司检测仪器。随着乙肝血清学阴性患者例数的增多，基于

HBV 基因水平的检测逐渐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基于 PCR 的检测技术包括紫外分光光度法、聚合酶

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技术于、数字化 PCR 技术。基于核酸恒温扩增原理

的 PCR 技术，包括环介导等温扩增技术(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LAMP)、 转

录介导恒温扩增技术(Transcription Mediated Amplification, TMA)、依赖核酸序列的扩增技术

(Nucleic Acid Sequence-Based Amplification, NASBA) 、 滚 环 扩 增 反 应 (Rolling circle 

amplification, RCA)和切口酶核酸恒温扩增技术(nicking enzyme mediated amplification, 

NEMA)。 

结果  可以对现有的检测技术进行优化或两两结合，使用免疫技术和 PCR 技术相结合的新型免疫

PCR 技术，进一步提升 HBV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性。 

结论  可以对现有的检测技术进行优化或两两结合，使用免疫技术和 PCR 技术相结合的新型免疫

PCR 技术，进一步提升 HBV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性。 
 
 

PU-4356 

新型 TaqMan 探针法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乙型肝炎病毒体系的构建 

 
姜文灿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建立一种新的 TaqMan 探针法荧光定量 PCR 检测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体系

并用于临床检测。 

方法  选择 β-globin 作为内标基因，对靶模板设计中部同序引物对和新型 TaqMan-分子信标探针。

检测梯度系列稀释的 HBV 质粒，作标准曲线并分析其线性范围和灵敏度；取 107、105、103IU/mL

三个浓度质粒进行重复性试验，计算其变异系数；使用该体系检测 HBV 和其它 DNA 病毒阳性样

本。使用新建体系检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肝胆外科、消化内科、查体及其他样本共 459 例，使

用新建体系进行检测。随机选取定量结果低于 103 IU/mL 阳性的样本 50 例进行测序。 

结果  该体系的线性相关系数达 0.997，线性范围为 103~108IU/mL，灵敏度为 100IU/mL；107、

105、103IU/mL 三个浓度质粒组内变异系数分别为 1.02%、0.81%、0.95%，组间变异系数分别为

2.45%、1.72%、1.14%，体系仅能扩增 HBV 病毒 DNA。459 例样本中，有 199 例 HBV 检测阳

性；50 例测序中，有 31 例由于浓度太低无法完成测序，19 例测序结果证实为 HBV 阳性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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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该体系线性重复性好、灵敏度高、特异性强，应用于临床样本检测时准确性高，可以用于大

批量样本检测。 

 
 

PU-4357 

疱疹病毒生物学特性及检测方法的研究进展 

 
姜文灿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疱疹病毒是一组 DNA 病毒，目前发现与人类致病相关的有单纯疱疹病毒、巨细胞病毒、EB

病毒等共八种。疱疹病毒可引起多种疾病，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目前实验室主要的检测方法有病毒

的分离培养、免疫学检测方法（免疫荧光法，免疫组化法，ELISA）、核酸检测方法（PCR，核酸

杂交技术）以及其他方法（基因芯片等）。 

方法  疱疹病毒是一组 DNA 病毒，目前发现与人类致病相关的有单纯疱疹病毒、巨细胞病毒、EB

病毒等共八种。疱疹病毒可引起多种疾病，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目前实验室主要的检测方法有病毒

的分离培养、免疫学检测方法（免疫荧光法，免疫组化法，ELISA）、核酸检测方法（PCR，核酸

杂交技术）以及其他方法（基因芯片等）。 

结果  疱疹病毒是一组 DNA 病毒，目前发现与人类致病相关的有单纯疱疹病毒、巨细胞病毒、EB

病毒等共八种。疱疹病毒可引起多种疾病，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目前实验室主要的检测方法有病毒

的分离培养、免疫学检测方法（免疫荧光法，免疫组化法，ELISA）、核酸检测方法（PCR，核酸

杂交技术）以及其他方法（基因芯片等）。 

结论  疱疹病毒是一组 DNA 病毒，目前发现与人类致病相关的有单纯疱疹病毒、巨细胞病毒、EB

病毒等共八种。疱疹病毒可引起多种疾病，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目前实验室主要的检测方法有病毒

的分离培养、免疫学检测方法（免疫荧光法，免疫组化法，ELISA）、核酸检测方法（PCR，核酸

杂交技术）以及其他方法（基因芯片等）。 

 
 

PU-4358 

TaqMan 探针法实时荧光定量 PCR 的应用和研究进展 

 
姜文灿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是在体外模拟体内核酸复制从而获取

大量目的基因拷贝的技术，最早由 Mullis 发明。其几何级数的放大模式，相比于普通信号叠加的

检测方法灵敏度提升了上百万倍，同时又因操作简便，成为核心技术之一。 

方法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是在传统 PCR 基础上加入信号系统达到实时监测 PCR 扩增的目的，继承了

传统 PCR 高灵敏度和操作简便的特点，同时实现了对样本的定量检测。根据信号基团的不同，实时

荧光定量 PCR 可以分为染料法和探针法。非特异的染料法成本较低，但面临着类似于普通 PCR 非特

异性扩增产物干扰的假阳性问题。探针法中使用的探针多是 TaqMan 探针，与染料法相比，在一定

程度上避免了假阳性问题的出现。 

结果  TaqMan 探针之后，陆续出现了其它水解型探针（TaqMan-MGB、TaqMan-分子信标）和杂交探

针（分子信标、双杂交探针、双链探针）以及探针标记引物（LUX 引物、茎环引物、蝎型引物

等），进一步推动了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的发展。Cycling 探针、Simple 探针和神奇荧光探针也

得到了一些应用。TaqMan 探针法中加入的特异性探针，理论上不会和污染核酸结合产生假阳性，

但在 Ct 值很靠后的反应中，这一问题也会出现
]
，这要归因于引物和探针之间的聚合延伸，探针和

这种非特异性扩增产物杂交、水解而显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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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探针 3’端的磷酸化使其出现指数扩增的循环数较引物有所推后，但并非所有的探针都实现

了磷酸化。现阶段，TaqMan 探针技术在医药卫生、农业科学、生物科学、政治法律等方面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 
 
 

PU-4359 

PCR 非特异性本质分析 

 
姜文灿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荧光 PCR 指数扩增带来 2
38
≈10

12
倍数的超灵敏度的同时，非特异性也平行指数放大；平常各

种非特异性原因远赶不上一对引物均非特异结合、延伸的引物二聚体（Primer Dimer，PD）指数扩

增，末端有互补的引物对常常 10 余个循环就开始 PD 指数扩增，常规设计的引物对一般于 30 个循

环开始内源性 PD扩增，内源 PD抑制或遮盖了拷贝＜10
4
低浓度靶分子扩增。 

方法  荧光 PCR“闭管”分析并不密闭，即使矿物油封闭油面上残留 10
12
之几扩增产物都是反复

PCR 的外源污染模板；病毒能空气传染，产物 PD/和靶分子气雾胶不仅污染 lab.也进入开盖 PCR 试

剂，分子气雾是过滤系统、GMP 隔绝不了的，采用 dU 产物联合 UDG（酶）一般消化 99%，其对于放

大 10
12
倍也是有限的，且脱 dU产物 PD仍然是引物概略结合模板。  

结果  内源非特异与外源污染相互影响并反复 PCR 相互促进、指数放大，只有控制外源污染才能研

究 PD 内生之源，反之断了内源 PD 才能看到外源污染控制效果。面面俱到的全方位综合措施才是消

除 PCR 非特异性唯一路径，采用矿物油封闭和 PCR 一成分加蔗糖分层缓释-热启动，其不仅使产物

气雾胶最少且为无效扩增气雾胶；根据同序引物对绝无非特异性现象，中部 6-8b 同序引物对能选

择性地推后非特异性 Ct值 10 个循环，消除 40个循环反应内源性 PD；联用 3'末端第 1-2 位 A/a 结

尾引物对，使脱 dU 产物 PD 在引物末端配对处即无碱基可结合又无模板可复制、延伸，从而 UDG 效

果达 10
6
产物 PD。 

结论  中部同序引物对可以在一定程度解决非特异性问题。 
 
 

PU-4360 

泉州中医院临床标本菌群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黄立文 1,黄清海 2 

1.福州迪安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2.福建泉州市中医院检验科 

 

目的  目的  通过对 2016 年泉州市中医院临床各科室细菌培养送检标本数据整理，分析医院临床

标本病原菌的分布特点及其耐药性，为临床更加合理用药及院感动态提供数据。 

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泉州中医院 2016 年 1-12 月各科患者送检的临床标本，并用 WHONET 5.6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结果  结果  4521 份临床标本共分离出病原菌 178 株，阳性率为 3.9％，其中革兰氏阴性杆菌 97

株，占 54.5％；革兰阳性球菌 54株，占 30.3％；真菌 27 株，占 15.2％。 

结论  结论  革兰氏阴性杆菌是泉州中医院感染的主要病原菌，院感科应加强对抗生素使用的指导

和监测，以避免细菌耐药性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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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61 

影响内标双重 PCR 靶模板检测灵敏度的因素分析 

 
姜文灿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在含有内标基因的双重 PCR系统中寻找影响靶模板检测的主要因素。 

方法  在实时荧光定量 PCR 中，控制靶引物浓度为 5μM，分别调整内标引物的浓度至 2μM 和

1μM，检测系列稀释的 β-globin 质粒，针对不同浓度引物选择 Ct 值在 30 左右的质粒浓度作为加

入内标模板的浓度。分别使用 5μM、2μM、1μM 内标引物的体系（控制内标基因 Ct 值在 30 左

右）和不加内标系统的单重 PCR 体系检测 10 倍系列稀释的 HBV 质粒模板，比较不同检测体系的灵

敏度；并使用染料法检测各体系中不加模板时 PD 的 Ct 值。选择 5μM 的内标引物，分别使用浓度

对应 Ct 值在 15、20、25 和 30 左右的内标质粒浓度，检测系列稀释的 HBV 质粒模板，比较各检测

体系的灵敏度。 

结果  对于加入内标模板的各个体系，其对靶模板检测的灵敏度达到 10-7 稀释度，而不加入内标

模板的单重 PCR，可以检测到 10-8 稀释度。各体系引物二聚体的 Ct 值随着内标引物用量的减少而

增加。相比于单重 PCR 体系，含有内标基因的双重 PCR 检测系统，内标基因的表观 Ct 值越小（即

内标基因浓度越高），靶模板的检测灵敏度则越低或出现低浓度靶模板 Ct值推后的现象。 

结论  在双重 PCR 检测体系中，对靶模板检测灵敏度影响最大的因素在于内标基因的量,仅使用中

部同序引物对而不使用内标系统的单重 PCR体系具有最高灵敏度。 

 

 

PU-4362 

河北省结核分枝杆菌临床分离株基因型和药敏试验的特征 

 
李雅楠 

石家庄市第五医院 

 

目的  目前，结核病仍然是影响我国公共卫生安全的重大传染病。河北省位于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

重要位置，但该地区结核分枝杆菌的遗传学特征尚无报道，本研究旨在对其进行探讨 

方法  本研究旨在初步探讨结核分枝杆菌散在重复单位-数目可变串联重复序列（MIRU-VNTR）技术

和间隔区寡核苷酸（Spoligotyping）技术在河北省结核分枝杆菌（MTB）临床分离株的分子流行病

学研究中的应用，初步了解河北省 MTB 临床分离株的基因型及其分布特征；通过药物敏感试验，初

步了解河北省 MTB 临床分离株的耐药情况，探讨基因型与表型耐药之间的相关性，为建立耐药结核

分枝杆菌分子生物学快速检测技术提供科学依据。 

结果  河北省 MTB 菌株对四种一线抗结核药物的总耐药率为 34.1%，MDR 总耐药率为 13.2%。初始

耐药率为 26.6%，初始 MDR 耐药率为 6.1%；获得性耐药率 59.7%，获得性 MDR 耐药率为 37.6%。获

得性耐药率和获得性 MDR 耐药率均分别显著高于初始耐药率和初始 MDR 耐药率。河北省结核分枝杆

菌表现出高度的基因多态性。Spoligotyping 显示，北京家族占 90.5%，非北京家族占 9.5%。非北

京家族以 T 基因型为主，也发现了 LAM、MANU、H、U 等基因型。MIRU-VNTR 将 1017 株 MTB 菌株分

成 16 个基因群，共 846 种 VNTR 基因型。Spoligotyping 和 15 位点 MIRU-VNTR 的 HGDI 值分别为

0.279 和 0.999。北京家族与非北京家族在患者年龄、性别、治疗史及表型耐药的分布方面均无统

计学差异。北京家族菌株的成簇率显著高于非北京家族菌株的成簇率。河北省 MTB 菌株对一线抗结

核药物的总耐药率及 MDR 耐药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MTB 菌株耐药性的产生与抗结核药物治疗有

关。 

结论  河北省结核分枝杆菌存在明显的基因多态性，北京家族为主要流行株。北京家族菌株在河北

省的近期传播能力比非北京家族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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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63 

河北省结核分枝杆菌临床分离株二线抗结核药物分子特征分析 

 
李芊磷,高会霞,张志,刘玉珍,卢建华,戴二黑 

石家庄市第五医院 

 

目的  初步了解河北省结核分枝杆菌二线抗结核药物耐药情况，探讨二线耐药相关基因突变位点与

菌株耐药表型及 spoligotyping基因型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分离培养 416 株抗结核药物分离株，采用改良罗氏药敏试验通过比例法共鉴定出 99 株耐氧

氟沙星（OFLX）和耐卡那霉素（KAN）的结核分枝杆菌菌株，运用 DNA 测序技术对 OFLX 耐药相关基

因(gyrA、gyrB)和 KAN 耐药相关基因（rrs、eis、whiB7）进行检测，通过 spoligotyping 分型方

法来鉴定北京家族基因型菌株和非北京家族基因型菌株，以分析二线抗结核药物的分子特征 

结果  99 株耐二线抗结核药物分离株中，68.7%(68/99 株)耐 OFLX，50.5%(50/99 株)耐 KAN，

55.6%(55/99)为耐多药结核分枝杆菌，15.3%(15/98)为广泛耐药结核分枝杆菌。68 株耐 OFLX 菌株

中，72.1%（49 株）的菌株存在 gyrA 基因突变，最常见的突变位点为 gyrA-94，其次为 gyrA-90，
7.4%(5/68)的菌株存在 gyrB 基因突变。50 株耐 KAN 菌株中，26.0%(13/50)的菌株存在 rrs-
A1401G 突变，8.0%(4/50)的菌株在 eis 启动子区域存在突变，与表型菌株比较，DNA 测序技术评

估 OFLX 和 KAN 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77.9%和 74.2%，38%和 71.0%。北京家族基因型占

89.9%(89/99)，非北京家族基因型占 10.1%(10/99)，其中北京家族菌株中 OFLX 耐药率明显高于非

北京家族菌株的 OFLX耐药率 (P=0.015) 

结论  河北省耐二线结核药物结核分枝杆菌中，OFLX 耐药分子特征以 gyrA 基因突变为主，最常见

的突变位点为 gyrA-94，而 KAN 耐药分子特征以 rrs 为主，尤其是 rrs-A1401G 位点突变。因此，

gyrA-94和 rrs-1401可以分别作为 OFLX和 KAN耐药的分子标识 
 
 

PU-4364 

邢台地区 275 株结核分枝杆菌 VNTR 基因分型及表型耐药研究 

 
张志 

石家庄市第五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分析邢台地区临床分离的结核分枝杆菌进行基因分型研究,、主要流行的基因

型，同时了解表型耐药特征，探讨各基因型与表型耐药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收集邢台市传染病医院就诊的结核病患者结核分枝杆菌菌株及相应病例

背景资料，用 PNB／TCH 初步鉴别法和多位点 PCR(Multi．10cusPCR)进行菌种鉴定。对鉴定为结核

分枝杆菌的菌株采用绝对浓度法进行一线抗结核药：链霉素(SM、S)、异烟肼(INH、H)、利福平

(RFP、R)、乙胺丁醇(EMP、E)的耐药性检测，位点数目可变串联重复序列分析(MLVA-15)技术对菌

株进行基因分型 

结果  1 邢台地区的总耐药率为 31.6%，初始耐药率为 24.2%，获得性耐药率为 56.3%。复治患者

的耐药率显著高于初治患者耐药率，敏感菌株和耐药菌株在患者年龄、性别、职业、生活地势、吸

烟史、糖尿病史以及治疗史等方面的分布无统计学差异。2 不同菌株的 DNA 指纹图谱在某些位点呈

现多态性，在某些位点呈现一致性。3 275 株结核分枝杆菌呈现 145 种基因型，其中 110 株菌为单

一菌株类型，呈现独特的基因型，占所有菌株的 40.0％；165 株菌可被聚类为 35 个簇，占所有菌

株的 60.0％。最大的一簇包含 28 株（10.18％）菌株。成簇型和独特型在患者的年龄、职业、地

势、性别、吸烟史、糖尿病及结核病治疗史等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4、 

275 株结核分枝杆菌分为成簇型和独特型，分别为 165 株（60.0％，165/275）和 110 株（40.0

％，110/275）。其中任意耐药成簇型菌株为 46 株（27.9％，46/165），任意耐药独特型菌株为

31株（28.2％，3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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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邢台地区的结核分枝杆菌临床分离株呈现明显的基因多态性。本研究尚未发现 VNTR 基因分

型与表型耐药的相关性 

 
 

PU-4365 

应用 MAGPIX®液相悬浮芯片系统检测不同细菌致小鼠血流感染

模型后 MIP-1β、MIP-2 和 IL-12p70 的表达及变化规律 

 
杨明,王成彬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 4 种血流感染常见菌致小鼠血流感染后早期细胞因子的表达水平及变化规律，寻找鉴别

和早期辅助诊断不同细菌感染的生物标志物。 

方法  建立金黄色葡萄球菌、粪肠球菌、大肠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 CD-1(ICR)小鼠血流感染模型并

评价,采用 MAGPIX
®
液相悬浮芯片系统检测各实验组和 PBS 对照组感染后 0.5h、1h、3h、6h、12h、

24h 和 48h时 MIP-1β、MIP-2和 IL-12p70的含量。 

结果   MIP-1β 在各组的含量分别为（ 134.5±18.3 ） pg/mL、（ 61.5±15.4 ） pg/mL、

（3354±809）pg/mL 和（6888.4±1100.2）pg/mL,对照组含量为（28.9±4.6）pg/mL。感染细菌

后 1h 时，大肠杆菌组（1500.0±200.4）pg/mL 和肺炎克雷伯菌组（5471.2±1147.6）pg/mL MIP-

2 的含量明显高于金黄色葡萄球菌组（98.6±14.8）pg/mL、粪肠球菌组（134.2±11.3）pg/mL 和

对照组（129.4±14.7）pg/mL（P<0.01）。而 IL-12p70 的含量在金黄色葡萄球菌组和粪肠球菌组

中明显高于大肠杆菌组、肺炎克雷伯菌组和对照组（P<0.01），达峰值时 IL-12p70 的浓度为金黄

色葡萄球菌组（389.31±118.07）pg/mL、粪肠球菌组（127.59±9.98）pg/mL、大肠杆菌组

（42.2±3.54）pg/mL、肺炎克雷伯菌组（62.80±8.37）pg/mL和对照组（4.80±0.32）pg/mL。 

结论  金黄色葡萄球菌组和粪肠球菌组 IL-12p70 的含量明显高于大肠杆菌组和肺炎克雷伯菌组。

联合检测多种细胞因子可辅助诊断细菌性血流感染且能预测革兰阳性或革兰阴性感染，为指导治疗

等提供依据。 
 
 

PU-4366 

应用 MAGPIX®液相悬浮芯片系统检测 32 种细胞因子/趋化因子

谱在不同菌所致血流感染小鼠模型中的动力学变化 

 
杨明,王成彬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致小鼠血流感染后 32 种细胞因子/趋化因子谱的动力学

变化及细胞因子/趋化因子谱在血流感染早期区分不同菌感染中的价值。 

方法  分别建立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肺炎克雷伯菌 CD-1(ICR)小鼠血流感染模型并评价，采用

MAGPIX
®
液相悬浮芯片系统检测各实验组和 PBS 对照组感染后 0.5h、1h、3h、6h、12h、24h 和 48h

时血清中 32种因子的含量。 

结果  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LD50约 8.1×10
8
 CFU/mL，肺炎克雷伯菌的 LD50约 1.11×10

9
 CFU/mL；实

验组小鼠感染后 24h 内体重明显下降；正常小鼠的 WBC 为(1.42±0.66)×10^9/L48h 后 WBC 再次升

高，168h 后无明显下降，跟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小鼠 PLT 计数在感染后

24h 内明显下降，跟对照组相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Eotaxin、G-CSF、M-CSF、GM-CSF、

IFN-γ、IL-1β、IL-6、IL-7、IL-10、IL-12p40、IL-17、IP-10、KC、MCP-1、MIG、MIP-1α、

MIP-1β、MIP-2、RANTES、TNF-A、VEGF 和 LIF 的含量整体来说在肺炎克雷伯菌感染后明显高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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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葡萄球菌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组与肺炎克雷伯菌组及对照组相比，细胞因子含量的差别有明

显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成功建立了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的小鼠血流感染模型，运用液相悬浮芯片联合检

测多种细胞因子可在早期辅助诊断细菌性血流感染,多种细胞因子联合检测在预测和区分不同菌感

染方面也有一定作用。 
 
 

PU-4367 

G-CSF: A novel candidate biomarker for sepsis early 
diagnosis and Gram-negative/Gram-positive bacterial 

differentiation 

 
Ming Yang,Chengbin Wang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undertaken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G-CSF as a novel biomarker for 
early diagnosis of sepsis and discrimination of G-/G+ bacterial infection. 
Methods Bacterial suspension of Enterococcus faecium and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were used 
to stimulate mice. Septic patients with single types of pathogen infection were studied in clinical 
settings, healthy volunteers and patients with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SIRS) 
without definite infection were also enrolled as control. The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G-CSF and 
other biomarkers in mice and human subjects were examined by Luminex® xMAP™ System.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G-CSF expression was upregulated at 1 h in mice after injected 
and the elevation of G-CSF was more significant in A.baumannii group than that in E.faecium 
group ( P <0.05). The elevation of serum G-CSF in humans was also more significant in septic 
patients (n=23) infected by A.baumannii than in those infected by E.faecium or E.faecalis (n=20). 
Comparing with the SIRS group (n=21), the concentration of G-CSF had demonstrated a great 
potential for sepsis differentiation (sepsis versus SIRS), the AUC of G-CSF was 0.688 (95% CI: 
0.570-0.806, P <0.01). For differentiation of G-/G+ bacterial sepsis, the AUC of G-CSF was 0.722 
(95% CI: 0.570-0.874, P <0.01).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serum G-CSF was a novel early biomarker for diagnosis of sepsis 
and it could also differentiate G-/G+ bacterial infection. 
 
 

PU-4368 

LIF 和 RANTES 在单病原菌性血流感染小鼠模型中的表达及意

义 

 
杨明,王成彬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 4 种血流感染常见病原菌分别致小鼠血流感染后 LIF 和 RANTES 的表达及变化规律，为

细菌性血流感染早期血清中标志物的寻找提供研究基础。 

方法  建立金黄色葡萄球菌、粪肠球菌、大肠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 CD-1(ICR)小鼠血流感染模型并

评价，采用 Luminex 液相芯片系统检测各实验组和 PBS 对照组感染后 0.5h、1h、3h、6h、12h、

24h 和 48h时 LIF和 RANTES 的含量。 

结果  金黄色葡萄球菌、粪肠球菌、大肠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的致小鼠死亡的 LD50 分别约

8.1*10
8
/ml、9.6*10

8
/ml、8.1*10

8
/ml 和 1.1*10

9
/ml。细菌入血 1h 时血清中 LIF 的浓度明显升高，

较 CRP 和 PCT 升高时间早，且大肠杆菌组和肺炎克雷伯菌组 LIF 升高的程度较金葡组和粪肠球菌组

更为明显，达峰值时浓度分别为(51.6±5.0) pg/mL、(73.2±20.8)pg/mL、(7.3±0.9)pg/mL 和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359 

 

(6.1±1.2) pg/mL，跟对照组(2.2±0.3) pg/mL 相比，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1）。正常对照

组小鼠血清中 RANTES 的浓度约为(11.90±1.24)pg/mL，细菌入血 1h 时 RANTES 含量明显升高， 3h

时升高更明显，且大肠杆菌组和肺炎克雷伯菌组升高的程度较金葡组和粪肠球菌组更为明显，达峰

值 时 浓 度 分 别 为 (1929.0±25.2)pg/mL 、 (1218.1±227.4)pg/mL 、 (55.7±10.0) pg/mL 和

(179.2±9.2) pg/mL，跟对照组相比，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LIF 和 RANTES 的含量在细菌入血后 1h 就会明显升高。感染的 2 天内，大肠杆菌组、肺炎克

雷伯菌组 LIF 和 RANTES 含量的升高幅度明显高于金葡组和粪肠球菌组。联合运用 LIF 和 RANTES 可

能在区分革兰阳性或革兰阴性细菌感染方面有一定价值。 
 
 

PU-4369 

IFN-γ 在 9 种临床常见的单病原菌性血流感染 

小鼠模型中的表达及意义 

 
杨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 IFN-γ 浓度在 9 种临床常见的单病原菌性血流感染小鼠模型中的动力学变化及在区分

不同病原菌感染中的价值。 

方法  建立金黄色葡萄球菌、粪肠球菌、屎肠球菌、大肠杆菌、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鲍

曼不动杆菌、变形杆菌和白色念珠菌标准菌株的 CD-1(ICR)小鼠血流感染模型，然后用蛋白液相芯

片（Millipore）技术检测各实验组和 PBS 对照组感染后 0.5h、1h、3h、6h、12h、24h 和 48h 时血

清中 IFN-γ的浓度。 

结果  对照组小鼠血清中 IFN-γ 的浓度极低，而金黄色葡萄球菌组、粪肠球菌组和屎肠球菌组

IFN-γ 浓度均于细菌入血后 12h 时达峰值，分别为（863.4±80.4）pg/mL、（1618.0±150.0）

pg/mL 和（432.2±200.0）pg/mL；而 G
-
菌除铜绿假单胞菌组外均于感染后 6h 时达峰值。大肠杆菌

组、肺炎克雷伯菌组、鲍曼不动杆菌组和变形杆菌组峰浓度分别为（4051.0± 500.0）pg/mL、

（8918.8±1591）pg/mL、（6663.4±1537.7）pg/mL 和（14768.5±4516.0）pg/mL；白色念珠菌

感染后 24h 时 IFN-γ 的浓度达峰值，为（39.4±8.0）pg/mL。G
+
菌组与 G

-
菌组或白色念珠菌组相

比，G
-
菌组与白色念珠菌组相比，IFN-γ浓度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IFN-γ 在病原菌感染早期即明显升高且不同种类细菌感染后达峰时间各不相同，G-菌感染

后 IFN-γ 浓度升高最快且幅度最大，G
+
菌次之，白色念珠菌感染后升高最慢且幅度最小。联合运

用 IFN-γ等炎症指标可能在细菌性血流感染的早期诊断和鉴别不同病原菌感染方面有一定价值。 

 

 

PU-4370 

IL-6 和 IL-10 在不同细菌性血流感染小鼠模型中的表达及意义 

 
杨明,王成彬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 IL-6和 IL-10在不同病原菌所致细菌性血流感染中的表达及其意义。 

方法  建立金黄色葡萄球菌、粪肠球菌、大肠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 ICR 小鼠血流感染模型并评价。

采用 Luminex 液相悬浮芯片系统检测各实验组和 PBS 对照组感染后 0.5h、1h、3h、6h、12h、24h

和 48h时 IL-6和 IL-10的含量。 

结果  细菌感染小鼠后 0.5h 时, 各实验组 IL-6 的含量跟对照组相比均明显升高（P<0.05）,细菌

感染后 2 天内 IL-6 的含量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跟对照组相比有明显差别（P<0.05）。各实验组

IL-10 的水平跟对照组相比,感染后 0.5h 均明显升高（P<0.05）。大肠杆菌组、肺炎克雷伯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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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10 的含量在感染后 1h 达最大值。金黄色葡萄球菌组感染后 3h 达到最大值，粪肠球菌组在感染

后 6h 达到最大值，且大肠杆菌组和肺炎克雷伯菌组 IL-6 和 IL-10 含量升高的幅度明显高于金黄色

葡萄球菌组和粪肠球菌组（P<0.05）。对照组小鼠血清中 IL-6 和 IL-10 的含量在此过程中无明显

变化。 

结论  IL-6 和 IL-10 的含量在 4 种细菌性血流感染模型早期均明显升高。大肠杆菌组、肺炎克雷

伯菌组 IL-6 和 IL-10 的含量升高幅度明显高于金黄色葡萄球菌组和粪肠球菌组。联合运用 IL-6 和

IL-10可区分革兰阳性或革兰阴性感染，为指导治疗等提供依据。 
 
 

PU-4371 

IL-12p40 和 IL-12p70 在不同细菌性血流感染 

小鼠模型中的表达及意义 

 
杨明,王成彬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 IL-12p40和 IL-12p70在不同病原菌所致细菌性血流感染中的表达及其意义。 

方法  建立金黄色葡萄球菌、粪肠球菌、大肠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 ICR 小鼠血流感染模型并评价。

采用 Luminex 液相悬浮芯片系统检测各实验组和 PBS 对照组感染后 0.5h、1h、3h、6h、12h、24h

和 48h各实验组 IL-12p40和 IL-12p70的含量。 

结果  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小鼠后 IL-12p40 稍升高，而粪肠球菌组、大肠杆菌组和肺炎克雷伯菌

组感染后 1h 明显上升，3h 时升高达到最高值，感染 12h 后仍维持在较高水平，跟对照组相比有明

显差别（P<0.05）。金黄色葡萄球菌组 IL-12p70 的含量在感染后 6h 明显升高（P<0.05）且达最大

值。粪肠球菌组 IL-12p70 含量在感染后 3h 明显升高，跟对照组相比有明显差别（P<0.05），大肠

杆菌组和肺炎克雷伯菌组 IL-12p70 的含量于感染后 1h 升高，但升高幅度小于金黄色葡萄球菌组和

粪肠球菌组（P<0.05）。 

结论  IL-12p40 和 IL-12p70 在 4 种血流感染模型早期均明显升高，其含量在各实验组有明显差

别。小鼠感染后金黄色葡萄球菌组和粪肠球菌组 IL-12p70 含量的升高程度明显高于大肠杆菌组和

肺炎克雷伯菌组。联合运用 IL-12p40 和 IL-12p70 等指标可区分革兰阳性或革兰阴性细菌感染，为

指导治疗等提供依据。 
 
 

PU-4372 

Clinical relevance of lnc-AC145676.2.1-6 and lnc-TGS1-
1and their variants in western Chinese tuberculosis 

patients 

 
Hao Bai,Qian Wu,Zirui Meng,Mengyuan Lv,Binwu Ying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uberculosis (TB) remains a global public health problem, and improvements in timely 
and effective diagnosis are urgently needed.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 are novel 
transcripts that may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many diseases, including tuberculosis diseases. Our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of lnc-AC145676.2.1-6 and lnc-TGS1-1and their variants as 
biomarkers in TB diseases. 
Methods Lnc-AC145676.2.1-6 and lnc-TGS1-1 were selected from lncRNA microarrays, 
which showed a downward trend in healthy controls, latent TB infection individuals and TB 
patients.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lncRNAs were analyzed by using qRT-PCR in 940 peripheral 
blood samples, from 467 active tuberculosis patients (TB) and 473 healthy controls (HC).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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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P genotyping work was performed using a custom-by-design 2x48-Plex SNPscanTM Kit. Then,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s of lncRNA expression 
with clinical information of TB patients, including labratory results and common adverse drug 
reactions. 
Results Lnc-AC145676.2.1-6 and lnc-TGS1-1 expression were both obviously down-regulated in 
TB patients [TB vs HC: 0.77 (0.31-1.27) vs 1.39 (0.35-3.16), P < 0.001; 0.23 (0.08-0.58) vs 1.17 
(0.36-2.66), P < 0.001, respectively]. And lower expression level of lnc-TGS1-1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presence of thrombocytopenia in TB patients after anti-tuberculosis treatment[Presence 
vs Absence: 0.06 (0.04-0.32) vs 0.25 (0.08-0.59), P = 0.033]. However, no significance 
association were found between lnc-AC145676.2.1-6 rs111352767, lnc-TGS1-1 rs4737420 and 
the predisposition to TB diseases (all P > 0.05). Interestingly, the homozygous CC genotype of 
rs4737420 was correlated with the decreased risk for the arise of leukopenia compared with 
those with T allele (TT/CT genotype) under the dominant model (OR = 0.20, 95% CI = 0.04-
0.93, P = 0.023). 
Conclusions Lnc-AC145676.2.1-6 and lnc-TGS1-1 could serve as potential diagnostic 
biomarkers for tuberculosis diagnosis. Lnc-TGS1-1 and its varient rs4737420 may be 
the indicators of predicting anti-TB drug adverse reactions. Larger validation studies with different 
populations are warranted to confirm these findings. 
 
 

PU-4373 

急性胰腺炎易位感染菌群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谭超超 

湖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急性胰腺炎易位感染菌群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方法  采取回顾性分析方法，统计某院三年内急性胰腺炎患者发生易位感染的病例，从医院病例管

理系统导出患者基本信息及细菌培养和药敏分析结果的全部资料，分析其感染特点及耐药情况。 

结果  969 例急性胰腺炎患者中存在易位感染且微生物培养为阳性的有 69 例患者，总共分离出 108

例菌株，G
-
菌占 54%，G

+
菌占 37%，真菌 9%。其中大肠埃希菌占 25.9%，对头孢唑啉和氨苄西林耐药

率高于 78％，具有多重耐药特点；肠球菌分离出 19 例，占 16.7%，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对四环素

菌均有较高的耐药性，屎肠球菌对青霉素、氨苄西林、高水平庆大霉素、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

莫西沙星、红霉素的耐药率均高于粪肠球菌；葡萄球菌 19（17.6%）例，头孢西丁筛选阳性率高于

78%，对多种抗生素具有较高的耐药率；真菌对常见抗真菌药物未见耐药情况。 

结论  急性胰腺炎易位感染主要以肠道杆菌为主，其次为葡萄球菌及肠球菌，其耐药性大多呈现多

重耐药。 

 
 

PU-4374 

河北省五地市结核分枝杆菌耐药情况 

及其耐多药株对利奈唑胺的敏感性 

 
高会霞 

石家庄市第五医院 

 

目的  了解河北省结核分枝杆菌耐药情况，并研究利奈唑胺对耐多药结核分枝杆菌体外药物敏感性 

方法  收集 974 例肺结核患者临床诊疗信息及分离菌株，采用比例法检测结核分支杆菌对抗结核药

物异烟肼、利福平、链霉素、乙胺丁醇、氧氟沙星、卡那霉素的敏感性，并从入选的 974 株菌株中

利用分层随机法选取 100株 MDR-TB，利用 MGIT 960法测定其对利奈唑胺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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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974 例菌株中，642 株对利异烟肼（INH）、利福平（RPH）、链霉素（Rm）和乙胺丁醇

（EMB）等四种药物全部敏感，332 株至少对一种抗结核药物耐药，耐药率为 34.1%（332/974）。

初治患者总耐药率及耐多药率分别为 26.6%（200/753）和 13.5%（102/753）；复治患者总耐药率

及耐多药率分别为 59.7%（132/221）和 53.4%（118/221）。复治患者总耐药率和耐多药率明显高

于初治患者（P＜0.01）；2、筛选出关于氧氟沙星（OFX）、卡那霉素（KM）药敏信息完整的菌株

共 782 株，对两种药物均敏感的敏感率为 89.9%（ 703/782）；OFX 的单耐药率为 4.7%

（37/782），KM 的单耐药率为 4.0%（31/782）；同时对 OFX 和 KM 的耐药率为 1.4%（11/782）3、

利奈唑胺对 MDR-TB 的体外有效率为 80.8%（59/73）。4、选取的 100 株菌株进行药敏实验，结果

显示利奈唑胺和阿米卡星对河北地区 MDR-TB 的有效率分别为 80.8%（59/73）、76.7%（56/73）

5、将 974 例患者按照性别、年龄、个人史、治疗史等相关因素进行分组。结果显示： 30-60 岁年

龄组耐多药率最高；复治患者的耐多药率明显高于初治患者（P＜0.01）；而性别、年龄、吸烟及

是否合并糖尿病、是否有结核分支杆菌接触史对耐多药率差异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利奈唑胺对 MDR-TB菌株具有良好的抗菌活性 
 
 

PU-4375 

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合并感染的病原菌分布特点及耐药性研究 

 
高会霞 

石家庄市第五医院 

 

目的  旨在了解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感染特点及危险因素，并分析常见病原菌的耐药情况，为临床

防治及改善预后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回顾性病例分析的方法，对 208 例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一般资料，及感染发生例数、部

位、合并感染的菌种、三年内的耐药检测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1、208 例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中，感染病例共有 68 例，感染发生率 32.69%。其中男性感染

率 34.07%。女性感染率 30.14%；感染发生频次前五位依次为肺部感染、腹腔感染、血液感染、上

呼吸道感染、泌尿系感染；68 例肝硬化合并感染患者各类临床标本共分离出 88 例菌株，其中革兰

阴性菌 24 株，革兰阳性菌 55 株，真菌 9 株。大肠埃希菌占首位，其余依次为肺炎克雷伯杆菌、金

黄色葡萄球菌、粪肠球菌、白色念珠菌、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杆菌。2、多耐药菌株的检出

包括 MRSA、ESBLs 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

发现患者所感染的革兰氏阳性和阴性菌对临床上常用的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呈上升的趋势，革兰氏阳

性菌对氨苄西林、头孢西丁、环丙沙星等的耐药率达到了 50%-70%。发现 ESBLs 大肠埃希菌和 MRSA

感染发生率 2014 至 2016 年总体呈上升趋势，其变化有统计学意义，而 ESBLs 肺炎克雷伯菌、铜绿

假单胞菌和鲍曼不动杆菌感染发生率也存在一定的上升。3、对合并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显示，预

防性使用抗生素、合并肝癌和 Child-Pugh 肝硬化分级患者合并感染发生率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耐药性资料的分析显示，从 2014 年到 2016 年，MRSA 的检出率由 27.59%上升到 65.63%，

ESBLs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检出率也分别上升到了 42.11%和 12.5% 

结论  预防性使用抗生素和合并肝癌分别是感染的保护因素和危险因素，另外 MRSA、ESBLs 等广泛

耐药菌株的感染发生率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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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76 

布鲁菌病患者血清中 piRNAs 的表达谱筛选及临床价值研究 

 
张翠平 1,王成 1,2,福泉 3,丁梦 2,张辰宇 2,张春妮 1 

1.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3.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布鲁菌病作为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严重危害我国内蒙、东北、西北等地区牧民健康。本研

究旨在筛选布鲁菌患者血清中的 piRNAs表达谱，评价其对布鲁菌病的诊断价值。 

方法  运用 Solexa 测序技术对 29 名布鲁菌病患者和 29 名年龄性别相匹配的正常对照组成的两份

混合血清分别提取 RNA 进行测序，初筛布鲁菌患者血清中表达发生明显改变的一组 piRNAs。然后

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RT-qPCR）对初筛的 piRNAs 在单个样本中进行复筛（30 例布鲁菌病患

者，30 例正常对照）和验证（50 例布鲁菌病患者和 40 例正常对照），筛选出布鲁菌病患者血清中

显著变化的 piRNAs。最后，运用 ROC曲线分析 piRNAs作为诊断标志物的临床价值。 

结果  Solexa 测序的结果发现布鲁菌病病人与正常对照相比，6 种 piRNAs 明显升高（2 倍以

上）。RT-qPCR 技术对这 6 种 piRNAs 进行复筛和验证的结果显示，4 种 piRNAs（piR-001312, 

piR-015151, piR-016742, piR-000753）表达量在两者之间具有显著且稳定的差异，变化倍数在

2.5~8.5 倍（p 均 < 0.01）。ROC 曲线分析显示，4 种 piRNAs 作为布鲁菌感染 ROC 曲线下面积在

0.60~0.802之间（p<0.0001），特异性和灵敏性分别在 0.608~0.718和 0.681~0.814 之间。 

结论  布鲁菌病患者血清 piRNAs 表达谱与正常对照有明显差异，其中 4 种 piRNAs（包括 piR-

001312、piR-015151、piR-016742 和 piR-000753）在患者血清中含量显著升高，可以作为布鲁菌

感染潜在的诊断指标，有望为临床布鲁菌病的诊断提供一条新途径。 
 
 

PU-4377 

Evaluation of neurosurgery implant infection rates and 
associated pathogens: Evidence from 1057 postoperation 

infections. 
 

Linyan Zha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re are various implanted materials in neurosurgery, however, there remain a lack 
of pooled data on infection rates and infected bacteria over the past decades. The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neurosurgical and implanted infections in a longitudinal retrospective study. 
Method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search was conducted against PubMed and Web of Science 
databases in the time period of 1968 to 2018 that contained at least 5 patients. The time period 
was equally divided into five time slots. Fixed-effects models based on the P-value and the 
Isquare were used for meta-analysis while considering the possibility of heterogeneity between 
studies.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by using STATA 11.0. The neurosurgical 
implantation infections were studied from five aspects, including operations/diseases, implanted 
materials, bacteria, countries distribution and time periods, in neurosurgical implantation 
infection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from the literature. 
Results A total of 22976 patients in 230 articles satisfied the study's eligibility criteria.  1057 
incidents of infection were reported, and the overall infection rate (IR)  was 4.60%. In this study, 
The most common operations were cranioplasty, motor movement disorders 
and  craniosynostosis. Nevertheless, higher infection rate was observed in  three 
operations  including cranioplasty (IR=5.89%), motor movement disorders (IR=5.43%), 
craniotomy (IR=5.16%). In 14 implanted materials, the infection rate of pump, polypropylene-
polyester, titanium  were higher  which were respectively 10.18%, 8.11% and 8.06%. Furthermore, 
Forty-one studies covering 386 bacteria were included in our meta-analysis. The main caus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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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ogens were Staphylococcus (73.83%), followed by Propionibacterium(6.99%) and intestinal 
bacteria(6.48%) such as Enterococcus  and   Escherichia coli were isolated. Besides, higher 
infection rates. were counted in  three countries incorporating Denmark (11.90%) ,  Korea 
(10.98%),  Mexico (9.26%). 
Conclusions In our study, the total infection rate was 4.60%  which was more severe in 
neurosurgical implants. The infection rate of pump, polypropylene-polyester and titanium was 
higher which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he main pathogens in neurosurgery were 
Staphylococcus aureus, Propionibacterium acnes  and Escherichia coli which can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clinic. 
 
 

PU-4378 

江苏地区志贺菌感染流行病学及毒力基因研究 

 
范文廷 1,顾兵 1,2,马萍 1,2 

1.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徐州医科大学 

 

目的  本研究收集江苏省 13 市医院内分离的志贺菌，分析其流行病学，并且结合志贺菌毒力基因

的分析，进一步了解志贺菌致病性的流行特征。 

方法  收集的志贺菌菌株进行复苏、培养、鉴定仪鉴定细菌，应用志贺菌种属特异性抗血清，鉴定

血清型，应用 PCR扩增技术检测志贺菌毒力基因 

结果  2010-2015 年 6 年中共收集志贺菌 711 株，其中福氏志贺菌共 545 株，宋内志贺菌 166 株。

福氏志贺菌共有 11 种血清型，其中 2a 型为最主要的流行血清型。所有的菌株 ipaH 基因均为阳

性，而另外两种侵袭性相关基因 ial 基因在福氏和宋内志贺菌中的阳性率分别为 47.1%与 15.7%，

ipaBCD 基因的阳性率分别为 50.5%与 17.5%。调节基因 virF 与 virB 基因在福氏志贺菌中的阳性率

分别为 64.8%与 47.0%，宋内志贺菌的阳性率分别为 33.7%与 21.4%。表达志贺菌毒素的基因 set1A, 
set1B 与 sen 在福氏志贺菌中分别为 74.5%，78.0%与 56.8%，而宋内志贺菌 set1A 与 set1B 基因

表达极低分别为 6.0%和 1.8%，sen 阳性率也仅为 16.3%。福氏志贺菌自分泌蛋白酶基因阳性率依

次为 sat（94.1%），sigA（78.9%），pic（77.6%），sepA（63.5%）。宋内志贺菌阳性率依次为

sigA（100%），sat（3.0%），sepA（3.0%），pic（1.5%），宋内志贺菌毒力基因阳性率普遍低于

福氏志贺菌，另外福氏志贺菌常见血清型中 F1b毒力基因的阳性率也低于其他血清型 

结论  江苏地区志贺菌分离数逐年下降，以福氏志贺菌下降为主，而宋内志贺菌逐年增高。福氏志

贺菌以 F2a血清型最常见，志贺菌不同菌种毒力基因携带率存在差异 
 
 

PU-4379 

液基细胞学涂片法、直接涂片法与罗氏培养法检测痰抗酸杆菌对

肺结核诊断价值的对比分析 

 
范文廷,顾兵,马萍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对比分析液基细胞学涂片法与直接涂片法及罗氏培养法检测痰抗酸杆菌的优势，及了解影响

抗酸杆菌检出率的因素，并证实液基细胞学涂片法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以及生物安全性。 

方法  选取某医院结核内科 2016 年 6 月~2016 年 8 月诊断为“肺结核”的住院患者 251 例作为研

究对象。均留取夜间痰、晨痰、即时痰各 1 份，对每份痰液标本同时进行液基细胞学涂片法、直接

涂片法和罗氏培养法进行检测。对比分析 3 种方法的阳性检出率及不同性质、不同时间痰标本的阳

性检出率，并以罗氏培养法为金标准的前提下，评估直接涂片法和液基细胞学涂片法的灵敏度及特

异度，并证实液基细胞学涂片法的生物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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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应用直接涂片法、液基细胞学涂片法和罗氏培养法的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13.94%、22.18%、

24.04%。液基细胞学涂片法对不同时间痰液阳性检出率均明显高于直接涂片法（P<0.05）, 而液基

细胞学涂片法与罗氏培养法针对不同时间痰液的阳性检出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

中晨痰的阳性检出率最高，3 种方法分别对不同时间痰液阳性检出率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以罗氏培养法作为“金标准”，直接涂片法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69.52%、83.33%，

液基细胞学涂片法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76.65%、90.96%，液基细胞学涂片法均高于直接涂片

法；另外 3 种方法均对血痰的阳性检出率最高，分别为 41.67%、59.18%、58.33%；液基细胞学涂

片法处理过的标本，无论是否加热，接种于罗氏培养基上培养 8周，均未见分枝杆菌生长。 

结论  液基细胞学涂片法抗酸杆菌检测技术有操作简便易行、成本低廉、报告时间短、人为因素影

响少、易标准化、阳性检出率高的特点，提高了灵敏度，特异度高，生物安全性高，是一种很有推

广价值的实验室检测方法；另外晨痰、血痰阳性检出率高，应强调送检。 
 
 

PU-4380 

Probiotic decreases depression-like behaviors in a mouse 
model of constipation via AKT signalling-pathway 

 
Wenting Fan,Nana Xu,Bing Gu,Ping Ma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whether probiotic could decreases depression-like behaviors in a mouse 
model of constipation and if so, identify the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this occurs. 
Methods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to three groups, loperamide was given intraperitoneally to 
establish the models of constipation. Then the probiotic group were given probiotic by gavage, for 
14 consecutive days, the other groups received an equal volume of saline. At Day 21, the forced 
swimming test and tail suspension test were used to detect changes in the depression-like 
behaviors. The SOD activity and MDA levels in the serum were measured by an assay kit. The 
levels of a phosphorylated ser/thr protein kinase (p-AKT), Bcl-2 and Bcl-2 associated X protein 
(Bax) in hippocampus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The probiotic decreased MDA levels and increased T-SOD activity as well as inhibited 
apoptosis. Furthermore, probiotic increased p-AKT, Bcl-2 levels meanwhile decreasing the levels 
of Bax. 
Conclusions The probiotic can significantly relieve depression-like behaviors in a mouse model 
of constipation attribute to it exerts antioxidant function, this protective action potentially through 
activating the AKT signaling pathway 
 
 

PU-4381 

Performance of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for rapid identification of 

anaerobic bacteria: a review 

 
Mingzhu Shan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Affiliated Hospital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anaerobic bacteria 
identified by MALDI-TOF MS. 
Methods Based 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retrieval of the Medline and Web of 
Sicence databases. Fixed-effect models based on P-values and I-squares are used for meta-
analysi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ossibility of heterogeneity between studies. Statist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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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performed using STATA 11.0. A total of 30 studies of 6,885 anaerobic bacteria were included 
in our meta-analysis. 
Results The MALDI-TOF MS correctly identified the genus of 89% of the anaerobes. However, 
the level of identification of uncommon anaerobic bacteria needs to be improved.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this review indicate that MALDI-TOF MS may be a 
reliable and rapid method for identifying anaerobes. 
 
 

PU-4382 

Prevalence of Plasmid-Mediated Quinolone Resistance 
among Different Serotypes of Shigella flexneri Isolated 

from Jiangsu Province of China During 2001–2011 

 
Tingting Qin,Bing Gu,Ping Ma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seven PMQR genes in 
624 Shigella flexneri isolates collected from Jiangsu Provincial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ver an 11-year period (January 2001 to December 2011).  
Methods Susceptibility testing of nalidixic acid and norfloxacin was determined using the 
KirbyBauer disk diffusion method. All S. flexneri isolates were screened for the presence 
of qnrA, qnrB, qnrC, qnrD, qnrS, aac(6′)-Ib-cr, and qepA.  
Results Resistance to nalidixic acid was detected in 90.5% (565/624) strains, and 22.4% 
(140/624) were resistant to norfloxacin. Positive PMQR genes were detected in 53 (8.5%) of 624 
strains, including 3 isolates positive for qnrB, 19 isolates positive for qnrS, 33 isolates positive 
for aac(6')-Ib-cr and 1 isolate positive for qepA, besides, coexistence of qnrB and aac(6’)-Ib-
cr were found in 3 S. flexneri strains and all tested strains were negative 
for qnrA, qnrC and qnrD. The PMQR determinants were detected among S. flexneri isolates with 
7 types of serotypes including 1 (n=1), 1a (n=5), 2a (n=11), 2b (n=13), 4 (n=4), 4c (n=18) and X 
(n=4). PMQR determinants detected in serotype 4c S. flexneri isolates was more prevalent than 
other serotypes. 
Conclusions This was the first analysis of PMQR genes between different serotypes have been 
rarely mentioned in previous studies in Jiangsu, China. 
 
 

PU-4383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鉴定 

肠杆菌的临床应用评价 

 
赵晓杰 

徐州医科大附属医院 

 

目的  比较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鉴定肠杆菌结果与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的一致

性。 

方法  连续收集肠杆菌 349 例，同时使用质谱仪和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对其进行鉴定，分别在菌属

和菌种的水平比较两者鉴定结果的一致性。 

结果  两种方法鉴定肠杆菌的一致性很高，菌属和菌种的一致性分别为 100.0%和 99.4%，Kappa 一

致性检验结果分别为 0.828 和 0.773 

结论  质谱仪鉴定肠杆菌与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一致性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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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84 

First report and high prevalence of blaNDM gene among 
Escherichia. coli from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 China 

 
Ruru Bi,Ping Ma,Bing Gu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Carbapenem-resistant E.coli（CRECO） has been widely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scribe clone relatedness and distribution of CRECO isolates from 
five hospitals of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 China 
Methods  All 54 no-duplicated CRECO isolates collected during study period. The prevalence of 
carbapenemase gene, extended spectrumβ-lactamase gene, and AmpC genes were analyzed by 
PCR. PFGE and MLST was performed to understand the clone reletedness for understanding 
factors about epidemiological success. Plasmid conjugation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todetermine transferability resistant gene from selected CRECO isolates. The plasmids were 
typed by PBRT. The S1 nuclease-PFGE and Southern blot hybridization were conducted for 
isolation and localization the resistant plasmids. 
Results Carbapenemase genes were detected in 54 CRECO isolates with blaNDM-5 (n = 31) 
being the most common enzyme, followed by blaNDM-1 (n = 14), blaNDM-7 (n = 5), blaNDM-4 (n 
= 2), blaNDM-9 (n = 1), and blaKPC-2 (n = 1). The prevalence of extended spectrum β-lactamase 
gene blaCTX-M, blaSHV, and blaTEM were 77.8%, 20.8%, 60.4% respectively. Moreover, blaCMY and 
blaDHA has been found in 21 and 1 isolates. PFGE showed that no major clone type was found, 
and only minor dissemination have been found, indicating that there are multi-clones of CRECO. 
MLST results revealed 15 different types with ST167 (n=19) being the most dominant and clonal 
complex (CC10 and CC23) were identified. Conjugation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26 NDM-
producing isolates were successfully transferred to E. coli J53 and transconjugants were resistant 
to carbapenem. 26 CRECO isolates harbored 2-5 plasmids. And Southern blot hybridization 
revealed that plasmids harboring blaNDM gene were 50-320kb in size. The blaNDM variants were 
predominant located on 55kb plasmid. PBRT results showed that 57.7% (15/26) plasmids with 
blaNDM variants belonged to IncX3. 
Conclusions It is first report and high prevalence of blaNDM gene in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 
and there is a severe threat of the emergence of an alarming gene, blaNDM-5. The active 
surveillance and infections control of CRECO were urgently needed. 
 
 

PU-4385 

Clonal dissemination of KPC-2 producing Klebsiella 
pneumonia ST11 clone among multiple departments in a 

tertiary teaching hospital in Jiangsu Province, China 

 
Ruru Bi,Ping Ma,Bing Gu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world-wide prevalence of carba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 (CRKP) has 
been posing a threat to the public health. 
Methods In this study, a total of 82 non-duplicated CRKP isolates were analyzed for the 
prevalence of resistant determinants including carbapenemase, extended spectrum β-lactamase 
(ESBLs), and AmpC as well as integrons and cassette regions by PCR and DNA sequencing. 
The genetic relatedness was investigated by pulsed 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 and multi-
locus sequencing typing (MLST). 
Results Overall, blaKPC-2 (n = 75) was the predominant carbapenemase, accompanied with 
high prevalence of blaSHV (92.7%) and blaCTX-M (90.2%). PFGE profiles and MLS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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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aled that 65 out of 66 KPC-2-producing CRKP ST11 isolates were involved in clone 
dissemination among multiple departments with the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ICU being the major 
one, and a clone dissemination of KPC-2-producing CRKP ST48 clone was also found. Class I 
integron were detected in 17 (20.7%) of 82 isolates with aadA2 being the most common cassette. 
It is worthy to note that a novel cassette array of integron, aac(6')-II-blaCRAB/PSE-1 was 
identified.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KPC-2-producing CRKP ST11 clone were widely disseminated in 
multiple departments of our hospital, which triggers the need for urgent and active surveillance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fection control measures. 
 
 

PU-4386 

妊娠期妇女阴道微生态状况和生殖道感染特征分析 

 
林小能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目的  评价妊娠期妇女阴道微生态，分析其微生态状况和生殖道感染特征。 

方法  对 751 例 2015 年 1 月-2017 年 4 月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就诊的妊娠期妇女取阴道分泌

物，观察其清洁度、白细胞、乳杆菌、线索细胞、假丝酵母菌、阴道毛滴虫、细菌密集度、菌群多

样性、优势菌等微生态指标的特点。 

结果  妊娠期妇女阴道清洁度 II 度者占总体的评价妊娠期妇女阴道微生态，分析其微生态状况和

生殖道感染特征。 

结论  妊娠期妇女乳杆菌为优势菌者比例较高，但多数孕妇乳杆菌功能不足；从清洁度、pH 值、

白细胞和乳杆菌数量看，妊娠期妇女以“健康者”为主，但多数处于微生态失调状态。阴道炎感染

率依次为细菌性阴道病、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和滴虫性阴道炎，应高度重视其可能引起的不良妊

娠结局，治疗应注意药物安全性和有效性。 

 
 

PU-4387 

Virulence-associated genes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non-O1/non-O139 Vibrio cholerae isolated from hepatitis 

B cirrhosis patients in China 

 
Fei Jiang,Ping Ma,Bing Gu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We aimed to report virulence-associated genes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non-
O1/non-O139 Vibrio cholerae isolated from hepatitis B cirrhosis patients in China. 
Methods Patient clinical data including course of disease, laboratory tests, antibiotic treatment 
and outcomes were collected.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was performed and virulence-
associated genes were detected by PCR. Genetic relatedness among NOVC strains was 
investigated by pulsed 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 and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Results All three strains in this study harbored pathogenicity related genes like rtxA, rtxC, toxR, 
hapA, hlyA and ompW whereas lacked enteric toxin encoding genes like ctxA, ctxB, tcpA, rfb, 
ompU and zot genes. None of them showed resistance to any antibiotic detected. A new allele of 
gyrB was submitted to the MLST database and designated as 97. Two novel sequence 
types(ST518 and ST519) and ST271 were identified by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PFGE indicated considerable diversity among three non-O1/non-O139 V. cholerae str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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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ree sporadic cases highlight that non-O1/non-O139 V. cholerae can cause 
opportunistic invasiveness infection in cirrhosis patients. Pathogenicity may be related to 
virulence-associated genes. Timely detection and antibiotic therapy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in clinic. 
 
 

PU-4388 

血液分离肠球菌毒力基因及生物膜形成相关性分析 

 
周万青 

南京市鼓楼医院 

 

目的  了解血液分离肠球菌毒力基因及其与生物膜形成能力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血培养分离粪肠球菌 42 株和屎肠球菌 44 株，采用 Vitek 2 Compact 及配套 GP67 药敏

卡检测菌株对常规药物的敏感性；PCR 法检测肠球菌 6 种毒力基因 cyl、esp、asal、hyl、gelE 和

agg；采用结晶紫染色法测定肠球菌生物膜形成能力；统计分析肠球菌毒力基因与生物膜形成能力

的关系。 

结果  屎肠球菌对青霉素、氨苄西林、左旋氧氟沙星的耐药率高于粪肠球菌；除 esp、hyl 外，cyl、

asal、gelE 和 agg 基因在粪肠球菌检出率均显著高于屎肠球菌（P<0.05）；血流分离肠球菌生物

膜阳性率为 32.6%（28/86），其中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生物膜阳性率分别为 59.5%（25/42）和

6.8%（3/44）；肠球菌毒力基因的携带与其生物膜阳性率无相关性（P>0.05）。 

结论  致血流感染屎肠球菌的耐药率高于粪肠球菌，粪肠球菌生物膜的形成能力高于屎肠球菌，两

者的毒力基因与生物膜形成不具相关性。 

 
 

PU-4389 

Distribution of the optrA gene in Enterococcus isolates at a 
tertiary care hospital in China 

 
Wanqing Zhou,Zhifeng Zhang,Han Shen,Fei Chen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Nanjing， PR China 

 
Objective Background: Linezolid-resistant Enterococcus spp. and Staphylococcus spp. have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linezolid-
nonsusceptible Enterococcus (LNSE) and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and molecular epidemiology 
of LNSE isolates collected from 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  
Methods The susceptibilities to linezolid of 2 555 Enterococcus isolates recovered from April 
2014 to November 2017 were retrospectively determined by the linezolid E-test. The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s (MICs) of vancomycin and teicoplanin were determined for the linezolid-
nonsusceptible isolates by the E-test.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s (PCRs) and DNA sequencing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molecular mechanism. Clonal relatedness between these 
LNSE strains was analyzed by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Results Twenty-seven Enterococcus isolates (1.1%, 27/2555), including 24 Enterococcus 
faecalis and 3 Enterococcus faecium isolates with linezolid MICs of 4~48 μg/mL, were identified. 
Among these isolates, 20 E. faecalis and 3 E. faecium isolates were positive for the optrA gene. 
We failed to find any mutations in domain V of the 23S rRNA and the genes encoding ribosomal 
proteins L3 and L4 and the cfr gene. The 24 LNSE E. faecalis isolat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8 
STs, with the greatest number identified as ST16 (eight isolates), followed by ST480 (four 
isolates), ST631 (three isolates), ST476 (three isolates), ST585 (two isolates), and 4 others 
belonging to ST428, ST25, ST716 and ST689,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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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e emergence of linezolid-nonsusceptible enterococcus isolates with optrA-
mediated resistance mechanisms and ST16 E. faecalis clonal dissemination in our hospital may 
pose a potential challenge to public health.   
 
 

PU-4390 

The 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a strain of OP resistance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from our hospital 

 
Xin Wang,Lian-hua WEI ,Feng-mei ZOU ,Ling Wu ,Qin Wei 

Gansu Provincial Hospital 

 
Objective  To identificated a strain of gram-positive bacteria isolated from Sputum sample that 
was similar to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deficiencies of using 
Optochin(OP) susceptibility test only. 
Methods  To identificated by the traditional biochemical reaction tests such as the morphology, 
Optochin(OP) susceptibility test, bile solubility test and MALDI-TOF-MS.  
Results  The bacteria was finally identified as the and OP resistance.  
Conclusions  The identification of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the use of 
Optocin sensitivity test. It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a variety of means such as bile bacteriolysis 
to prevent missed detection. The conditional laboratory can also use MALDI-TOF-MS enables 
rapid and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S. pneumoniae, providing an accurate and rapid basis for 
diseas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U-4391 

The autophagy and inflammatory was induced by intestinal 
microbiota of AIS patient in mice intestinal 

 
Yu Zhu,Xiuli Cheng,Ping Yang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ianjin Huanhu Hospital 

 
Objective  We explored the role of the intestinal microbiota of acute ischemic stroke (AIS) and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 (TIA) patients on intestinal inflammatory responses and autophagy by 
mice mode. 
Methods  We determin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stinal microbiota of AIS and TIA patients 
by 16S sequencing. Furthermore, mice were fed stool specimens from AIS and TIA patients, and 
the expression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autophagy markers and the circRNA MYLK-miR-29a was 
measured by realtime PCR assay.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structure and diversity of the intestinal microbiota in patients with AI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healthy and TIA subjects, and these parameters may be 
used as early evaluation markers of AIS. We administered faecal flora from AIS and TIA patients 
to germ-free mice and found that the stool of patients with AIS up-regulated miR-29a and the 
mRNA expression of the inflammatory factors NF-κB, TNF-a, IL-1β, IL-6, IL-8, iNOS, and MCP-1 
and the autophagy markers Beclin-1 and microtubule associated protein 1 light chain 3 II. 
However, the expression of circRNA MYLK was down-regulated in the large intestine of the mice. 
Conclusions  Thus, the intestinal microbiota of AIS patients could induce intestinal inflammatory 
responses and autophagy, and the circRNA MYLK-miR-29a axis may be involved in this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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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92 

基于 RNA-seq 分析戊型肝炎病毒感染 HepG2 

细胞后的差异表达基因 

 
唐媚娜 

1.武汉市第一医院  2.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医学病毒学研究所 

 

目的  研究 HEV 感染前后，人肝癌细胞 HepG2相关基因表达变化，为初步探索 HEV 在宿主细胞内感

染机制及致病机理奠定基础。 

方法  对 HEV 感染组和对照组 HepG2细胞的 RNA 进行高通量测序（RNA-seq 技术），利用生物信息

学方法对测序数据进行分析，对感染组和对照组的差异表达基因进行筛选、功能注释和通路富集分

析。 

结果  以差异倍数在 2 倍及以上为标准，从感染组与对照组共筛选出差异表达基因 132 个，其中，

上调表达基因 127 个，下调表达基因 5 个。GO 功能注释结果显示，差异表达基因主要富集在病毒

防御反应、固有免疫应答、病毒基因组复制的负调控及干扰素应答等过程；主要行使 RNA 结合、蛋

白结合、调节解旋酶活性、NAD+ ADP-核糖基转移酶的活性等分子功能。利用 KEGG 数据库作为参

考，这些基因主要参与甲型流感、单纯疱疹感染、麻疹、C 型肝炎、RIG-I 样受体信号通路、病毒

致癌、乙型肝炎、Toll 样受体信号通路、胞质 DNA 传感通路、趋化因子信号转导通路和细胞凋亡

等通路。 

结论  通过功能及通路筛选，发现 DDX58、STAT1、CXCL8、STAT2、TLR3、CXCL10、EIF2AK2、IRF9

和 IFIH1等基因可能在 HEV 感染抗病毒免疫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PU-4393 

复方中药膏剂“二味拔毒膏”的体外抑菌研究 

 
陈众,张亚峰,何春红 

洛阳市第一中医院 

 

目的  研究复方中药膏剂二味拔毒膏抑菌效果，为二味拔毒膏进一步研发和广泛应用提供基础性数

据。 

方法  纸片扩散法(Kirby-Bauer,K-B)测定不同浓度的二味拔毒膏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

和肺炎克雷伯菌在琼脂平板上的生长抑制情况；试管二倍稀释法分别测定二味拔毒膏抑制金黄色葡

萄球菌、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生长的最小抑菌浓度(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考察其抑菌效果。 

结果  二味拔毒膏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均具有良好的抑菌活性，抑菌率

分别为 20.89%、22.02%、22.71%和 16.73%。同一种细菌抑菌圈大小随药物浓度降低而变小，成浓

度依赖性; 二味拔毒膏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液的 MIC 分别为

31.3mg/mL， 23.7 mg/mL和 26.9mg/mL. 

结论  二味拔毒膏在体外可有效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抑菌效果成浓

度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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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94 

糖尿病足创面分泌物细菌培养及耐药性分析 

 
陈众,张亚峰,燕欣 

洛阳市第一中医院 

 

目的  分析糖尿病足患者感染病原菌的分布特点及药物敏感情况，以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为

提高临床治疗效果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7 年 7 月～2018 年 2 月收治的 224 例糖尿病足伴感染患者足分泌物的病

原菌分布特点和耐药情况，细菌鉴定采用迪尔 DL-96全自动鉴定仪进行鉴定和药敏分析。 

结果  224 例分泌物标本中有 12 例标本不合格（生长三种以上细菌），212 例合格标本中单一菌感

染 204 例，混合菌感染 8 例，共分离出感染病原菌 234 株：革兰阳性球菌 78 株（35.1%），以金

黄色葡萄球菌、粪肠球菌、溶血葡萄球菌多见；革兰阴性杆菌 144 株（64.9%），以肺炎克雷伯

菌、铜绿假单胞菌、大肠埃希菌、奇异变形杆菌多见；排列前 5 位的病原菌分别为金黄色葡萄球菌

（20.7%）、肺炎克雷伯菌（15.3%）、铜绿假单胞菌（11.3%）、粪肠球菌（5.9%）和大肠埃希菌

（5.4%）；革兰阴性菌中产超广谱 β -内酰胺酶 (ESBLs )的细菌 15 株, 占肠杆菌科细菌的 

35.6%。药敏试验结果提示多重交叉耐药,革兰阳性球菌对万古霉素、第三代头孢敏感性高，对苯唑

西林、红霉素耐药率最高。金黄色葡萄球菌呈多重耐药性且耐药率高（≥50.0％）; 革兰阴性菌革

兰阴性菌对亚胺培南、氨基糖甙类及 β－内酰胺酶抑制剂类的抗菌药物敏感性高，胺培南和 β－

内酰胺酶抑制剂复合剂耐药率低（≤11.1％），而对其他抗生素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耐药。 

结论  糖尿病足感染的病原菌革兰阳性菌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对万古霉素、第三代头孢敏感性

高；革兰阴性菌以肠杆菌科为主，对亚胺培南、β－内酰胺酶抑制剂类的抗菌药物敏感性高，应加

强对糖尿病足感染的监测，选择敏感抗菌药物，可延缓病情发展并提高治愈率。 

 

 

PU-4395 

血清(1，3)-β-D 葡聚糖联合半乳甘露聚糖检测在 

侵袭性真菌感染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韩海燕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评价血清(1，3)-β-D 葡聚糖 (BG)和半乳甘露聚糖(GM)抗原检测(G/GM 试验)对侵袭性真菌

病(IFD)的临床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份我院呼吸科、老年科及重症监护病房的 93 例高危侵袭性真菌感染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将 34 例确诊和拟诊患者作为阳性组，其余 59 例患者作为阴性组，分别进行血清 BG

水平和 GM 抗原检测，结合真菌培养结果及临床诊断，分析 G 试验和 GM 试验以及二者联合检测对侵

袭性真菌感染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PPV)和阴性预测值(NPV)。 

结果  阳性组、阴性组血清 BG 水平分别为 (277.8±221.1)、(25.4±40.7)pg/mL，GM 抗原检测结

果分别为(2.8±3.1)、(0.4±0.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BG 检测诊断侵袭性真菌病的

灵敏度为 79.4%，特异度为 93.2%，PPV 为 87.1%，NPV 为 88.7%；GM 试验诊断侵袭性真菌感染的灵

敏度为 58.8%，特异度为 93.2%，PPV 为 83.3%，NPV 为 79.7%；二者联合检测的诊断灵敏度为

97.1%，特异度为 86.4%，PPV 为 80.5%，NPV为 98.1%。 

结论  G 试验和 GM 试验联合检测方法简便、快速，能提高侵袭性真菌病的诊断敏感性，减少假阴

性的发生，对侵袭性真菌感染的早期快速诊断比单独检测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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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96 

肾病综合征合并侵袭性肺曲霉病病例一例 

 
朱立强,王林梅,吴武佳,李工厂,裴宁,李巍伟,何燕霞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回顾总结病例，加深医技人员及临床医生对肺曲霉病的认识，更好地诊断类似病例。 

方法  病例回顾 

结果  27 岁，男性，肾病综合征病史 6 年，就医前 20 天无明显诱因开始出现发热，伴有胸闷、咳

嗽，胸部 CT 提示双肺多发空洞；经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支气管灌洗液中革兰染色发现真菌真丝，

多次呼吸道标本培养出烟曲霉菌；连续两次 G 试验阳性，临床拟诊为肾病综合征合并侵袭性肺曲

霉病，经两性霉素 B静脉治疗后，胸部 CT提示较前有明显好转。 

结论  病例回顾分析有助于广大医务人员对相关疾病的认识 
 
 

PU-4397 

2016 年广州地区淋球菌耐药性结果分析 

 
曹文苓 

广州市皮肤病防治所 

 

目的  了解广州地区淋球菌对 7 种抗生素耐药趋势，为临床选择有效抗生素治疗淋病患者提供参考

依据。 

方法  用琼脂稀释法测定青霉素、四环素、环丙沙星、大观霉素、阿奇霉素、头孢曲松、头孢克肟

的最低抑菌浓度（MIC），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标准判定其敏感性。 

结果  109 株淋球菌检出产青霉素酶淋球菌（PPNG）达 33.0％（36/109），质粒介导的高度耐四环

素淋球菌 TRNG 达 29.4％（32/109）,环丙沙星耐药率高达 96.3％（105/109），阿奇霉素耐药率达

14.7%（16/109），大观霉素未发现耐药菌,头孢曲松中度敏感率达 24.8 %（27/109）,头孢克肟中

度敏感率达 33.0%（36/109）。 

结论  头孢曲松、头孢克肟、大观霉素都未见耐药菌株，可以推荐为广州地区淋病患者首选药物，

但前者中度敏感率升高，提示临床应长期监测耐药性的动态变化。 

 
 

PU-4398 

肺炎克雷伯菌调控肺泡 II 型上皮细胞自噬的机制初探 

 
师志云,贾伟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探讨肺泡 II型上皮细胞自噬体与肺炎克雷伯菌相互作用的分子机制。 

方法  体外建立肺炎克雷伯菌（K. pneumoniae）感染 A549 细胞模型，通过免疫荧光染色与

western-blot 实验检测肺炎克雷伯菌不同时间点及不同浓度感染后细胞中自噬相关蛋白 LC3II 的

表达变化及分布情况；进一步采用自噬抑制剂 3-Methyladenine (3-MA) 与激动剂雷帕霉

素 (rapa)干预细胞，观察 K. pneumoniae感染 A549细胞后自噬水平的变化。 

结果  免疫荧光染色与 western-blot 结果显示 K. pneumoniae 能够诱导 A549 细胞产生自噬，随着

感染浓度和时间的增加，细胞自噬逐渐增多，自噬抑制剂可显著下调自噬相关蛋白 LC3-II 的表

达，激动剂则呈现出与之相反的结果。 

结论  自噬在肺泡 II型上皮细胞抵抗肺炎克雷伯菌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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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99 

曲霉菌感染相关检测的对比和联合 

 
张小倩,李永伟,李辉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比较血清中和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的半乳甘露聚糖抗原(GM)的特异性和敏感

性在非中性粒细胞缺乏肺曲霉病人中的诊断价值，确定 BALF 的 GM 阈值。以及血清中 GM 含量和

曲霉菌抗体 IgG 含量检测，以确定联合检测的诊断价值。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法(ELISA)对 BALF 和血清样本进行 GM 检测、且血清同时检测曲霉菌抗体 IgG

的含量。 

结果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间，102 例临床怀疑非粒缺肺曲霉病的患者，且临床和病理支

持诊断的基础上。其中侵袭性肺曲霉病 (n = 36)，社区获得性肺炎(n = 59),非传染性的疾病(n = 12),

或肺结核(n = 5)。GM 的阈值确定为 0.5 时，BALF 中 GM 的敏感性远高于血清(80.56%比

40.35%；P <0.05)，但其特异性无显著性差异(83.78%，86.324%；P >0.05)。阈值设定为 1.5

时，BALF 的 GM 敏感性仍远高于血清 GM 检测(68.25%，24.32%；P < 0.05)，其特异性相似

(92.32%，95.05%；P >0.05)。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得出最佳的诊断阈值，使其对

肺曲霉病的诊断价值达到最佳，当 BALF 的 GM 检测截止值为 1.2 时，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达到

75.32%和 87.52%。血清中 GM 抗原和曲霉菌抗体 IgG 的阳性率分别为 23.23%，60.09%。 

结论  BALF 的 GM 检测对非中性粒细胞缺乏患者的侵袭性曲霉菌病的诊断有价值，且其诊断价值

优于血清 GM 检测。通过 ROC 曲线得出最佳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的 GM 阈值为 1.2。血清中曲霉

菌抗体 IgG 和抗原 GM 应联合检测，以提高检出率。 

 
 

PU-4400 

Mutations in the RT/S gene of hepatitis B virus-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atients with coexistence of 

HBsAg and anti-HBs antibodies 

 
Shipeng Chen1,2,Jia Jian'an1,Fang Meng1,Huang Chenjun1,2,Zhang Zihan3,Zhu Shanfeng3,Gao Chunfang1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Eastern Hepatobiliary Surgery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PR China 

2.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Fuzhou， PR China 

3.Centre for Computational Systems Biology， School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PR China 

 
Objective Several reports have described the persistence of HBsAg associated with anti-HBs 
antibodies in patients. However,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emergence of anti-HBs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patients remains unclear, but one reason might be the selection 
of HBsAg immune escape variants. This study is to assess this hypothesis and to figure out the 
clinical and virological features of this rare pattern. 
Methods 47 HCC patients infected by HBV genotype C were enrolled: 25 carrying both HBsAg 
and anti-HBs (experimental group) while 22 patients solely positive for HBs Ag represented 
control group. RT(reverse transcriptase)/S gene sequences were amplified, then massively 
parallel sequencing(Illumina MiSeq platform) were conducted on HBV genome region from 47 
serum samples. 
Results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the amino acid variability of HBV S protei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Especially within the major hydrophilic region and the 
“a” determinant region. What’s more, these mutations can change the Grand Average of 
Hydropathy of HBsAg. In addition, we found some statistical significantly amino acid sub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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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cytotoxic T lymphocyte (CTL) epitope of HBsAg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Conversely, 
much more amino acid substitutions of HBV RT protein were observed in the catalytic region from 
the control group. Finally, we managed to predict the structural and biochemical effects of these 
amino acid substitutions based on the sequence-to-structure-to-function paradigm. 
Conclusions The coexistence of HBsAg and anti-HBs Ab is associated with amino acid 
variability, suggesting a selection of HBV immune escape mutants. And it is likely that residue 
changes located at major hydrophilic region could alter the immunological properties of the S 
protein. 
 
 

PU-4401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联合血浆 1,3-β-D 葡聚糖检测对侵袭性

念珠菌感染的诊断价值 

 
徐明均 1,马晓薇 1,2 

1.宁夏医科大学 2.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探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与血浆 1,3-β-D 葡聚糖检测（G 试验）对侵袭性念珠菌感染

（ICI）的早期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 2011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某院 ICU 科收治的 195 例 ICI 高危患者的病例资料,参考欧

洲癌症研究治疗组及真菌研究组(EORTC/MSG)拟定的诊断标准,共有确诊组 12 例, 临床诊断组 71

例, 拟诊组 27 例, 非感染组 85 例。应用 MB-80 微生物动态快速检测系统及配套Ｇ试验试剂盒定量

检测患者血浆中 1,3-β-D 葡聚糖的含量(1,3-β-D 葡聚糖含量 ≥10pg/ml 为阳性），同时采用 PCR 技

术检测送检血液样品真菌感染情况，计算荧光定量 PCR 技术与 G 试验单独或联合使用时敏感度、

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并评估其检测效率。 

结果  ICI 感染部位以呼吸道最常见，致病菌以白色念珠菌为主。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检测阳性

者有 79 例，血浆 1,3-β-D 葡聚糖检测阳性者有 86 例。两种检测方式联合使用，其灵敏度、特异

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96.3%、84.6%、79.3%、96.7%；相比两种检测方法单独

使用，其灵敏度、特异度提高，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接近。 

结论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与血浆 1,3-β-D 葡聚糖检测联合应用时，其检出率、准确率均较单独

使用增高，两种检测方法联合使用对侵袭性念珠菌感染诊断价值更大。 

 
 

PU-4402 

血流感染患者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郭艳梅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血培养阳性标本病原菌的分布特点、构成比及耐药情况，以期协助临床提升血流感染治

疗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方法  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 BacT/Alert3D 全自动血液培养仪进行血培养，美国西门子公司 

MicroScan A/S-4 微生物分析仪进行分离菌的鉴定和药物敏感试验，收集 2016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院住院患者送检的 4217 份血培养标本结果，数据用 WHONET5.6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4217 份血标本中分离出病原菌 532 株，阳性率为 12.6%，血流感染在年龄分布上以老年人

居多，50 岁以上患者占 63.4%，其中 61～70 岁以及 71～80 岁两个年龄组最高，分别占 18.2%和

25.2%，新生儿感染率 7.3% 居第四位，而病种分布上，居前三位的分别是心脑血管疾病

（24.2%）、肺部感染（22.7%）和伤口感染（10.9%），提示血流感染更容易在年龄大、机体免

疫力弱、长期患有严重的基础疾病且伴有并发症的重症患者当中发生。分离出的病原菌中，革兰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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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菌占 263 株（49.4%），革兰阳性菌占 225 株（42.3%），真菌占 44 株（8.3%），检出率居前

五名的病原菌依次为大肠埃希菌（24.1%）、金黄色葡萄球菌（14.3%）、表皮葡萄球菌

（9.8%）、肺炎克雷伯菌（8.5%）、铜绿假单胞菌（6.6%）。革兰阴性菌主要对碳青霉烯类、含

β-内酰胺酶抑制剂类、甘氨酰环素类敏感，但鲍曼不动杆菌的多重耐药较为严重；革兰阳性菌对万

古霉素、利奈唑胺敏感性高，糖肽类是治疗耐甲氧西林葡萄菌的首选药物。由于各区域、医院间的

抗生素使用习惯、病种差异、进行侵入性诊疗时对院内感染的控制程度等等因素的影响，临床病原

菌的分布和耐药在不同地域甚至不同医院之间存在差别。 

结论  及时掌握血培养阳性标本分离出的病原菌分布特征和耐药情况，对预防、诊断和控制血流感

染有重要意义。 

 
 

PU-4403 

Red 同源重组技术敲除阴沟肠杆菌中质粒上的 blaNDM-1 基因 

 
刘淑敏,牛敏,杜艳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建立阴沟肠杆菌中超级耐药基因 blaNDM-1 的敲除方法，为携带 blaNDM-1 基因的阴沟肠杆菌生

物学特性的研究奠定基础。 

方法  ①收集本院携带 NDM-1 基因的阴沟肠杆菌，由于菌株本身对氨苄青霉素耐药，序列查找发

现 PvuⅠ限制性酶切位点存在于该质粒的氨苄抗性基因上，且整个质粒中此位点只有一个，为使该

质粒具有新的抗性标记，故需将质粒 pKD46 进行抗性改造：将四环素抗性片段插入质粒 pKD46

中；②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扩增两端与 blaNDM-1 基因上下游同源中间为卡那霉素耐药基因的基

因片段：即以耐四环素的 Red 同源重组质粒 pKD46-tet 为介导，将 blaNDM-1基因替换为卡那霉素耐

药基因片段；③通过质粒 pCP20 表达的 FLP 重组酶将卡那霉素抗性基因片段删除，获得临床阴沟

肠杆菌 blaNDM-1基因敲除株，并通过 PCR 及测序验证 blaNDM-1基因敲除株。 

结果  ① 质粒 pKD46 被成功改造为具有四环素抗性的质粒，命名为 pKD46-tet，初步获得一套能应

用于阴沟肠杆菌 blaNDM-1 基因敲除的 Red 同源重组质粒；② 成功构建阴沟肠杆菌中 blaNDM-1基

因敲除株。 

结论  Red 同源重组技术能够敲除阴沟肠杆菌耐药株质粒上的 blaNDM-1基因。 

 
 

PU-4404 

MALDI-TOF-MS 技术在直接进行尿细菌鉴定方面的 meta 分析 

 
罗晓慧,魏莲花 

甘肃省人民医院 

 

目 的   通 过 对 有 关 基 质 辅 助 激 光 解 析 电 离 飞 行 时 间 质 谱 （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MALDI-TOF-MS）技术在尿标本细菌

快速鉴定方面的历年研究文献数据进行整合与 Meta 分析，探讨该方法在临床尿标本微生物快速鉴

定时的可靠性与准确性。 

方法  运用计算机检索 PubMed、WanFang Data、VIP、CNKI、The Cochrane Library、EMbase 及

CBM 数据库，纳入相关文献后采用 RevMan 5.0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此次研究共纳入 9 篇文献数据，MALDI-TOF-MS 技术在细菌鉴定方面与尿常规培养方法相

比，其合并灵敏度与特异度分别为 0.77 和 1，说明该技术在直接鉴定临床尿标本病原微生物方面

有较高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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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MALDI-TOF-MS 技术能较为快速且准确的鉴定病原菌，且方法简便价格低廉，可视为今后临

床病原微生物检测的重要鉴定试验。 

 
 

PU-4405 

Molecular epidemiology of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 two 
tertiary care hospitals in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Ying Luo1,Wen Zhang1,Jingwei Cheng2,Meng Xiao2,Guirong Sun3,Chengjie Guo1,Mingjun Liu3,Peishan Cong3 

1.Zibo Central Hospital 

2.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3.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incidence and severity of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 (CDI) have markedly 
increased over the past decade. However, there is very limited epidemiological data on CDI in 
China so far, specifically no data in Shandong Provinc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best diagnostic strategy of CDI and to gain data on molecular epidemiology of CDI in Shandong 
Province of China. 
Methods Non-repetitive unformed fecal specimens (n = 504) were investigated by the Glutamate 
Dehydrogenase (GDH), C. difficile Toxin A&B (CDAB) tests and toxigenic culture. Furthermore, 
85 isolat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toxin gene detection,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ribotyping 
and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Results The algorithm of combining GDH and CDAB tests could define diagnosis of 54.2% CDI 
cases and excluded 90% of non-CDI. Further adding the toxigenic culture to the algorithm 
enhanced the detection sensitivity to 100%. Toxigenic strains comprised 84.7% of isolates, 
including A+B+CDT- (71.8%, 61/85), A-B+CDT- (11.8%, 10/85) and A+B+CDT+ (1.2%, 1/85) 
isolates. RT046/ST35 (13.9%, 10/72), RT014/ST2 (12.5%, 9/72), and RT017/ST37 (12.5%, 9/72) 
were the more common genotypes among toxigenic C. difficile strains. The clinical severity score 
of A-B+CDT- toxin genes genotype (3.50±0.85)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A+B+CDT- type 
(2.59±0.93) (p < 0.05). RT046/ST35 isolates were highly prevalent and had high clinical severity 
scores (3.80±0.92). Variations in resistance from different STs were observed. Toxigenic strains 
showed higher resistance rates to erythromycin, clindamycin and ciprofloxacin compared to non-
toxigenic strains (p < 0.05). 
Conclusions The epidemiology of C. difficile in Shandong Province differed from other regions in 
China. Comprehensive optimized diagnosis strategy and continuous surveillance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applied in order to curb the spread of toxigenic C. difficile strains, especially for 
hospitalized patients. 
 
 

PU-4406 

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的两种同源性分析方法的比较 

 
李进 1,胡韦维 2,张峰领 1,黎敏 1,陈鸣 1,邓少丽 1,鲁卫平 1 

1.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检验科 

 

目的  比较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 MS）与脉冲场凝胶电泳(PFGE)对多

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MDR-PA）的同源性，评价 MALDI-TOF MS 对我院 MDR-PA 同源性分析的能

力，以及探讨在临床工作中的推广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2017 年 1-12 月重症监护病房（ICU）住院患者分离的 20 株

MDR-PA，分别应用 PFGE 和 MALDI-TOF MS 进行同源性分析，比较两组结果，明确其是否有克隆传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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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PFGE 分型结果显示菌株 906﹑916﹑919 为同一株菌，耐药表型一致，913﹑918 为同一菌

株，耐药表型一致；MALDI-TOF MS 同源性分析结果显示菌株 906﹑916﹑919 同源性较高，菌株

913﹑918 同源性较高，提示这两株菌在 ICU 病房出现克隆传播。PFGE 和 MALDI-TOF MS 结果一致性

比较，20株菌由 PFGE划分为 6个基因型，而 MALDI-TOF MS则划分为 3个基因型。 

结论  MALDI-TOF MS 分型与 PFGE 方法对比结果不完全相符合，但是在同一菌株克隆相关性分析中

MALDI-TOF MS 分型与传统的金标准 PFGE 比较，体现出较高分辨率和准确性，有较大的临床应用价

值。 
 
 

PU-4407 

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隐球菌性脑炎一例 

 
胡玥,张小倩,李永伟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matosus,SLE）是一种不明原因的，以产生多种

自身抗体和多系统靶器官损害为特点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方法  而新型隐球菌性脑膜炎则是由新型隐球菌引起的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感染性疾病，好发于细

胞免疫功能低下者， 

结果  其临床表现与脑脓肿、脑肿瘤或结核性脑膜炎相似，但该病的治疗周期长，病死率高
[1,2，3]

，

临床上容易出现误诊而耽误病情。 

结论  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matosus,SLE）是一种不明原因的，以产生多种

自身抗体和多系统靶器官损害为特点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而新型隐球菌性脑膜炎则是由新型隐球菌

引起的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感染性疾病，好发于细胞免疫功能低下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艾滋

病、糖尿病、恶性肿瘤、器官移植及大量使用糖皮质激素者。其临床表现与脑脓肿、脑肿瘤或结核

性脑膜炎相似，但该病的治疗周期长，病死率高
[1,2，3]

，临床上容易出现误诊而耽误病情。 
 
 

PU-4408 

噬菌体 PL39 对铜绿假单胞菌 L39 所致小鼠全身感染的疗效探索 

 
李亚辉 1,2,李敏霞 1,2 

1.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 

 

目的  探索在正常鼠血清中对铜绿假单胞菌 L39 具有一定杀菌作用的噬菌体 PL39 对由 L39 所致小

鼠全身感染的疗效，并通过体外实验分析影响疗效的因素。 

方法  建立 L39 所致小鼠全身感染模型，观察 PL39 治疗后小鼠的生存情况和各组织器官中存活细

菌数及活性噬菌体数；分析感染鼠血清中影响 PL39杀菌的因素。 

结果  PL39 治疗组小鼠生存时间与无噬菌体治疗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

小鼠各组织中活菌数和噬菌体数分别与细菌对照组和噬菌体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在感染鼠血清中 PL39 对 L39 无杀灭作用，但在 56℃热灭活 30 min 的感染鼠血清

中，PL39 可杀灭 L39，且与营养肉汤中的杀菌强度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感染鼠血清中 PL39

成斑活性无影响，但 PL39吸附 L39的作用被完全阻断。 

结论  PL39 虽在正常鼠血清中对绿脓杆菌 L39 具有一定杀菌作用，但其对由 L39 引起的小鼠全身

感染却无显著疗效，吸附作用被不耐热物质完全阻断是 PL39失去疗效的重要原因。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379 

 

PU-4409 

基于表面增强拉曼光谱鉴定志贺菌四种血清型 

 
李佳,顾兵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志贺菌感染及对喹诺酮耐药形势严峻，但其检测与药敏需 3 天以上，无法满足临床需求。表

面增强拉曼光谱(SERS)技术具有快速、高灵敏度和指纹特征光谱等优势，利用被测物质与粗糙金属

表面的相互作用来提高拉曼光谱的信噪比，从而得到敏感度和精确度更高的图谱，但对临床样本分

析处于探索阶段。我们尝试将该技术用于志贺菌快速检测，并建立志贺菌主要四种血清型检测的数

据库。 

方法  首先制备纳米银溶胶，通过透射电镜(TEM)、紫外可见(UV-Vis)分光光度仪对所制备的纳米

结构进行分析表征。筛选出 SERS 增强效果最佳的纳米银溶胶作为检测志贺菌的活性基底，分别测

量了 19 株福氏志贺菌、14 株宋内志贺菌、6 株痢疾志贺菌、7 株鲍氏志贺菌的拉曼增强信号，并

通过 SIMCA 软件对所测得的拉曼数据进行正交偏最小二乘法判别分析(OPLS-DA)，结合十折交叉检

验验证此方法的准确性。 

结果  在拉曼位移为 550～1800cm
-1
光谱内，福氏志贺菌有 6 处明显的拉曼谱峰，宋内志贺菌有 7

处明显的拉曼谱峰，痢疾志贺菌有 8 处明显的拉曼谱峰，鲍氏志贺菌有 5 处明显的拉曼谱峰。四种

不同血清型志贺菌的拉曼谱峰位置以及强度区别明显。志贺菌四种不同血清型之间在 OPLS-DA 得分

图虽有一些交叉重叠，但有明显的分离趋势，而且 R
2
 X(cum)=0.983，表明重新组合的几个变量所

能解释的 X 变量的比例已达 98.3% ， 因而说明该模型拟合很好,预测能力较好。通过十折交叉检

验得到测试集的正确率为 95.22%。 

结论  初步研究表明表面增强拉曼光谱结合 OPLS-DA 统计分析可作为临床志贺菌四种血清型检测的

一种手段。 
 
 

PU-4410 

肺炎链球菌和流感嗜血杆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宁静 

中国石化集团胜利石油管理局肛肠病防治院 

 

目的  了解临床分离流感嗜血杆菌和肺炎链球菌的分布及耐药情况，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预

防和控制感染提供确凿的科学的依据。 

方法  收集医院各科室门诊及住院病人 2008~2015 年各类临床标本分离流感嗜血杆菌 92 株、肺炎

链球菌 83 株，均经全自动细菌鉴定仪鉴定，用 K-B 法检测流感嗜血杆菌对常用的 15 种抗生素及肺

炎链球菌对常见的 13 种抗生素的敏感性，并用头孢硝噻吩纸片法检测流感嗜血杆菌产 β-内酰胺

酶情况。 

结果  流感嗜血杆菌和肺炎链球菌主要来源于呼吸道标本，不同季节流感嗜血杆菌的感染率不同，

冬春两季为高发季节，肺炎链球菌感染患者的年龄呈双峰分布，以年龄＜5 岁和＞50 岁的感染者最

多。流感嗜血杆菌对氨苄西林、复方新诺明和头孢呋辛的耐药率较高，产 β-内酰胺酶检出率为

64.17%。肺炎链球菌对红霉素、氯霉素、四环素、克林霉素耐药性非常严重，其中 47 株

（56.63%）为青霉素不敏感肺炎链球菌（PNSP）。 

结论  流感嗜血杆菌和肺炎链球菌耐药情况较为严重，对流感嗜血杆菌和肺炎链球菌的耐药性进行

严密监测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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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11 

肺炎链球菌和流感嗜血杆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宁静 

中国石化集团胜利石油管理局肛肠病防治院 

 

目的  了解临床分离流感嗜血杆菌和肺炎链球菌的分布及耐药情况，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预

防和控制感染提供确凿的科学的依据。 

方法  收集医院各科室门诊及住院病人 2012~2015 年各类临床标本分离流感嗜血杆菌 92 株、肺炎

链球菌 83 株，均经全自动细菌鉴定仪鉴定，用 K-B 法检测流感嗜血杆菌对常用的 15 种抗生素及肺

炎链球菌对常见的 13 种抗生素的敏感性，并用头孢硝噻吩纸片法检测流感嗜血杆菌产 β-内酰胺

酶情况。 

结果  流感嗜血杆菌和肺炎链球菌主要来源于呼吸道标本，不同季节流感嗜血杆菌的感染率不同，

冬春两季为高发季节，肺炎链球菌感染患者的年龄呈双峰分布，以年龄＜5 岁和＞50 岁的感染者最

多。流感嗜血杆菌对氨苄西林、复方新诺明和头孢呋辛的耐药率较高，产 β-内酰胺酶检出率为

64.17%。肺炎链球菌对红霉素、氯霉素、四环素、克林霉素耐药性非常严重，其中 47 株

（56.63%）为青霉素不敏感肺炎链球菌（PNSP）。 

结论  流感嗜血杆菌和肺炎链球菌耐药情况较为严重，对流感嗜血杆菌和肺炎链球菌的耐药性进行

严密监测具有重要意义。 
 
 

PU-4412 

Antibacterial activities and reverse multidrug resistance 
against E. coli by Bletilla striata extracts 

 
储士润 

江油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To illustrate the proof ofBletilla striataextractsonantibacterialeffectsagainstE. coliand its 

bacteriostatic mechanism of reverse multidrug resistance. 

方法  The MICs of two extracts, ethyl acetate extract (EAE) and n-butyl extract (NBE), were 

determined by tube dilution method. Light absorption value of macromolecular substances, total 
leakage rate and total protein content in the nutrient solution were determined by 
spectrophotometer. 

结果  . EAE enhanced more on the absorbance values of macromolecular substance and protein 

expression amount ofE. colithan NBE, while NBE increased better on total leakage rate of small 
molecule substances, total protein content and reverse drug resistance. Both can eliminate 
banding pattern plasmids of multidrug resistance bacteria. 

结论  These resultsreferredthe further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EAE andNBEonantibacterialdrugs. 

 
 

PU-4413 

2014-2016 年河南儿童感染肺炎链球菌 

 
孙静静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河南地区 2014年-2016年儿童肺炎链球菌流行及耐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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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分析 2014 -2016 连续三年河南地区四家医院从临床感染患儿标本中检出肺炎链球菌的

分布特征及耐药情况 

结果  共分析 1787 株肺炎链球菌，在革兰阳性菌中检出率为 17.4%，对青霉素、头孢噻肟、头孢

吡肟、头孢曲松、左氧氟沙星、利福平耐药率比较低，分别为 4.6%、0.5%、0.8%、1.3%、2.5%、

1.8%.耐药率在 95%以上的药物有阿奇霉素、红霉素、克林霉素，另外四环素和复方新诺明耐药率

也较高，分别为 76.9%、57.9%。 

结论  青霉素仍可作为治疗普通肺炎链球菌感染的首选药物；三代四代头孢菌素可用于肺炎链球菌

感染经验性用药及青霉素非敏感的肺炎链球菌治疗；红霉素、克林霉素的耐药率极高，不适合肺链

链球菌的治疗；未发现万古霉素非敏感菌株。 
 
 

PU-4414 

暴露前后，结核分枝杆菌多阶段抗原促进 Th1 型免疫应答 

提供有效保护性 

 
马记磊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帅选出更加有效的疫苗靶抗原用于结核病疫苗的研究 

方法  本研究筛选出五种免疫反应显著阳性的抗原：原发感染阶段抗原 Ag85A；从快速生长期转化

为潜伏期，调节营养和新陈代谢抗原 PhoY2 和 Rv3407；潜伏期 Rv2626c；再活化相关抗原 RpfB；

串联后构建成融合多聚蛋白质 WH121。DMT 佐剂联合融合蛋白 WH121 作为疫苗，BVG 作为对照，评

价疫苗的保护性和分析免疫保护机制。 

结果  融合蛋白 WH121 和单亚组分抗原相比具有更好的免疫原性和保护性。DMT 佐剂联合融合蛋白

WH121 作为疫苗，BVG 作为对照，免疫 C57BL/6 小鼠 9 周或者 18 后，滴鼻感染小鼠，每个小鼠经呼

吸道吸入 80 个结核分枝杆菌 H37Rv，WH121/DMT 能提供持久和有效的抗结核分支杆菌感染保护性。

并且，WH121/DMT 疫苗能增强 BCG 初免抗结核分枝杆菌暴露后的效果，尤其是对脾脏的结核分枝杆

菌的抑制比 BCG 加强免疫组效果显著。WH121/DMT 疫苗有效的保护性主要归功于 WH121 抗原特异性

Th1 免疫应答反应，主要包括增加的抗原特异性 IgG2a/IgG1 比率和免疫小鼠后分泌的高水平 IFN-

γ。值得注意的是，脾脏分泌的高水平 IFN-γ
+
TEM细胞是重要的早期抗感染保护性生物指标,长期保

护性主要依赖于脾脏分泌的 IL-2
+
IFN-γ

+
CD4

+
 T细胞和 IL-2

+
IFN-γCD8+ T 细胞。 

结论  这些发现表明多阶段特异性抗原可能作为有前景的下一代疫苗研究的靶抗原，结核分枝杆菌

多阶段抗原促进 Th1 型免疫应答，提供有效保护性例，如 WH121 抗原，WH121/DMT 还需进一步的临

床前研究。 
 
 

PU-4415 

RNA-SAT 在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诊断中的价值研究 

 
张书婉 1,黄君华 2 

1.西安市儿童医院  2.西安医学院 

 

目的  探讨 RNA恒温扩增技术（RNA-SAT）在诊断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MPP）中的作用。 

方法  选取 221 例临床诊断为社区获得性肺炎（CAP）的患儿为研究对象，其中 MPP 患儿 75 例，非

MPP 患儿 146 例，分别检测咽拭子肺炎支原体（MP）RNA 和血清 MP 抗体（MP-Ab），对两种方法的

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以临床诊断为标准， RNA-SAT 与 MP-Ab 检测法二者的敏感性分别为 65.3%和 64%

（χ2=0.02，P>0.01），特异性分别为 97.9%和 82.9%（χ2=15.75，P<0.01），提示 SAT 与血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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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敏感性无差别，但前者的特异性更好；阳性预测值分别为 94.2%和 65.8%（χ2=26.43，

P<0.01），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84.6%和 81.8%（χ2=1.16，P>0.01），提示 RNA-SAT 阳性结果更能

表明患儿感染了 MP；两种方法的。 

结论  RNA-SAT 作为一种无创的检测技术在儿童 MPP 的早期诊断中有较高的价值，结合 MP-Ab 检测

可以有效提高 MPP的诊断效率。 

 
 

PU-4416 

2009-2016 年八年间孕产妇泌尿生殖道感染常见 

需氧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全秀秀,陈亮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目的  了解孕产妇生殖道细菌感染常见需氧病原菌分布及抗生素敏感性分析。 

方法  对 2009-2016 年本院孕产妇生殖道分离的 880 株病原菌，按照常规方法进行病原菌的鉴定和

药物敏感性试验，药敏试验的结果判断按 CLSl2017 年版标准进行判读，采用 WHONET5．6 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 

结果  孕产妇生殖道细菌感染中,大肠埃希菌检出率最高(31.9%)，其次为白色假丝酵母菌

(29.5%)、无乳链球菌(8.1％)、粪肠球菌(6.4％)、金黄色葡萄球菌(4.3％)；产超广谱 β-内酰胺

酶(extended spectrum beta-1aetamases，ESBLs)的大肠埃希菌检出率为(27%)，其对哌拉西林／

他唑巴坦、亚胺培南和厄他培南的敏感率均为 100%；对阿米卡星、头孢吡肟的敏感率达 90％以

上；粪肠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对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的敏感率均为 100％；无乳链球菌对青霉素

耐药少见，本研究未检出青霉素、万古霉素耐药的无乳链球菌，对克林霉素的耐药率在 30%以上。

白色假丝酵母菌对两性霉素 B、5-氟胞嘧啶、氟康唑敏感率 100%，对伊曲康唑部分耐药。 

结论  孕产妇生殖道细菌感染最常见的需氧病原菌是大肠埃希菌和白色假丝酵母菌，应重视病原菌

的检测，并加强细菌耐药监测，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PU-4417 

531 株洋葱伯克霍尔德氏菌临床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全秀秀,陈亮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目的  了解本院洋葱伯克霍尔德氏菌的临床分布及抗生素耐药性分析。 

方法  分析 2009-2016 年本院各科室送检临床标本中分离的洋葱伯克霍尔德氏菌，按照常规方法进

行病原菌的鉴定和药物敏感性试验。药敏试验的结果判断按 CLSl2017 年版标准进行判读，采用

WHONET5．6软件进行耐药性分析。 

结果  2009 年-2016 年共检出洋葱伯克霍尔德氏菌 531 株，检出科室多集中在重症监护室

（intensive care unit,ICU），呼吸科等，样本类型以痰和血液为主。洋葱伯克霍尔德氏菌对替

卡西林/克拉维酸耐药率为 93.5%，对复方新诺明耐药率最低，为 12.1%。 

结论  医院应重视洋葱伯克霍尔德氏菌的检测，并加强细菌耐药监测，防止院内感染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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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18 

Dissemination of cfr-mediated linezolid resistance among 
Staphylococcus Species isolated from a teaching hospital 

in Beijing, China 

 
Jiyong Jian,Man Zhang 

Beijing Shijitan Hospital， Capital Medicine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report the dissemination of cfr-mediated linezolid resistance among Staphylococcus 
species and the first demonstration of a cfr-positive clinical linezolid-resistant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 obtained in Beijing. Resistance to linezolid is emerging among 
Staphylococci isolates. 
Methods  The three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i collected from a teaching hospital in 
Beijing were identified as linezolid-resistant. One was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other was 
Staphylococcus haemolyticus and the last was Staphylococcus cohnii. The mutations in the 
domain V of 23S rRNA and ribosomal proteins were analyzed. The cfr gene was detected by 
PCR. 
Results The three isolates had no mutations for the23S rRNA, but positive for the gene cfr. 
Mutations in the gene for the ribosomal protein L3, which resulted in the amino acid exchanges 
Gly108Glu, Ser158Phe and Asp159Tyr, were identified in Staphylococcus cohnii X4535. 
Conclusions This is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cfr gene in clinical linezolid-resistant MRSA isolated 
from Beijing. The L3 mutations coupled with cfr may act synergistically and possibly contribute to 
the elevated linezolid MIC result. The potential transmissibility of this agent, even without prior 
exposure to linezolid, may have serious epidemiological repercussions. 
 
 

PU-4419 

Absolute eosinophil count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erum (1,3)-β-D-glucan in patients with invasive fungal 

infections 

 
Pengfei Zhu,Liang Mi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Measurement of serum (1,3)-β-D-glucan has emerged as an important diagnostic 
strategy for invasive fungal infections (IFI), previous studies suggested that eosinophils count 
would be related with the value of serum (1,3)-β-D-glucan. 
Methods 572 blood samples obtained from 126 patients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were analyzed, the unsuitable samples were excluded according to the 
patient selection. 
Results In our study, we found that in the 572 cumulative results, the absolute eosinophil count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value of (1,3)-β-D-glucan (r=0.57;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51-0.63) but not with total leukocyte, neutrophils, lymphocytes, monocytes and basophils. 
Then, we found that there were 126 patients with invasive fungal infections, 109 patients with 
candidiasis infection and 17 patients with aspergillosis infection. In the 109 patients who had 
candidiasis infection, absolute eosinophil count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value of 
(1,3)-β-D-glucan (r=0.59; 95% CI 0.53-0.65). Similarly, we found that 17 patients had 
aspergillosis infection, the absolute eosinophil count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value of 
(1,3)-β-D-glucan (r=0.65; 95% CI 0.51-0.75). Meanwhile, the similar findings in different types of 
Candida species or Aspergillus species in patients were found except in Candida glabrata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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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As a routine and broadly used test, serial absolute eosinophil count is related with 
IFI, it could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progress of IFI 
 
 

PU-4420 

金黄色葡萄球菌 mgrA 基因对万古霉素耐药性的影响研究 

 
刘彩林,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监测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近 5 年来异质性万古霉素中介的金黄色葡萄球菌(hVISA)的流行

性，并进一步研究金黄色葡萄球菌 mgrA基因对万古霉素耐药性的影响。 

方法  采用琼脂稀释法和 E-test 法检测万古霉素对金黄色葡萄球的最小抑菌浓度（MIC）, MHA5T

和菌群曲线分析法(PAP/AUC)鉴定 hVISA，Real-time RT-PCR 法测定 hVISA 和 non-hVISA 菌株中

mgrA基因的 mRNA表达水平，通过 SOE-PCR+同源重组的方法敲除 mgrA基因。 

结果  508 株 MRSA 中共检出 hVISA 72 株，检出率为 14.2%，hVISA 菌株 mgrA 基因的 mRNA 表达水

平是 non-hVISA 菌株的 2.87 倍，明显高于 non-hVISA 菌株(t=8.793, P<0.001)，mgrA 基因缺失可

使万古霉素耐药性下降。 

结论  本地区 hVISA 的流行率为 14.2%，并且 5 年来检出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mgrA 基因与万古霉

素耐药性密切相关，mgrA 基因缺失可使万古霉素耐药性下降，研究为进一步明确金黄色葡萄球菌

对万古霉素的耐药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PU-4421 

慢性乙型肝炎免疫清除期患者血清 HBV RNA 

与其它血清病毒学指标相关性分析 

 
高玉华,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索慢性乙型肝炎免疫清除期患者血清 HBV RNA 与 HBV DNA、表面抗原（HBsAg）、e 抗原

（HBeAg）和 ALT等指标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5 例慢性乙型肝炎免疫清除期患者血清样本，定量检测患者血清 HBV RNA、HBV DNA、

HBsAg、HBeAg和 ALT等指标，分析血清 HBV RNA与其它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25 例免疫清除期患者血清 HBV DNA 均值为 7.63 log IU/ml，而血清 HBV RNA 均值也高达

5.32 log IU/ml，血清 HBsAg 和 HBeAg 分别为 4.01 log IU/ml 和 2.38 log S/CO。相关性分析表

明，血清 HBV RNA 与血清 HBsAg、HBeAg 和 HBV DNA 均有较强的相关性，r 值分别为 0.729、0.650

和 0.709，P均<0.001，而血清 HBV RNA与 ALT之间无相关性（r=-0.113，P=0.591）。 

结论  免疫清除期患者 HBV 病毒复制、转录和表达均处于活跃状态，血清 HBV RNA 与血清 HBsAg、

HBeAg和 HBV DNA均有较强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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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22 

基于氧化石墨烯-光寻址电位传感器对 

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检测技术的建立 

 
王毅超 1,李招云 1,朱杰 1,王中荣 2,谷雅君 3 

1.台州市中心医院（台州学院附属医院）  2.南开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学院 

3.天津医科大学 医学检验学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利用氧化石墨烯高比表面积和表面大量的活性氧基团等理化优点，将其应用于对

泌尿生殖道支原体 DNA检测的研究，旨在将其构建为快速、可靠的床旁检测技术。 

方法  1）通过改良 Hummers 法合成氧化石墨烯，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和扫描电子显微镜表征后用于

修饰芯片。建立氧化石墨烯-光寻址电位传感器（GO-LAPS）芯片。2）选取环介导等温扩增技术

（LAMP）作为芯片杂交的扩增技术。按照 LAMP 引物设计原则对解脲脲原体（UU）、人型支原体

（MH）和生殖支原体（MG）的特异性基因序列设计引物，筛选最优引物。探索最佳反应时间和反应

温度。3）研究 LAMP 对泌尿生殖道支原体临床样本核酸粗提扩增的方法。 4）LAMP 联合 GO-LAPS

芯片对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检测方法的建立。探索不同修饰位点的探针和最佳探针浓度。5）杂交反

应条件的优化。6）灵敏度、特异度的研究以及检测标准化流程的建立。7）新技术在临床样本中的

检测结果与普通 PCR法检测结果的对比分析。 

结果  氧化石墨烯通过改良的 Hummers 方法，超声剥离后制备。实验研究发现 LAMP 检测泌尿生殖

道支原体的最佳反应时间为 60min；对 UU、MH 和 MG 检测的最适反应温度分别为 61℃、63℃和 63

℃。实验结果得出 LAMP 联合 GO-LAPS 检测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时，氨基修饰探针的位点对实验结果

无影响，芯片固定探针的最佳浓度是 1nM，杂交充分反应的时间不少于为 30min。LAMP-GO-LAPS 检

测 UU、MH 和 MG 的灵敏度分别为 10pg/uL，100pg/uL 和 100pg/uL，且特异性良好。对临床样本检

测与普通 PCR 检测结果比较，测序确认后说明 LAMP-GO-LAPS 检测技术与普通 PCR 检测技术相比一

致性好。 

结论  本研究构建了对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检测的新型检测技术。该技术具有标本前处理简单、所需

时间短、不需要复杂的实验设备等优点，有望在基层检测和床旁检测中推广使用。 
 
 

PU-4423 

连续 5 年脲原体属和人型支原体体外药物敏感性回顾性分析 

及喹诺酮类耐药机制研究 

 
刘亚丽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分析北京协和医院连续 5 年脲原体属和人型支原体培养及体外药物敏感性特点，并分析喹诺

酮类耐药的相关机制。 

方法  该研究针对北京协和医院连续 5 年通过体外培养方法检测出的脲原体属和人型支原体，结合

患者和菌种信息，分析其体外药物敏感性的特点。同时，针对喹诺酮类药物的耐药特点，检测

DNA 促旋酶（GyrA/GyrB）和拓扑异构酶Ⅳ（ParC/ParE）序列的突变情况。 

结果  整体上脲原体属混合人型支原体的敏感性明显低于脲原体属或人型支原体单独的体外敏感

性；除大环内酯类外，脲原体属对喹诺酮类、四环素类、交沙霉素、原始霉素、强力霉素的敏感性

低于人型支原体。此外，女性患者体内分离的脲原体属对阿奇霉素、红霉素、克拉霉素、氧氟沙星

的体外敏感性较男性患者低。微小脲原体对大部分抗菌药物的敏感率高于解脲脲原体的敏感率，尤

其是微小脲原体对四环素的敏感率明显高于解脲脲原体（差值 25.8%），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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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此外，该研究从 GyrA、GyrB、ParC 和 ParE 的序列中共发现了 21 个突变位点。其

中，ParC 的 S83L 突变占 96.22%，为最主要的突变位点；同时，也分别检测到了 ParC 的 A136T

和 ParE 的 R448K 突变，以及一例 GyrA L176F 和 ParC S83L 的联合突变。此外，该研究还发现

了 6 个新的突变位点（ParC 的 L540F、R718W、Q767E、S789N、M828I 和 I831T）。 

结论  体外药物敏感性与感染种属、菌种、患者性别有关。耐药机制的研究结果表明，单独 ParC

氨基酸序列的改变为该研究的主要耐药机制，而新发现突变位点，其是否与喹诺酮类耐药相关还需

要后续更深入的研究。 

 
 

PU-4424 
 

4681 株肠杆菌科细菌耐药性分析 

 
杨璐,陈文林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1 日年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临床分离的肠杆菌

科细菌的分布构成比和耐药特点 

方法  选取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1 日各临床科室就诊的住

院和门诊患者所送检标本中分离的肠杆菌科细菌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WHONET5.6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SPSS17.0进行卡方检验。 

结果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1 日自临床标本中共检出肠杆菌科细菌 4681 株，肺炎克雷

伯 1089 株，大肠埃希菌的检出率最高，占 54.6%，肺炎克雷菌其次，占 23.26%。标本来源中分离

率最多为尿液标本(占 34.93％)，其次无菌体液占 20.29％，血液标本和呼吸道标本各占 19.97

％。科室来源中分离率最高的科室为泌尿外科占 35.71％。药敏试验结果显示，大肠埃希菌对氨苄

西林、哌拉西林、头孢呋辛的耐药率分别为 91.9%、69.1%、66.9%。产 ESBLs 的菌株无论是大肠埃

希菌还是肺炎克雷菌均呈现出更高的耐药性。 

结论  肠杆菌科细菌尤其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菌对多数临床常用抗菌药物呈高度耐药。不同科

室、不同标本来源的肠杆菌科细菌对常见抗菌药物有着不同的耐药特性。碳青霉烯酶类抗生素（亚

胺培南、美洛培南）仍是治疗肠杆菌科细菌感染的敏感药物 

 
 

PU-4425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the dynamic serum procalcitonin 
and C-reactive protein levels on therapeutic effect and 

prognosis of pneumonia 

 
shuren guo,Ming Li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disease severity and prognosis by observing the kinetic change of 
procalcitonin (PCT) and C-reactive  protein (CRP) for pneumonia patients. 
Methods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6 from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patient information including ag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and number of comorbidities were recorded. Blood samples were taken for 
CRP, PCT, white blood cell count (WBC).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was 
used to verify each biomarker's association with therapeutic effect and the prognosis of 
pneumonia.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identify which of these clinical 
parameters were statistic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pneumonia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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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ree hundred and fifty patients were enrolled. ROC analysis showed serum CRP5c 
setting at -4.524 had the highest efficiency in predicting the pneumonia outcomes. CRP levels on 
day1, day3 were significant associated with pneumonia outcomes. PCT levels on day5 (OR 1.134, 
95%CI 1.056-1.219, p=0.001)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pneumonia outcomes.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showed there were week correlation between CRP levels on day1 
(OR 0.987, 95%CI 0.977-0.996, p=0.006), day3 (OR 1.008, 95%CI 1.002-1.014, p=0.013) and 
pneumonia outcomes. PCT levels on day5 (OR 1.134, 95%CI 1.056-1.219, p=0.001)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pneumonia outcomes. 
Conclusions Serum initial CRP levels have moderate predictive value for pneumonia prognosis. 
PCT levels on day5 during disease provided additional prognostic information. The dynamic CRP 
and PCT levels may potentially be used in the future to help monitor therapeutic effect and predict 
pneumonia outcome. 
 
 

PU-4426 

炎性细胞因子与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精神发育的相关性分析 

 
肖鸽飞,周翔,李桦,陈强,姜莹,赵艳玲,周玉球 

珠海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探讨炎性细胞因子与孤独症谱系障碍(ASD)的相关性，寻找诊治该病的新的血清标志物。 

方法  采用蛋白芯片技术对珠海市妇幼保健院 2015年 6 月-2017 年 5月就诊的 70 名 ASD病例及 70

名正常对照儿童血清样本的 GM-CSF、IL-5、IL-13、MIG、MIP-1α、MIP-1β、PDGF-BB、RANTES、

TIMP-1、TIMP-2和 TNF RII 等 11种炎性细胞因子进行测定分析。 

结果  ASD 病例组的 GM-CSF、IL-5、IL-13、MIG 及 MIP-1α 五种炎性细胞因子与正常对照组间存

在显著性差异（t=4.857，2.364，4.024，2.209，-5.054，P＜0.05），其中 GM-CSF、IL-5、IL-

13、MIG 等因子在病例组中的水平高于对照组，而 MIP-1α 水平则前者低于后者，且此因子与 ASD

患儿的精神发育迟滞有关（t=2.568，P＜0.05）。 

结论  血清 GM-CSF、IL-5、IL-13、MIG 水平增高和 MIP-1α 水平降低与 ASD 发病有关，且低水平

的 MIP-1α 与 ASD 儿童的精神发育迟滞有密切联系，这为从神经免疫学角度对 ASD 患儿进行早期干

预提供了科学依据。 
 
 

PU-4427 

长沙市气传真菌的分布特点及其与儿童特应性皮炎的关系 

 
何谢玲,刘娜,汤建萍,祝兴元,唐金玲,韦祝,常静 

湖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调查分析长沙市区气传真菌的种类、数量、不同季节飘散规律，探讨其与儿童特应性皮炎的

关系。 

方法  于 2014 年 11 月-2015 年 10 月，在湖南省儿童医院门诊楼 4 楼楼顶安放取样器，采用空气

曝片法，每日曝片 1 张，对收集到的玻片进行真菌的鉴定和计数。记录同期长沙地区的温度、湿度

及可吸入颗粒物(Inhalable Particulate Matter, PM10)。同期对该院特应性皮炎的患者进行发病

季节的调查，并分析其与气传真菌浓度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全年共观察到真菌种类 67 种，收集到真菌孢子 36425 个，全年优势真菌为枝孢属、黑粉

菌、链隔孢、粘菌纲、小戴顿菌和小球腔菌。气传真菌飘散的高峰为 10 月-12 月、2 月-5 月。我

院全年诊断长沙市儿童特应性皮炎 804例，发病高峰期为 10月-12月、3-8月。 

结论  长沙地区气传真菌孢子数与长沙全年温度不相关，与湿度和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呈正相关，有

统计学意义（P＜0.05）。长沙地区儿童特应性皮炎发病与真菌孢子数呈正相关，有统计学意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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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与长沙地区的温度、湿度及 PM10 无相关性。长沙地区气传真菌可能能促进儿童特应性

皮炎的发病。 
 
 

PU-4428 

Determinant roles of gender and age on SII, PLR, NLR, LMR 
and MLR and Their Reference Intervals Defining in Henan, 

China: a Posteriori and Big-data-based. 
 
Xianchun Meng1,Qian CHANG 1,Yuying LIU 2,Ling CHEN 3,Gaohui WEI 1,Jingjing YANG 1,Ruoyu PENG 1,Guang 

SHI 1,Peiguo ZHENG 1,Fucheng HE 1,Wanhai WANG 1,Liang MING1 
1.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2.Physical Examination Department，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52， China 

3.Clinical Laboratory， People’s Hospital of Jiangyou， Mianyang， Sichuan 621700， China 

 
Objective We aimed to establish RIs of SII, PLR, NLR, LMR and MLR for healthy person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n a cohort of ostensibly healthy, aged no less than 18 years 
old physical examinees who took health examination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in 2013 was 
conducted . And another cohort of 450 persons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to July in 2016 is 
included for validations of RIs. 
Results RIs of SII, PLR, NLR, LMR and MLR were: SII: [161,701]; PLR: 18-65 year-old: 
[61,179]/>65 year-old: [55,179]; NLR: 18-65 year-old male: [0.90,2.94]/18-65 year-old female: 
[0.85,3.06]/>65 year-old male: [0.95,3.57]/aged >65 year-old female: [0.83,3.30]; LMR: 18-65 
year-old male: [2.50,7.50]/18-65 year-old female: [2.75,8.50]/>65 year-old male: [2.16,7.41]/>65 
year-old female: [2.40,8.33]; MLR: 18-65 year-old male: [0.12,0.35]/18-65 year-old female: 
[0.10,0.32]/>65 year-old male: [0.12,0.41]/>65 year-old male: [0.11,0.33]. 
Conclusions RIs of SII, PLR, NLR, LMR and MLR of people in central China were established 
and validated. 
 
 

PU-4429 

促甲状腺激素和 apoB/apoA 与支架内再狭窄的关系 

 
徐阳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促甲状腺激素（TSH）和 apoB/apoA与支架内再狭窄的关系。 

方法  连续收集于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行支架植入术后复查造影的患者 340 例，根据造影结

果将研究对象分为再狭窄组（ISR，n=31）和非再狭窄组（non-ISR,n=309）。根据血清 TSH 水平，

将再狭窄组按照三分位数法分为低（n=10）、中（n=10）、高（n=11）TSH 水平组（A、B、C

组），并比较 3组间血脂水平的差异。应用相关性分析研究 TSH和 apoB/apoA的关系。 

结果  ISR 组的 TSH、apoB/apoA 较 non-ISR 组高（P＜0.05）。C 组的 TSH、apoB/apoA 较 A、B 组

高（P均＜0.05），B组的 TSH、apoB/apoA水平较 A组高（P＜0.05）。 

ISR 组 apoB/apoA、总胆固醇（TC）与 TSH 呈正相关，r 分别为 0.725 和 0.448（均为 P＜0.05）。

TSH 为支架内再狭窄的独立危险因素，OR值为 1.475（P＜0.001）。 

结论  apoB/apoA、TC与 TSH 呈正相关；TSH为支架内再狭窄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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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30 

MicroRNA-10a targets CHL1 and promotes cell growth, 
migration and invasion in human cervical cancer cells 

 
meijing long1,Fu-Xia Wu2,Pu Li3,Min Liu2, Xin Li2,Liang Ming1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2.Tianjin Life Science Research Center and Basic Medical School，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3.Tianjin Central Hospital of Gynecology Obstetrics， Tianjin， China 

 
Objective MicroRNAs (miRNA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ancer initiation, progression and 
metastasis by regulating their target genes. Here, we found microRNA-10a (miR-10a) is 
upregulated in human cervical cancer and promotes the colony formation activity,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HeLa and C33A cells. Subsequently, CHL1 is confirmed as a target of miR-10a and is 
negatively regulated by miR-10a at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Futhermore, knockdown of CHL1 
expression results in increased colony formation activity, migration and invasion. Finally, 
overexpression of CHL1 lacked the 3’UTR abolished the effects of miR-10a. Our results may 
provide a strategy for blocking tumor metastasis. 
Methods MicroRNAs (miRNA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ancer initiation, progression and 
metastasis by regulating their target genes. Here, we found microRNA-10a (miR-10a) is 
upregulated in human cervical cancer and promotes the colony formation activity,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HeLa and C33A cells. Subsequently, CHL1 is confirmed as a target of miR-10a and is 
negatively regulated by miR-10a at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Futhermore, knockdown of CHL1 
expression results in increased colony formation activity, migration and invasion. Finally, 
overexpression of CHL1 lacked the 3’UTR abolished the effects of miR-10a. Our results may 
provide a strategy for blocking tumor metastasis. 
Results MicroRNAs (miRNA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ancer initiation, progression and 
metastasis by regulating their target genes. Here, we found microRNA-10a (miR-10a) is 
upregulated in human cervical cancer and promotes the colony formation activity,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HeLa and C33A cells. Subsequently, CHL1 is confirmed as a target of miR-10a and is 
negatively regulated by miR-10a at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Futhermore, knockdown of CHL1 
expression results in increased colony formation activity, migration and invasion. Finally, 
overexpression of CHL1 lacked the 3’UTR abolished the effects of miR-10a. Our results may 
provide a strategy for blocking tumor metastasis. 
Conclusions MicroRNAs (miRNA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ancer initiation, progression and 
metastasis by regulating their target genes. Here, we found microRNA-10a (miR-10a) is 
upregulated in human cervical cancer and promotes the colony formation activity,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HeLa and C33A cells. Subsequently, CHL1 is confirmed as a target of miR-10a and is 
negatively regulated by miR-10a at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Futhermore, knockdown of CHL1 
expression results in increased colony formation activity, migration and invasion. Finally, 
overexpression of CHL1 lacked the 3’UTR abolished the effects of miR-10a. Our results may 
provide a strategy for blocking tumor metastasis. 
 
 

PU-4431 

线粒体 DNA 单倍型遗传背景下长寿机制的初步研究 

 
马琳,明亮 

郑大一附院 

 

目的  前期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人群中线粒体 D4a 与 B4a、N9 分别是长寿人群高频、低频单倍

型。我们构建细胞核相同线粒体 DNA 单倍型不同的融合细胞模型，开展相关的线粒体功能实验，以

初步探究线粒体 DNA单倍型遗传背景下长寿的相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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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通过限制性内切酶切、琼脂糖凝胶电泳方法鉴定出三种单倍型个体，抽取其外周血，提取血

小板与去除线粒体的 143B 骨肉瘤细胞融合，构建单倍型融合细胞株 D4a、B4a、N9。融合细胞株进

行的实验有： 

线粒体 DNA 全序列分析；氧化磷酸化呼吸功能；线粒体能量产生；线粒体膜电位水平；细胞氧自由

基 RO生成量；线粒体 DNA拷贝数水平；线粒体 DNA(mtDNA)编码呼吸链复合体亚基表达水平。 

结果  线粒体融合细胞模型功能实验结果显示，长寿高频单倍型 D4a 其耗氧率，ATP 能量生成量，

自由基 ROS 生成量，相对单倍型 B4a 和 N9 偏低。线粒体 DNA 编码的大部分呼吸链复合体亚基 mRNA

表达水平及复合体 I和 III 含量，长寿高频单倍型 D4a低于长寿低频单倍型 N9。 

结论  我们推测长寿高频单倍型 D4a 相对长寿低频单倍型 B4a 和 N9 人群更倾向于抵抗衰老、寿命

延长的机制可能是：在特定的线粒体 DNA 单倍型遗传背景下，该单倍型线粒体呼吸链复合体蛋白含

量的相对偏低，含量相对较低的氧化磷酸化复合体系统使得其相应的线粒体功能相对减弱，产生的

ROS 相对减少，氧化应激作用相对较低，对机体蛋白质，脂类和核酸的氧化损伤降低，或者是 ROS

参与的信号通路发生变化，从而有利于延缓衰老、延长寿命。 

 
 

PU-4432 

河南和湖北地区汉族人群 NEIL3rs12645561 多态性与冠状动脉

硬化严重程度的相关性研究 

 
王雪玢,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评估中部地区湖北和河南汉族人群 Nei 核酸内切酶 VIII 样蛋白 3（NEIL3）基因 rs12645561

多态性位点与冠状动脉硬化严重程度的相关性。 

方法  以 947 例经冠状动脉造影病例为研究对象，采用病变支数得分和 Gensini 得分评估冠状动脉

硬化严重程度；采用高分辨率熔解曲线进行 rs12645561 基因分型； ELISA 法检测血浆 NEIL3 蛋白

水平。 

结果  rs12645561 T 风险等位可增加冠心病风险（c2
=12.165，P<0.05），并与病变支数得分和

Gensini 得分明显相关（c2
分别为 14.745 和 15.615，P 均<0.05）；rs12645561 CT+TT 风险基因

型、体重指数>25kg/m
2
、高脂血症和吸烟是 Gensini 得分增高的独立危险因素（OR 分别为 1.50、

1.54、2.01、1.42，P 均<0.05）；血浆 NEIL3 蛋白水平与 rs12645561 基因型分布、病变支数得分

和 Gensini得分呈负相关（P均<0.05）。 

结论  rs12645561 与湖北和河南地区冠状动脉硬化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并可影响 NEIL3 蛋白表

达。 
 
 

PU-4433 

Novel multiple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ponatinib inhibits 
bFGF- activated signaling in neuroblastoma cells and 

suppresses  neuroblastoma growth in vivo 

 
yongfeng wang,Liang Mi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Neuroblastoma (NB)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pediatric malignancies in children. 
Abnormal activation of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s contributes to the pat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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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herefore, targeting tyrosine kinase receptors to cure NB is a promising strategy. Here, 
we report that a multi-targeted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ponatinib inhibited NB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duced NB cell apoptosis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Results In addition, ponatinib suppressed the colony formation ability of NB cells. Mechanistically, 
ponatinib effectively inhibited the FGFR1-activated signaling pathway. Ponatinib also enhanced 
the cytotoxic effects of doxorubicin on NB cells. Furthermore, ponatinib demonstrated anti-tumor 
effcacy in vivo by inhibiting tumor growth in an orthotopic xenograft NB mouse model.  
Conclusions In summary,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ponatinib inhibited NB growth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PU-4434 

炎症负调节分子 TIPE2 参与哮喘高凝状态的作用机制初探 

 
赵俊伟,时光,平杰丹,孙晓旭,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明确支气管哮喘患者体内 TIPE2 和 TF 表达情况，初步探讨炎症负调节分子 TIPE2 参与哮喘

高凝状态的作用机制。 

方法  Western blot 法检测哮喘患者和健康对照者 PBMCs 中 TIPE2、TF 的表达情况，ELISA 法检测

血浆中 TF 蛋白表达水平。RT-PCR 法检测屋尘螨提取液刺激 THP-1 细胞中 TIPE2、TF mRNA 表达水

平的变化。构建重组腺病毒 Adv-TIPE2，转染 THP-1 细胞，RT-PCR 法检测 TIPE2 过表达对 THP-1 细

胞中 TF表达的影响。 

结果  与健康对照者相比，哮喘患者体内 TIPE2 蛋白水平降低，TF 蛋白水平升高，且 TIPE2 蛋白

水平与 TF 蛋白水平呈负相关（p<0.01）。屋尘螨提取液可降低 THP-1 细胞中 TIPE2 mRNA 的表达水

平，而升高 TF mRNA 的表达水平，当浓度为 1μg/ml 时，刺激时间 4h 时变化最明显（p<0.01）。

成功构建了重组腺病毒 Adv-TIPE2，过表达 TIPE2 基因的 THP-1 细胞内 TF mRNA 表达水平显著降低

（p<0.01）。 

结论  炎症负调节分子 TIPE2 可能通过调节凝血物质 TF的表达而参与支气管哮喘的发病机制。 
 
 

PU-4435 

SIRT1 在黑色素瘤转移中的作用及分子机制 

 
孙婷,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黑色素瘤具有高度转移性，阐明黑色素瘤转移的分子机制对提高黑色素瘤的治疗效果具有重

大意义。SIRT1 是 NAD+依赖性的去乙酰化酶，与多种肿瘤的转移相关，本研究目的是揭示 SIRT1 在

黑色素瘤转移中的作用及分子机制。黑色素瘤具有高度转移性，阐明黑色素瘤转移的分子机制对提

高黑色素瘤的治疗效果具有重大意义。SIRT1 是 NAD+依赖性的去乙酰化酶，与多种肿瘤的转移相

关，本研究目的是揭示 SIRT1 在黑色素瘤转移中的作用及分子机制。 

方法  TCGA 数据库分析，临床黑色素瘤标本的免疫组化分析，Westernblot，细胞侵袭和迁移实

验，免疫共沉淀，免疫荧光，自噬流检测。 

结果  通过 TCGA 数据库分析及黑色素瘤组织免疫组化分析，发现 SIRT1 在转移性黑色素瘤中高表

达，且 SIRT1 高表达促进黑色素瘤细胞发生 EMT 并增强了黑色素瘤细胞的侵袭迁移能力。我们原有

研究已表明 SIRT1 能诱导 Beclin1 去乙酰化，进而促进自噬体成熟和降解。在该研究中，我们发现

EMT 关键蛋白 E-cadherin 可以通过自噬途径降解，SIRT1 可以通过去乙酰化 Beclin1 促进 E-

cadherin自噬性降解。E-cahherin降解诱导 EMT发生并增强了黑色素瘤细胞的侵袭迁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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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SIRT1 通过增强 E-cadherin 的自噬性降解诱导黑色素瘤细胞发生 EMT 并促进黑色素瘤转

移。 
 
 

PU-4436 

Trichostatin A, a histone deacetylase inhibitor, suppresses 
proliferation and promotes apoptosis of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lines 

 
Junfen Ma,Xiaobing Guo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Histone deacetylases (HDACs)-mediated epigenetic modification plays crucial roles in 
numerous biological processes. Here, we treated ESCC cells with trichostatin A (TSA) and 
evaluated its antitumor effects and related mechanism. 
Methods The proliferative ability of the ESCC cells tre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TSA 
was assessed by the MTT, flow-cytometry and apoptosis assay. The protein levels of p21, p27, 
Bcl-2 and Bax were investigated by western-blot. 
Results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SA can suppress the proliferation of ESCCs, cause G1 
phase arrest and induce cell apoptosis Furthermore, we found that TSA inhibited the expression 
of PI3K, and reduced the phosphorylation of Akt and ERK1/2. The high levels of acetylated 
histone H4 were detected in TSA-treated ESCC cell lines.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SA supresses ESCC cells growth by inhibiting the 
activation of the PI3K/Akt and ERK1/2 pathways through epigenetic regulation.  
 
 

PU-4437 

657 例甲、乙型流感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分析 

 
刘夏楠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的急性呼吸道传染

病。本文分析 2018 年 1 月下旬至 2018 年 3 月上旬期间本院甲型流感病毒和乙型流感病毒核酸检测

情况，并对此次季节性流感特点进行描述分析。 

方法  采用荧光定量 PCR 方法对 657 例具有流感症状患者的痰液标本、咽拭子标本或者肺泡灌洗液

标本等进行甲、乙型流感病毒核酸检测，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在 657 例标本中，检出甲型流感病毒 173 例，阳性率为 26.3318%；检出乙型流感病毒 88

例，阳性率为 13.3942%；同时检出甲乙型流感病毒 15 例，阳性率为 2.2831%。标本类型分析，收

到痰液标本 316 例；检出甲乙型流感病毒 145 例，阳性检出率为 45.8861%；收到咽拭子标本 336

例，检出甲乙型流感病 98 例，阳性检出率为 29.1667%；收到肺泡灌洗液标本 5 例，检出甲乙型流

感病毒 3例。 

结论  此次冬季流感以甲型流感病毒感染为主，甲型流感病毒阳性检出率显著高于乙型流感病毒；

且痰液标本甲乙型流感病毒核酸阳性检出率高于咽拭子标本。应用荧光定量 PCR 技术对流感病毒进

行检测特异性高、敏感性高，在感染早期即可有效检出病毒感染，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

检验手段，应得到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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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38 

miR-33 对线粒体、糖脂代谢关键基因的调控作用 

 
景伟 1,袁二凤 2,明亮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异常的 miRNA-33a/b表达水平与代谢类疾病发生的关系。 

方法  miRNA-33a/b 是定位于 SREBP 基因内含子的 miRNA，其可通过抑制线粒体功能相关基因

PPARGC1、PDK4 等的表达以实现对细胞内线粒体呼吸供能状态的调控。此外，miRNA-33a/b 还可以

靶向作用于糖脂代谢关键基因 G6PC、PCK1、ABCA1、CPT1A、CROT 等在体内糖脂代谢的调控中发挥

重要作用。 

结果  异常的 miRNA-33a/b 表达水平与代谢类疾病发生有重要的关系 

结论  异常的 miRNA-33a/b 表达水平与代谢类疾病发生有重要的关系 
 
 

PU-4439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hylation status of 
HPV-16 E2 binding sites and cervical lesions 

 
xiaofu li,Huanhuan Li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Methylation status of the four E2 binding sites (E2BSs) in the HPV-16 genome may 
upregulate expression of E6/E7 oncogenes, leading to cervical carcinogenesis.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methylation status of E2BSs in the HPV-16 long control region (LCR) 
in clinical cervical samples. 
Methods Methylation status of the four E2BSs in 43 clinical cervical samples with HPV-16 
infection was quantitatively detected using pyrosequencing. Meanwhile, Quantivirus® HPV E6/E7 
RNA 3.0 assay (bDNA) was used to detect E6/E7 mRNA levels in the corresponding specimens.  
Result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methylation status of E2BS1, 2 and 4 sites in high-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s (HSIL) and cervical cancer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for 
asymptomatic HPV-16 infection and low-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s (LSIL) (all 
P<0.05). Furthermore, in HSIL and cervical cancer, E2BS1 showed higher methylation levels 
compared to E2BS4 (Z=-2.499, P=0.012). Methylation status of HPV-16 E2BS1 and 2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6/E7 mRNA levels (rs=0.529 and 0.512 respectively, P<0.01).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nalysis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E2BSs methylation and E6/E7 mRNA. E2BS2 achieved 77.8% sensitivity with 92.0% specificity, 
and E6/E7 mRNA achieved 61.1% sensitivity with 88.0% specificity.  
Conclusions Methylation status of E2BSs in HPV-16 LCR may potentially block the inhibitory 
function of E2 and lead to upregulated expression of the E6 and E7 oncogenes. Methylation 
status of E2BSs, particularly E2BS2, may have utility as a diagnostic marker for the severity of 
cervical lesion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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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40 

CRISPR / Cas9 介导的小鼠胰腺癌细胞 ΔNp63α 敲入 

及其在胰腺癌细胞中的作用 

 
李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本研究用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将 ΔNp63α 基因定点敲入小鼠胰腺癌细胞 DT6606，并

对其在肿瘤细胞增殖、迁移、细胞干性和药物敏感性等方面的作用进行研究。 

方法  利用 lipo2000 脂质体转染试剂，将同源重组打靶载体 pRosa26-ΔNp63α 和 px330-Rosa26-

sgRNA 载体共转染小鼠胰腺癌细胞 DT6606，通过抗性标记博来霉素(Zeocin)筛选，初步获取具有

抗性的转染细胞，用 PCR 鉴定 ΔNp63α 是否敲入。用 qPCR 检测 Rosa26 基因片段的含量来对

ΔNp63α插入位置定位。 

结果  相较于 DT6606 细胞，1B9 细胞形态发生了变化，细胞可呈卵圆形且成团生长，细胞间的界

限不清，2D5 细胞无明显变化。相较于 DT6606 细胞，2D5 细胞有更强的增殖能力和迁移能力，

1B9 细胞的增殖能力明显降低，迁移能力无变化。肿瘤干细胞成球实验中，1B9 和 2D5 的球体量都

增多，但 1B9 细胞有更多的球体数量（p<0.001）。相对于 DT6606 细胞，1B9 和 2D5 对胰腺癌化

疗药吉西他滨的敏感性增高；其中 1B9 的敏感性低于 2D5（p<0.001） 

结论  1.成功的构建了在 Rosa26 位点定点插入并高表达 ΔNp63α 的小鼠胰腺癌细胞 DT6606 的细

胞亚系 1B9 和 2D5。 

2. 小鼠胰腺癌细胞在亚系形成、增殖、迁移、细胞干性和化疗药物敏感性等方面存在异质性。 

3. 在 Rosa26 位点定点敲入 ΔNp63α 可促进小鼠胰腺癌细胞的干性并提高其对化疗药物吉西他滨

的敏感性。 

 
 

PU-4441 

一例 EDTA 诱导血小板假性减少的分析及处理 

 
蔡伟,薛建江,刘定华,刘欢,何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目的  探讨 EDTA诱导血小板假性减少的分析及处理措施。 

方法  采用不同类型的抗凝管（枸橼酸钠抗凝及 EDTA-K2 抗凝）采集血液，Sysmex XE-2100 以血

小板通道荧光染色法检测血小板，并辅以手工法作为对照。 

结果  枸橼酸钠抗凝管即刻检测血小板结果为 118х10
9
/L，与 EDTA-K2 检测结果（68х10

9
/L）差

别较大。遂取血推片镜检，枸橼酸钠抗凝管镜检血小板大小不一，分布不均，未见血小板聚集，

EDTA-K2 抗凝管可见血小板聚集。30 分钟后再行检测，枸橼酸钠抗凝管、EDTA-K2 抗凝管血小板的

结果分别为 82х10
9
/L、57х10

9
/L。放置 1 小时两管检测的结果分别为 76х10

9
/L、45х10

9
/L。推

片镜检，镜下观察到血小板分布不均，大小不一，血小板呈毛刺状且不规则地聚集，与 EDTA-k2 抗

凝血镜下形态相同。手工法血小板计数结果为 102х10
9
/L。 

结论  EDTA-k2 对该类患者诱导血小板聚集的作用较大，易造成血小板计数假性减少，故对于此类

患者的血常规应使用“双管”采血并及时送检，考虑到手工法存在某些缺陷，如充池的情况，盖玻

片的情况和计数池构成的体积是否达标，镜下血小板形态的辨认，大血小板和白细胞的鉴别等。对

于该类病例，血小板的结果应以枸橼酸钠抗凝血仪器法血小板通道荧光染色法即刻检测的结果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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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42 

1 例 EDTA 诱聚导致血小板假性降低引起的思考 

 
李文悌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女性 26 岁，孕 38 周，因在当地医院孕检发现血小板降低，来本院产科住院待产，无其他不

适，抽血检查血常规，使用 LH-750 仪器检测，结果显示白细胞与红细胞无明显异常，血小板结果

为 10×10
9
/L， 根据实验室复检规则，血小板小于 80×10

9
/L 即需要复检，仔细排查血液无凝块，

推片镜检发现在血片的尾部与边缘有大量聚集的血小板，据估算，实际血小板并不少。 

方法  为此，我们联系到产科护士，希望患者能到检验科采血，患者到实验室，说她在当地医院多

次产检血常规均显示血小板很低，后来也进行了升血小板的治疗，但是血小板的数量没有上升的趋

势，患者的心理压力很大，因为患者孕 38 周，将要分娩，通过了解情况，我们怀疑患者血小板为

EDTA 诱聚导致了血小板的检测数量不能反应患者本身的血小板数量。因此我们将仪器调为手工进

样，准备好，用干燥管和 EDTA-K2抗凝管分别抽取静脉血 2ml，立即上机检测。 

结果  用干燥管采集的血液的血小板结果为 260×10
9
/L。随后对第二次 EDTA-K2 抗凝管采集的血样

进行推片镜检发现血小板存在聚集，也排除了抽血不顺畅造成血小板假性降低的原因。我们给患者

讲她在当地医院检测血小板数量低的原因是 EDTA 导致血小板聚集，患者不用再进行升血小板的治

疗，以后再去其他医院抽血做检查，可以给护士说自己的血小板为 EDTA 诱聚，让护士抽血的时候

联系检验科做血常规检测的老师。 

结论  EDTA 依赖性假性血小板减少症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却在部分基层医院没有引起足够的重

视，一旦发错报告不仅导致临床误诊误治，也给患者带来额外的负担。  

 
 

PU-4443 

Westgard 西格玛规则在血液学检验质量改进中的应用 

 
李冠霖,李文悌,毛红丽,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西格玛（σ）值和质量目标指数制定质量改进方案，用西格玛性能验证方法评价质量改

进的效果，为有效提高实验室质量水平提供依据。 

方法  分析血细胞检测项目的质量控制数据，计算 σ 值、质量目标指数（QGI），评价分析性能，

借助 Westgard 西格玛规则设计质量改进方案并运行半年，根据 σ 值的改变来判断质量改进的效

果。 

结果  当使用我国卫生行业标准 WS/T406-2012 的允许总误差（TEa）作为质量规范时，σ>6 的项

目有 WBC，5≤σ<6 的有 PLT，4≤σ<5 的有 HGB、HCT 与 RBC；4 个项目需要改进，质量改进后

σ>6 的项目升为 3 个，分别为 WBC、PLT 与 HCT，HGB 的 σ 值由<5 升为>5，RBC 的 σ 值仍由 4.12

升为 4.92，仪器的检测性能明显提高。 

结论  Westgard 西格玛规则是一种实用的质量控制规则选择工具，实验室可以利用它得到正确的

质量控制规则和质量控制测定值个数，分析性能 σ 值与质量目标指数联合使用是一种提高效率的

良好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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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44 

157 名心血管疾病患者类风湿因子水平的监测分析 

 
潘晶晶,常谦,郭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监测类风湿因子在心血管疾病患者中的含量，评估类风湿因子能否作为预测一般人群心血管

疾病的分子标志物。 

方法  该研究纳入 2016 年 9 月 16 日-2018 年 3 月 14 日期间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院区进行类

风湿因子分型定量的心血管疾病患者和健康对照共 157 名，去除类风湿关节炎患者 11 名，其中心

血管疾病患者 79 名，平均年龄 63.87 岁，男性 38 名，女性 41 名，包括冠心病患者 59 名，高血压

患者 20 名；健康对照 67 名，平均年龄 50.39 岁，男性 22 名，女性 45 名，共 146 名。酶联免疫法

（ELISA）检测类风湿因子（RF）三种亚型 IgA、IgG、IgM的含量。 

结果  研究发现，心血管疾病患者 RF-IgA 的表达量为 4.670±1.283 U/mL, RF-IgG 的表达量为

10.07±2.189 U/mL，RF-IgM 的表达量为 27.72±9.693 U/mL，均高于健康对照组的 RF-IgA、RF-

IgG 和 RF-IgM 的表达量，分别为 2.493±1.020 U/mL、3.156±2.472 U/mL、12.87±4.727 U/mL，

但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心血管疾病患者中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的 RF-IgA 的表达量为

5.225±1.607 U/mL，RF-IgG 的表达量为 11.47±2.755 U/mL，RF-IgM 的表达量为 34.23±12.24 

U/mL，均高于健康对照组的 RF-IgA、RF-IgG 和 RF-IgM 的表达量，但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高血压

患者的 RF-IgA、RF-IgG 和 RF-IgM 的表达量，分别为 2.983±1.412 U/mL、7.919±3.093 U/mL、

13.79±9.865 U/mL，均高于健康对照组的 RF-IgA、RF-IgG 和 RF-IgM 的表达量，但差异没有统计

学意义。 

结论  ELISA方法检测的类风湿因子含量不能作为预测一般人群心血管疾病的分子标志物。 
 
 

PU-4445 

Periplogenin as a Therapeutic Lead Compound in Psoriasis 

 
Wenjing Zh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We undertook experiments in an attempt to elucidate the vivo and vitro effects of 
Periplogenin in Psoriasis. 
Methods By using a cultured human HaCaT keratinocytes as an in vitro psoriasis-relevant model, 
we screened over 250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ounds for their cell viability-inhibitory 
action.We undertook further experiments in an attempt to elucidate the vivo effect studies of 
pepriplogenin on the psoriasis-like murine models of  12-O-tetradecanoylphorbol 13-acetate 
(TPA)–induced hyperplasia and imiquimod (IMQ)-induced skin inflammation.  
Results Periplogenin was found to be highly significant in inhibiting the viability of HaCaT 
cells. And periplogenin ameliorated skin lesions and inflammation in the murine models of TPA-
induced epidermal hyperplasia and IMQ-induced skin inflammation.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periplogenin exhibited selective cytoxicity against HaCaT cells in 
vitro and played the anti-psoriatic effect as a topical agent on psoriasis animal models in v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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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46 

Molecular correlates and prognostic value of tmTNF-α 
expression in colorectal cancer of 5-Fluorouracil-Based 

Adjuvant Therapy 

 
Xiaogai Li1,Shihai Wang2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2.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Zhengzhou City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prognostic and predictive roles of tmTNF-α status and the 

clinicopathologic factors related to recurrence and metastasis of stageⅡ/Ⅲ colorectal cancer, 

and to analyze whether expression of tmTNF-α influence the killing effect of 5-FU to CRC cells in 
vivo. 

Methods The clinical and pathological data of 98 patients with stage Ⅱ/Ⅲ colorectal cancer 

(CRC) under radical resection from Jan. 2009 to Jan. 2010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and 
analyzed. TmTNF-α protein in CRC tissues was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western 
blotting; Kaplan-Meier survival curve and Cox regression model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tmTNF-α for CRC. Flow cytometry assay was perform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tmTNF-α on 4 CRC cell stains; CCK-8 test was employed to analyzed tmTNF-α 
influence on anti-proliferation reaction of 5-FU to CRC cells. 
Results Overall, we found that 77 (78.6%) out of 98 patients exhibited higher tmTNF-α 
expression in the CRC tissues comparing with the adjacent tissues. The tmTNF-α expression 
was correlated with Differentiation (P=0.019), TNM stage (P=0.039), Lymph nodes metastasis 
(P= 0.024) and Lymphovascular invasion (P=0.027)but not related with Age (P=0.617), Gender 
(P=0.625), Tumor location (P=0.138), Perforation/Obstruction (P=1.000),Depth of invasion 
(P=0.327),and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status (P=0.150).The prognostic analyses showed that 
high tmTNF-α expression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d Disease-Free 
Survival (P=0.0209) and Overall Survival(P=0.0163). CCK-8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tmTNF-α 
influenced the chemotherapeutic effect of 5-Fluorouraciloncolon cancer cells. 

Conclusions Altogether, these data indicated the stageⅡ/ⅢCRC patients with high tmTNF-α 

expression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a worse prognosis than patients with low tmTNF-α 
expression and tmTNF-α may influence the chemotherapeutic effect of 5-Fluorouracil. The 
mechanism for these observations warrants further study. 
 
 

PU-4447 

ERK 信号通路在人早期造血分化中的作用研究 

 
刘鑫 

郑大一附院 

 

目的  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extracellular regulated protein kinase, ERK)信号通路在斑马鱼

及小鼠造血发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其在人早期造血分化中的作用尚不清楚。该研究利用体外造

血分化模型探索了 ERK信号通路在造血分化中的作用。 

方法  本实验利用 real-time PCR 技术， western blot 技术和流式细胞术等方法，检测了在人早

期造血分化过程中 ERK 信号通路相关基因的表达变化，以及应用 ERK 信号通路激活剂和抑制剂后对

人早期造血分化效率的影响。 

结果  结果显示抑制 ERK 信号通路能够显著抑制人早期造血分化，而促进 ERK 信号通路能够促进人

早期造血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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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RK 信号通路是参与人造血过程的一条重要信号通路。此研究为进一步了解人造血调控过程

提供了理论依据。 

 
 
 

PU-4448 

miR-30b 对高尿酸血症炎症反应的影响及其调控机制 

 
钟晓武 1,李九龙 1,苟海梅 1,彭元洪 1,陈莹 1,郑阳 1,方莉 1,郭晓兰 1,唐中 1,周京国 2 

1.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2.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高尿酸血症（Hyperuricemia, HUA）是一种指尿酸合成増加和(或)尿酸排泄减少所引起的代

谢性疾病, 同时也能够引起的一系列的炎症反应。IL-6 是炎症过程中的一种关键的炎症因子，IL-

6 与 IL-6R 结合形成 IL-6/IL-6R 复合物后才能与 gp130 结合形成高亲和力复合物发挥生物学作

用。而 IL-6R 在 HUA 患病过程中的调控作用，仍未完全明确。本文通过检测 HUA 患者血液及尿液标

本检测和建立小鼠 HUA 动物模型，探讨在 HUA 疾病发生过程中炎症因子受体 IL-6R 的变化以及

miR-30b在该过程中的调控作用及机制。 

方法  对我院 2017年 3 月-2017 年 9月的 51 例 HUA患者的血液和尿液行临床标本采集，以同期 36

例健康正常体检者血液和尿液作为对照组。运用 ELISA 技术检测血清和尿液中 IL-6R 蛋白表达变

化；运用 qRT-PCR 技术检测血清和尿液标本中 miR-30b 和 IL-6R 因子 mRNA 表达变化。以小鼠为试

验动物，分成对照组和模型组，模型组小鼠用采用酵母联合尿酸酶抑制剂氧嗪酸钾构建 HUA 动物模

型，运用 qRT-PCR、Western Blot 和 ELISA 技术检测小鼠肾脏组织、血液和尿液中的 miR-30b 和

IL-6R表达变化；运用双荧光素酶报告技术证实 IL-6R为 miR-30b的直接靶基因。 

结果  相比对照组，HUA 患者的体液标本中 IL-6R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明显上调，而 miR-30b 显著

下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模型组小鼠的肾脏组织、血液和尿液中的 IL-6R 因子的

mRNA 和蛋白表达均明显上调，miR-30b 表达均明显下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双荧光

素酶基因报告实验表明 IL-6R 是 miR-30b的直接靶基因。 

结论  HUA 患者的 IL-6R 表达明显上调，且这种增强可能与 miR-30b 下调有关，miR-30b 可能通过

对 IL-6R的调控参与 HUA的病理进程。 
 
 

PU-4449 

液体活检与检验医学研究进展 

 
常谦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从医学检验到检验医学的转变标志着检验的发展，也暗含着检验模式的转变。从以标本为中

心、以检验数据为目的、封闭而孤立的操作方式，到以患者为中心、参与到临床诊断与治疗中，检

验医学经历了革命性、里程碑式的转变。检验医学或临床检验诊断学必将在未来的医学当中发挥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就液体活检的研究对象、检测技术及其在临床上的应用发展和面临的挑战进

行概述。 

方法    

结果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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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50 

跨膜型 TNF-α 反向信号在 AICD 过程中的作用 

 
张萌 1,2,王晶 2,李卓娅 2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目的  活化诱导的细胞死亡 (Activation-induced cell death，AICD)可清除外周过度活化或者自

身活化的 T 细胞，在维持外周免疫耐受和防止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中发挥重要的生物学作用。

TNF-α 包括分泌型 TNF-α (secretory TNF-α, sTNF-α) 和跨膜型 TNF-α (transmembrane 

TNF-α, tmTNF-α)。tmTNF-α 既可以作为一个配体，向表达 TNFR 的细胞传导“正向信号”，也

可以作为一个受体，向表达 tmTNF-α 的细胞传导“反向信号”。拟探究 tmTNF-α 在活化 T 细胞表

面的表达情况及其反向信号在 AICD 过程中的作用，为临床自身免疫性疾病寻找新的实验室标志和

治疗靶点。 

方法  利用 PHA 预活化人外周血原代 T 细胞，再利用抗人 CD3 抗体诱导 T 细胞发生凋亡，建立原代

T 细胞 AICD 模型；利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在 AICD 过程中，T 细胞表面 tmTNF-α 的表达情况；以

TNF-α pAb 作为 tmTNF-α 反向信号的激动剂，联合抗 CD3 抗体诱导 T 细胞凋亡，利用流式细胞术

检测 tmTNF-α 反向信号对预活化 T 细胞杀伤率的影响和细胞表面 FasL/Fas 及 TRAIL/DR 的表达情

况； 

结果  在静息 T 细胞表面，几乎无 tmTNF-α 的表达，经 PHA 预活化后，tmTNF-α 表达率升高至

23.9%左右，而经抗 CD3 抗体诱导凋亡，T 细胞发生 AICD 后，tmTNF-α 表达率高达 60.1%。TNF-α 

pAb 激活 tmTNF-α 反向信号可显著增强抗 CD3 诱导的 T 细胞凋亡，而单独 TNF-α pAb 对 T 细胞未

有任何影响。tmTNF-α 反向可显著增加抗 CD3 抗体诱导的 FasL 和 DR4 的表达，对 Fas、TRAIL 和

DR5 无显著影响。 

结论  在 T 细胞 AICD 过程中，tmTNF-α 在活化 T 细胞表面表达增加，且与 T 细胞的凋亡率同步增

加。tmTNF-α作为受体，其反向信号可通过上调 FasL和 DR4促进 AICD。 
 
 

PU-4451 

miR-146a 调控汉滩病毒复制的机制研究 

 
陈清宙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 

 

目的  研究发现病毒和 miRNA 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其中 miR-146a 已被证实能够调控病毒感染和

复制。因此，本研究旨在 HUVECs 上探究 HTNV诱导 miR-146a 的表达以及其在 HTNV复制中的作用。 

方法  应用 RT-qPCR 法检测 HTNV 感染 HUVECs 后 miR-146a 的动态变化，进而使用 miR-146a抑制剂

（inhibitor）干扰和模拟物（mimic）过表达手段探索 miR-146a 对 HTNV 复制的影响，建立

Luciferase 报告系统检测 HTNV GP 和 NP 对 miR-146a 启动子活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寻其调控

HTNV复制的分子机制。 

结果  HTNV 感染促进 HUVECs 中 miR-146a 表达，激活 NF-κB 信号通路，上调包括 IL-8、CCL5、

IP-10 和 IFN-β 在内的促炎细胞因子。此外，miR-146a 对 NF-κB 通路表现出负调节作用。加入

miR-146a 抑制剂则增加了 IL-8、CCL5、IP-10 和 IFN-β 的表达同时抑制 HTNV 的复制，而 miR-

146a 模拟物则降低了这些细胞因子的表达水平并显着增强 HUVECs 中的 HTNV 复制。并且发现病毒

蛋白（NP/GP）通过增强 miR-146a启动子的活性从而促进 miR-146a的表达。 

结论  HTNV 感染 HUVECs 诱导的 miR-146a 能够通过调节炎症细胞因子的释放促进 HTNV 的复

制，该研究为开发治疗 HTNV 感染的策略开辟了新途径，而且这种小 RNA 干扰技术未来可能用于

治疗 HTNV 相关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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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52 

Mature antigen presenting cells in the CNS and spleen 
contributes to MOG-induced EAE and immune tolerance 

 
pei guo zheng,Hanxiao Fu,Panhong Ma,Xiao Yang,Rui Dong,Liang Ming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PR China 

 
Objective Active immunization with myelin peptide can induce experimental autoimmune 
encephalomyelitis (EAE) in animals, a model of multiple sclerosis, however treatment with soluble 
myelin peptide efficiently and specifically induces tolerance to demyelination autoimmune 
diseases.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its encephalitogenic and anti- encephalitogenic effect 
remains to be elucidated. 
Methods In actively induced EAE in mice we analyzed T cell and innate immune cell responses 
i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 and spleen before and after intraperitoneal (i.p.) infusion of 
myelin oligodendrocyte glycoprotein (MOG). 
Results We found that i.p. MOG infusion blocked effector T cell recruitment to the CNS and 
protected mice from EAE and lymphoid organ atrophy. Innate immune CD11b (+) cells 
preferentially recruited MOG-specific effector T cells, particularly when activated to become 
competent antigen presenting cells (APCs). During EAE development, mature APCs were 
enriched in the CNS rather than in the spleen, attracting effector T cells to the CNS. Increased 
myelin antigen exposure induced CNS-APC maturation, recruiting additional effector T cells to the 
CNS, causing symptoms of disease. i.p. MOG infusion triggered functional maturation of splenic 
APCs. MOG presenting APCs interacted with MOG-specific T cells in the spleen, aggregating to 
cluster around CD11b (+) cells, and were trapped in the periphery. This process was MHC II 
dependent as an MHC II directed antibody blocked CD4 (+) T cell cluster formation.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highlight the role of myelin peptide-loaded APCs in myelin peptide-
induced EAE and immune tolerance. 
 
 

PU-4453 

等位基因特异性 PCR 联合多重连接依赖性探针扩增技术在脊髓

性肌萎缩症基因诊断及产前诊断中的价值 

 
李涛 1,2,肖海 2,邓予晖 1,郭谦楠 2,王鑫 2,许泼实 1,廖世秀 2 

1.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河南省人民医院心脏中心 河南省人民医院 

2.河南省人民医院产前诊断中心 河南省医学遗传研究所 

 

目的  探讨等位基因特异性 PCR（allele specific PCR，AS-PCR）联合多重连接依赖性探针扩增

技术（multiplex ligation dependent probe amplification，MLPA）用于脊髓性肌萎缩（Spinal 

Muscular Atrophy，SMA）基因诊断及产前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于河南省人民医院就诊的 SMA 90 家系，应用 AS-PCR 和

MLPA 技术分别检测其中 90 家系的 53 例患儿，分析其 SMN1 基因第 7 外显子缺失情况，并对 276 个

高风险携带者进行携带者检测以明确其是否为 SMA 携带者。应其中 68 名携带者女性产前诊断的要

求，于其孕早期或孕中期行绒毛取样术或羊水穿刺术抽取绒毛组织或羊水脱落细胞，提取胎儿

DNA，AS-PCR 和 MLPA 两种方法分别检测胎儿 SMN1 基因第 7 外显子缺失情况，以判断胎儿是否为

SMA 患儿。 

结果  AS-PCR及 MLPA 技术均可检测出 53例患儿 SMN1 基因第 7 外显子纯合缺失。AS-PCR 对 276 名

高风险携带者检测共有 SMN1 基因第 7 外显子杂合缺失 SMA 携带者 187 名，SMN1 基因第 7 外显子未

见杂合缺失正常人 89 名；MLPA 检测出 189 名携带者和 87 名正常人；对 2 名就诊者检测结果不吻

合的样本三次复检，为 SMA 携带者。68 名携带者女性产前诊断 MLPA 共检测 SMA 患病胎儿 1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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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SMA 胎儿 54 名，其中 SMA 携带者胎儿 39 名，正常胎儿 15 名；AS-PCR 共检测 SMA 患儿 14 名，

非 SMA 胎儿 54 名，其中 SMA 携带者胎儿 40 名，正常胎儿 14 名；对 1 例争议胎儿复检三次，正常

胎儿。 

结论  AS-PCR 与 MLPA 均可准确的检测出 SMA 患者和非 SMA 患者，两者检测结果一致，但 MLPA 技

术在检测对 SMA 携带者检测上更稳定、更准确，而 AS-PCR 的检测时间更短，适宜更快得出检测结

果。将两种技术联合使用可相互佐证，保证结果的快速性和准确性。 
 
 

PU-4454 

L-6、IL-10 基因多态性与烧伤患者脓毒血症易感性相关性分析 

 
牟佩佩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 IL-6、IL-10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与炎症因子的产生以及烧伤患者脓毒血症易感性

之间的关系。 

方法  选取 71 例烧伤面积＞15%的患者和正常对照 75 例，分别提取外周血基因组 DNA，采用聚合

酶链反应(PCR)技术检测 IL-6（—174G/C）、IL-1 0（—1082G/A）位点 SNP。分析正常对照组与

脓毒血症组中的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的分布；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炎症因子（IL-6、IL-10）

血清浓度水平。 

结果  健康对照组与烧伤患者基因型频率无显著性差异；IL-6 基因型与 IL-6 血清水平两者之间无相

关性。IL-10 启动子 1082GG 基因型与 IL-10 的血清水平增加相关，且有统计学意义（P＜0.05）。

携带 1082GG 基因型的脓毒血症患者 IL-10 血清水平显著高于非脓毒血症患者（P＜0.05）。 

结论  IL-10 浓度水平的个体差异由遗传因素决定，这可能与烧伤患者脓毒血症的发生发展相关，提

示这些标志物对于烧伤患者的管理有一定作用。 

 
 

PU-4455 

运用 PDCA 循环减少检验科不合格血液标本 

 
熊娟,刘纯珊,李婷 

汉川市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 PDCA循环法，为减少检验科不合格的血液标本进行持续改进。 

方法  根据 PDCA 循环法的四个阶段：P（ Plan 阶段）、D（Do 阶段）、C（Check 阶段）和 A

（Action阶段），将检验科不合格血液标本的管理过程按照管理目标和改进计划开展工作。 

结果  针对检验科不合格血液标本的管理，检验科运用 PDCA 循环法进行持续改进，经过 2016 年 9

月到 2017年 4月近 8个月改进计划的执行，检验科不合格血液标本大大减少了。 

结论  通过运用 PDCA 循环法，检验科不合格血液标本一直呈减少的趋势，但是仍未达到目标管理

值，需要通过下一个 PDCA循环来持续改进。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402 

 

PU-4456 

Chk1SiRNA 对顺铂抑制人胃癌 SGC7901 细胞增殖、诱导其凋

亡的影响 

 
郭爱叶 

河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Chk1 siRNA对顺铂抑制胃癌 SGC7901细胞增殖及诱导其凋亡的影响。 

方法  构建三个 pSilencer 3.1-Chkl siRNA 重组载体，分组转染人胃癌 SGC7901 细胞，采用实时

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各组细胞中 Chkl mRNA 的表达，应用 Western blot 检测各组细胞中 Chkl 蛋

白的表达，以效应最强的 pSilencer 3.1-Chkl siRNA 转染胃癌 SGC7901 细胞 24 h，再用终浓度为

10µmol/L 的顺铂处理 SGC7901 细胞 12 h，以顺铂单独处理组和正常对照组（未经任何处理组）做

对照。运用 MTT法检测细胞增殖，TUNEL法检测各组细胞凋亡。 

结果  3 条 Chkl siRNA 转染胃癌 SGC7901 细胞后，Chkl mRNA 及蛋白表达较顺铂单独处理组和正常

对照组减弱，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以 Chk1 siRNA2 效应最佳(P<0.05)；Chk1 siRNA2+

顺铂组对胃癌 SGC7901 细胞增殖的抑制效应明显高于顺铂组及正常对照组（P<0.05）；Chk1 

siRNA2+顺铂组胃癌 SGC7901 细胞凋亡指数（AI）明显高于顺铂组及正常对照组（P<0.05）。 

结论  沉默 Chk1表达可体外增强顺铂抑制人胃癌 SGC7901细胞增殖、诱导其凋亡。 
 
 

PU-4457 

SHP2 调控肺癌上皮间质转化的研究 

 
李硕敏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目的  上皮间质转化是胚胎发育过程中的必要步骤，同时，它在肿瘤转移起始过程中也发挥重要作

用。上皮间质转化是细胞分化的一种重要形式。酪氨酸磷酸酶 SHP2 是一种广泛表达的磷酸酶。

SHP2 在各种实体肿瘤中存在点突变，提示 SHP2 参与了肿瘤的发生和进展。SHP2 在上皮间质转化过

程中的作用仍未有报道。我们的研究目的是探讨 SHP2在肿瘤相关的上皮间质转化过程中的作用。 

方法  为了探讨 SHP2 在上皮间质转化过程中的作用，我们使用 TGFβ1 诱导的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系

A549 发生上皮间质转化作为模型。使用过表达或基因沉默的方法从 SHP2 表达水平研究其对上皮间

质转化作用的影响。同时使用酵母双杂交系统对 SHP2 相互作用的蛋白进行筛选。进一步研究 SHP2

参与调控上皮间质转化的分子机制。 

结果  SHP2 表达下调可以抑制 TGFβ1 诱导的 A549 细胞上皮间质转化的表型。SHP2 活性与 EMT 呈

正相关。Hook1可能参与了 SHP2自抑制状态的维持，对 SHP2活化起负向调控的作用。 

结论   

1.SHP2正向调控了 TGFβ1 诱导的上皮间质转化。 

2. Hook1是 SHP2新的结合蛋白，可以同 SHP2 NSH2和 PTP 结构域结合。 

3.TGFβ1下调 Hook1表达，Hook1负向调控了 TGFβ1 诱导的上皮间质转化。 

4. Hook1可能是内源性的 SHP2活化的负向调控因子。 

5. Hook1与 SHP2的直接相互作用参与了上皮间质转化的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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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58 

Interleukin-21 receptor gene polymorphism is associated 
with hepatitis B virus-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Chinese patients 

 
Tangyuheng Liu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Sichuan Province， P. R. 

China 
 

Objective We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patitis B virus (HBV)-related pathogenesis 
and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in interleukin-21 (IL-21)-JAK-STAT signaling 
pathway genes. 
Methods We used the high resolution melting (HRM) method to genotype five SNPs (IL-
21 rs2221903, IL-21 rs4833837, IL-21 receptor (IL-21R) rs2285452, JAK3 rs3008 and 
STAT3 rs1053023) in 546 HBV-infected patients and 353 healthy Chinese subjects. The HBV-
infected patients were further divided into subgroups based on three HBV-related pathologies: 
chronic hepatitis B (CHB), liver cirrhosis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genotype and allele distributions of the five 
SNPs between the HBV-infected patients and healthy subjects. However, patients with the IL-
21R rs2285452 AA genotype were more susceptible to HBV-related HCC than those with the IL-
21R rs2285452 GA/GG genotype (P = 0.03, OR = 3.27, 95% CI = 1.16-9.20). The 
HBsAg+ HBeAg+ anti-HBcAb+ serological marker mode was predominant among the HBV-
infected patients. However, there was no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genotype and allelic 
distribution of the five SNPs with any of the eight serological marker modes.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the IL-21R rs2285452 AA genotype increases the 
risk of HBV-related HCC in Chinese patients. 
 
 

PU-4459 

用于现场快速诊断的液滴阵列微流控芯片系统 

 
刘大渔,舒博文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发展了一种用于现场快速诊断的液滴阵列微流控芯片系统，其设计理念是结合液滴和磁珠技

术实现多重复杂分析的集成化和并行化。 

方法  研究搭建了一套包含磁场、温度控制和光学检测模块的芯片分析仪。研究使用的微流控芯片

上具有一系列平行的串联疏水微池，串联微池之间以狭缝连通。由于表面张力作用，含有试剂或样

品的液滴被锚定于指定的微池。在磁力驱动下，磁珠可以在外部穿越狭缝和油-水界面，在液滴之

间穿行。研究利用上述微流控芯片系统尝试了现场条件下的核酸和免疫检测。 

结果  研究首先利用这种液滴阵列微流控芯片技术展示了全集成方式的多重生殖道病原体 RNA 检

测。芯片在加热区、磁场作用区和光学检测区切换，顺序完成细胞裂解/核酸捕获、磁珠洗涤、核

酸洗脱和扩增/检测。芯片上的每一个串联液滴阵列可检测一种病原，因此平行的串联液滴阵列可

以同步检测多种病原。研究以全集成方式实现了四种生殖道病原的同步检测，包括沙眼衣原体、解

脲脲原体、生殖支原体和淋病奈瑟菌，整个分析过程在 45 min 内完成。 

研究还利用这种液滴阵列微流控芯片技术实现了多重免疫化学发光分析。与核酸分析类似，芯片在

加热区、磁场作用区和光学检测区切换，顺序完成免疫亲和、磁珠洗涤、化学发光反应/检测。研

究以全集成方式实现了两种感染相关蛋白标志物——C-反应蛋白(CRP)和降钙素原(PCT)的检测，整

个分析过程在 15 min内完成。 

http://www.ncbi.nlm.nih.gov/SNP/snp_ref.cgi?rs=2285452
http://www.ncbi.nlm.nih.gov/SNP/snp_ref.cgi?rs=2285452
http://www.ncbi.nlm.nih.gov/SNP/snp_ref.cgi?rs=2285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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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发展的主动式液滴阵列微流控技术具有操控便利、应用灵活和扩展性强的优势，因而

是实现现场快速多重复杂分析的有利工具。 
 
 

PU-4460 

全自动血型及配血分析系统性能验证和评价 

 
王丽娜,张勤,闫烨,吕毅 

郑州颐和医院 

 

目的  对全自动血型及配血分析系统进行性能验证和对使用的非配套试剂（反定型红细胞、抗筛细

胞）进行性能评价，确保该系统能满足临床样本的检测。 

方法  根据实验室认可准则，对全自动血型及配血分析系统和非配套试剂开展的 5 个项目进行试剂

浓度、准确度、稳定性、携带污染率和干扰试验验证。 

结果  全自动血型及配血分析系统非配套试剂浓度、准确度、稳定性、携带污染率等均符合要求。 

结论  全自动血型及配血分析系统能完全满足临床应用要求。 
 
 

PU-4461 

上海市医学检验能力验证提供者认可评审不符合项分析与改进 

 
郭晓俊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通过对上海市医学检验能力验证提供者（PTP）连续 6 年认可评审中发现的不符合项进行汇

总分析，以促进质量管理体系不断完善和持续改进。 

方法  收集上海市 2012 年～2017 年医学检验 PTP 在现场认可评审中发现的不符合项，并对标

（CNAS CL-03）汇总分类。 

结果  6 年现场认可评审中，共计不符合项 22 个，对应 5 个条款。均为技术要求的不符合，条款

分别为 4.2 人员、4.4 能力验证计划的设计、4.6 能力验证计划的运作、4.7 数据分析与能力验证

计划结果的评价和 4.8报告。 

结论  人员管理、能力验证计划的设计和运作，以及数据分析和统计评价是 PTP 质量体系运行、

发展和管理中改进的重点。 
 
 
 

PU-4462 

用于钙网蛋白基因 1 型突变和 2 型突变快速检测的的圆盘式微流

控芯片平台的建立 

 
曹国君 1,孔继烈 2,邢志芳 3,唐宜桂 1,张心菊 1,许笑 1,康志华 1,方雪恩 2,关明 1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复旦大学 

3.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 

 

目的  出血与血栓是骨髓增殖性肿瘤（MPN）患者的常见并发症，与患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密切相

关，本研究拟建立一个通过环介导等温扩增（LAMP）实现骨髓增殖性肿瘤分子标志物（钙网蛋白基

因 1 型突变和 2型突变，即 CALR-1/2）快速检测的微流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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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通过在线设计引物，建立 CALR-1、CALR-2 和 CALR 内参的的 LAMP 检测体系，将检测体系的

引物内置于一款新设计的圆盘式微流控芯片，建立用于 CALR-1/2 突变的微流控芯片平台。同时用

微流控法和常规的实时 PCR 法检测 158 例临床样本，比较两种检测方法结果的一致性，检测结果不

一致的样用 Sanger测序法进行验证。 

结果  所建立的 LAMP 检测方法具有良好的敏感性、特异性和稳定性。对于 CALR-1 和 CALR-2 突变

的检测体系，荧光染料法时 LAMP 的敏感性分别为 1%和 0.5%，目视染料法时 LAMP 的检测敏感性分

别为为 10%和 5%，所建立的不同 LAMP 体系间未见明显的非特异性扩增。CALR-1 和 CALR-2 突变的

检测体系，对于 1%突变浓度的模拟样本，批内变异系数分别为 10.56% 和 10.51%，批间变异系数

分别为 19.55%和 18.39%。所建立的微流控平台，可以在 60min 内完成 CALR-1 和 CALR-2 突变的检

测。微流控法和实时 PCR 法检测 158 例临床样本检测，两种检测方法的结果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Kendall's tau_b=0.99）。 

结论  所建立的 LAMP 检测体系具有良好的敏感性、特异性和稳定性，PNA 和 LNA 的应用可以显著

提高 LAMP 体系的检测性能。所建立的目视法微流控检测平台无需复杂的辅助设备，可通过反应体

系颜色的变化实现多指标的快速、直接判断，对于促进 MPN 的 POCT检测具有重要意义。 
 
 

PU-4463 

分离血清对雌二醇测量结果的影响 

 
章明徐,曹兴禄 ,杨笑莹 ,邓少丽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目的  探究分离血清是否对雌二醇（E2）测量结果有影响，指导临床准确复查雌二醇。 

方法  选取四十组血清雌二醇浓度为 100-400pg/ml 的血液标本，将每组标本分成两组，一组分离

血清，另一组不分离血清，使用 BECKMAN COULTER Unicel DxI800 对采血后 0h 、2h、5h、8h 和

24h 的标本（室温下放置）进行测定。 

结果  未分离血清标本室温下放置 2 小时、5 小时、8 小时和 24 小时的血清雌二醇测定结果比初始

值明显降低（P 值均小于 0.05）；分离血清标本室温下放置 2 小时、5 小时和 8 小时的血清雌二醇

测定结果与初始值没有明显差异（P 值均大于 0.05）, 分离血清标本室温下放置 24 小时的血清雌

二醇测定结果与初始值明显降低（P 值小于 0.05）；在室温下放置 8 小时和 24 小时后，分离血清

的血清雌二醇测定结果比未分离血清的雌二醇测定结果明显减少得慢。 

结论  在室温条件下，雌二醇浓度范围为 100-400pg/ml 的血液样本，未分离血清的样本在放置了

2 小时、5 小时、8 小时和 24 小时的雌二醇的含量减少显著，不能用于复查；在分离血清的样本在

放置了 2 小时、5 小时和 8 小时的雌二醇减少均不明显，可用于复查，放置了 24 小时的雌二醇含

量减少显著，不能用于复查；在 8 小时和 24 小时分离血清的雌二醇的测定值比不分离血清减少得

慢，分离血清可减慢血清雌二醇变化速度。 

 
 

PU-4464 

检验前血液标本采集流程的标准化策略初探 

 
李智,王丰 

陆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目的  制定和执行血液标本采集流程的标准化策略。 

方法  通过护理部与检验科合作，按实际情况总结和规范操作流程，把规范操作制成手册。发放给

门诊及相关科室。收集统计分析实施规范操作前后 2015年和 2016年的数血液标本不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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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015 年 1802221 份血液标本不合格率为 0.103%，发放手册组织学习后 2016 年 2007250 份血

液标本不合格率为 0.095% 

结论  不仅提高了护理质量，增加了检验满意度，更有助于临床诊断与治疗。 
 
 

PU-4465 

短期极限负荷训练对武警男性战士血细胞指标的影响 

 
王丕明 

中国人民武警部队山东省总队医院 

 

目的  了解短期极限负荷训练对武警战士血细胞指标的影响，为科学合理安排训练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武警部队某部官兵 35 名男性战士，兵龄≥1 年，训练日晨 6：00 时空腹状态和极限训

练一周后第二天晨 6：00 各取静脉血 2 毫升，分别检测红细胞数量(RBC)、血红蛋白（HGB）、红细

胞压积（HCT）、平均红细胞体积（MCV），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MCH）、平均红细胞血红蛋

白浓度（MCHC）、红细胞分布宽度（RDW）、白细胞数量（WBC）、中性粒细胞数量 (NE)、淋巴细

胞数量（LY）、单核细胞数量（MO）、嗜酸性粒细胞数量（EO）、嗜碱性粒细胞数量（BA）、血小

板数量（PLT）、血小板分布宽度（PDW）、大型血小板比率（P-LCR）、有核红细胞数量

（NRBC）、幼稚粒细胞数量（IG）、网织红细胞比率（Ret）等指标。 

结果  极限负荷训练前与训练后相比，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红细胞、血红蛋白、红细胞压积有

显著性差异，其余各项指标没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一周短期极限训练负荷对武警新训战士血细胞数量指标有一定的影响，应科学合理安排极限

负荷训练。 
 
 

PU-4466 

短期极限训练负荷对武警男性士兵肝脏功能血液指标的影响 

 
王丕明 

中国人民武警部队山东省总队医院 

 

目的  了解短期极限训练负荷对武警男性士兵肝脏功能的影响规律，为科学合理安排训练提供依

据。 

方法  选取武警部队某部官兵 35 名男性战士，兵龄≥1 年，训练日晨 6：00 时空腹状态和极限训

练一周后第二天晨 6：00 各取静脉血 3 毫升，分别检测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丙氨酸氨基转

移酶(ALT)、谷氨酸脱氢酶（GLDH）、甘胆酸（CG）、唾液酸（SA）、γ-谷氨酰基转移酶(GGT)、

碱性磷酸酶(ALP)、腺苷脱氨酶(ADA)、胆碱酯酶(CHE)、总蛋白(TP)、白蛋白(ALB)、总胆红素

(TBIL)、直接胆红素(DBIL)等指标。 

结果  短期极限负荷训练后和训练前相比，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总胆红素、

直接胆红素升高，前白蛋白降低，而谷氨酸脱氢酶、甘胆酸、唾液酸、γ-谷氨酰基转移酶、碱性

磷酸酶、腺苷脱氨酶、胆碱酯酶、总蛋白、白蛋白等指标没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短期极限训练负荷对武警男性士兵肝脏功能可能有轻微影响，应科学合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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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67 

FLT3/ITD、NPM1 和 CEBPA 基因突变在伴 CD7 阳性的正常核

型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中的研究 

 
王春丽 1,张静文 1,2,郑倩 1,唐艳青 1,李明敏 1,潘建华 1,2 

1.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 

2.广州医科大学金域检验学院 

 

目的  研究正常核型急性髓系白血病（AML）伴 CD7 阳性患者中 NPM1,CEBPA,FLT3 基因突变的发生

情况并探讨其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55 例初发正常核型的 AML 患者为研究对象，以白血病细胞膜表面抗原 CD7 表达率≥20%

判定为阳性，分成 CD7阳性 AML 组 32 例和 CD7阴性 AML 组 23 例。提取 AML患者外周血或骨髓单个

核细胞基因组 DNA，通过 PCR 扩增产物直接测序法检测 FLT3/ITD、NPM1和 CEBPA突变。 

结果  （1）CD7 阳性和 CD7 阴性 AML 组中 FLT3/ITD 基因突变分别为 7 例（7/32）和 11 例

（11/23），CD7 阳性 AML 患者 FLT3/ITD 突变率小于 CD7 阴性患者（c
2
=4.093, P=0.043）。（2）

不伴 FLT3/ITD 基因突变的 AML 患者，CEBPA 基因在 CD7 阳性 AML 患者中的突变发生率明显高于 CD7

阴性 AML 患者（20/32 vs 2/23, c
2
=13.977, P＜0.01）；CD7 阳性和阴性 AML 患者中 NPM1 基因突

变率则无明显差异（2/32 vs 4/23, c
2
=0.755, P=0.383）。 

结论  作为正常核型 AML 患者的独立预后因素，预后较好的 CEBPA 基因突变率在 CD7 阳性 AML 患者

明显高于 CD7 阴性 AML，预后较差基因 FLT3/ITD 基因突变率在 CD7 阳性 AML 患者明显低于 CD7 阴

性 AML，提示 CD7与正常核型 AML的预后相关，可能是正常核型 AML预后较好的指标之一。 
 
 

PU-4468 

SDPR-Cavin-2 在肝细胞癌中的诊断价值 

 
景伟 1,涂建成 2,明亮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目的  原发性肝细胞癌是世界范围内常见的恶性肿瘤，肝细胞性肝癌是原发性肝癌中最常见的组织

学亚型，占肝癌病例数的 70%~85%。血清标志物 AFP 检测是目前临床检测肝癌的主要方法。因其在

转录水平上受多种因素调控，使得部分肝癌患者血清 AFP 水平正常。早期预测指标的缺乏使得许多

患者在晚期才被诊断。因此寻找新型标志物可能有助于提高肝癌的早期诊断效率。 

方法  收集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就诊并进行肝切除术的肝癌组织及癌

旁组织，共计 91对 

结果  肝癌中 cavin-2 下调表达，与肿瘤的分化程度（r=-0.275，P=0.013）及 TNM 分期（r=-
0.216，P=0.035）相关。生存分析显示 cavin-2 低表达组预后差且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ROC 曲

线表明 cavin-2能够作为诊断指标。 

结论  在肝癌中 cavin-2可作为评估患者预后及鉴别诊断的生物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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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69 

靶向 CyclinB1 和 HPVE6 基因的 shRNA 对宫颈癌 Hela 细胞增

殖及顺铂化疗敏感性的影响 

 
刘玉春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应用 RNA 干扰技术构建一个载体，同时编码 CyclinB1 和 HPVE6 基因的短发夹 RNA（shRNA）,

观察其对宫颈癌 Hela细胞生长增殖及顺铂化疗敏感性的影响。 

方法  分别构建靶向 CyclinB1 和 HPVE6 基因的 pGenesil1.1- CyclinB1 和 pGenesil1.2- HPVE6 

shRNA 表达质粒，经亚克隆构建同时靶向双基因的重组表达质粒 pGenesil1.1+2-( CyclinB1+ 

HPVE6)并鉴定分析。各质粒分别转染入宫颈癌 Hela 细胞，经 G418 筛选获得稳定转染的宫颈癌细胞

株。逆转录-聚合酶连反应（RT-PCR）技术 Western-blot 法检测目的基因 CyclinB1 和 HPVE6 mRNA

和蛋白的表达，四甲基偶氮唑盐(MTT)法评估肿瘤细胞增殖能力以及对顺铂化疗药物的敏感性。 

结果  成功构建短发卡 RNA（shRNA）质粒表达载体，经 G418 筛选获得各重组质粒稳定转染的 Hela

细胞株。与对照组相比，单双基因干扰组 CyclinB1 和（或）HPVE6 mRNA 及蛋白均明显降低

（P<0.05，P<0.01），且 pGenesil1.1+2-（CyclinB1+ HPVE6）组同种 BCL-2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

低于单基因干扰组（P<0.05）。细胞形态学显示各干扰组细胞均出现凋亡，其中 pGenesil1.1+2-

（CyclinB1+ HPVE6）组凋亡率达 17.95%。 MTT 结果显示 pGenesil1.1+2-（CyclinB1+ HPVE6）组

较单个基因干扰组更明显抑制 Hela 细胞生长（P <0.05）,显著提高了 Hela 细胞对顺铂化疗药物的

敏感性（P<0.05）。 

结论  同时干扰 CyclinB1 和 HPVE6 双基因较单基因能有效抑制宫颈癌细胞增殖、诱导凋亡和提高

化疗药物的敏感性，为宫颈癌基因治疗奠定了良好的实验基础。  
 
 

PU-4470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long non-coding RNA MIR31HG 
and its role i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Kaiyan Sun,Xinwei Zhao,Junhu Wan,Lijun Yang,Jie Chu,Shuling Dong,Huiqing Yin,Liang Ming,Fucheng H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assess plasma lncRNA microRNA-31 hist gene (MIR31HG) as a 
novel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biomarker for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 and 
to investigate its role in ESCC. 
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MIR31HG, Furin and MMP1 was examined via 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MIR31HG expression between plasma and ESCC tissues was 
compared using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furthermor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urin/MMP1 
levels and MIR31HG levels in ESCC tissues was analyze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plasma MIR31HG. A 
WST-1 assay was performed to assess cell proliferation. The migratability and invasiveness of 
cells was determined via Transwell assays. 
Results MIR31HG wa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ESCC tissues and plasma (P < 0.01). A 
significant positive association was obtained between plasma and tissue MIR31HG expression in 
ESCC (r = 0.78, P < 0.01). Furthermore, MIR31HG displayed high diagnostic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for predicting ESCC occurance. Furthermore, knockdown of MIR31HG suppressed the 
capacity for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ESCC cells (P < 0.01). In addition, silencing 
of MIR31HG inhibited the expression of Furin and MMP1 in EC9706 and EC1 and the level of 
Furin/MMP1 in ESCC tissues display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MIR31HG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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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MIR31HG can be used as a novel potential diagnostic biomarker and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ESCC. 
 
 

PU-4471 

术前血清 CRP/Alb 比值与胃癌生物学行为的相关性研究 

 
李思思,续薇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术前血清 CRP/Alb 比值（CAR）与胃癌生物学行为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7 年 6月至 2017 年 12 月于我院进行健康体检的 60 例体检健康者血清及拟行胃癌根

治术的 121 例胃癌患者的术前血清，分别用免疫比浊法和溴甲酚绿法检测各组 CRP 和 Alb 的表达，

计算 CAR，并分析高 CAR组和低 CAR组与胃癌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 

结果   胃癌患者 CAR 值 [0.083(0.073,0.150)]高于健康对照组 [0.072(0.069,0.077)]（P＜
0.01）。高 CAR 组与低 CAR 组患者在年龄、肿瘤直径，血管、神经浸润，组织浸润深度、淋巴结转

移、Lauren 分型、肿瘤进展程度及临床病理分期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胃癌肿块

直径＞2cm、发生神经、血管浸润的患者术前 CAR 水平较肿块直径≤2cm、未发生神经、血管浸润的

患者高（P＜0.05）；临床病理分期为Ⅲ、Ⅳ期的患者术前血清 CAR 水平高于Ⅰ、Ⅱ期患者，T 分

期为 T3、T4 期的患者术前血清 CAR 水平高于 T1、T2 分期组，N 分期为 N1～N3 期的患者术前血清

CAR 水平高于 N0 分期组，进展期胃癌患者术前血清 CAR 水平高于早期胃癌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 均＜0.05）；不同 Lauren 分型患者术前 CAR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且混

合型胃癌患者术前血清 CAR 水平高于肠型患者（χ2
=5.364，P=0.021）。高 CAR 组的淋巴结转移率

（81.5%）和转移度（28.8%）均高于低 CAR 组的淋巴结转移率（51.8%）和转移度（13.3%），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 

结论  术前血清高 CAR 水平提示胃癌的肿块直径较大、浸润深度较深、进展程度较高、淋巴结转移

数目较多，有利于术前对胃癌的生物学行为进行评估。 
 
 

PU-4472 

Induction of immune tolerance and altered cytokine 
expression in skin transplantation recipients 

 
李向东,刘鹏,孙涛,李硕敏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目的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preoperative transfusion of apoptotic 

lymphocytes on allograft survival after skin transplantation.In addition, we aimed to determine 
changes in IL-4, IL-10 and IFN-γ mRNA expression in the grafted skin. 

方法  Rabbits in the lymphocyte preconditioned group were intravenously injected with 60Co γ-

treated donor lymphocytes at seven days before the surgery. Rabbi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intravenously injected with killed lymphocytes at seven days before skin transplantation. 

结果  Skin allograft rejection time was 72.63 ± 2.65 days in the lymphocyte preconditioned group 

and 6.52 ± 0.64 days in the control group. 

结论  The preoperative transfusion of apoptotic lymphocytes induced immune tolerance in the 

grafted skin, as demonstrated by longer survival time of the grafts before re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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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73 

血清与血浆标本 C-肽测定结果的比较 

 
冉晓丹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C-肽测定结果在血清与血浆标本中的差异。 

方法  随机抽取来我院体检的 50 例患者，每例同时抽取 2 份空腹血样 ，一份用氟化钠抗凝管分

离血浆 ；另一份用含分离胶的促凝管分离血清 。2 份血样同时测定 C-肽水平，并用 SPSS 13．0 

软件对测定结果进行处理，分析 2 组数据的差异性 。 

结果  结果   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血浆 C-肽和血清 C-肽测定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血清和血浆标本不可混用。 
 
 

PU-4474 

前列腺液培养主要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刘冬梅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监测并分析前列腺液培养的常见分离病原菌及其耐药情况，为临床治疗前列腺炎提供流行病

学依据。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 2017.1.1～2017.12.31 共 2830 例诊断为细菌性前列腺炎患者，由临床医师无

菌操作取得前列腺液无菌棉拭子管，立即送检进行细菌培养，分离出可疑菌落，采用法国梅里埃

VITEK2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作细菌鉴定及药敏试验。 

结果  共分离出 881 株病原菌，前５位病原菌依次为表皮葡萄球菌 203 株占 23.04％、溶血葡萄球

菌 187 株占 21.23％、粪肠球菌 66 株占 7.49%、淋病奈瑟菌 62 株占 7.04％、无乳链球菌 59 株占

6.70％；革兰阴性杆菌 48 株占 5.45％。表皮葡萄球菌和溶血葡萄球菌均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

100.0％敏感，对青霉素、苯唑西林、红霉素和左氧氟沙星的耐药率均大于 60.0％；粪肠球菌对氨

苄西林、青霉素和万古霉素均 100.0％敏感，对利奈唑胺的耐药率为 8.5％；淋球菌对头孢菌素类

均 100.0％敏感，对环丙沙星耐药率为 100.0％，对四环素耐药率为 81.6％，对青霉素耐药率为

56.2％；无乳链球菌对青霉素、万古霉素、利奈唑胺 100.0％敏感，对红霉素、克林霉素和左氧氟

沙星的耐药率均大于 70.0％。 

结论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在前列腺液培养分离病原菌中占主要地位，其次为粪肠球菌、淋病奈瑟

菌和无乳链球菌，由于临床经验用药和广谱抗菌药物的滥用，导致分离菌对常用抗生素均有较高的

耐药率，因此必须加强细菌的耐药性检测，为临床提供用药指导，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PU-4475 

Clinical features and gene mutation analysis of spinal 
cerebellar ataxia type 8 

 
Jianxia Tao1,Mingjin Wang1,Shuo GUO2,Binwu Ying1 

1.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2.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and gene mut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pinocerebellar ataxia type 
8  in Sichuan area, and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and genetic screening of 
spinal cerebellar ata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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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Using PCR amplification and capillary gel electrophoresis fragment analysis, 800 cases 
had excluded SCA1, SCA2, SCA3, SCA6, SCA7, SCAl2, SCAl7, and dentatorubral -pallido-
luysian atrophy(DRPLA) SCA suspected patients were analyzed for the number of repeats of the 
SCA8 gene (ATXN8OS) CTA/CTG trinucleotide repeats, and clinical features, imaging findings, 
and mut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with abnormal copy number were analyzed. 
Results Of the 800 suspected patients with spinal ataxia, 3 were found to be carrying an aberrant 
expansion of the SCA8 gene (ATXN8OS) CTA/CTG  with 22 / 112, 27 / 127 and 24 / 71 copies, 
respectively.The number of repeat copies of long fragments has reached an abnormal range.The 
main symptoms were gait instability and dysarthria. 
Conclusions Only three of the 800 suspected ataxia patients were found with SCA8, suggesting 
that the disease is rare in Chinese. And by analyzing the clinical phenotypes of these 3 patients, it 
is preliminarily concluded that there is clinical variability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SCA8. 
 
 

PU-4476 

基于风险管理设计生化酶学项目质量控制策略 

 
孔丽蕊,吴风,王华丽 

郫县中医医院 

 

目的  基于患者风险的统计质量控制（SQC）程序设计日立 7180 生化分析仪酶学检测项目的质量控

制策略，最大程度减少患者风险。 

方法  Sigma 值计算公式：Sigma=（TEa%-Bias%）/CV%，Sigma 值分别为：ALT 5.8；AST 5.9；γ-

GT 4.1；ALP 6.0；CK 5.2；AMY 4.3；LDH 4.2。应用基于风险 Sigma-SQC 诺曼图，设计酶学检测

项目的质控策略。 

结果  Sigma 值 5.1～6.0 的项目有 ALT、AST、ALP、CK，起始候选质控程序：多规则 MR N4,分析

样本量=200，误差检出率（PED）=1.00；MR N2,分析样本量=200，PED=0.94;过程监测候选质控程

序:12.5S N1,分析批长度=200,假失控率（Pfr）=0.01；13S N1,分析批长度=70,Pfr=0.00。Sigma 值 4.1～

5.0 的项目有 LDH、AMY、GGT，起始候选质控程序：多规则 MR N4,分析样本量=200，PED=1.00;MR 

N2,分析样本量=200，PED=0.94;过程监测候选质控程序：13S N2，分析批长度=25，Pfr=0.00；MR 

N2，分析批长度=50，Pfr=0.01；13S N4，分析批长度=70，Pfr=0.01。 

结论  按照起始质控 PED大于 0.9，过程监测质控 Pfr小于 0.05，保质量节成本为原则，每组以最小

Sigma 值决定批长度候选质控方案。Sigma 值 5.1～6.0 的酶学项目，起始质控规则 MR 

N2:13S/22S/R4S,分析样本量为 200，PED=0.94；过程监测候选质控程序 12.5S N1:12.5S,分析批长度 200，

Pfr=0.01。Sigma 值在 4.1～5.0 的酶学项目，起始质控程序 MR N2:13S/22S/R4S,分析样本量为 200，

PED=0.94；过程监测候选质控程序 MR N2:13S/22S/R4S，分析批长度 50，Pfr=0.01。 
 
 

PU-4477 

microRNA-181 在肺癌远处转移中的作用研究 

 
吕少刚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从 miRNA的角度探索 miR-181在肺癌骨转移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分子机制。 

方法  通过 microRNA 测序发现 miR-181 在骨转移倾向的肺癌细胞中表达水平明显低于不具有骨转

移倾向的肺癌细胞，然后分别通过 MTT和 transwell检测 miR-181对肺癌细胞生物学功能的影响 

结果  上调 miR-181 后，肺癌细胞的增殖能力和侵袭能力有所下降，下调 miR-181 后，肺癌细胞的

增殖能力和侵袭能力均有所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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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miR-181对肺癌细胞具有抑癌作用。 
 
 

PU-4478 

甲状腺激素及 TSH 水平在妊娠甲亢和 Graves 病鉴别诊断中的

意义 

 
包杰,杨永俊 

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院 

 

目的  探讨甲状腺激素及 TSH 水平对妊娠甲亢和 Graves 病患者进行鉴别诊断的临床意义。 

方法  随机选择 2016 年 6 月~ 2018 年 4 月在我院诊疗的妊娠甲亢和 Graves 病患者各 50 例

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比两组患者的甲状腺激素和 TSH 水平。  

结果  妊娠甲亢的甲状腺激素水平明显低于 Graves 病,而 TSH 水平明显高于 Graves 病, 两

组患者在甲状腺功能各指标方面相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妊娠甲亢和 Graves 病患者的甲状腺激素和 TSH 水平有较大差别，在临床鉴别诊断中具有重

要的意义。 
 
 

PU-4479 

长链非编码 RNA-ROR 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研究 

 
吴立春 

四川省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长链非编码 RNA-ROR (large intergenic non-coding RNA-ROR，LincRNA-ROR)在乳腺

癌患者血清与正常人血清中的表达差异及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荧光定量-逆转录 PCR(qRT-PCR)的方法检测 96 例乳腺癌患者和 90 例健康体检者血清中

lincRNA-ROR的表达水平，同时分析 lincRNA-ROR的表达水平与乳腺癌临床病理资料的相关性。 

结果   乳腺癌患者血清中 lincRNA-ROR 的表达水平高于健康体检者血清中的表达水平

﹝(1.88±0.73)vs.(1.31±0.6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 lincRNA-ROR 在淋巴结转

移患者中的表达水平高于无淋巴结转移者﹝(2.18±1.09)vs.(1.66±1.1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雌激素受体阳性(ER+)和孕激素受体阳性(PR+)癌症患者血清中 lincRNA-ROR 的表达水

平均高于雌激素受体阴性 (ER-)和孕激素受体阴性 (PR-)的患者，其相对表达量分别为

﹝(2.13±1.13)vs.(1.62±1.08)﹞和﹝(2.22±0.95)vs.(1.78±1.0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而血清中 lincRNA-ROR 的表达水平与患者年龄、病理类型、肿瘤 TNM 分期、细胞增殖

指数(Ki-67)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状态不具有相关性。 

结论  LincRNA-ROR 在乳腺癌患者血清中表达上调，其表达水平与雌激素受体和孕激素受体状态以

及淋巴结转移相关，提示 lincRNA-ROR可能成为潜在的乳腺癌诊断的分子标记物。 
 
 

PU-4480 

热休克蛋白 90α 在膀胱癌中的表达和意义 

 
季健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研究热休克蛋白 90α（HSP90α）在膀胱癌中的表达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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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血浆标本侵袭性膀胱癌组 55 例，非侵袭性膀胱癌组 52 例及健康对照组 64 例，应用荧

光实时定量 RT-PCR 法检测血浆 HSP90α 的 mRNA 表达量，并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血

浆 HSP90α 表达量；收集侵袭性膀胱癌组织 32 例、非侵袭性膀胱癌组织 25 例及正常膀胱粘膜组织

20例，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检测 HSP90α的表达。 

结果  荧光实时定量 RT-PCR 法显示膀胱癌组血浆 HSP90α 的 mRNA 表达量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P<0.01）,并且与膀胱癌浸润程度密切相关（侵袭性膀胱癌组 vs. 非侵袭性膀胱癌组 

P<0.01）。ELISA 检测示膀胱癌组血浆 HSP90α 表达量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P<0.01）,但与膀胱

癌浸润程度无明显相关（侵袭性膀胱癌组 vs. 非侵袭性膀胱癌组 P>0.05）。免疫组织化学检查显

示 HSP90α 在膀胱癌组织及正常膀胱粘膜组织中均表达，但膀胱癌组织阳性细胞百分率显著高于正

常膀胱粘膜组织（ P<0.01），而侵袭性膀胱癌组织与非侵袭性膀胱癌组织间无显著差异

（P>0.05）。 

结论  HSP90α 在膀胱癌中高表达，提示其在膀胱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可作为膀胱癌

靶向治疗的分子靶标。 
 
 

PU-4481 

人 ADAM10 慢病毒表达载体构建及病毒包装 

 
蔡晨晨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构建人 ADAM10 慢病毒过表达质粒，并包装过表达慢病毒，以期上调前列腺癌细胞系 PC3、

DU145中 ADAM10的表达水平，为获取 ADAM10过表达细胞系奠定基础。 

方法  提取人 ADAM10 基因序列，PCR 扩增目的片段，利用 M1UI 和 SmaI 对慢病毒过表达载体

PWPXLD 和目的基因进行双酶切，使其获得相同的粘性末端，之后利用无缝连接试剂盒连接，经酶

切和测序验证重组质粒 PWPXLD-ADAM10 的构建。将 PWPXLD-ADAM10 (以 PWPXLD -GFP 为阴性对照)

及包装质粒 PMD2.G 、PSPAX 共转染 HEK293T 细胞，包装 ADAM10 过表达慢病毒，显微镜下观察

HEK293T 细胞的形态变化，预测病毒包装情况。用慢病毒感染 PC3、DU145 细胞，Western blot 检

测靶细胞中 ADAM10的表达效率。 

结果  琼脂糖凝胶电泳显示 ADAM10 的 PCR 扩增产物大小为 2500 bp 左右片段，酶切鉴定可见重组

质粒 PWPXLD-ADAM10 有约 2500bp 左右片段释放，与预期相符，测序结果提示质粒构建正确。将

ADAM10 过表达慢病毒表达载体 PWPXLD 及包装质粒共同转染 HEK293T 细胞后，镜下可见细胞呈现出

毒时特有的致细胞病变效应。ADAM10 过表达慢病毒及其对照病毒感染 PC3、DU145 细胞，免疫荧光

观察感染率达 70%后，Western blot检测到病毒感染的靶细胞中 ADAM10表达显著上调。 

结论  成功构建人 ADAM10 慢病毒过表达载体 PWPXLD-ADAM10 并获得具有良好感染效率的过表达慢

病毒，后者能够显著上调 PC3、DU145细胞中 ADAM10的表达。 
 
 

PU-4482 

缺氧下 5-脂氧合酶在卵巢癌中的表达及意义 

 
刘慧 1,邹明瑾 1,杨咏梅 1,张欣 1,张义 1,王传新 2 

1.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检测缺氧环境下 5-LOX 在卵巢癌组织及细胞中的表达及与临床参数间的关系，探讨其在卵巢

癌发生发展及治疗中的意义。 

方法  采用免疫组化检测 56 例卵巢癌患者组织中 5-LOX 与 HIF-1α 的表达，并分析 5-LOX 与卵巢

癌临床参数之间的关系。体外将人卵巢癌 SKOV3 细胞在缺氧环境下培养 0h，12h，24h，48h 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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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提取 RNA 和蛋白，用 qRT-PCR 检测 5-LOX 在 mRNA 表达水平的变化；用 Western blot 检测 5-LOX

在蛋白水平的变化；用 ELISA 检测缺氧环境下卵巢癌细胞 5-LOX代谢产物 5-HETE的变化。 

结果  免疫组化显示 5-LOX 与 HIF-1α 的表达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其表达水平与患者的淋巴结转

移、远处转移和临床分期密切相关，而与年龄和分化程度无相关性；在缺氧条件下培养 0h，12h，

24h，48h 后，SKOV3 细胞的 5-LOX 在转录和蛋白水平均表达升高；缺氧条件下卵巢癌细胞培养上清

的 5-HETE较常氧的明显升高。 

结论  缺氧能够促进卵巢癌 5-LOX 的表达及增加代谢产物 5-HETE 的产生，提示 5-LOX 可作为治疗

卵巢癌的潜在靶点，这为卵巢癌的发病机理研究和诊治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 
 
 

PU-4483 

以职业胜任力为导向的医学检验专业本科实习教学的研究 

 
石晓红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目的  检验医学对疾病的诊断、治疗监测和预后评估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临床医学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实习教学是专业教学中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培养目标的最后教学阶段。本研

究探讨整合式教学模式与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在医学检验临床实习中应用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方法  本研究以培养职业胜任力为导向,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Lecture-Based Learning，

LBL）的基础上，结合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PBL）、以案例为基础的学

习（Case-Based Learning，CBL）、以团队为基础的学习（Team-BasedLearning，TBL）等多种教

学方法，建立整合式教学模式。在医学检验临床实习中引入 Mini-CEX( Mini-Clinical 

Evaluation Exercise，Mini-CEX) 评价方法及 OSCE考核模式. 

结果  带教教师组成案例编写小组，结合临床检验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设计与讲实习授教学大

纲紧密联系的临床案例，针对不同的教学目标设置教学问题。建立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根据学生

层次的不同，采用多元化实习教学考评方法，考核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侧重于学

生实践技能、知识综合应用能力和分析问题、即考核学生对基本专业技能的掌握情况， 又加强了

对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综合素质的考核。 

结论  运用整合式教学模式和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可以提高医学检验临床实习的职业岗位胜任力为

医药卫生事业提供优质人才。 
 
 

PU-4484 

miR-124-3p inhibits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by 
adjusting ITGB3 in gastric cancer cells 

 
Qian Wu,Hao Bai,Binwu Ying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underlying molecular mechanism 
by which miR-124- 3p suppresses gastric cancer cell in the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by adjusting ITGB3. 
Methods RT-PCR and Westernblot are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miR-124-3p, ITGB3 and 
their proteins intergrin β3 in three kinds of human gastric cancer cells MKN45, AGS, MGC-803 
and normal human gastric epithelial cells GES-1respectively, and further to identify the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ve capabilities of those cells. Select two kinds of GC cells with 

relatively high and low invasion and migration ability and divided into the blank control group、

pEGFP-ITGB3 group、pEGFP-NC group、ITGB3 siRNA group、and control siRNA group.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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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und Healing、CCK-8 assay，Transw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ssay was performed to test 

the effect of ITGB3 in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Similarly, Set the blank control 

group、miR-124-3p mimics group、miR-NC group、miR-124-3p inhibitor group and inhibitor-NC 

group , use the same method to detect the effect of mir-124 -3p in cell function, and RT-PCR and 
Western blot are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mir-124-3p, ITGB3 and intergrin β3 
Results The trend of ITGB3 expression level of four kinds of cell lines is MGC803 > AGS > MKN-

45 > GES-1 and the trend of miR-124-3p expression level of cell lines is the opposite（p all 

<0.05） . CCK-8 assay, Wound Healing and Transwell invasion and migration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the cell lines with low expression of miR-124-3p and high expression of ITGB3 gene 
as well as protein have high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ability, vice versa. In GC cell lines MGC-
803 and MKN45, the results of ITGB3 interference and overexpression experiment have shown 
that compared with control siRNA group, GC cell proliferation,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ability has 

been restricted in ITGB3 siRNA group. ( p<0.05）Compared with pEGFP -NCgroup, GC cell 

proliferation,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ability are all higher in pEGFP-ITGB3 group. MiR-124-3p 
interference and over-express test results have all shown that ITGB3 and integrin β3 expression 
level decreased (p<0.05) and GC cell proliferation,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ability has been 
restricted in miR-124-3p mimics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miR-NC group (p<0.05). In addition the 
ITGB3 and integrin β3 expression levels as well as GC cell proliferation,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ability increased in miR-124-3p inhibitor group compared with inhibitor-NC group. 
Conclusions We confirmed that the change of miR-124-3p expression level can regulate ITGB3 
expression levels, thus affect the expression of integrin β3 and GC cell proliferation, invasion, 
migration ability.  These data indicated that miR-124-3p might be a novel anti-tumor factor of GC 
and provide a new method for treatment of GC 
 
 

PU-4485 

甲状腺结节微波消融术后细针穿刺的细胞病理学改变 

 
毛敏静 1,叶廷军 1,章建全 1,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上海国际医疗中心超声科 

 

目的  探讨甲状腺结节微波消融术后的细胞病理改变，为临床甲状腺结节消融治疗术后评估提供客

观依据。 

方法  收集 145 例接受甲状腺微波消融术治疗病例。所有病例均在微波消融术前，术后 1 个月，6

个月及 12 个月时行消融区域超声检查及超声引导下的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同时抽取静脉血检测

甲状腺功能。观察分析各期变化。 

结果  超声检查显示消融病灶逐渐缩小，一年后消融病灶逐渐消失。消融术后 1 个月穿刺涂片中可

见多核巨细胞明显增多，凝固性物质和反应性水肿出现。随后逐渐修复吸收，至消融术后 12 个月

穿刺涂片中可见正常甲状腺滤泡上皮细胞，组织机化。其中消融术后 1 个月穿刺涂片中的多核巨细

胞数量显著大于消融术后 6 个月及 12 个月（P<0.05），消融术后 12 个月的甲状腺上皮数量显著大

于消融术后 1 个月及 6 个月（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消融术后各期血清 3 项甲状腺功能检

测比较（P>0.05），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微波消融术后的细胞病理变化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结合超声影像分析，可以帮助临床对

患者消融术后各期状态做出客观评价，评估疗效，判断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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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86 

上海地区不同等级医院苛养菌检出率数量的比较分析 

 
刘学杰,陈蓉,葛平,徐蓉,王敬华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了解上海地区二级和三级医院临床实验室苛养菌检出率的差异 

方法  随机筛选上海地区部分二级（40 家）和三级（38 家）医院临床实验室，统计分析其 2015 年

全年部分苛养菌（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脑膜炎奈瑟菌、β-溶血性链球菌）检出率以及各

医院样本的送检量。 

结果  2015 年全年平均每家二级医院临床实验室的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脑膜炎奈瑟菌、

β-溶血性链球菌检出总和为 33.9±8.8 株；每家三级医院年平均的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

脑膜炎奈瑟菌、β-溶血性链球菌检出总和为 212.2±49.1 株。而同年平均每家二级医院的微生物

常规送检样本有 15804±635 份，三级医院临床实验室的微生物常规送检样本有 34350±1476 份。

按微生物样本的送检量来比较三级医院是二级医院的 2.2 倍，按苛养菌的检测数来比较三级医院是

二级医院的 6.3倍，高于三级医院与二级医院微生物样本平均年送检量之比（2.2倍）。 

结论  上海地区二级医院临床实验室的苛养菌的检测能力相较三级医院有低。二级医院临床实验室

样本的送检质量以及检验人员的检验能力等急需提升，需加强相关技术的训练和学习。 
 
 

PU-4487 

上海地区细菌性阴道病细菌学检验质量水平调研 

 
陈蓉,夏启航,张敏敏,刘学杰,徐蓉,王庆忠,葛平,王敬华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通过开展细菌性阴道病细菌学检验调查项目，了解上海地区医疗机构对细菌性阴道病常见致

病菌的检验质量水平。 

方法  对开展菌性阴道病细菌学检验的 42 家上海市医疗机构发放调查冻干样品，要求用无菌水溶

解后，接种相应的培养基，对细菌性阴道病的致病菌进行分离及鉴定，在规定的时间内上报结果。 

结果  反馈结果统计分析发现：42 家医院对白色念珠菌、阴道加德纳菌、淋病奈瑟菌致病菌的检

出率及鉴定符合率均达到 100%；22 家医疗机构检出杜克雷嗜血杆菌且鉴定结果全部正确，检出率

只有 52.4%（22/42），20 家医院漏检。分析原因： ①实验室使用的培养基无法满足杜克雷嗜血杆

菌生长的营养需求。②杜克雷嗜血杆菌培养时间长达 3-5 天，实验室对于此类标本的培养时间多设

定为 2天，2天后未见致病菌生长就丢弃标本。 

结论  上海地区医疗机构在细菌性阴道病致病菌的总体检测能力和鉴定准确性较高,但对一些特殊

的苛氧致病菌的分离培养检出能力仍有待提高。 

 
 

PU-4488 

HBV preS2 转录调控肝癌细胞中 FOXP3 的表达 

 
张晓宁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目的  FOXP3 是已知的 CD4+CD25+调节性 T 细胞的主要调控因子，目前有数据报道其在肝癌细胞中

表达，然而机制不清楚。我们的前期工作表明，HBV 编码的 preS2 是一种重要的调控蛋白，可转录

激活恶性肝细胞中 hTERT。本文的目的旨在探索 preS2调控肝癌中的 FOXP3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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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利用 RT-PCR、western-blot 及免疫组化检测 FOXP3 表达。利用共转染和 siRNA 干扰研究肝

癌细胞系中 preS2 对 FOXP3 的调控作用。利用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分析和 EMSA 实验研究 preS2 介导

的 FOXP3上调机制。  

结果  免疫组化结果显示肝癌患者组织切片中癌细胞的 FOXP3 表达明显增强。HBsAg 阳性患者癌细

胞中的 FOXP3 表达总量显著高于阴性患者（P=0.002）。在肝癌细胞系中过表达 preS2 能增强

FOXP3 表达，同时干扰 preS2 表达显著降低了 HBV 整合细胞系 HepG2.2.15 中 FOXP3 的表达。共转

染核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分析结果显示 preS2 转录调控 FOXP3 启动子呈剂量依赖性。这一转录激活效

应依赖 FOXP3启动子-465bp~-445bp区的 AP-1绑定位点。 

结论  我们的数据首次提供了直接证据证实 HBV编码的 preS2蛋白转录激活肝癌细胞中的 FOXP3。 
 
 

PU-4489 

质谱技术在黏多糖贮积症检测中的应用进展 

 
苑晓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 的  粘 多 糖 贮 积 症 （ mucopolysaccharidosis ， MPS ） ， 是 由 于 降 解 粘 多 糖

（glycosaminoglycans，GAG）所需的溶酶体酶缺陷，从而致使体内大量 GAG 贮积的一种先天性代

谢疾病。 

方法  近年来，质谱技术得到很大的发展，因其高通量、高灵敏度、高精确度的特点，广泛应用于

MPS 疾病检测，包括多糖累积检测、酶活性检测和蛋白质组学研究等方面，形成了成熟的方法 

结果  本文总结了质谱技术在 MPS检测中的应用进展，并分析其优缺点。 

结论  本文总结了质谱技术在 MPS检测中的应用进展，并分析其优缺点。 
 
 

PU-4490 

基因芯片和染色体核型分析在生长发育迟缓儿童诊断中的应用 

 
张文玲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儿童染色体异常与生长发育迟缓等临床表现的关系；评价基因芯片技术和染色体核型分

析在生长发育迟缓等儿童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因生长发育迟缓等原因就诊的 112 例患儿进行染色体核型分

析，部分患者结合基因芯片分析。 

结果  112 例儿童外周血标本共检出 27 例异常染色体核型,异常核型检出率为 21.3%；其中 21 三体

/嵌合型 21 三体 10 例、常染色体平衡易位 2 例、常染色体部分缺失 3 例、常染色体未明确结构异

常 5 例、性染色体数目异常 2 例、性染色体数目结构异常 3 例、性染色体结构异常 2 例，其中 5 例

常染色体未明确结构异常患儿经基因芯片分析明确异常来源。 

结论  染色体异常是儿童生长发育迟缓的常见病因，对部分染色体未明确结构异常患者结合基因芯

片技术可以明确诊断。为生长发育迟缓儿童提供遗传学检查，可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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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91 

Septin9 基因甲基化对结直肠癌的筛查 

 
谭亚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研究外周血游离 DNA Septin9基因甲基化对结直肠癌筛查的意义。 

方法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结直肠癌患者 90 例与肠镜正常样本 95 例，用荧光定量 PCR 方法对其

外周血游离 DNA Septin9基因甲基化进行检测，评估 Septin9基因甲基化对结直肠癌的诊断价值。 

结果  Septin9基因甲基化筛查对结直肠癌的灵敏度为 74.86%，特异性为 96.24%。 

结论  外周血游离 DNA Septin9基因甲基化可作为一种无创性结直肠癌辅助诊断方法的选择。 
 
 

PU-4492 

外周血游离 DNA SEPT9 基因甲基化检测筛查结直肠癌的进展 

 
谭亚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结直肠癌是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以及病死率居恶性肿瘤的第三位。在

临床上较多病人对普遍使用的肠镜检查依从性差，因此无创性筛查方法应运而生。 

方法  DNA 甲基化是恶性肿瘤发生的早期事件，在结直肠癌细胞中，Septin9(SEPT9)基因 V2 转录

本启动子区域特定位点的胞嘧啶会发生异常甲基化，健康者则不会发生，因而为结直肠癌筛查提供

了理想的甲基化分子标志物。 

结果  截至目前，临床研究表明 SEPT9 基因甲基化检测筛查对结直肠癌的灵敏度和特异性高，并

且对肿瘤的分期和分型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结论  本文主要讲述此筛查方法的原理，总结其临床研究并综合其临床数据阐述其未来的发展和应

用。 

 
 

PU-4493 

不同高脂饲料对 C57/BL6J 小鼠肥胖和胰岛素 

抵抗模型制备情况的效果比较 

 
刘阔,逯素梅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目的  探讨两种不同来源的高脂饲料在 C57/BL6J 小鼠肥胖和胰岛素抵抗（IR）模型制备过程中的

效果，以期为更好的制备 C57/BL6J小鼠肥胖和 IR模型提供理论指导。 

方法  以雄性 C57/BL6 小鼠为实验材料，随机分为三组，分别为基础组，喂食北京科奥协力生产的

啮齿动物基础饲料；高脂饲料-国产组（HFD-G 组），喂食北京科奥协力生产的啮齿动物高脂饲

料；高脂饲料-进口组（HFD-J 组），喂食美国 Research Diets 生产的啮齿动物高脂饲料。喂养期

间，动物自由摄食和饮水，每周称量动物体重一次，至饲养 16 周比较组间体重、血脂指标，腹腔

注射葡萄糖耐量（IPGTT）和胰岛素耐量（IPITT）等指标的差异。 

结果  随着饲养时间的延长三组动物体重均逐渐上升，至饲养 16 周基础组平均体重为

（31.78±1.36）g，HFD-G 组为（41.56±1.67）g，HFD-J 组为（46.38±1.98）g，差异显著

（P<0.05）；至饲养 16 周时，HFD-G 组和 HFD-J 组肥胖模型成功率均为 100%（12/12），无统计学

差异（P>0.05）；与基础组比较，HFD-J 组 Glu，TG，CHOL，HDL， LDL 和 NEFA 等多项指标显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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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HFD-G 组仅 Glu 和 LDL 升高显著（P<0.05）。与基础组比

较，HFD-J 组的 IPGTT 和 IPITT 检测结果均显著升高（P<0.05），而 HFD-G 组虽有升高趋势但是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两种高脂饲料均能够在饲养 16 周时成功制备理想的 C57/BL6J 小鼠肥胖模型，16 周时 HFD-J

组达到了 IR模型的标准。  
 
 

PU-4494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Lemur tyrosine kinase-3 in 
patients with thyroid cancer 

 
Zhengliang Yang,Hairun Yan 

Muda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Affiliated Hongqi Hospital 

 
Objective Premenopausal women are at highest risk for papillary and follicular thyroid carcinoma, 
indicating that estrogen may play a role in the occurrence of thyroid cancer. Lemur tyrosine 
kinase-3 (LMTK3) is a member of the serine/threonine tyrosine kinase family, which regulates 
estrogen receptors and is thought to be involved in tumour progression and prognosis.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determine the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serum 
LMTK3 in thyroid cancer. 
Methods Serum LMTK3 level was examined in 102 thyroid carcinoma patients and in 48 benign 
thyroid tumors patients via ELISA assay. 50 healthy people were included as a normal control 
group. 
Results The level of LMTK3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sera of thyroid cancer 
patients compared to patients with benign thyroid tumor (P<0.01)and healthy people(P<0.01). 
LMTK3 level was also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disease stage(P<0.01) and pathological 
type(P<0.01). However, 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LMTK3 level and sex, age, tumor size 
or lymph node metastasis.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 curve illustrated that 
LMTK3 is a good diagnostic biomarker for distinguishing the thyroid cancer from benign thyroid 
tumors. Thyroid patients with LMTK3 level 0.705 ng/ml had significantly shorter survival time than 
patients with LMTK3 level <0.705 ng/ml.Additionally, LMTK3 level 0.705 ng/ml and stage were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for thyroid cancer patients by muitivariate analysis (P=0.027 and 
P=0.000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Serum LMTK3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elevated in thyroid cancer patients and could 
be a useful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biomarker for thyroid cancer. 
 
 

PU-4495 

LMTK3 蛋白在甲状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研究 

 
杨正亮,闫海润 

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 

 

目的  LMTK3 是丝氨酸/苏酸酪氨酸激酶家族中的一员，它用来调节雌激素受体并且被认为参与了

肿瘤的进展和预后，本研究目的探讨 LMTK3蛋白在甲状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 

方法  通过免疫组化法检测 102 例甲状腺癌和 48 例良性甲状腺肿瘤患者及 42 例癌旁正常组织

LMTK3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102 例甲状腺癌 LMTK3 蛋白表达阳性 32 例（31.4%），均为胞浆型，免疫组化积分值低表达

24 例（23.5%）、高表达 8 例（7.8%），乳头状癌的阳性仅 4 例；甲状腺癌患者 LMTK3 蛋白表达水

平与甲状腺癌病程阶段及病理分型有关系（P=0.002 和 P=0.0001），与性别、年龄、肿瘤大小及淋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420 

 

巴结转移无关（P=0.864，P=0.149，P=0.590，P=0.4832）。甲状腺癌患者组织中 LMTK3 蛋白表达

积分值要明显高于良性甲状腺肿瘤患者（P﹤0.01）和癌旁正常组织（P﹤0.01）。 

结论  甲状腺癌患者 LMTK3 蛋白水平较良性甲状腺肿瘤及癌旁正常组织明显升高，LMTK3 可能与甲

状腺癌发生及进展有关，其具体的作用机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PU-4496 

某中医院检验前相关质量指标的分析与管理措施 

 
韩竖霞,倪维 

湖北省中医院 

 

目的  探讨某中医院检验前相关质量指标的现状及管理措施。 

方法  结合该院实际研究中检验前相关质量指标的现状，并针对这些现状需要采取的各种管理措

施。 

结果  检验前质量指标受许多因素的影响，通过针对影响检验前质量指标因素的有效控制，极大的

提高了临床检验质量。 

结论  该院检验前质量指标的现状一般，还需要更完善的管理措施来控制这些影响因素，从而提高

检验质量控制。 
 
 

PU-4497 

临床不合格血液样本的原因及干预措施有效性分析 

 
李顺君,左玥 

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血液样本不合格的原因，分析干预措施的有效性，保障分析前样本质量控制，提供改进

措施。 

方法  统计我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9 月住院患者不合格血液样本数量并进行原因分析；针

对不同原因及重点高发科室采取干预措施，通过统计不合格样本发生率来分析干预措施的有效性，

制定有效的改进措施。 

结果  我院住院患者血液样本不合格的原因主要为临床工作人员技术问题、患者准备及责任问题，

其中技术问题包括血液凝固、溶血、抽血量、采血技术及检验知识的掌握问题；不合格血液样本高

发科室主要为心脏内科、血液科以及儿科; 采取干预措施后，不合格血液样本总体发生率都有下降

趋势，重点干预科室不合格样本发生率大部分有下降趋势。 

结论  建立完善的检验前质量管理体系，加强质量体系的监管，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有效的干预措

施，可降低不合格样本的发生率，从而提高检验质量。 
 
 

PU-4498 

质谱技术在临床检验大分子中的应用及其研究进展 

 
张雪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技术(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LC-MS/MS)

是一项重要的检测分析技术，待测样本中不同的离子拥有不同的质荷比（m/z），经液相分离后的

待测样本进入质谱，通过检测其质荷比达到定性以及定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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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质谱技术是近 10 年来快速发展并成为临床检验领域最富有生命力的新技术之一。由于 LC-

MS/MS 技术具有高灵敏度和高特异性等特点，在蛋白质和多肽定量中的应用率逐年上升。LC-MS/MS 

无需制备抗体，并可以检测翻译后修饰。 

结果  目前 LC-MS/MS 在临床中的应用包括 C 肽、胰岛素、甲状旁腺激素等。样本经胰蛋白酶水解

后形成多肽，应用同位素标记多肽作为内标，用多反应监测(Multiple Reaction Monitoring，MRM) 

检测其中特异的肽段，从而达到定量的目的。使用 LC-MS/MS 检测具有临床意义的蛋白质，能够为

临床提供更多结果可靠的数据。 

结论  LC-MS/MS 在临床蛋白质和多肽的分析仍需克服一些技术障碍，包括提高仪器灵敏度，提高

样品处理自动化程度等。 
 
 

PU-4499 

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7 年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情况分析 

 
杨晨 

徐医附院 

 

目的  了解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自愿咨询检测（VCT）门诊求询人群数量及人口学特征、人类免

疫缺陷病毒（HIV）感染情况及影响因素。 

方法  通过初筛（伯乐四代）,确证（免疫印迹法）对 2017 年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自愿咨询检测

（VCT）门诊求询者的基本信息及艾滋病病毒（HIV）抗体检测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2017 年该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诊的求询者共 1097 人次。求询者中，男女比例为

8.07:1，HIV 阳性率 7.84%，其中男性 HIV 抗体初筛阳性率显著高于女生；主要年龄集中于 20-39

岁，比例占总人数 77.13%；文化程度以大专及以上为主，比例占总人数 58.8%。求询者类型主要以

有非婚异性行为史者为主。 

结论  VCT 门诊是发现 HIV 感染者的重要途径，其中男男性行为是求询者感染 HIV 的主要危险因

素，男男性行为感染 HIV 人数呈增长趋势，应予以重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传染病，应加

大宣传安全防护原则，切断传播途径。 
 
 

PU-4500 

跨膜型 TNF-α 正向信号在 AICD 过程中的作用 

 
张萌 1,2,王晶 2,李卓娅 2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目的  活化诱导的细胞死亡(Activation-induced cell death，AICD)可清除外周过度活化或者自

身活化的 T 细胞，在维持外周免疫耐受和防止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中发挥重要的生物学作用。

TNF-α 包括分泌型 TNF-α(sTNF-α) 和跨膜型 TNF-α(tmTNF-α)。尽管 FasL/Fas 介导的凋亡在

AICD 中发挥主要作用，sTNF-α 被证实是 AICD 的效应分子之一，但 tmTNF-α 在 AICD 中的作用尚

不清楚。拟探究 tmTNF-α 在活化 T 细胞表面的表达情况及其正向信号在 AICD 过程中的作用，为临

床自身免疫性疾病寻找新的实验室标志和治疗靶点。 

方法  利用 PHA 预活化人外周血原代 T 细胞，抗人 CD3 抗体再次激活使其发生凋亡，建立 AICD 模

型；利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在 AICD 过程中，T 细胞表面 tmTNF-α 的表达情况；高表达 tmTNF-α 的

活化 T 细胞作为效应细胞，低表达 tmTNF-α 的预活化 T 细胞作为靶细胞，按效靶比 10:1，共孵育

48 h，利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tmTNF-α 正向信号对预活化 T 细胞的杀伤效应；在 Jurkat 细胞中，沉

默 TNFR1和 TNFR2，利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对 tmTNF-α正向信号诱导 T细胞凋亡的影响。 

结果  在静息 T 细胞表面，几乎无 tmTNF-α 的表达，经 PHA 预活化后，tmTNF-α 表达率升高至

23.9%，而经抗 CD3 抗体再次激活，T 细胞发生 AICD 后，tmTNF-α 表达率高达 60.1%。高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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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TNF-α 的效应细胞可显著杀伤预活化 T 细胞，杀伤率为 45.9%左右，且该杀伤效应可被特异性

TNF-α pAb 部分封闭。沉默 TNFR2 可显著阻断 tmTNF-α 正向信号对 T 细胞的杀伤作用，而沉默

TNFR1则无显著影响。 

结论  在 T 细胞 AICD 过程中，tmTNF-α 在活化 T 细胞表面表达增加，且与 T 细胞的凋亡率同步增

加。tmTNF-α作为配体，，通过 TNFR2传导正向信号，直接介导 T细胞凋亡。 
 
 

PU-4501 

探究不同程度溶血对血小板计数影响的差异 

 
普海伟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程度溶血标本对血小板计数影响的差异。 

方法  随机选取近期血常规正常标本 60 例，分为 A,B,C,三组。通过人为加入等量的生理盐水或蒸

馏水制成不同溶血程度的三组，使用 XN1000 分别计数血小板，比较不同溶血程度下对血小计数的

影响差异。 

结果  不同程度溶血标本对血小板计数有显著性差异（p<0.05）,且差异不同。 

结论  溶血标本因红细胞破裂产生大小不等的碎片，对于电阻抗法测量血小板数量有正向影响，且

溶血程度不同，对其影响也不同，必要时重抽复检。 

 
 

PU-4502 

徐州市区三级以上综合医院检验科 人才现状调研 

 
宋子威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调研徐州市区三级以上综合医院医学检验人才现状，分析其存在问题与原因，并针对不足提

出建议。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对徐州市区三级以上综合医院进行调查。 

结果  徐州市区三级以上综合医院检验人才学历普遍偏低，科研意识淡薄，临床沟通欠缺。 

结论  高校应改变传统的教育模式与理念，提高学生创新能力与科研意识；医院应加大人才培养的

力度，建立科研实验室，鼓励人才进修，提高检验人才的综合素质与水平，更好地服务社会。 
 
 

PU-4503 

条码技术在检验科管理中的应用 

 
吴文礼 1,李燕 1,张惠萍 1,徐航 1 

1.新疆兵团第四师医院 

 

目的  条码技术是计算机网络化信息化技术中的一种必备手段，将条码技术应用于临床检验工作

中，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差错并方便于临床医生和患者 

方法  检验科将条码技术应用于检验工作中标本采集、送检、签收、核收、分析检测及结果报告回

复的整个分析过程，有效地提高了工作效率，规范了工作流程，减少了分析差错，方便医生获取相

关信息及检验科试剂管理。  t;font-family:宋体;mso-ascii-font-family:Simsun;mso-fareast-theme-

font: minor-fareast;mso-hansi-font-family:Simsun;mso-bidi-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 mso-
bidi-theme-font:minor-bidi;color:black;mso-ansi-language:EN-US;mso-fareast-language: 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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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mso-bidi-language:AR-SA'>条码技术是计算机网络化信息化技术中的一种必备手段，将条码技

术应用于临床检验工作中，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差错并方便于临床医生和患者 

结果  条码技术有利于实现检验科质量化，信息化，物品规范化的整体管理，完善实验室质量管理

体系。  

结论    
 
 

PU-4504 

上海地区皮质醇正确度调查计划的开展及结果分析 

 
赵晓君,朱宇清,朱岭峰,孙贺伟,陆银华,曹丹如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应用建立的血清皮质醇的质谱检测方法参加国际临床化学和检验医学联合会组织的参考实验

室外部质量评价计划（RELA）， 

对其准确度进行评估，将其运用于上海地区临床实验室正确度调查计划，并对结果进行分析。 

方法  依据检验医学溯源联合委员会（JCTLM）推荐的方法应用 ABSCIEX TRIPLE QUAD5500 液

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系统建立起血清皮质醇检测的质谱参考方法，并参照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

理局（FDA）的生物分析方法验证导则标准对方法进行了性能验证，参加国际临床化学和检验医学

联合会组织的参考实验室外部质量评价计划（RELA），对其准确度进行评估，并应用建立起来的

方法对正确度调查样本进行赋值，对各临床实验室回报的结果进行偏倚分析。 

结果  2017 年度实验室参加 RELA 比对，两个样本 RELA-A 和 RELA-B 的偏倚分别为 1.56%及

2.50%，均符合 8.75%的允许范围。2017 年度在上海地区开展正确度调查计划，1731 及 1732 号

样本赋值结果分别为 199.53 nmol/L 及 94.59nmol/L。参加此次调查的有 14 家实验室，结果显示不

同实验室及不同检测系统间结果差异较大，特别是国产检测系统最高偏倚可达 234.95%。 

结论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检测皮质醇方法学优异，定量准确，但上海地区开展皮质醇正确度调查

计划不同检测系统差异较大，尚不能实现检测结果的互认。 

 
 

PU-4505 

BECKMAN DxI 800 全自动化学发光分析仪 

检测 AMH 的性能验证 

 
黎青,张晓洁,张立涛 

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抗苗勒管激素（AMH）是一种相当重要的内分泌/旁分泌激素，是评估卵巢储备功能较理想的

标志物。本实验室为了满足临床需要，拟开展 AMH 检测项目，在开展此项目之前，需对其进行性能

验证，评估其能否满足临床诊疗的需要。 

方法  参考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相关文件和相关文献，对 BECKMAN DxI 800 免疫检

测系统检测 AMH的精密度、准确度、线性范围、参考区间等参数进行验证分析。 

�能否满足临床诊疗的需要。 

结果  AMH 高值、低值批内精密度分别为 3.50%、3.22%，批间精密度分别为 4.22%、4.79%，小于

厂家声明的 CV 值，验证通过；高、低值校准品结果与靶值的相对偏倚在-2.75％～3.39％之间，均

在仪器允许的范围内；线性范围 a 值在 1.00±0.05 以内，相关系数(R
2
)=0.9996，具有良好的线

性。不同年龄女性的 AMH 的测量数值与仪器厂家提供的参考区间符合率分别为 95%，90%，90%，

95%，95%，90%，不完全符合。室间比对 R
2
＝0.9998，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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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BECKMAN DxI 800 全自动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 AMH 的方法学性能稳定，能为临床提供准确、

可靠的检验结果，可满足临床检验的性能要求，但在不同地区开展检测工作前，建议先建立当地健

康人群的正常生物参考区间，以便更准确地为临床服务。 
 
 

PU-4506 

三种快速手消毒液对血常规检测结果影响对比 

 
夏晓红,葛高霞 

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末梢血采集过程中工作人员手卫生所使用的不同快速手消毒液对血常规的影响程度，指

导临床选择影响血常规检测结果最小的快速手消毒液。 

方法  75%酒精消毒液，凝胶手消，液体手消各 2ul、5ul、10ul、20ul 分别加至 40ul 全血中（同

一份标本），行血常规检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血常规标本中混入不同体积的手消毒液，均可导致白细胞（WBC）、血小板（PLT）、红细胞

(RBC)、血红蛋白（Hb）不同程度的升高或降低，其中凝胶手消对结果影响最大，仅 2ul 的凝胶手

消就可使 WBC 结果成倍增长，10ul 更是使其增长了 27 倍，当混入的手消体积为 20ul 时，凝胶手

消组及 75%酒精消毒液组 PLT 值变化较大，以凝胶手消组为著。 

结论  血常规检测是临床最基本的检测项目之一，而手卫生是切断医院感染的重要方法。手消毒液

残留量越大对血常规检测结果的影响越大，75%酒精消毒液和液体手消对血常规检测的影响相对小

于凝胶手消。考虑到酒精的易挥发性和对皮肤黏膜的刺激性，优先考虑液体手消。 

 

 

PU-4507 

如何利用微信平台有效解决检验与临床沟通难题 

 
马兴璇 

广西柳州市中医医院 

 

目的  长期以来，大家都有共识：做好检验与临床沟通工作是做好检验工作法宝之一，但始终没有

找到一种好的方法和途径。我们利用现代自媒体软件---微信。通过与临床医生建立微信群，通过

微信与临床进行沟通，找到了一种高效、方便、快捷的检验与临床的沟通方式，有效地解决了检验

与临床沟通难题。该方法简单易行，便于在临床工作中推广应用。 

方法    

结果    

结论    
 
 

PU-4508 

临床实验室室间质量评价数据快速填写软件的开发及应用 

 
崔怀中 

杭州市西溪医院 

 

目的  研究能够快速填写临床实验室室间质量评价数据和室内质控数据的方法。 

方法  通过 Visual Basic 6.0 编写的程序，读取 Excel 文件中的数据，自动填写到临床实验室室

间质量评价数据填写网页的对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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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常规化学为例，软件可在 1 分钟内将 100 个室间质评数据,在 2 分钟内将 1000 个室内质控数

据填写完成。 

结论  使用软件进行室间质评和室内质控数据的填写，可极大的提高完成此项工作的效率和准确

度。 
 
 

PU-4509 

基于 LIS 创建外来标本条码采集系统的应用与评价 

 
雷明德 

东南医院 

 

目的  为强化医疗安全，提升科室信息管理、优化检验流程，建立可行的外来标本条码采集系

统。  

方法  以系统本身直接登记的权限，创建外来标本姓名、检测项目等重要信息进入检验 LIS 系统，

以外来标本收费清单为支撑体系辅助条码采集，避免漏做或错做。 

结果  采集系统试行期间未发生姓名张冠李戴、检查项目漏做错做，此系统可满足所有外来标本检

测需求。 

结论  强化科室信息化管理，优化检验标本检测流程，为实验室管理提供参考依据，为以后实现医

联体检验信息化建设寻找发展思路。 
 
 

PU-4510 

ISO15189 医学实验室认可技术要素在临检专业的理解应用和实

践体会 

 
张娟,李明勇，李焱鑫，陈梅，蒋黎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根据本实验室的认可评审经历，探讨 ISO15189:2012 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中技术

要素部分内容在临检专业的理解应用及实践体会，以供同行参考和借鉴。 

方法  根据本科室具体情况，对人员培训和考核、测量不确定度的来源和评定方法、量值溯源的要

求及应用、检验过程的选择、验证和确认、外部和内部能力验证、内部质量控制等 6 个方面，对

ISO15189:2012 认可准则中有关技术要素部分在临检专业的理解应用，以及在实际工作中的实践体

会进行探讨分析  

结果  根据我科认可经历及历次评审总结，提出笔者对其中重要技术要素的理解应用及实践体会。 

结论  医学实验室认可是整个实验室认可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认可能够促进医学实验室质量

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切实保证实验室的检测质量。本文通过结合本科室认可及历次评审经历，总

结经验，与同行分享其中重要技术要素的实施体会。 
 
 

PU-4511 

载脂蛋白 E 基因多态性检测性能验证 

 
徐婷, 赵鸿,戎国栋,吴蕾,黄珮珺,王芳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对载脂蛋白 E（ApoE）基因多态性检测试剂盒（基因芯片法）进行性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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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经 Sanger 测序法已确定基因型样本 24 例，覆盖载脂蛋白 E 6 种基因型（E2E2、E2E3、

E3E3、E3E4、E4E4、E2E4），每种基因型 4 例。对样本编盲，按照试剂盒流程检测，比较与

Sanger 测序法的符合率，评价准确度；选取 ApoE 6 种基因型别样本各一例，分别重复检测 10

次，评价重复性；基因组 DNA 样本梯度稀释至试剂盒的最低检测限，重复检测 10 次，验证最低检

测限。 

结果  24 例样本基因芯片法检测结果与 Sanger 测序法相比，符合率为 100%；6 种基因型别样本重

复检测，10 次结果型别均正确；基因组 DNA 稀释至厂商声明的最低检出限浓度，10 次重复检测仍

能正确分型。 

结论  基于基因芯片发的载脂蛋白 E（ApoE）基因多态性检测试剂盒稳定、可靠，符合相关质量管

理要求，可应用于临床标本检测。 
 
 

PU-4512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室内质量控制探讨 

 
刘海红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美国贝克曼 DXI-800 化学发光分析仪室内质量控制解决方案。 

方法 根据《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和《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的专用要求(IS0．

15189)》管理规程以及在日常工作中的经验、体会，提出做好贝克曼 DXI-800 化学发光分析仪室

内质量控制所采用解决方案和手段。 

结果  美国贝克曼 DXI-800 化学发光分析仪的室内质量控制同所有的医学检验一样，要将标准

化、规范化的管理贯穿在整个过程中，只有监测控制这些过程中各环节的误差，才能保证最后检验

结果的质量。 

结论  室内质控是保证检验质量最有效的监控措施，要对质控数据进行分析，每月要进行统计和总

结，才能真正起到监控作用。遇到失控要仔细分析和查找原因，最关键的是要及时给予纠正。做好

质量控制是确保其检测结果准确性的重要前提与基础，制定相关的检测质量控制解决方案显得十分

必要。 
 
 

PU-4513 

Erythrocyte Membrane Camouflaged Graphene Oxide for 
Tumor-targeted Photothermal-/Chemotherapy 

 
Jian Li1,Xueyuan Huang1,Rong Huang1,Jing Jiang1,Yanjie Wang1,Junhua Zhang1,Xinying Xiang2,Xinmin 

Nie1,Rong Gui1 

1.The Thir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2.School of Life Scienc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nanodrug carriers include poor drug loading 
capacity, rapid clearance from blood circulation, low antitumor efficiency and poor targeting. 
Methods A new type of antineoplastic agents, F-RGID, using the graphene oxide (GO) with 
incorporated photosensitizer (Indocyanine Green, ICG) and chemotherapeutic drug (Doxorubicin, 
DOX) as the inner core and RBC membrane (RM) inserted with targeting moiety (folic acid, F) as 
shell is developed. 
Results 1. The endogenous nature of RM renders F-RGID with excellent biocompatibility and the 
ability to evade from the clearance of reticuloendothelial system (RES). 
2. The polymer-membrane core−shell F-RGID exhibited excellent monodispersity, remarkable 
stability, photothermal response and fluorescence imaging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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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RGID, decorated with folic acid by a lipid-insertion approach, can selective 
recognize Hela cells. 
4. The longstanding F-RGID in tumor realize real-time imaging and synergistic photothermal-
/chemotherapy. 
Conclusions The robust F-RGID can provide a bionic nanoplatform for clinical tumor-targeted 
photothermal-/chemotherapy. 
 
 

PU-4514 

互联网思维应用于检验科的可行性研究及思考 

 
薄向宇,王川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目的  随着信息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以及 “互联网思维”在不同行业的广泛延伸，从互联网思维的

核心理念入手，以提升检验工作效率、增强医院各科室间有效协作，提高患者就医体验为目的，探

讨应用互联网思维建立服务于检验科的大数据服务平台的可行性及其影响。 

方法  对思维模式、国家政策、网络技术、相关法规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并讨论将互联网思维运用于

检验科的可行性以及带来的效果及影响。 

结果  互联网思维的应用将提高检验科服务质量，是对传统检验科工作模式的优化与补充。 

结论  互联网思维应用于检验工作将是大势所趋，应抓住机遇，克服挑战，为检验事业发展注入新

的动力。 
 
 

PU-4515 

质控图中 Z 分数的相关性趋势性和偏向性分析 

 
彭长华 1,孙凯 2,李俊立 1,鄢斌 1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荆州医院  2.湖北省襄阳市中心医院 

 

目的  分析室内质控图的 Z 分数数据,提出对这些数据进行相关性、趋势性和偏向性分析的方法。 

方法  采用某实验室的实测 MCV 和 TBIL 数据及“应用 Westgard 多规则的示例”中的 UREA 数据，

计算两个浓度水平 Z 值之间的线性相关系数，推断其间是否存在相关性；计算某一浓度 Z 值与对应

的批序次之间的线性相关系数，推断其间是否存在相关性；计算某一浓度 Z 值的平均值与标准差，

用 t 检验推断其平均值与 0 之间是否存在偏向性。编制一个 Excel 文件，将数据粘贴在工作表

“下载原始数据”中，工作表“Z 分数”中就立即自动得到了 Z 分数、Z 分数图和各规则的检索结

论。 

结果  UREA 数据在批次 18 和 26 之间：UREA1 有偏低的偏向，UREA2 有随批序次增大的趋势，

UREA1 与 UREA2 之间无相关性；MCV 无符合 Westgard 多规则的数据，也无趋势性和偏向性变化，但

MCV 两个浓度水平的 Z 值间存在相关性，推断检测值存在系统误差；TBIL 无符合 Westgard 多规则

的数据，也无偏向性变化，但 TBIL 两个浓度水平的 Z 值都有随批序次减小的趋势，且两个浓度水

平的 Z值间存在相关性，推断检测值存在系统误差。 

结论  相关性规则、趋势性规则和偏向性规则可作为 Westgard 多规则的补充，以提高对误差的检

出能力；用 Excel能自动进行 Westgard多规则和三个补充规则的误差检索。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428 

 

PU-4516 

用 Excel 自动进行 Westgard 多规则的误差检索 

 
彭长华 1,孙凯 2,李俊立 1,鄢斌 1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荆州医院  2.湖北省襄阳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自动进行 Westgard多规则误差检索的 Excel 工作表的编制方法。 

方法  采用“应用 Westgard 多规则的示例”中的 UREA 数据，将数据粘贴在工作表“下载原始数

据”中，在工作表“Z 分数”中计算对应的 Z 分数，绘制 Z 分数图，检索 12s、13s、22s、R4s、41s、

10x等规则并给出结论。 

结果  编制的工作表检索出了“应用 Westgard 多规则的示例”中所有规则的误差且完全与之一

致。 

结论  用 Excel能自动完成 Westgard多规则的误差检索。 

 

 

PU-4517 

白细胞分类计数比对数据判断标准的方法学探讨 

 
彭长华 1,肖秀林 1,周治年 2,王长征 1,李琳芸 1,李俊立 1,王昌富 1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荆州医院  2.湖北省荆州市中心血站 

 

目的  比较正态近似法和二项分布法计算白细胞分类计数可信区间的适宜性，为建立白细胞分类计

数结果比对数据的判断标准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建立 Excel 工作表以快速计算白细胞分类计数的可信区间；将二项分布法与正态近似法计算

的白细胞分类计数的可信区间进行比较；以两种方法计算的可信区间为结果比对数据的判断标准，

对实际比对数据进行比较分析，以得到适宜的判断标准。 

结果  进行白细胞分类计数结果比对数据分析判断时，仅在 Excel 中录入显著性水下 α、观察白

细胞总数 n、某类白细胞个数 m，不需要再录入任何统计公式和命令，立即可得到与 m 对应的二项

分布法和正态近似法的可信区间；比较实例中两种方法的可信区间，发现与白细胞分类计数数据的

实际分布(二项分布)相比，正态近似法存在错误的拒绝和接受区域。 

结论  利用 Excel 能直观快速地得到任意百分率、任意观察细胞总数的总体率的可信区间。评价白

细胞分类计数结果比对数据时，判断标准(可信区间)以采用二项分布法为宜；在评价自动血液分析

仪的白细胞分类计数性能时仍应遵循 H20-A2，不用回避，采用二项分布法计算可信区间即可。 
 
 

PU-4518 

白细胞分类计数不精密度实验数据的有效性评价 

 
彭长华 1,肖秀林 1,周治年 2,李琳芸 1,王长征 1,李俊立 1,王昌富 1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荆州医院  2.湖北省荆州市中心血站 

 

目的  推导白细胞分类计数不精密度(CV%)、分类百分率的均数( %)、分类时观察的白细胞数(n)
之间的函数关系式，依据此关系式评价由实验数据计算得到的 CV%的有效性。 

方法  根据 Binomial 分布理论，样本率为 p(x/n)时，可得到 CV%＝σ/μ＝；用平均百分率 %作

为 p(x/n)的估计值代入上式，可得到以 %和 n 为变量的 CV%理论计算公式。将 29 名培训合格的检

验人员分为在 3 个实验室区域，每人各自将 5 份抗凝血液样本中的一张血涂片进行染色和显微镜下

白细胞分类，记录 100 个白细胞中下列各类细胞的数量：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嗜酸

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异形淋巴细胞、其它有核细胞；计算每份血样每类细胞分类百分率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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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 %和变异系数 CV%,将 %、CV%进行对数转换，然后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将回归方程的截距、

斜率与理论值进行比较：若与理论值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则数据符合 Binomial 分布规

则，由此得到的 CV%有效。否则无效。 

结果  经推导可得到 CV%的计算公式表明 CV%仅与 x %和 n 有关，与白细胞类别、样本中白细胞绝

对浓度、检验人员等因素无关；x %越小，CV%越大；n 越小，CV%越大。实验获得的 3 组数据中有

2 组数据的回归方程截距、斜率与理论值有差异，不符合 Binomial 分布规则，由此得到的 CV%无
效。另一组数据符合 Binomial分布规则，得到的 CV%有效。 

结论  推导出 CV%的理论回归方程的截距 a、斜率 b=-0.5 可用于评价依实验数据得到的 CV%的有效

性。 
 
 

PU-4519 

抗心磷脂抗体通过 NADPH 氧化酶-2 

途径诱导巨噬细胞 TNF-α 的表达 

 
汤兆明,邢辉,王琳,胡丽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抗心磷脂抗体通过 NADPH氧化酶-2途径诱导巨噬细胞 TNF-α的表达 

方法  亲和纯化单独抗心磷脂抗体阳性患者的血清 IgG，纯化的 IgG 刺激 Ana-1 细胞 16h，健康个

体来源的纯化 IgG 为对照。实时定量 PCR 检测 Ana-1 TNF-α 的表达。在 NADPH 氧化酶-2 抑制剂 

hydroxychloroquine存在的情况下，观察抗心磷脂抗体 IgG对 Ana-1 表达 TNF-α的影响。 

结果  抗心磷脂抗体 IgG 刺激 16h 后 Ana-1 胞内 TNF-α 的表达水平升高 5.6 倍，抗心磷脂抗体

IgG 刺激 Ana-1 胞内 TNF-α 的表达呈时间依赖性，6h 后可见明显升高，18h 后 TNF-α 的表达显著

下降。在 Hydroxychloroquine 存在的情况下，抗心磷脂抗体 IgG 刺激 Ana-1 胞内 TNF-α 的表达水

平显著下降（p<0.05）。 

结论  抗心磷脂抗体 IgG 可上调小鼠巨噬细胞 TNF-α 的表达，其机制之一可能是通过激活 NADPH

氧化酶-2信号的途径。 
 
 

PU-4520 

抗 β-GP I 抗体通过 mTOR 途径诱导巨噬细胞 TNF-α 的表达 

 
汤兆明,邢辉,王琳,胡丽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探讨抗β-GP I抗体对小鼠巨噬细胞 Ana-1表达 TNF-α的影响及可能的机制。 

方法  亲和纯化单独抗 β-GP I 抗体阳性患者的血清 IgG，纯化的 IgG 刺激 Ana-1 细胞，健康个体

来源的纯化 IgG 为对照。实时定量 PCR 检测 Ana-1 TNF-α 的表达。在 mTOR 抑制剂 Rapamycin 存

在的情况下，观察抗β-GP I 抗体 IgG对 Ana-1 表达 TNF-α的影响。 

结果  抗 β-GP I 抗体 IgG 刺激 16h 后 Ana-1 胞内 TNF-α 的表达水平升高 10.59 倍(p<0.01)，抗

β-GP I 抗体 IgG 刺激 Ana-1 胞内 TNF-α 的表达呈时间依赖性，16h 达峰值。Rapamycin 存在的情

况下，抗β-GP I抗体 IgG 刺激 Ana-1胞内 TNF-α的表达水平显著下降 5.86倍（p<0.05）。 

结论  抗 β-GP I 抗体 IgG 可上调小鼠巨噬细胞 TNF-α 的表达，其机制之一可能是通过激活 mTOR

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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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521 

临床检验设备接口规范化方案研究 

 
赵雅,王林,胡静星 

西安市第一医院 

 

目的  加强医疗信息共享是国内医疗服务体系的大趋势，也是互联网医疗发展的新阶段。 

方法  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IMS）作为医院临床检验信息交换赖以支撑的平台，它集成了各式各

样的医疗仪器，不同设备之间的数据存储、表达方式差别很大，交换方式也不同，导致信息系统之

间难以实现真正的数据交互共享。 

结果  基于临床信息交换平台，围绕接口规范化研究，开展关于数据格式的统一和交换方式规范化

的相关工作 

结论  旨在实现检验信息的全面共享。 

 
 

PU-4522 

Leptin 信号通路在乳腺癌中的研究进展 

 
王林 1,王维 2,赵曼 1,黄嫄 1 

1.西安市第一医院  2.西安市儿童医院 

 

目的  肥胖患者体内高浓度的瘦素（leptin）与其乳腺癌高发病率，恶性程度以及不良预后密切相

关。 

方法  Leptin 与乳腺癌细胞上的瘦素受体（OB recepter, OBR）结合可激活多条信号通路，促进

癌细胞增殖，抑制其凋亡，诱导血管生成，进而促进乳腺癌发生发展。 

结果  深入研究乳腺癌中的 leptin 信号通路，不仅对乳腺癌的诊断有指示作用，亦可为乳腺癌患

者提供有效的生物治疗靶点。 

结论  本文就 leptin影响乳腺癌发生发展的主要信号通路及目前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PU-4523 

高胆红素标本对丙肝病毒核酸定量检测结果的影响 

 
王彩娥 

西安市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浓度的胆红素对 HCV-RNA定量检测结果的影响。 

方法  将已知 HCV-RNA 定量检测结果为阴性的不同浓度的高胆红素血清标本加入丙肝病毒定量不同

浓度梯度血清标本中，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对其 HCV-RNA 进行定量检测，通过与原始结果比

较分析，评价高胆红素对血液标本中 HCV-RNA检测结果的影响。 

结果  加入不同浓度高胆红素的血标本后，HCV-RNA 阴性无影响；HCV-RNA 载量 10
3
结果偏倚

>7.5%；其余 HCV-RNA载量大于 10
3
方结果偏倚<±7.5%。  

结论  高含量胆红素对 HCV-RNA 定量检测阳性样本有一定的影响，病毒载量较低的高胆红素样本进

行 HCV-RNA定量检测会引起较大的正向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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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524 

Interlaboratory comparison of quantification of hepatitis C 
virus (HCV) RNA by proficiency testing in Shanghai, China 

 
Xueliang Wang 

Shanghai Centre for Clinical Laboratory 

 
Objective Currently, there are many laboratories to quantify the HCV RNA level using various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RT-PCR) assays in Shanghai, China, but the 
degree of proficiency may vary between them. To realistically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clinical 
laboratories for HCV RNA quantification by a new unannounced inspection program. 
Methods Inactivated chimeric influenza viral particles (CIVP) encapsulating specific RNA 
sequences of HCV were prepared as positive samples. The sample panel, which consisted of two 
negative and eight positive sample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CIVP (1.40–6.40 Log10 
IU/ml), was distributed to 40 clinical laboratories for HCV RNA quantification. The results reported 
by the participating laboratories were compared and scored.  
Results All participating laboratories used various commercial rRT-PCR kit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75% (30/40) of the laboratories obtained an acceptable or better performance score, 
while the other 10 laboratories had room for improvement. Reported results for individual samples 
ranged from 2.11 log10 (minimum) to 4.78 log10 (maximum). The greatest variation was 
observed for samples with a relatively low concentration. Interlaboratory variability among 
replicate samples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intralaboratory variability (p < 0.05).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re is room for some laboratories to improve their 
performance in the quantification of HCV RNA in Shanghai. Additionally, this study underlines the 
importance of unannounced inspection for realistically monitoring the quality of diagnostic 
laboratories. 
 
 

PU-4525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实验室生物安全的规范化教育探讨 

 
储楚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目的在于培养出既掌握专业知识又具有实验室生物安全技能的优秀毕业生。 

方法  采用理论知识的学习、实验课的言传身教及实习期间一对一全程带教的教学模式，通过规范

化、系统化的实验室生物安全培训，增强学生的生物安全意识，提高其生物安全防护能力。目的在

于培养出既掌握专业知识又具有实验室生物安全技能的优秀毕业生。 

结果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将来大部分是从事实验室相关样本的检测工作，整个职业生涯都会与

具有感染性的各类标本、有毒化学试剂接触。为了提高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的生物安全意识，降

低工作过程中实验室生物安全事故的发生率，本文笔者根据既往教学和临床带教中存在的问题，采

用理论知识的学习、实验课的言传身教及实习期间一对一全程带教的教学模式，通过规范化、系统

化的实验室生物安全培训，增强学生的生物安全意识，提高其生物安全防护能力。目的在于培养出

既掌握专业知识又具有实验室生物安全技能的优秀毕业生。 

结论  临床检验专业的学生由于专业的特殊性，在实验室的时间比较长，由于实验室的标本大部分

有传染性，导致其职业暴露的机率较高。为了确保实验室的生物安全，美国实验室要求新进实验人

员在工作第一周内必须接受生物安全培训
 [6]

。为减少公共安全事故的发生，高校大学生可以开展多

形式、多方面的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和培训
 [7]

。但是我国大学生参加实验室安全技术培训的机会和

培训的形式较少
[8]
。养成良好的习惯至关重要，只有通过系统化规范化的教育和培训，提高生物安

全意识，才能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保护自己，为临床工作和科研工作打下夯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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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526 

CAP 认可质量管理体系下的血液淋巴肿瘤流式 

免疫分型质量控制 

 
许芳,卢施贤,郑婷婷,邹晨晨,杨博,胡从华 

上海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目的  介绍美国病理家学会（College of American Pathologists,CAP）质量体系下如何进行血液

淋巴肿瘤免疫分型质量控制，提高流式免疫分型质量水平。 

方法  通过分析前、分析中、分析后三个模块分别介绍质量控制的具体要素。 

结果  分析前质量控制要素包括：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的建立，流式细胞仪的性能验证，流式细胞仪

的日常操作标准化，项目方法学建立，试剂的验证，样本的采集、运输和接收。分析中质量控制要

素包括：室内质控和室间质评，合适的抗体选择及合适细胞浓度标本制备，标本活力测定及同型对

照的设立。分析后质量要素包括：设门策略和十字门设定，同型对照及阴性对照的设立，异常细胞

的分析，最终报告模式及数据保存。 

结论  在 CAP质量管理体系下，可以有效、全面的进行血液淋巴肿瘤免疫分型质量控制。 
 
 

PU-4527 

信息系统结合半自动分拣仪在预防标本丢失中的应用探讨 

 
冯广东 

南京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目的  本次探究以实时追踪标本在本实验室的运转流程为基准，从而减少标本丢失，保障正确的医

患关系。 

方法  利用金域医学完善的信息系统，结合半自动分拣仪进行大批量标本的科学化前处理，做到准

确接收、分发至检测岗位，溯源标本签收环节落实责任制度。 

结果  信息系统及半自动分拣仪的使用，保障了标本在上机检测前能够准确无误的到达检测科室，

使本实验室研究前 21例标本丢失降低到了 0例。 

结论  科学化的信息系统及半自动分拣仪的使用，能够做到全流程的样本跟踪，降低了标本丢失

数，保障了本实验室的正常运转，为建设区域中心实验室、医联体提供了一条可行之路。 

 
 

PU-4528 

信息系统在标本管理与质量控制中的应用 

 
李扬 

南京金域医院检验所有限公司 

 

目的  提高标本上机检测前的跟踪，信息录入的准确性及标本管理中的质量控制。 

方法  开发相应的标本收取、运输、信息录入、标本接收的信息系统
[1]
模块，和其相配套的硬件设

施以条形码为唯一标识进行标本上机检测前的管理。由外勤人员使用手持终端
[2]
门收取标本，并录

入项目信息。托运组人员负责将标本运输到实验室。录入组人员进行标本资本信息的录入。标本室

人员负责标本的交接分发到检测科室。 

结果  运用信息系统后标本的收取与运输、分发的准确性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使质量控制和质量改

进有据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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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信息系统实现了标本管理的全流程线上操作，每一个节点所对应的操作过程都有着系统记

录，如果出现质量问题则可以根据信息系统的数据溯源到问题节点，从而对质量的持续改正及改进

效果有着很好的作用。 
 
 

PU-4529 

血常规自动审核批准规则的建立与应用 

 
杨丽 

南京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目的  使用 PRD 软件系统自动审核对血常规结果进行自动审核批准，对 PRD 系统自动审核软件进行

评估。并应用于常规工作。 

方法  在 PRD 系统里设置血常规的预警规则和复检规则，比较血常规自动审核和人工审核的标本周

转时间的变化。 

结果  PRD 系统自动审核样本平均 TAT 时间为 3min，人工（有经验的检验师）审核样本平均 TAT 时

间为 4 min，人工（无经验的新员工）审核样本平均 TAT 时间为 20min；PRD 系统在稳定的情况

下，没有触碰预警规则都可显示预警通过，PRD系统会自动批准。 

结论  采用 PRD 软件系统对血常规样本进行自动审核批准，制定严谨的自动审核规则，可以保证降

低假阴性前提下，实现大部分样本自动审核。对于新员工来说，最能体现工作效率，也大大减少报

告出错的概率。 
 
 

PU-4530 

Karyotype analysis of peripheral blood lymphocytes in 
1776 cases of genetic consultants in Nanjing Area 

 
Jiexin Zhang,Shichang Zh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creening effect of karyotype analysis of chromosomes in peripheral 
blood lymphocytes in Residents of Nanjing Area.  
Methods Heparin lithium anticoagulant peripheral blood of 1,776 residents undergoing 
chromosome examination in our department in 2006-2016 was collected, and lymphocytes were 
separated and cultured. Observation was performed with a microscope and karyotype of 
chromosome G-banding was recorded, which were analyzed with residents’ information at visit. 
Results Of the1,776 subjects, the rate of chromosome abnormality was 15.32% (272 cases). 
Among them, 36 cases had abnormal autosomal chromosome numbers, 23 cases had autosomal 
chromosome structural aberrations, 139 cases had abnormal sex chromosome numbers, 25 
cases had sex chromosome structural aberrations, 39 cases were gender reverse and 10 cases 
were chimeras. 
Conclusions Abnormal chromosome causes abnormal pregnancy history, infertility, primary 
amenorrhea, and growth abnormality. Therefore, karyotype analysis of peripheral lymphocytes 
has essential role in clinical differential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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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531 

Performance of Sebia Capillarys 2 Flex Piercing and Helena 
Biosciences V8 for hemoglobin electrophoresis 

 
Hao Chen,Liqin Ling,Chaonan Liu,Si Chen,Jun Wang,Minjin Wang,Hong Jiang,Jing Zhou 

West China Hospital，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Hemoglobin (Hb) electrophoresis allows the detection of the majority of Hb disorders, 
and provides basic information for gene testing and genetic counseling. We assessed the 
performance of capillary zone electrophoresis on Sebia Capillarys 2 Flex Piercing and capillary 
isoelectric focusing on Helena Biosciences V8 instrument for Hb electrophoresis.  
Methods Imprecision of Hb A and Hb A2 measurement, and linearity of Hb F measurement were 
assessed. Blood samples of 85 known patients with Hb disorders were analyzed on Capillarys2 
and V8, respectively. The detection sensitivity to different Hb disorders was calculated. 
Results Both instruments had acceptable imprecision of Hb A and Hb A2 measurement (within-
run<2.5%, between-run<3.5%), and good linearity of Hb F measurement (R2>0.99). Both 
instruments showed 100% detection sensitivity to Hb H disease and simple β-thalassemia, but 
Capillarys2 had higher detection sensitivity to α-thalassemia trait (33% versus 11%). Both 
instruments showed >90% detection sensitivity to structural Hb variants, but Capillarys2 had 
better capacity to indicate whether the abnormality was on α- or β-globin chain (α: 86% versus 
0%; β: 100% versus 90%). Additionally, for compound α-thalassemia (--SEA/αCSα, non-deletional 
Hb H disease), both methods could detect Hb H, but only Capillarys2 could detect Hb Constant 
Spring; for compound β-thalassemia (Hb E /β-thalassemia), both instruments could detect Hb E, 
but only Capillarys2 could detect β-thalassemia. 
Conclusions Both instruments meet the clinical requirements of screening for Hb disorders. But 
Capillarys2 has better capacity to localize the abnormality to α- or β-globin chain, therefore, it 
might be more favorable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PU-4532 

Hypomethylation of DAZ promoter CpG island associates 
with IAS 

 
Jiexin Zhang,Shichang Zh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Epigenetic status of DAZ (deleted in azoospermia) promoters has been intensively 
studied in germline. Neverthless, an association between somatic DAZmethylation and 
IAS  (idiopathic asthenospermia) remains to be discussed. 
Methods We targeted methylation status of CpG sites in DAZ promoters in 17 males with 
normozoospermia (NZ) and confirmed healthy offsprings, and 13 IAS males who had normal 
karyotype by bisulphite genomic sequencing. 
Results Compared to NZ controls, one specific CpG site in DAZ3 promoter of IAS male 
peripheral white cells was significantly hypomethylated. 
Conclusions An association between hypomethylation of somatic DAZ3 promoter and IAS is 
demonstrated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inappropriate methylation of a 
key spermatogenesis gene in somatic cells may be a consequence of inheritance via Y 
chromo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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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533 

免疫学检验自动预警程序的建立及应用 

 
白文丽 

南京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目的  探讨基于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IS）的免疫学检验项目自动审核程序的建立及应用价值。 

方法  对免疫学检验定性项目及定量项目预警规则设定，并在 LIS 测试平台中测试验证通过后，应

用此规则到生产环境平台中对免疫定性、定量项目进行自动审核判断。 

结果  免疫定性项目设置 5 类自动预警规则，平均通过率 98%；定量项目设置 6 类预警规则，平均

通过率 88%。通过预警审核的报告准确率 100%，预警不通过的报告准确率 100%，伪红（非真实警

告）操作率 0%。 

结论  基于 LIS 的免疫学检验项目检测结果的自动预警规则，有效地提高了检验人员工作效率缩短

了发报告时间，有效避免了因审核不当或误操作导致报告单的误发，实现 LIS 在免疫学检验中的自

动化、智能化。 
 
 

PU-4534 

The study on Screening of Abnormal Expression Genes i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by Gene Expression Profiles Chip 

 
Hang Yuan 

Nanjing Kindmed Clinical Laboratory，Co.， Ltd. 

 
Objective The SNPs of the differential gene were analyzed by Human gene expression profile 
chip between th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opulation and the healthy population. And the 
candidate genes related to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ere selected by 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later 
verification experiments. 
Methods Five cases of sporadic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5 cases of healthy human peripheral 
blood were selected for gene chip detection. 
Results A total of 2162 genes were detected by gene chip. 1296 genes were up-regulated and 
866 genes were down-regulated among them. The top 10 genes were CD177, MMP8, KLRC4-
KLRK1, OLFM4, ANXA3, LIPN, KLRK1, KLRC3, KLRF1, CRISP3. There were 517 different 
genes involved in the significant function through the differential gene function analysis. And the 
up-regulated genes were involved in 163 significant signaling pathways by differential gene 
pathway analysis. 
Conclusions There were a large number of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in th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of screening results by gene chip detection. These genes 
were mainly involved in the biological function of innate immune response, small molecule 
metabolism and translation extension. They were also participate in the regulation of multiple cell 
signaling path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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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535 

不同胃癌细胞株增殖及侵袭迁移能力的比较 

 
温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我们体外培养 MGC-803、AGS、和 MKN45 三种胃癌细胞株和 GES-1 正常人胃黏膜细胞株：比

较四种细胞增殖、运动、侵袭及迁移能力。 

方法  采用 CCK8 实验测定 4 种细胞的增殖能力，增殖能力用 48 小时增值率表示；划痕实验测定 4

种细胞的运动和迁移能力，细胞划痕迁移能力用 48h 划痕宽度/0h 的划痕宽度来评估；采用

Transwell 小室对 4 种细胞株进行体外侵袭及迁移实验，通过检测穿过小室的相对细胞数量比较四

株细胞的侵袭及迁移能力。 

结果  MGC-803、AGS、MKN45 和 GES-1 四种细胞在 CCK8 实验中的 48h 的增殖率分别为：190%、

140%、112%和 48.8%，每两组之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4 种细胞划痕迁移能力的结

果分别为：0.39、0.53、0.84 和 0.77，每两组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4 种细胞每个

视野侵袭均数分别为：1285、948、537 和 80,每两组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4 种细

胞每个视野迁移均数分别为：1726、1235、932 和 34,每两组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结论  四种细胞相比较，MGC-803 的增殖、运动、侵袭和迁移的能力最强，随后依次为 AGS、

MKN45、GES-1。 
 
 

PU-4536 

超速离心法与 QIAGEN 膜过滤法提取 

细胞上清外泌体的方法学比较 

 
范维肖,郝晓柯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目的  对超速离心法与膜过滤法提取细胞上清外泌体优缺点进行比较，为外泌体相关基础研究及临

床检测提供方法学参考。 

方法  对收集的细胞上清分别用两种方法提取外泌体，进行电镜、BCA 定量、western blot 以及

Zetaview 粒径分析，比较所提取外泌体的纯度与产量，为后续实验研究提供外泌体分离的方法学

基础。 

结果  超速离心法提取的外泌体纯度高，电镜下结构清楚，杂质较少，western blot 可见标志蛋

白条带：QIAGEN 膜过滤法提取外泌体步骤简单，产量较超速离心法高，但电镜下会观察到杂质，

western blot 条带没有超离提取的外泌体清楚。超速离心法提取外泌体粒径分布无杂峰，峰值为

100nm左右，符合外泌体的粒径分布范围。 

结论  超速离心法与膜过滤法均可以从细胞上清中提取到外泌体，超速离心法步骤繁琐，时间较

长，所需细胞上清量更多，但外泌体纯度高，杂质少：QIAGEN 膜过滤法方法简单，无需超高速离

心机，一般实验室均可实现，可快速从细胞上清中提取到外泌体，但纯度不及超速离心法，会产生

部分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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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537 

2012-2017 年我院儿童感染肺炎链球菌耐药监测研究 

 
汤进,张昆,陶怡秀,黄晓霞,何宝明 

汉中市中心医院 

 

目的  了解 2012-2017 年我院儿童感染肺炎链球菌的年龄、性别、时间分布、耐药性特点及其变化

趋势。 

方法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我院儿科住院患儿，对其痰、血、脑脊液标本进行分离培养，

采用全自动细菌鉴定仪和 API 手工鉴定系统进行细菌鉴定，参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

（CLSI）文件 M100-S26 标准进行药敏试验和结果判定；后将数据用 Whonet5.6 中文版软件及

SPSS13.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结果  自患儿分离的 2384 株肺炎链球菌，男性占 54.1%；女性占 45.9%，男女分离比例有统计学差

异（P<0.01）。其中 0.5~3 岁年龄段占 63.38%，≤0.5 岁占 21.10%，>3 岁占 15.52%，三个年龄段

分离率有统计学差异（P<0.01）。肺炎链球菌占所有分离细菌的比例为 18.18%，按季度统计分离

比例，结果为四季度 20.62%>一季度 18.77%>二季度 18.42>三季度 11.11%，每年一至四季度肺炎链

球菌分离比例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红霉素、复方磺胺甲噁唑、克林霉素、四环素平均耐药

率高，分别为 98.78%、89.35%、94.22%、85.28%；左氧氟沙星、氯霉素、头孢呋辛、头孢噻肟、

阿莫西林、青霉素的平均耐药率较低，分别为 0.93%、11.13%、20.88%、8.85%、13.70%、

15.00%，未发现对万古霉素、奎奴普丁/达福普丁、利奈唑胺、莫西沙星耐药的肺炎链球菌。 

结论  肺炎链球菌主要分离于呼吸道感染患儿，男性居多，≤3 岁儿童是感染主体。肺炎链球菌随

着天气温度的升高分离率逐步降低，每年一至四季度分离率有统计学差异，但是这种差异正在逐步

缩小，其时间分布特点将会越来越不明显。阿莫西林、青霉素可作为治疗儿童肺炎链球菌感染的一

线药物。 
 
 

PU-4538 

ISO15189：2012 和质量手册 

 
何书康 1,2,王薇 1,赵海建 1,王治国 1,2 

1.北京医院 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北京市临床检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730 

2.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730 

 

目的  规范化质量手册的建立程序，帮助临床实验室更好地理解和建立自己实验室的质量手册。 

方法  本研究结合 ISO15189：2012，CLSI 文件和相关文献，就质量手册的重要性、内容及建立方

法进行论述。 

结果  质量手册可以向实验室领导者、工作人员及认证机构讲述本实验室的质量管理体系，其对于

临床实验室的重要性可总结为以下几点：（1）为实验室提供完整的质量管理指导资源；（2）使实

验室符合要求并确保所有运行区的贯彻实施；（3）与实验室工作人员进行交流；（4）让其他人了

解本实验室。CLSI 文件 QMS25 建议完整的临床实验室质量手册应包含以下几部分：（1）介绍和目

的；（2）愿景和任务说明；（3）范围；（4）质量方针；（5）质量目的和目标；（6）质量管理

体系要素；（7）支持文件；（8）附录。同时，文件还给出了质量手册的具体建立方法。首先，临

床实验室可以通过使用文件附录中所提供的模板、和/或修改实验室当前的文件来建立质量体系要

素方针，后一种方法主要针对的是已经拥有质量手册或质量文件的临床实验室；然后实验室需要为

质量体系要素过程编写文件，这是因为如果不事先记录或者理解正确的活动顺序，那么在由不同的

实验室工作人员进行操作时，就可能会引起巨大的变异，因此所有的工作人员应该就批准的内容达

成共识；最后，实验室应该编写质量体系要素程序，来为工作人员执行质量体系要素活动时提供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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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指导，工作人员应该随时可以使用这些质量程序。质量手册中应该包含质量程序列表及其位

置。 

结论  质量手册为实验室主任，工作人员和认证者提供了一份关于本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的说明，

所有的临床实验室都应该建立实验室质量手册，来确保实验室的检测质量，实践优质管理并满足审

核，认证和顾客的需求。 
 
 

PU-4539 

Ion Torrent PGMTM 平台在乳腺癌风险基因检测中的影响因素 

 
李金洁,杨柳,刁艳君,李蕊,苏明权,马越云,郝晓柯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  探讨 Ion Torrent PGM
TM
平台在乳腺癌风险基因 BRCA1及 BRCA2检测中的影响因素。 

方法  采集 17 份健康志愿者及 7 份临床诊断为乳腺癌的患者的外周血并提取基因组 DNA，同时选

取 7 份 coriell 室间质评的阳性标本；分别针对 BRCA1 基因及 BRCA2 基因采用 PCR 反应进行全部外

显子及部分内含子的扩增；扩增产物经 Qubit 定量后制备文库；在 chef 上进行乳液 PCR、ISP 富集

及芯片 DNA 加载；在 Ion Torrent PGM
TM
平台上完成测序；经鹍远公司后台进行数据分析并对检测

中的致病性突变及可疑突变位点进行 Sanger测序验证。 

结果  1.ABI 2720 PCR 仪上完成的扩增，定量均符合质控（quality control，QC）要求(0.3-1.7 

ng/μL )，ABI 9700 PCR 仪上的完成扩增，定量有多个样本不符合 QC 要求，差异经配对样本的 t

检验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4）。并且在随后的测序参数中可以看出，ABI 9700 PCR 仪上

完成扩增的样本 200bp 大小的扩增子扩增不理想；2.不同的 DNA 加载量对芯片 loading 率及相关参

数均有影响，其中加载量为 36pM 时各参数达到最优；3.检测中出现 4 个“非确定性的

（inconclusive）”突变位点，经 Sanger测序验证为假阳性。 

结论  基于 Ion Torrent PGM
TM
平台在进行临床检测时，需要注意 PCR 仪的选择和 DNA 加载量的调

试，同时对于检测到的致病性突变及测序中的可疑突变位点均需 Sanger 测序法进一步验证，以确

保检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PU-4540 

CD64 在临床特殊病例感染诊断中的应用分析 

 
李蕊,常亮,李金洁,刁艳君,杨柳,苏明权,郝晓柯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  中性粒细胞 CD64 的表达作为一项感染性指标，其检测有利于感染性疾病早期诊断、病情监

测、预后判断、疗效评估、以及指导临床用药等，具有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 

方法  但是由于人体免疫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作为一个免疫应答指标，其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

响。 

结果  机体受到剧烈刺激等情况下常可引起免疫功能改变，进而引起细胞因子浓度变化，最终中性

粒细胞 CD64表达也会受到影响。 

结论  因此在粒细胞 CD64 指数轻度升高的病例中，尤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我们需要利用循证医

学的方法进行鉴别诊断，以防止不必要的抗感染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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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541 

全国临床实验室患者满意度调查的现状和分析 

 
何书康 1,2,张路 1,王薇 1,赵海建 1,王治国 1,2 

1.北京医院 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北京市临床检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730 

2.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730 

 

目的  改进临床实验室检验结果的质量，一直以来都是实验室工作者的主要任务。近年来，患者满

意度调查作为重要的支持性过程质量指标而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应用。本研究通过对全国临床

实验室开展患者满意度调查现状的分析，来了解我国实验室患者满意度的基本情况。 

方法  向参加 2015 年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开展的全国室间质量评价计划的 2299 家实验室统一发放

纸质版通知和调查表，要求参加实验室在调查期间完成一般情况调查表，同时向门诊患者和住院患

者各发放 30 份调查表并将所有回收的调查表信息上传到网络平台，最后对结果进行统计描述和分

析。 

结果  527 和 475 家实验室分别上传了 12865 份门诊患者满意度调查表和 11742 份住院患者满意度

调查表。各实验室开展的门诊患者满意度调查的得分均值从 2.70 到 5.00，住院患者从 2.67 到

5.00，中位数都是 4.50。两者最重视的三个方面都是及时准确告知发放报告的时间和地点、采血

部位消毒彻底、取报告途径方便。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医院等级越高，患者满意度越高；与

综合医院相比，其他医院（如专科、中西医结合、中医医院、妇幼保健院）的满意度较高。 

结论  检验科应该更关注顾客的需求，而不是只关注自己认为重要的方面。本研究发现门诊患者和

住院患者对临床实验室服务的满意度和忠诚度都较高，但也有不满意的方面，说明我国临床实验室

在改进患者满意度的方面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从而更好地为临床服务。 

 
 

PU-4542 

BIOSYSTEM BA400 特定蛋白仪检测尿转铁蛋白的性能验证评

价 

 
曹修娥,刘义庆,张炳昌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对 BIOSYSTEM BA400 全自动特定蛋白仪检测尿转铁蛋白的检测性能进行评价 

方法  参考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 

CLSI）、卫生行业标准（WS/T 420-2013）及试剂生产厂家的要求，通过实验计算 BIOSYSTEM 

BA400 特定蛋白仪检测尿液标本中转铁蛋白的准确度、精密度、线性范围、可报告范围、参考区

间、携带污染率，与厂家说明书提供的参考值比较，评价重庆博士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尿转铁蛋

白试剂在 BA400特定蛋白仪上的检测性能 

结果  尿转铁蛋白的高、低浓度质控品的批内精密度、批间精密度的 CV 分别为 0.87 % 、5.96 

%、4.77 %、6.15 %，均满足厂家说明书的要求；在尿转铁蛋白范围为 0-92.1mg/L，相关系数

r
2
=0.9921，符合试剂说明书 r

2
≥0.990 的要求；检验结果的临床可报告范围为 1-1700mg/L；携带

污染率为 0.43%，均符合仪器要求 

结论  BIOSYSTEM BA400 特定蛋白仪测定尿转铁蛋白重复性好、准确度高，携带污染率极低，线性

范围能满足临床所需，且检测快速方便，结果可靠，特别适用于肾内科、内分泌科等科室对早期肾

脏疾病的筛查，能较好的满足临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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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543 

Prohibitin 高表达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及对乳腺癌细胞生长和侵

袭的抑制作用 

 
何谦,周晓艳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构建 Prohibitin（phb）高表达真核表达载体并从分子细胞水平研究 phb 高表达对乳腺癌细

胞 MCF-7生物学功能的影响。 

方法  构建 phb 高表达真核细胞表达载体 pEGFP-phb，利用酶切、测序鉴定重组质粒，脂质体瞬时

转染乳腺癌细胞系 MCF-7，用 RT-PCR 和 Western Blot 验证其高表达，然后通过实验检测 phb 高表

达在 MCF-7 细胞中的生物学功能，包括 MTT 法测细胞生长曲线，Transwell 小室侵袭实验，流式细

胞仪检测细胞周期。两样本均数比较采用 t检验，多样本均数采用方差分析。 

结果  重组质粒用 BglⅡ和 BamHⅠ限制性内切酶双酶切，目标条带符合 phb 基因分子量大小，基因

测序结果与 NCBI 中序列比对结果一致；脂质体转染乳腺癌细胞系 MCF-7，用 RT-PCR 和 Western 

Blot 验证，三组 phb 的表达量 OE 组明显高于两对照组； 转染后分别于 24h、48h、72h 用 MTT 测

定每组细胞的 OD 值，绘制细胞生长曲线，相对于阴性对照组，OE 组在三个时间点的细胞生长抑制

率分别为 20.98%、14.93%和 62.9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周期，三组细胞之

间 G1 期无差异（P＞0.05）。OE 组 S 期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G2 期 OE 组增加，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Transwell 小室侵袭实验组细胞数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 P=0.003），对照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46）。 

结论  成功构建 phb 高表达真核表达载体 pEGFP-phb； phb 增高对 MCF-7 细胞 G1 期 DNA 准备阶段

无影响，但使 S 期 DNA 合成关键期减少，G2 期细胞阻滞，进入 M 期细胞减少，即 phb 的增高通过

抑制 MCF-7细胞分裂间期 DNA 的合成，抑制了细胞增殖；phb增高抑制细胞侵袭能力。 
 
 

PU-4544 

prohibitin 生物学功能的研究进展 

 
何谦,周晓艳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Prohibitin 是一种广泛关联人类各种疾病的基因，广泛分布于细菌、真菌、酵母、原虫、

真核细胞及哺乳动物体内，是一种具有高度种族同源的物质。已有研究证实其具有抑制增殖的作

用，但同时研究表明 prohibitin 在细胞发育的不同阶段发挥了不同的生物学效应，即可能具有双

向调控作用，其定位的多样化也使得其功能多样化。本文对 prohibitin 生物学功能的研究进展进

行综述。 

方法  1、Prohibitin概述（命名、结构、分布） 

结果  2、Prohibitin 的生物学功能（prohibitin 参与增殖分化、维持线粒体形态结构及参与能量

代谢、抗衰老作用、免疫调节作用、参与细胞粘附信号转导作用） 

结论  总之， Prohibitin 在人类各种肿瘤及组织细胞中均发现其差异性表达，其定位多样，功能

复杂，作用机制错综复杂，需要科研工作者进一步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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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545 

尿液外泌体分离及 exoDNA 提取方法改进探讨 

 
南阿妮,刁艳君,郝晓柯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目的  近年来，纳米尺寸微囊泡（称为外泌体）已被描述为尿液组分，其中包裹的核酸有望成为泌

尿系疾病的非侵入性来源有吸引力的标志物。 

方法  但是尿液中的外泌体的数量和质量高度可变，其分离纯化方法有待进一步优化。 

结果  此外，前期研究主要关注外泌体中的 RNA 成分，DNA 因含量甚微研究较少，目前无稳定有效

的外泌体 DNA 分离方法。本实验主要以尿液为材料分离外泌体，用改进的柱提法分离外泌体内部

DNA(exoDNA)，Qubit和琼脂糖电泳检测 exoDNA含量。 

结论  结果显示改进法提取 ctDNA 的纯度高、谱带清晰，具有简便、快速、得率较高等优点。实验

表明，改进法为 exoDNA的提取提供参考，适于生物实验教学和科研活动 
 
 

PU-4546 

不同检测指标在甲状腺功能减退症诊断中的应用 

 
刘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检测指标在甲状腺功能减退症诊断中的应用。 

方法  选择我院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患者 58 例为观察组，其中：男 30 例，女 28 例；年龄 20 岁～78

岁，平均（43.68±12.35）岁。另设健康体检者 50 例为对照组，其中：男 28 例，女 22 例，年龄

22 岁～77 岁，平均（47.45±15.76）岁。所有入选本组受试者经知情同意后，均抽取空腹静脉血

3 ml～4 ml，避免溶血和乳糜血，以 3000 r/min 离心 10 min 后及时取出血清上机进行检测。检测

仪器采用日本生产的东曹 AIA2000ST 全自动免疫分析仪，试剂盒由上海蓝怡科技有限公司生成提

供，两组均采用 ELA 夹心法检测血清三碘甲状原氨酸（T3）、血清甲状腺素（T4）、血清游离三碘

甲状原氨酸（FT3）、血清游离甲状腺素（FT4）、血清促甲状腺激素（TSH）的浓度水平，采用受

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价各项检测指标的敏感性。 

结果  观察组血清 T3、T4、FT3、FT4 及 TSH 阳性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ρ＜0.05），其中，血清

TSH 的阳性率最高为 96.5%，其次为 FT4（占 89.6%）、FT3（占 88.9%）。通过 ROC 曲线、诊断试

验结果显示：血清 T3、T4、FT3、FT4 及 TSH 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658、0.748、0.720、0.812、

0.829， 95%可信区间分别为 0.562～0.754、0.661～0.836、0.630～0.810、0.736～0.888、

0.746～0.91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ρ＜0.001）。 

结论  血清 TSH、FT3 及 FT4 的敏感性高于 T4、T3，联合检测可作为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早期诊断

指标，对预防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发生、发展及疗效评价有着重要的临床价值。 
 
 

PU-4547 

尿轻链和尿 α1-微量球蛋白检测在 IgA 肾病肾小管间质 

损害评估中的临床意义 
 

刘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尿轻链和尿α1-微量球蛋白检测在 IgA肾病肾小管间质损害评估中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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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 IgA 肾病患者 60 例（病例组），男 32 例，女 28 例，年龄 25～72 岁；健康体检者 36

例为对照组，男 21 例，女 15 例，年龄 23～75 岁。所有入选本组受试者经知情同意后，均留取新

鲜晨尿 10 ml，3000 r/min 离心 5 min，取上清液进行检测。两组采用速率散射比浊法检测尿 κ

与 λ 轻链和尿 α1-MG 的浓度水平，并对两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以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

及曲线下面积（AUC）评价各项指标在 IgA肾病肾小管间质损害中的敏感性。 

结果  两组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病例组尿 κ 与 λ 轻链和尿

α1-MG 的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各项指标的浓度水平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
0.001），对有无肾小管间质损害进行评估，通过 ROC 曲线、诊断试验结果显示：尿 κ 与 λ 轻链

和尿 α1-MG 的 AUC 及 95%CI 分别为 0.756（0.702～0.805）、0.552（0.481～0.698）、0.805

（0.752～0.859），联合 3 种尿液指标得到的最优化的 AUC 及 95%CI 为 0.899（0.852～0.951），

差异具有显著性（P＜0.001）。 

结论  IgA 肾病患者尿 κ 与尿 α1-MG 水平可以反映 IgA 肾病病情程度,在联合尿 κ 与 λ 轻链和

尿α1-MG评估有无肾小管间质损害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PU-4548 

Lipoprotein-associated phospholipase A2 level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in patients with stroke 

 
Yun Ye,Liu Yang,Mingquang Su,Yueyun Ma,Xiaoke Hao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Xijing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Objective Lipoprotein-associated phospholipase A2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ccurrence of 
atherosclerosis and the pathogenesis of ischemic stroke. 
Methods  However, there has been no published report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Lp-PLA2 and 
the severity of the patient's condition and the role of identifying the ischemic and hemorrhagic 
stroke. 
Results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changes of the Lp-PLA2, the intensity of cerebral 
infarction, and the severity of neurological damage in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 We applied 
the ELISA to detect Lp-PLA2 an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role of Lp-PLA2 in the diagnosis of ischemic stroke. The volumes of cerebral infarction were 
measured by cranium MRI and the correlation of Lp-PLA2 with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 was analyzed. Lp-PLA2 in ischemic strok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hemorrhagic stroke (P ＜ 0.001). The Lp-PLA2 level increased with 

the cerebral infarction volume, 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718）. 

The area under ROC curve（ROCAUC）was 0.875，and the diagnostic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the Lp-PLA2 were 81.5% and 80%. Lp-PLA2 of Ischemic strok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erve 

function defect score (r = 0.837，P = 0.001).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Lp-PLA2 i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of the ischemic 

stroke，and it may be a predictive index of ischemic stroke and a useful parameter for the 

severity of the patient's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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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549 

品管圈活动在缩短妇幼检验科血细胞分析、血凝急诊室样本周转

时间（TAT）中的初步应用 

 
刘康生 

南京妇幼保健院 

 

目的  近年来， 品管圈作为一种重要的提高医疗质量工具在医院得到了广泛应用， 并取得了良好

效果.观察品管圈活动在提高急诊检验科血细胞分析、血凝检验报告周转时间( TAT) 符合率中的效

果 

方法  通过持续改进措施,选择选定血常规及血凝标本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 LIS 中收集了改善前

（2017 年 1-12 月）与改善后（2018 年 1-4 月）医嘱执行时间、样本采集时间、样本运送时间、样

本检验时间四个指标对比 

结果  经过品管圈活动，急诊分析 TAT 有明显改善，改善前后对比，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 

结论  品管圈活动可有效提高血细胞分析、血凝检验报告周转时间( TAT) 符合率，从开立到核准

的整个 TAT 环节中，每个环节都有改善,提高了实验室分析后的质量; 优化了工作流程， 提高了工

作效能，节约了检验科成本,值得推广应用于临床。 
  
 

PU-4550 

运用六西格玛方法管理临床生化检验质量 

 
栾芳,张炳昌,王勇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运用六西格玛方法管理生化室内质控，改进临床生化检验质量。 

方法  TEa%标准来源于我国卫生行业标准 WS/T403－2012 或 sigma-VP，∣Bias%∣来自卫生部临检中

心年度正确度验证系列分析结果或昆涞 sigma-VP 认证室间质评结果，CV%来源于近期室内质控数

据，按公式 Sigma＝(TEa%-∣Bias%∣)/CV%，计算生化检验项目的 Sigma 值。通过昆莱质控软件每月

生成月度回顾报告、L-J 图、柱状图和项目状态汇总报告，通过 SDI、CVI 值将本月室内质控结果

与上月室内质控结果进行比对；根据本月平均 CV 和昆涞 sigma-VP 认证室间质评结果得出 Bias，

计算所有项目的 sigma 值，以评估每个项目的检测性能，并以此设计个性化质量控制方案。从

2015 年底开始准备参加 sigma-VP 认证，根据至少 6 个月的平均 CV 和昆涞 sigma-VP 认证室间质评

结果得出 Bias，计算 sigma 值。 

结果  2017年 11月，16项生化项目通过国际 sigma-VP认证。 

结论  医学实验室引入六西格玛质量评估与管理体系，以西格玛度量作为评价标准并验证检测程序

的分析性能，便于发现问题、寻找改进措施和确认改进效果，可以达到持续质量改进的目的。 
 
 

PU-4551 

应用两性霉素 B 药物时检验前周转时间对血钾测定结果的影响 

 
成景松,李志波 

白河县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检验前周转时间对应用两性霉 B药物时监测血钾准确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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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用不同添加剂的真空管抽取静脉血，对比加入两性霉素 B 药物和加同体积的生理盐水对照在

不同的分离时间的血钾浓度。 

结果  不管采用什么添加剂的真空管，当分离时间≥60min 时，加入两性霉素 B 的血钾水平与对照

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而分离时间≤30 分钟时，则没有差异（P>0.05）。不同分离时

间加入两性霉素 B 的血钾水平有显著性差异（P<0.05），而不同分离时间对照组间血钾水平没有差

异（P>0.05）。 

结论  应用两性霉素 B药物时监测血钾水平要在采集标本后 30分钟内分离血清或血浆立即测定。 
 
 

PU-4552 

临床检验质量指标——室内质控项目开展率、室间质评项目参加

率和实验室间比对率的全国性调查结果分析 

 
孙慧珍 1,2,王薇 1,赵海建 1,王治国 1 

1.北京医院 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北京市临床检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730 

2.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730 

 

目的  室内质控项目开展率、室间质评项目参加率和实验室间比对率是非常重要的检验中质量指

标。本研究的目的是调查 2015-2017 年间中国各临床实验室这三项指标的具体情况，对中国室内质

控(IQC)、室间质评(EQA)和实验室间比对的发展情况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方法  参与室间质评计划的实验室被要求同时上报室内质控及实验室间比对的相关信息，从 EQA 软

件中收集中国各临床实验室这三项指标的数据和相关信息。用率进行结果的评估，数据分析使用

Microsoft Excel 2010和 SPSS 20.0。 

结果  在 2015 年，全国分别有 5198，4896，3218 家实验室参与三项指标的研究，2016 年分别有

7568，6401，6694 家实验室，2017 年分别有 7626，6603，6880 家实验室。对三项指标的调查表

明，全国大多数实验室的 IQC 开展率为 20-40%；EQA 参加率多为 80-100%，从 2015 年到 2017 年处

于该分段的实验室百分率有明显的增加(27.51%-77.99%)。惊喜的是该分段中绝大多数实验室 EQA

参加率为 100%。多数实验室实验时间比对率为 0%-20%，2015 年到 2017 年处于该分段的实验室百

分率有明显的增加(54.63%-76.79%)。 

结论  从 2015 年到 2017 年，我国实验室室内质控开展水平，室间质评参加情况和实验室间比对情

况都有提高，其中室间质评项目参加率非常高，反映出我国室间质评计划开展实施较好。然而室内

质控项目开展率仍有待提高。实验室管理者应当建立和完善相应项目的室内质控程序，对不能执行

室间质评的项目进行实验室间比对，保证检验结果的真实可靠。 
 
 

PU-4553 

品管圈在提升急诊检验报告质量中的运用 

 
阳苹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针对性改进急诊检验报告质量，提升检验科服务能力。方法  组建由高年资技术骨干的报告

审核小组，以本科室报告审核质量规范为标准分析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重庆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急诊检验报告，分析差错报告率及产生的原因。开展以提高急诊检验报告

质量为品管圈活动主题，运用品管圈管理工具和统计学方法比较品管圈活动前后急诊检验报告质

量、及时率以判定品管圈活动效果。 

方法  将复检规则、检验项目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及极限值整合到 LIS 系统，触发规则

报告自动预警，有效提高报告审核效率，杜绝差错报告发出。急诊检验报告合格率由品管圈活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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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9% 提高至活动后的 99.7% ，改善幅度为 3.8 % ; 急诊检验报告时限符合率由品管圈活动前

85.3% 提高至活动后的 93.1%，改善幅度为 7.8%。 

结果  将复检规则、检验项目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及极限值整合到 LIS 系统，触发规则

报告自动预警，有效提高报告审核效率，杜绝差错报告发出。急诊检验报告合格率由品管圈活动前

95.9% 提高至活动后的 99.7% ，改善幅度为 3.8 % ; 急诊检验报告时限符合率由品管圈活动前

85.3% 提高至活动后的 93.1%，改善幅度为 7.8%。 

结论  报告审核工作是质量管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要求报告审核人员建立起一个相对完整的

知识结构，熟练掌握相关的规范、标准；还要具备一定的现场工作经验，以及严格、细心的工作态

度，才能把报告审核工作做好。应用品管圈质量管理工具可有效寻找实验室存在的问题，提供改进

方向，通过参与品管圈活动，圈员提高了运用品管圈管理工具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有效提升

检验报告质量。 
 
 

PU-4554 

利用管理软件加强试剂管理，保证检验质量 

 
罗疏薇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利用管理软件用于试剂管理的经验分享。 

方法  利用 LIS系统中的试剂管理软件进行试剂管理 

结果  试剂管理的经验和体会如下： 

1、试剂管理软件中的试剂采购功能可根据每月试剂的领用量及库存量自动生成试剂采购计划，并

上报医院 HRP 系统进行试剂采购。由于试剂的采购量均根据专业组的领用量以及试剂效期来制定，

减少了因试剂过期而导致的浪费。 

2、在试剂验收时，严格核对试剂的名称、规格、数量、有效期、运输条件、注册证等要素，以确

保试剂的质量得到保证。 

3、将符合要求的试剂录入试剂管理系统，并自动生成试剂条码，该条码具有唯一性，一盒试剂对

应一个条码，方便对试剂进行追踪管理。同时，科试剂管理员要将新批号（批次）试剂以纸质形式

告知专业组，专业组及时地对不同批号（批次）的试剂进行比对，以确保试剂质量的稳定性。 

4、试剂按照说明书上要求进行保存，同时我科还在冷库以及专业组的冰箱中安装了温度远程监控

系统，24 小时不间断的对试剂存放地的温度进行监控，如遇温度异常及时报警、及时处理，保证

了试剂存放条件符合要求。 

5、在每周规定时间，专业组试剂管理员根据试剂使用情况制定每周领取计划，并到库房领取。该

管理员还负责专业组试剂的管理及不同批号（批次）间试剂的比对。 

6、科试剂管理员定期对专业组试剂效期、开瓶有效期、试剂的存放温度等方面进行检查，对存在

的问题以书面形式通知专业组，督促整改，保证专业组试剂的规范使用。 

7、每月通过试剂管理系统统计出当月试剂使用量，并根据工作量，核算出试剂支收比。如发现异

常，立即查找原因，进行整改，有效控制试剂成本。 

结论  通过试剂管理软件的使用，使得试剂管理更为科学、规范，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同时在试

剂入库、存储、使用等环节加强管理，保证了临床工作的顺利进行，也保证了检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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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555 

以信息化为支撑优化门诊检验流程 

 
梁涛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在信息化、智能化、“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利用相应措施与方法优化门诊检验流程,减

少患者在门诊检验环节所花费的时间，提升患者与临床满意度。 

方法  分析某三甲医院现行的门诊检验流程，以信息化、智能化、“互联网+”等思维与措施，坚

持以病人为中心，提出门诊检验流程优化。通过改进优化 HIS 与自助挂号平台、移动 APP 等挂号平

台接口，实现门诊分时段预约，就诊自动排号，取消预约挂号取号环节； 优化电子检验申请单，

提高使用率，并在申请单加入移动支付二维码； 通过接口实现患者自助或移动缴费时自主选择是

否马上进行采血排号，进而逐步取消患者人工取号；通过实现并提高移动支付等便捷支付方式比

例，可大大减少患者缴费所需时间。通过接口保证检验申请及缴费自动排号等信息与自动采血平台

对接，进而实现自动采血平台、检验前处理流水线、血液、生化免疫流水线有效对接通讯，进一步

提升工作效率。通过智能化，自动审核报告的实现，进一步缩减 TAT，减少患者等待时间。通过信

息化，进一步优化门诊危急值与不合格标本报告流程，将危急值与不合格标本等提示消息，在门诊

医生站与护士分诊台提示，并以短信提醒患者。 

结果  通过分析优化前后一月患者在门诊检验各环节时间对比，得知取消预约挂号取号环节，可使

超过 70%的患者能更灵活准确安排就诊时间；经过门诊检验各流程优化，尤其是提升门诊检验流程

信息化程度，使患者在门诊检验环节所需时间成本明显减少。 

结论  坚持以患者为中心， 以信息化，智能化，“互联网+”等思维与措施，优化了门诊检验流

程，提升门诊检验信息化水平，明显降低了患者门诊检验时间成本， 提升了患者就医体验及满意

度。 
 
 

PU-4556 

rFliC-Induced Expression of Foxp3 in Alloantigen 
Stimulated Tregs was Mediated by p38 MAPK and 

Negatively Regulated by PI3K Activation. 
 

Jing Hao1,Chao Zhang2,Ting Liang2,Guihua Hou2,Yi Zhang1 
1.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2.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Our early study shows that rFliC prolongs allograft survival via mechanisms associated 
with enhanced Foxp3 expression in recipient Tregs in a TLR5-dependent manner. For lucubrating 
effect of rFliC on Tregs, it is required to explore the downstream pathway of rFliC-TLR5 activation. 
Methods In present research, we prepared alloantigen-stimulated BALB/c mice Treg cells to 
mimic allotransplanted recipient Tregs, as to study pathway of rFliC-induced enhancement of 
Foxp3 expression in vitro. 
Results We found that rFliC activated JNK and p38 MAPK signaling in Tregs but only p38 MAPK 
was related with rFliC-induced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Foxp3. Meanwhile, it was revealed that 
rFliC could activate PI3K-Akt signaling in alloantigen-stimulated Tregs. The activation of PI3K 
pathway negatively regulated rFliC-elicited Foxp3 expression improvement. Furthermore, data 
show that the negative regulatory of PI3K pathway on rFliC-aroused enhancement of Foxp3 
expression was associated with negative modulation of PI3K signaling on p38 MAPK activation. 
Conclusions Collectively, our data suggest that rFliC-induced improved expression of Foxp3 in 
alloantigen stimulated Tregs was mediated by p38 MAPK and negatively regulated by PI3K 
signaling ac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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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557 

血清外泌体中 HBV 标志物的检测 

 
朱琳,辛毅娟,马越云,郝晓柯,杨柳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  检测 HBV 感染者血清外泌体中 HBV 成分，比较其与常规检测方法的差异，评价其对检验结果

的影响。 

方法  提取 HBV 感染者血清外泌体，与血清样本一起，用荧光定量 PCR 法 HBV DNA，以电化学发光

方法检测 HBV HbsAg和 HbeAg。T检验比较其间差异，分析相关系数。 

结果  血清外泌体中含有大量 HBV DNA、HbsAg 和 HbeAg。其中 HBV DNA 在血清和外泌体之间差异

不显著，但 HbsAg在血清中显著低于外泌体；HbeAg在外泌体中显著低于血清。 

结论  血清外泌体 HbsAg 高于血清水平；HBV DNA 在血清和外泌体中接近等量。血清 HbsAg 检测可

能会由于外泌体的原因出现假阴性。 

 
 

PU-4558 

全国 784 家临床实验室检验结果解释性注释的现况调查与分析 

 
黄钰竹 2,1,王薇 1,赵海建 1,杜雨轩 1,王治国 2,1 

1.卫生部北京医院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2.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院 

 

目的  本研究针对检验结果解释性注释进行了全国性的现况调查，旨在了解该项检验后活动的开展

情况，并提供改进检验报告质量的建议。 

方法  调查对象是 2018 年参加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开展的室间质量评价的医院检验科，采用问卷

调查形式在线收集填报信息，问卷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医院及检验科基本情况调查，第二部

分为检验结果解释性注释相关信息的调查，应用 SPSS 20.0 和 Microsoft Excel 2016 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 

结果  调查共发出 1868 份问卷，784 家医院检验科反馈结果，其中 90.56%的实验室内检验医师人

数不超过 5 人，且大多集中在三甲综合性医院。在提供检验结果解释性注释的 660 家检验科中，负

责解释结果的人员职称为中级以上检验技师的占 99.70%。大部分医院检验科认为无法获取充足的

患者临床信息是阻碍开展解释性注释的重要因素。 

结论  我国临床实验室检验结果解释性注释的开展存在许多问题，实验室应加强与临床的沟通交

流，确立检验医师的岗位职责，定期比对结果解释人员的能力，从而提升检验报告的价值，改进检

验后阶段的质量。 
 
 

PU-4559 

Myeloproliferative neoplasms-related genes mutations in 
patients first diagnosed as acute ischemic stroke 

 
Wenjun Tian1,Xue Chen2,Hongxing Liu2,Bingchang Zhang1 

1.Shan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dong University 
2.Hebei Yanda Lu Daopei Hospital 

 
Objective BCR-ABL1- myeloproliferative neoplasms (MPNs) are a heterogeneous group of clonal 
diseases characterized by overproduction of erythrocytes or platelets with hepatomegaly, 
splenomegaly, thrombosis, or bleeding. Recent advances in the biology of MPNs have greatly 
facilitated their molecular diagnosis since most patients present with mutations in the Ja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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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ase 2 (JAK2), thrombopoietin receptor (MPL), or calreticulin (CALR) genes. Acute ischemic 
stroke (AIS) is a common disease which features acute blockage of the cerebral artery due to the 
thrombosis in the arterial lumen.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mutations in MPNs-
related genes, including JAK2, MPL, and CALR, in patients first diagnosed as AIS. 
Methods Peripheral blood and detailed clinical data of 462 AIS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Allele-
specific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and Sanger sequencing were used to detect mutations 
of JAK2 V617F, JAK2 exon12, CALR exon9 and MPL exon10. For patients in whom mutations 
were detected, detailed clinical data and auxiliary examination and laboratory test results were 
further analyzed. 
Results Finally, a total of 7 (1.5%) patients were found to harbor mutations in the genes detected, 
6 of them (1.3%) were positive of JAK2 V617F mutation and the other one (0.2%) carried 
mutation in the CALR gene. The hemoglobin levels of 2 patients who were positive of JAK2 
V617F mutation met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of MPNs. 
Conclusion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some AIS patients could be at risk of developing MPNs or 
might have been at the early stage of MPNs due to their carrier status of MPNs-related gene 
mutations. Therefore, for AIS patients with relatively high hemoglobin and platelet levels, mutation 
analysis of JAK2, CALR, and MPL genes should be recommended. 
 
 

PU-4560 

解读 CLSI 指南 POCT12-A3：急性和慢性 

护理设施中的床旁血糖检验 

 
段敏,赵海建,王薇,王治国 

卫生部北京医院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由于常规获得临床实验室检测结果的时间可能会使某些患者护理受到损害，而床旁检测能够

在最短的时间内提供临床医生检验结果，因此，当医疗工作人员要求获取快速的检验结果以便制定

治疗方案时，床旁血糖检测是最佳选择。床旁血糖检测服务系统的设计需要操作人员所在机构多个

部门的密切配合。 

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文件 POCT12-A3——急性和慢性护理设施中的床旁血糖检验；第三版校准

指南为使用急性和慢性护理设施中实验室支持建设的床旁血糖检测服务提供相关信息，旨在确保高

质量的检测结果以及优质的患者护理。POCT12 介绍了一系列政策性内容，涉及项目管理、实施检

测的人员、检测过程的选择、检测结果的报告以及床旁血糖检测的质量保证。POCT12 也讨论了床

旁血糖检测的使用、操作者的授权、仪器系统验证以及操作步骤。该文件呈现了涉及床旁血糖检测

服务各个方面的指南。个体经营者必须具备操作仪器系统和执行质量评价过程的能力。必须严格遵

循设备制造商所推荐的质量评价程序。床旁血糖检测仪器的操作者应当注意监测实验室规则的变

化，完善床旁血糖检测程序以适应新的要求。但是，该文件不涉及糖尿病患者对血糖的自我监测。 

第三版更新的内容主要包括：（1）设计床旁血糖检测项目限制血糖水平范围或者严格控制血糖的

含义；（2）床旁血糖检测系统的局限性，包括潜在的生物和药理干扰；（3）实验室主管对床旁血

糖检测项目的监管职责；（4）在急性患者护理中使用来自交替解剖位点的标本进行血糖检测的注

意事项。 

方法    

结果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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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561 

利用质量指标提高临床实验室性能 

 
段敏,赵海建,王薇,王治国 

卫生部北京医院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近几十年，在试验标准化、实验室自动化、信息技术和实验室人员培训等方面取得的巨大进

步使得分析误差显著降低。这些改进的核心是引入和监测有价值的质量指标（QIs），例如基于明

确概念的分析性能规范（APS）。这些层次模式的定义源于 1999 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会议，以及最近由欧洲临床化学与实验医学联合会（EFLM）举办的米兰会议，这是在促进基

于客观和循证方法监测和改进临床实验室实践分析质量方面至关重要的一次会议。目前临床实验室

的质量概念正在从专注于内部过程转向实验室信息对患者护理的真实影响以及确保个体和群体的整

体健康状况。根据临床检验质量的全局观点，收集的证据表明检验全过程（TTP）的分析前和分析

后阶段更容易出错。虽然近年来基于 APS 和众所周知的质量管理工具（如内部质量控制和外部质量

评价计划）而建立的分析 QIs 被广泛地应用，但对于分析之外阶段可靠 QIs 的开发和利用仍处于起

步阶段。不仅需要对统一的 QIs 列表达成共识，而且还要为每个定义的 QI 收集数据并建立性能规

范。该会议于 2016 年 10 月在帕多瓦举行，主题为“医学检验分析之外阶段的性能规范”，旨在更

好地了解 TTP 分析之外步骤中的质量水平，并确定适合分析前和分析后阶段且可以实现的性能规

范。会议建议采用统一的 QIs、通用的数据收集方式和标准化的报告方式，推动 QIs 的全球一致化

进程，促进临床实验室利用 QIs提高分析性能。 

方法    

结果    

结论    
 
 

PU-4562 

2018 年新增临床检验质量指标室间质量评价 

 
段敏,赵海建,王薇,王治国 

卫生部北京医院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建立更多检验全过程质量指标，用于监测和识别实验室误差，开展新增质量指标室间质评计

划，促进其在我国临床实验室的广泛应用。 

方法  2018 年 3~4 月份，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组织全国 32 个省级临床检验中心同步开展临床检验

专业医疗质量控制指标室间质量评价计划，其中包括 29 个新增质量指标，通过在线 Clinet-EQA 系

统下发调查表。调查表内容包括实验室基本信息与质量指标数据填报两部分；对于按月度上报的质

量指标，要求参与实验室回顾采集和统计 2017 年 12 月份的数据，对于按年度上报的质量指标，要

求回顾采集和统计 2017 年一整年的数据。采集数据后可以按照不同省份、医院等级及类型、专业

等分别计算每项质量指标的回报数据实验室数量、第 25 百分位数、中位数、第 75 百分位数等统计

量，并制作频数分布直方图。另外，还采用西格玛度量评价质量指标性能水平。同时，基于本年度

的调查数据建立初步的质量规范，作为下一年度的评价标准。 

结果  全国共有 6656 家实验室参加本次质量指标室间质量评价计划，29 项新增质量指标中，实验

室人员培训次数回报数量最高，为 3510 家，非实验室人员申请单抄录错误率回报数量最低，仅为

359 家。绝大多数指标的西格玛水平值均超过 3σ，甚至达到 6σ，但解释性注释有效率最低，仅

为 1.5σ。 

结论  新增质量指标的数据回报率相对较低，但大部分指标的性能水平较高，建议实验室从新增质

量指标中选择更多适合自身实际情况的指标进行监测，同时积极、持续地参加质量指标室间质评计

划，促进检验质量的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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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563 

miRNAs 在宣威肺腺癌中表达及相关生物信息学分析 

 
李娅 1,吴辉飞 1,张艳亮 1,段勇 1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检测 miR-193a-5p、miR-486-5p、miR-4778-5p、miR-4271、miR-551b-3p、miR-4646-5p 在

宣威肺腺癌中的表达水平、分析其临床意义及相关生物信息学分析。 

方法  分别以 snRNAU44、snRNAU48 为内参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该 6 个 miRNAs 在 35 对宣威

肺腺癌癌组织和相应对照组织相对表达量；将 6 个 miRNA 癌组织和对应正常组织中差异表达改变倍

数进行 log2 转换，分析转换后表达改变倍数与宣威肺腺癌患者临床资料的相关性；Ucsc 基因组数

据库中分析 miRNA 基因前体基因组定位，预测启动子和可能转录起始点，转录因子，甲基化位点；

预测 miRNAs 可能的靶基因，将可能靶基因进行 GO 分析，推测该 6 个 miRNAs 在宣威肺腺癌中的可

能作用。 

结果  分别以 snRNAU48、snRNAU44 作为内参时 6 个 miRNA 在宣威肺癌组织中相对于对应正常组织

均表达下调。对数转换后差异表达改变倍数是否小于-1 与患者年龄是否大于 60 岁、肿瘤体积是否

小于 1cm、肿瘤是否浸润生长、肿瘤是否发生局部淋巴节转移均不存在相关性。生物信息学分析显

示：启动子区甲基化、SP1等转录因子可能参与该 6个 miRNA的调控，并参与多种生理过程。 

结论  miR-193a-5p、miR-486-5p、miR-4778-5p、miR-4271、miR-551b-3p、miR-4646-5p 在宣威

肺腺癌中表达下调，该 6 个 miRNA 可能参与细胞信号转导、调控肿瘤微环境、参与细胞转移、调控

细胞 DNA合成、参与细胞凋亡、调控细胞膜稳定性、参与 DNA甲基化等。 
 
 

PU-4564 

HIV 慢性感染者 CD3+CD56+CD16+NKT 

细胞 NKG2C 受体变化研究 

 
何磊 1,2,陶安福 3,钱诗 1,尹晓婉 1,张子宁 1,姜拥军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卫生计生委艾滋病免疫学重点实验室 

2.辽河油田总医院检验科  3.天津省肿瘤医院 

 

目的  研究 HIV慢性感染者 CD3
+
CD56

+
CD16

+
NKT细胞 NKG2C受体表达变化。 

方法  选取 HIV 慢性感染者和健康人的外周血细胞，通过荧光抗体染色，利用流式细胞仪检测

CD3
+
CD56

+
CD16

+
NKT细胞 NKG2C 相关受体表达情况。 

结果  HIV 慢性感染者 CD3
+
CD56

+
CD16

+
NKT 细胞占总淋巴细胞的百分比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

（P=0.010），并且与 CD4
+
T 细胞绝对数呈正相关（r=0.418，P=0.047）。与健康对照组相比，HIV

慢性感染者 CD3
+
CD56

+
CD16

+
NKT 细胞 NKG2C 受体表达增高（P=0.022），NKG2C/NKG2A 比值增高

（P=0.030），NKG2C
+
NKG2A

-
和 NKG2C

+
NKG2A

+ 
百分比均出现明显增长（P=0.040，P=0.029）。 

结论  HIV 慢性感染者 CD3
+
CD56

+
CD16

+
NKT 细胞占总淋巴细胞的百分比明显降低。对 HIV 慢性感染者

CD3
+
CD56

+
CD16

+
NKT 细胞 NKG2C 受体发生的改变的研究，可为 HIV 患者的治疗和预后评估提供重要科

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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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565 

2008 至 2016 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检验科不合格标本分析 

 
杨轶慧,朱晶,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分析不合格血液标本 9 年变化情况及主要不合格原因变化分析，确保分析前环节的标本质

量。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2016 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检验科接收住院患者不合格血液标本。以不

合格率描述不合格标本的情况，比较各年度主要不合格原因，统计体内外溶血所占比重，采用

Pearson X2检验比较不同种类的抗凝管发生标本凝块的风险。 

结果  2008 年至 2016 年真空采血系统采集的血液标本的不合格率分别为 1．490‰、0．760‰、

0．520‰、0．513‰、0．508‰、0．401‰、0．396‰、0．336‰、0．328‰，呈现明显下降趋

势；9 年间标本主要不合格原因有所变化，其中溶血标本后 4 年（2013-2016 年）相比前 5 年

（2008-2012 年）变化较突出；在溶血标本中，体内溶血标本为 28%，体外溶血标本为 72%，在不

同类型 BD真空采血管中以柠檬酸钠抗凝管发生标本凝块的情况最多。 

结论  9 年间主要不合格原因有所变化，以“溶血”较为突出，形成溶血标本的原因多为人为因

素，检验科需加强与护理部和临床部门之间的联系，及时沟通反馈不合格标本的情况，寻找原因并

制定和实施改善措施，共同努力确保分析前环节的血液标本质量。 

 
 

PU-4566 

长链非编码 RNA 在结直肠癌中的研究进展 

 
杨洋,王战争,马艳侠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全球第三大恶性肿瘤。长非编码 RNA（long non-

coding RNA，lncRNA）是一种长度大于 200 核苷酸的不编码蛋白质的 RNA。各种疾病中 lncRNA 的

异常表达通过不同方式参与其增殖、凋亡、转移和分化等。在 CRC 也发现了 lncRNA 的异常表达。

在本综述中，将阐述不同 lncRNA在 CRC中的作用，及它们临床应用的潜在作用。 

方法  CRC 是全世界最常见的肿瘤之一，其中在男性中排第三、在女性中排第二。在 2012 年，约

有 140 万人被诊断为 CRC 并且约 693,900 死于 CRC
[1]
。根据最新美国癌症统计学调查发现 CRC 的患

病率以及死亡率依旧位于前三
[2]
。尽管诊断和治疗方面有所改善，但亚洲地区 CRC 患病率仍然有上

升趋势
[1]
。传统 CRC 的化疗会引起不良的副作用，且晚期 CRC 患者 3 年，5 年生存率没有得到改

善。因此，确定早期诊断和治疗靶点的生物标记物是十分必需的。  

结果  随着全基因组测序技术的发展，lncRNA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 CRC 中也发现了 lncRNA 的

异常表达。最近的研究表明，机体的 lncRNA 异常表达与 CRC 的发生、发展、侵袭及转移等过程密

切相关
[3]
。 

结论  LncRNA 是一类长度大于 200 核苷酸（NT）的非编码长链 RNA 分子
[4, 5]

。绝大多数由 RNA 聚合

酶Ⅱ转录并经可变剪接而来，广泛存在于细胞核
[6]
。LncRNA 由于没有开放阅读框，所以没有翻译功

能
[6-8]

。根据 lncRNA 在基因组上的位置可分为正义、反义、双向、基因内和基因间 5 种类型
[7]
。目

前研究者在 CRC 组织及细胞已发现多种异常表达的 lncRNA，并证实其在癌细胞增值、凋亡、侵

袭、转移及治疗预后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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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567 

结核和利福平耐药快速分子鉴定方法的临床应用研究 

 
张建平 1,马艳侠 2 

1.咸阳市中心医院传染病院  2.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结核分枝杆菌／利福平快速分子鉴定 Gene Xpert MTB/RIF的临床应用研究。 

方法  将 116 例临床诊断肺结核病患者的痰标本分别采用直接涂片抗酸染色（Z-N 法）、结核杆菌

MGIT 液体培养、Xpert MTB/RIF 方法进行检测。65 例 MGIT 液体培养、Xpert MTB/RIF 同时阳性标

本分别检测联合药敏试验和利福平耐药基因。 

结果  三种检测方法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74.360，P =0.000）。Z-N 法与

Xpert MTB 阳性率差别有统计学意义（χ
2
ZN-Xpert=60.942， P＜0.05），液体培养与 Xpert MTB 阳性

率差别无统计学意义（χ
2
培养-Xpert=0.170，P =0.680）；Xpert MTB 与液体培养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χ2 =0.24，P  =0.629），以液体培养为“金标准”，Xpert MTB 灵敏度 90.3%，特异度

77.3%，阳性预测值 86.7%，阴性预测值 17.1%，Youden 指数 0.676，符合率 85.3%；65 例利福平药

敏试验结果比较，63 例 Xpert rpoB 基因未突变，与 MGIT 药敏试验利福平敏感结果一致，符合率

96.9%（63/65），2例 Xpert rpoB 基因突变提示利福平耐药，而 MGIT药敏试验利福平敏感。 

结论  Gene Xpert MTB/RIF 法具有快速、准确、对生物安全要求不高等特点，能同时检测结核分

枝杆菌及是否对利福平耐药，是痰涂片镜检及培养检查方法的有力补充。 

 
 

PU-4568 

缩短的 APTT 在凝血常规检测分析后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王威,王刚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缩短的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在凝血常规检测的分析后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方法  收集 249 例 APTT 低于正常参考区间下限的凝血检测报告，按要求进行分析后阶段检验结果

确认。记录经确认的合格样本与不合格样本数据并进行统计学分析。记录不合格样本图像信息。 

结果  分析后阶段检验结果确认共发现 31 例不合格报告，占 APTT 缩短的报告总数的 12.4%。仅

APTT 缩短，其余正常的不合格报告数为 21 例，占 APTT 缩短的报告总数的 8.4%，占不合格报告的

67.7%。不合格与合格凝血报告中的两组 APTT 数据不具有统计学差异（P=0.199）。31 例不合格样

本均含有微小凝块或纤维蛋白丝。 

结论  缩短的 APTT 可作为血液是否含有微小凝块或纤维丝的独立指标，指导检验结果确认的人工

样本质量复核。 
 
 

PU-4569 

细胞培养实验室质量控制 

 
刘军权 1,2,孙魏群 2,陈锦阳 2 

1.杭州金域医检验所有限公司  2.浙江卫末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目的  细胞培养管理 

方法  规范化方法 

结果  细胞实验室规范化管理可控制各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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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随着生物药物和细胞药物的开发，许多以往难以治疗的疾病目前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甚至治

愈。细胞治疗也成为某些重大难治性疾病治疗的新思路。但是细胞在应用之前必须经过实验室培养

和扩增，每个相关的环节都需要明确质量标准。本文根据细胞培养制剂产品特点，提出细胞培养实

验室质量控制的一些思路，从细胞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细胞制剂产品生产用原材料、制备工艺与过

程控制、质量研究和质量控制等方面系统。基于细胞制剂产品的细胞来源、体外操作、临床应用等

方面的不同而赋予产品不同的临床应用风险程度，在技术审评过程中，应该坚持基于风险等级的评

价理念，减少不必要的冗余要求，减轻不必要的研究与检验负担，同时监管部门也应与研究单位通

力合作，建立并不断完善、优化和更新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技术指南及标准，推进细胞产业的健康发

展。细胞制剂产品的研发技术日新月异，产品种类不断更新，细胞体外操作的复杂程度不断提升，

适用的领域不断拓宽，基于现有的认知水平和人体经验，很难提出全面的、具体的、具有先见性的

技术管理规范和要求，仍需遵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则进行质量研究和质量控制。基于细胞制剂

产品的细胞来源、体外操作、临床应用等方面的不同而赋予产品不同的临床应用风险程度，在技术

审评过程中，应该坚持基于风险等级的评价理念，减少不必要的冗余要求，减轻不必要的研究与检

验负担，同时监管部门也应与研究单位通力合作，建立并不断完善、优化和更新相应的管理制度和

技术指南及标准，推进细胞产业的健康发展。 
 
 

PU-4570 

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PPARa 及其靶基因表达

的改变 

 
赵晓云,李甜甜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目的  2013 年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全世界大约有 1 亿人患有非酒精性脂肪肝 (NAFLD)，普通人群的

NAFLD 患病率是 6.3%-33%，而肥胖人群的患病率明显增加到 24%-90%。本研究检测外周血单个核细

胞 (PBMCs)的 PPARa 及其靶基因表达的改变，旨在探讨 PPARa 及其靶基因在 NAFLD 发病中的作

用。 

方法  实验分三组，无脂肪肝且体重正常组 (CN)22 例；38 例患脂肪肝患者被分为 2 组，无肥胖

患者(NF) 19 例，伴肥胖(OF)患者 19 例。分离患者的 PBMCs，应用荧光定量 Q-PCR 检测 PPARa

及其靶基因表达的改变。 

结果  1.OF 患者 BMI、腹围和收缩压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和 NF 组（P <0.01）；NF 组和 OF 组的舒

张压均高于对照 CN 组；2.OF 患者肝脏代谢酶 4 项指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P 
<0.01），其中 ALT 和 AST 两项指标亦明显高于 NF 组（P <0.05，P <0.01）；提示脂肪肝伴肥胖

患者肝功能损伤加重。3.NF 患者的血脂水平明显高于对照 CN 组，提示 NF 患者存在更严重血脂代

谢紊乱；4.NF 和 OF 两组脂肪肝患者胰岛素水平和 HOMA-IR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P 
<0.01），提示不论是否肥胖脂肪肝患者均存在明显胰岛素抵抗。5.脂肪肝患者 PPARa 及下游靶

基因较对照组分别升高 1.94~5.92 倍；OF 组 PPARa 及其靶基因与腹围、BMI 和舒张压呈负相

关； SLC25A20和 ACADVL与 HOMA-IR呈负相关；PPARa、ACAA和 CPT1A与 HOMA-IR呈正相关。 

结论  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的 PBMCs 的 PPARa 靶基因表达上调，介导的线粒体 β 氧化增强和胰

岛素抵抗，是脂肪肝发病的重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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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571 

APTT 试剂因子敏感性差异导致的室间质评失控的分析 

 
王威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对室间质评失控项目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失控原因的查找，发现导致 APTT

项目失控的本质，进一步分析 APTT 项目室间质评存在的问题。 

方法  分析室间质评回报结果，逐步排查失控原因。采用 CLSI H47-A2 的 APTT 试剂因子敏感性评

估方法，量化评估我室使用的上海太阳试剂（鞣花酸法）与原厂配套系统的 SIEMENS 试剂（鞣花

酸法）的内源性凝血因子敏感性。APTT 试剂因子敏感性由非线性回归曲线与正常参考区间上限的

交叉点确定，并用百分活度（%）表示。  

结果  回报结果均为正偏倚，失控样本均为低值样本。质评当月实验室各项记录正常，人员操作合

规，质评物正常。上报系统显示，凝血室间质评按仪器分组，未按试剂/仪器检测系统分组。我室

未使用原厂配套试剂。上海太阳试剂的因子敏感性为：FⅧ 54.0%，FⅨ37.3%，FⅪ 56.5%，FⅫ 

36.4%；SIEMENS 试剂的因子敏感性为：FⅧ 42.9%，FⅨ 30.0%，FⅪ 45.3%，FⅫ 28.4%。 

结论  我室室间质评 APTT 项目失控是由于使用的上海太阳 APTT 试剂的内源性凝血因子敏感性与

原厂配套试剂不一致导致的。APTT 项目的室间质评不应仅按仪器分组，应按试剂/仪器检测系统分

组，避免对参评实验室的错误判断。 

 
 

PU-4572 

C/EBPβ Participates in the Regulation of High Expression 
of Novel Bladder Cancer-Specific Gene UCA1 in Bladder 

Cancer 

 
bo jin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Objective Urothelial Carcinoma Antigen 1 gene (UCA1) has been validated to be a cell- and 
tissue-specific lncRNA over-expressed in bladder cancer. It has been regarded as a novel tumor 
marker and is associated with the tumorigenesis and invasion of bladder cancer. However, the 
mechanism of its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remains unclear. Our study aims to identify the 
functional region of UCA1 promoter and key transcription factor contributing to its high expression 
in bladder cancer. 
Methods A series of different length of UCA1 promoter was constructed into luciferase report 
gene vector. A functional region in the promoter was then identified by 5'deletion analysis. Silico 

analysis， site directed mutagenesis and RNAi were used to assess and locate important 

transcriptional factors. A further ChIP and EMSA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to confirm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ranscriptional factors and their binding sites. 
Results A region of 180bp in the UCA1 gene promoter upstream -1513bp~-1333bp was 
restricted to b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high expression of UCA1 and ModelInspector 
predicted ten potential binding sites for the loss of transcriptional activity from the deletion 
constructs. Site-directed mutagenesis (SDM) and RNAi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UCA1 had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5637 cells in which the transcription factor of C/EBPβ was down 
regulated. ChIP and EMSA results confirmed that C/EBP combined to key element of UCA1 
promoter. 
Conclusions C/EBPβ was involved in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of UCA1 and highly contributed 
to its high expression in bladder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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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573 

上海市临床实验室生化检测项目成本测算评估 

 
赵瀛,邵文琦,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是公立医院改革的重要内容。实验室检测

是医疗服务项目规范的重要板块，价格构成不同于其他技术劳务为主的诊疗项目。当前，我国实验

室诊断项目价格缺乏科学的价值评估标准，且比价关系不清晰，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未能体现技术劳

务价值等问题突出。本文以期探索建立临床检验项目成本测算的方法学模型，确定价格调整的项目

优先级顺序和调价空间，为理顺临床检验项目价格比价关系提供数据支持。 

方法  基于上海市二、三级医院实验室检测效率、人力及物耗配置现状，设定适宜的标准化实验室

配置参数，以临床实验室生化检测项目为切入点，根据实验室检测流程，建立分析前、中、后三个

环节详细的物耗成本和劳务价值，进行相应项目成本测算及评估。 

结果  通过分亚类原则，计算了生化 42 项典型项目，涵盖常用生化检测项目 213 项，占标准化实

验室生化总项次数 91.7%，其中检测项目成本高于目前收费价格的项目有 119 项（占 55.9%），

低于收费价格项目有 94 项（占 44.1%）。 

结论  本次研究以建立标化实验室配置、工作量及薪酬为切入点，探索建立了实验室生化检测项目

标化测算模型，并通过典型项目分类测算思路，简化了测算过程，克服了现行成本核算中人力成本

参数偏低、固定资产部分估计不足等缺点，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生化检测成本测算模型可沿用至

临床实验室其他领域成本测算，为今后实验室检测项目设定收费价格提供了科学、合理的数据支

撑。 

 
 

PU-4574 

自动审核规则对 TAT 优化的影响 

 
周佳烨,杨静,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评估临床实验室自动化系统、标本气动传送系统和报告自动审核对生化免疫标本周转时间

（TAT）（静脉采集到结果报告）的影响。 

方法  利用 LIS 系统对实验室自动化流程改进前后生化免疫门诊标本、门诊心肌标本进行了从静脉

血采集到结果报告时间（PR-TAT）的相关数据收集并对其进了均值、中位数和超时率的统计。同

时，分别比较了实验室自动化升级（包括引入自动审核前后）和标本气动传输系统使用前后对标本

实验室内周转时间（实验室接收到结果报告的时间：IR-TAT）和标本运送时间（采集到接收时间：

PI-TAT）的影响。 

结果  引进罗氏流水线后生化免疫门诊标本 TAT 中位数分别下降了 9.3%和 30%。门诊心肌标本 TAT

中位数平均下降了 7.5%。对 PR-TAT 缩短贡献最大的是 IR-TAT。启用标本气动传输系统后 PI-TAT

延长。 

结论  自动审核规则改进可使生化门诊标本 TAT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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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575 

母体抗 SS-A、抗 SS-B 和 ANA 与我国新生儿 

红斑狼疮的相关性研究 

 
夏玲芝 1,沈安然 2,卞淑慧 1,曹鹏 1,毛源 1 

1.南京金域医学检验所 

2.徐州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 

 

目的  抗 SS-A、抗 SS-B 和总 ANA 是针对风湿免疫病的常规检测项目，主要用于干燥综合征

（SS）、系统性红斑狼疮（SLE）和新生儿红斑狼疮（NLE）等风湿免疫性疾病患者的诊断，也用于

高危人群的健康体检。目前 NLE 在我国的临床报道病例数很少，NLE 患儿群中先天性心脏传导阻滞

（CHB）、血液异常、心肝受损等的发生率等均无较大病例数的分析数据，抗 SS-A、抗 SS-B 和总

ANA 等自身抗体在育龄妇女和 NLE患儿母亲群中的阳性率等也未见报道。 

方法  收集我国 2006 年至 2017 年间的临床和实验室数据完整的 NLE 病例报告，分析患儿及其母亲

群的临床特征和实验室检查数据；整理本实验室 2015-2016 年间对江苏地区育龄妇女的自身抗体普

查数据，调查我国育龄妇女群中抗 SS-A、抗 SS-B 和总 ANA 的阳性率，并与 NLE 患儿母亲群进行统

计学分析比较。 

结果  180 例 NLE 患儿中 CHB、其他心脏受累现象、血液和肝脏系统受损等的发生率各为 7.78%、

22.22%、26.67%和 16.67%。患儿母亲群中，产前和产后出现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亚急

性皮肤红斑狼疮或混合型结缔组织病等风湿免疫病临床症状者各占 18.89%和 18.33%。抗 SS-A、抗

SS-B 和总 ANA 在该 180 例 NLE 患儿母亲群中的阳性率分别为 91.67%、71.67%和 71.11%，而在 2946

例江苏地区育龄妇女中分别为 3.17%、0.78%和 3.36%，OR值分别为 329.52、321.35和 70.79。 

结论  我国 NLE 患儿中 CHB 发生率低于欧美和日本报道。母体内抗 SS-A、抗 SS-B 和总 ANA 阳性与

NLE 的发生高度正相关。建议临床医师重视该类自身抗体的产前检查，以预防 NLE和 CHB 的发生。 
 
 

PU-4576 

ISO 15189：2012 与临床实验室采购和库存管理 

 
孙慧珍 1,2,王薇 1,赵海建 1,王治国 1 

1.北京医院 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北京市临床检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730 

2.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730 

 

目的  采购和库存管理是 12 个质量体系要素(quality system essentials，QSEs)之一，对维持任

何实验室从检测前到检测中再到检测后的工作流程都是必要的。各临床实验室从外部资源中采购设

备、仪器、试剂、耗材、其他产品和服务的过程对于实验室质量体系效力的优化以及质量的保持也

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优质的采购和库存管理过程可以提高采购和库存管理的有效性和效率、减少昂

贵的采购和库存问题、满足顾客期望和认可要求、持续实现质量目标。因此所有的临床实验室，无

论规模大小，都应充分理解和运用库存管理原则来高效利用有限的资源。ISO 15189 也对外部服

务、设备、试剂、耗材的采购和库存管理作出了相应要求。本文根据 ISO15189：2012 及相关文

献，总结出临床实验室采购设备、试剂和耗材及其和库存管理的基本流程及注意事项。采购的流程

主要为确定所需设备、材料和服务的规格和要求；考察潜在供应商；比较供应商提案；选择供应

商；最终确定协议。库存管理是从实验室发起采购后接收设备、试剂、耗材时启动，在成功接收之

后纳入库存。对于小型实验室推荐使用人工方法管理库存，而对于较大型的临床实验室推荐使用更

优化的电子库存管理系统。设备、试剂、耗材使用前需进行验证，保证其可以达到必要的性能。对

于库存缺乏等可能出现的问题需及时纠正，并要定期评价供应商的表现。本文结合 ISO 15189：

2012 和相关文献，为各临床实验室提供一个有序、规范、高效的采购和库存管理方法，对实验室

保持和改进质量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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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577 

TGF-β1 and TNF-α synergistically induce epithelial to 
mesenchymal transition of breast cancer cells through 

enhancing TAK1 activation 

 
Shengjun Liao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Objective  Epithelial to 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is intently related to the metastasis of 
breast cancer. TGF-β1 is known as a main inducer of EMT, but many breast cancer cells are not 
sensitive to TGF-β1 alone. So far, how to induce EMT of TGF-β1-insensitive breast cancer 
cells remains unclear. 
Methods The epithelial and mesenchymal marker genes were detected by real-time RT-PCR and 
Western blot. F-actin was stained with rhodamine-phalloidin. The invasive ability of cells were 
detected by transwell assay. The expression of MMP9 and secretion of MMP9 were detected by 
real-time RT-PCR and zymography asssay, respectively. The activation of signaling pathways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Knocking down SLUG was performed by transducting with SLUG 
shRNA. 
Results  TNF-α alone can induce EMT and invasiveness of MCF-7 cells which are insensitive to 
TGF-β1 alone. Intriguingly, TGF-β1 could cooperate with TNF-α to strengthen the EMT and 
invasive process of MCF-7 cells. In fact, we found that prolonged co-stimulation with TGF-β1 and 
TNF-α enhanced the sustained activation of Smad2/3, p38MAPK, ERK, JNK and NF-κB signaling 
pathways through enhanced activation of TAK1, which were mediated by the gradual up-
regulated TβRs. Moreover, all of these pathways except JNK were required for the effects of 
TGF-β1 and TNF-α. Importantly, the activated p38MAPK and ERK pathways resulted in a 
positive feed-back effect on TAK1 activation by up-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TβRs, 
favoring further activating multiple signaling pathways. Moreover, SLUG was especially up-
regulated and required for the TGF-β1 and TNF-α-induced EMT and invasive process. In addition, 
Slug could also enhanced the activation of singling pathways by promoting TβRII expression.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up regulation of TβRs contribute to TGF-β1 /TNF-α-
induced sustained activation of TAK1 and the followed activation of multiple signaling pathways, 
resulting in EMT and invasiveness of breast cancer epithelial cells. 
 
 

PU-4578 

2 型糖尿病患者尿微量白蛋白与血糖及糖化血清蛋白联合监测的

意义 

 
汪海波,蒋黎,传良敏 

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2 型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内分泌疾病，而由其引发的糖尿病肾病是其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

并随时间延长进行性加重，最终可导致患者肾脏衰竭甚至死亡。随着对 2 型糖尿病研究的不断深

入，针对糖尿病肾病早期的诊断敏感指标尿微量白蛋白显得越来越重要。相关医学研究资料显示，

尿微量白蛋白与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发展及预后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 2 型糖尿病患者尿微量白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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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与血糖及糖化血清蛋白联合监测 ,以进一步评价这些指标对糖尿病肾病的早期诊断及治疗的意

义。 

方法  选取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3 月在四川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 50 例 2 型糖尿病肾病患者作

为实验组 A , 包括 26 例男性患者及 24 例女性患者，年龄 55~81 岁。实验组 A 患者经过临床诊

断，均符合临床上持续性的尿白蛋白肌酐比≥30 mg/g 和 / 或伴 eGFR<60 ml/min/1.73 m2 的

糖尿病肾病诊断标准。选取同期 50 例 2 型糖尿病无并发症的患者作为实验组 B 包括 26 例男性及

24 例女性，年龄 56~80 岁。选取同期 50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 包括 25 例男性及 25 例女性，

年龄 54~79 岁。三组受检者在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上均无明显差异（P>0.05）。对三组受试

者尿微量白蛋白与血糖及糖化血清蛋白进行检测 , 并采用 SPSS14.0 软件 t 检验对研究数据进行

处理，并分析其临床意义。 

结果  实验组 A 尿微量白蛋白与血糖及糖化血清蛋白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P<0.05)。实验组 B 血糖及糖化血清蛋白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实验组 B 尿微量白蛋白与对照组没有显著差异（P>0.05）。实验组 A 尿微量白蛋白高于实验组 B，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实验组 A 血糖及糖化血清蛋白与实验组 B 没有显著差异

（P>0.05）。 

结论  尿微量白蛋白与血糖及糖化血清蛋白联合监测对 2 型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发展有一定临床价

值，并对 2型糖尿病肾病的诊治及评估有重要价值。 
 
 

PU-4579 

Produc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polyclonal antibody 
against NMHC IIA 

 
Dan Xiong,Xiaoqing Xu,Hongmei Mo,Xiuming Zhang 

Medical Laboratory of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01， China; 

 
Objective Epstein-Barr virus (EBV) is related to B lymphomas and undifferentiate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NMHC-IIA was reported to be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EBV 
infecting nasopharyngeal epithelial cells. However, the anti-NMHC IIA antibody is still lacking, 
which limited our understanding about its mechanisms in EBV infection processes. In this study, 
the production,  purification and activity evaluation of a rabbit-derived polyclonal anti-NMHC 
IIA antibody was comprehensively reported.  
Methods  The GST-NMHC-IIA protein was expressed in E. coli BL21 cells and purified using 
glutathione-Sepharose beads. The polyclonal antibody was produced by immunizing rabbits with 
GST-NMHC-IIA protein as the immunogen, which then purified by Protein A Sepharose affinity 
column and confirmed by sodium dodecyl sulfate-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SDS-PAGE) 
analysis and western blotting assays. The activities of purified antibody were evaluated based on 
high antibody titer determined from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An antibody-
blocking assay was used to further confirm the role of NMHC-IIA in EBV infection. 
Results Two rabbit-derived polyclonal anti-NMHC IIA antibodies ( A and B) were produced and 
purified. The concentrations of antibody A and B were 600ug/ml and 1.35mg/ml, respectively. We 
further found that the polyclonal NMHC-IIA antibody inhibited EBV infection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Conclusions A rabbit anti-NMHC-IIA antibody was obtained and could be used to specifically 
recognize NMHC-IIA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cells. The successfully producing of anti-
NMHC-IIA antibody might enhance the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N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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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580 

Klotho 在慢性肾病和血管钙化中的作用 

 
赵阳,崔丽艳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Klotho 基因是 Kuro-o 等人于 1997 年发现的基因， Klotho 敲除小鼠表现出早衰的表型，而

Klotho 过表达小鼠则具有更长的寿命，提示 Klotho 基因在衰老和衰老相关疾病的发生中起着重要

作用。Klotho 的主要表达器官是肾脏、脑部和甲状旁腺。Klotho 在体内分为膜型和分泌型两种形

式，并发挥不同的生理学作用。本文主要综述了 Klotho 与慢性肾病（CKD）和血管钙化的关系，并

对 Klotho相关研究提出了展望。 

方法    

结果    

结论    
 
 

PU-4581 

一例罕见 12 号环状染色体的遗传学分析 

 
许晓清,李芳勇,莫红梅,张秀明 

深圳市第五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1例患有环状 12 号染色体患者的临床表型和遗传学特征。 

方法  收集 1 例 12 号环状染色体患者的症状、体征和影像学检查资料，应用染色体常规 G 显带技

术 （ chromosome G banding technique ） 、 染 色 体 微 阵 列 分 析 (chromosomal microarray 

analysis，CMA)、荧光原位杂交（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FISH)和多重连接探针

扩增技术（multiplex ligation-dependent probe amplification，MLPA）进行分析。 

结果  本例环状 12 号染色体患者流产 2 次，其他临床体征正常；性激素 6 项正常；抗苗缪勒管激

素 0.57ng/ml, 低 于 参 考 区 间 ； 腹 部 B 超 未 见 异 常 ； 该 患 者 核 型 为 mos 

46,XX,r(12)(p13q24)[96]/45,XX,-12[3]/46,XX,dic(12;12)( p13q24;p13q24) [1]；CMA 结果显

示无大片段染色体缺失及重复；FISH 检查结果显示 12 号环状染色体长臂末端缺失；MLPA 检查结果

显示 12号长臂末端亚端粒缺失；患者流产物 MLPA检查显示未发现异常。 

结论  本例环状 12 号染色体临床体征正常，环状染色体的临床表现与核型嵌合比例及 12q 末端缺

失的多少相关，女性流产可能与 r(12)的不稳定相关。 
 
 

PU-4582 

Prevalence and genotyping of human papillomavirus 
infection in Shenzhen Luohu People's Hospital 

 
Shuilan Zhang,Dan Xiong,Lijuan Kan,Yumin Li,Xiaoqing Xu 

Medical Laboratory of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01， China;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genotypes distribution of 26 common human papillomavirus(HPV) 
and its prevalence among different age groups in Shenzhen Luohu People's Hospital.In order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HPV infection and cervical cancer. 
Methods  Retrospctively analyzed the HPV genotyping results of 8071 females who visited in 
Shenzhen Luohu People's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6 to January 2017. According to different 

age, these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20，20～34， 35～49， ≧50. Prevale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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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otyping of human papillomavirus infection was analyzed by using SPSS17.0. And Compared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genotypes. 
Results 1467 cases of HPV positive samples were detected in 8071 cases, and the prevalence 
was 18.18%. 1467 cases of positive samples included 1086 cases of single HPV infection and 
381 cases of multiple HPVs infection, the prevalence of which were 13.46% and 4.72%. The 
highest infection rate was the first group(< 20 years old, 45.83%), followed by the second 

group(20～34 years old, 20.46%), and the lowest infection rate was 14.98%(35～49 years old). 

High-risk HPV-16, 52, 58 and low-risk HPV-6 were the most common genotype infection all ages, 
especially high-risk HPV-16. 
Conclusions  The HPV infection tends to younger age in Shenzhen Luohu People's Hospital. 
The study showed a “U” shaped distribution of age-specific prevalence of HPV. The top five 
genotypes were HPV-16,52,58,51,6 among high-risk HPV infection. The age and subtypes 
distribution of HPV infection were unique in this region.And this can provide important clinical 

basis for the early diagnosis，the prevention and the use of HPV vaccine of the early cervical 

cancer . 
 
 

PU-4583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Physicians and Nurses 
Satisfaction with Clinical Laboratory Service in China 

 
Huizhen Sun1,2,Lu Zhang1,Wei Wang1,Haijian Zhao1,Zhiguo Wang1 

1.NationalCenter for Clinical Laboratories/Beijing Engineering Research Medicine， Beijing Hospital， National 

Center of Gerontology，100730， Beijing， China 

2.Graduate School of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100730， 

Beijing， China 

 
Objective  

The results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est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of patients.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emphasis quality assurance 
and improvement of testing. Customer satisfaction assessment is an important 
quality indicator that can identify quality defects throughout the process and improve 
laboratories’ service quality.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integral 
satisfaction level of physicians and nurses in China, regarded as the internal 
customers of clinical laboratories, and identify the aspects that customers care about 
and need to be improved,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suggestions for clinical 
laboratories in China.  
Methods  

We distributed notifications and questionnaires to 2299 laborator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external quality assessment (EQA) in China. Laboratories were required to 
submit the general survey of laboratory characteristics and 30 questionnaires from 
physicians and nurses respectively within two month, including their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and satisfaction survey. The satisfaction level was rated on a scale of 
1 to 5, representing poor, below average, average, good, and excellent. We 
calculated the satisfaction scores and the rates of satisfaction to describe satisfaction 
status by SPSS 20.0. Chi-square test,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were employed to determine the possible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the level of satisfaction. 
Results  

 There were 14118 physician surveys submitted by 565 laboratories and 13951 nurse surveys 
from 543 laboratories in total.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scores for all laboratories ranged from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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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5.0 and the average score were both 4.40 according to physicians and nurses. The physicians’ 
satisfaction rate of "good" and "excellent" was 94.56%, and the nurses’ satisfaction rate was 
93.34%. Physicians and nurses considered that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of laboratory 
service were quality/reliability of results, stat turnaround time (TAT) and timeliness of reporting 
critical values. The physicians were most satisfied with the clearness and standard of clinical 
reports, quality/reliability of results, the content and format of clinical reports. However, they were 
most unsatisfied with propaganda of clinical value for new test, esoteric test TAT and the 
adaptability to clinical needs of laboratory information system (LIS). As for nurses, they were most 
satisfied with the timeliness of reporting critical values, the accuracy of critical value and 
quality/reliability of results. The three most unsatisfactory aspects were the training of specimen 
transportation, the training of specimen collection with nurses, updating of collection manual. 
Statistical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physicians and nurses’ age, position, whether the laboratory 
passes accreditation by ISO15189, the number of hospital beds and frequency of training on 
customer service could have effect on satisfaction level according physicians and nurses.  
Conclusions  

There was a high level of physicians and nurses satisfaction with clinical laboratory 
service. However, some unsatisfactory aspects still existed, which provided 
opportunities for clinical laboratories to improve service quality. Laboratories should 

carry out satisfaction survey regularly，actively find problems and take measures to 

correct them, so as to provide high-quality service for clinical activities.  
 
 

PU-4584 

临床检验静脉采血培训程序的基本要求 

 
孙慧珍 1,2,王薇 1,赵海建 1,王治国 1 

1.北京医院 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北京市临床检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730 

2.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730 

 

目的  在实验室诊断活动中，高达 93%的错误发生于检验前阶段，即从医生开具检验申请到实验室

人员接收的这一过程中。其中，样本采集是非常关键的环节之一，该过程的成功与否，质量如何将

直接关系到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应给予足够的重视。然而对于血液和非血液样本采集培训的指导资

源却非常少，这样会导致一些关键的概念和环节被有意或无意的漏掉，使患者、样本采集人员、检

验结果处于一定的风险。2017 年，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颁布了一份针对血液采集培训课

程的指南——GP48。该指南主要对血液样本采集的培训内容进行了系统性的陈述和总结，旨在为全

球样本采集培训的组织者提供正确、全面的指导。培训内容分为理论课程和临床实践，前者包含一

般性课程和技术课程。在一般性的课程中，培训人员需要向受训人员讲述所处机构的组织结构，采

血人员扮演的角色；顾客(通常是患者)的期望和需求；设施和安全性问题；设备，材料的使用及采

购和库存管理；文件记录等。技术课程是核心内容，包括医学相关知识的讲述(如医学术语、人体

生理机能等)；实验室的工作流程；样本采集的要求及采集的具体过程；与患者的沟通及特殊患者

的识别(如婴幼儿，要求空腹采血的患者等)；采集后的护理(如适当的压迫、观察有无渗血等)；并

发症和急救措施的预防和处理；样本的标识、处理和运输；采集的注意事项及安全等。临床实践对

于提升采血人员的能力至关重要，可采用模型或在志愿者身上进行，培训结束前需对受训人员进行

能力评估。各临床实验室可基于该指南并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开展样本采集人员的培训活动，规范采

集过程，确保样品质量，提高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方法  规范采集过程 

结果  确保样品质量 

结论  提高检验结果准确性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462 

 

 

PU-4585 

临床生化检验报告自动审核系统的规范化建立和优化 

 
朱晶,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探讨临床生化检验报告自动审核系统的规范化建立，验证自动审核系统并优化 

方法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检验科的生化报告自动审核系统自 2012 年建立并应用至今，是以自

动审核规则为核心，以实验室信息系统（Laboratory information system，LIS)为基础，同时联

合中间体软件和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通过人工审核与自动审核相互比对，验证自动审核系统的有效

性。同时对审核规则进行调整和优化，并进行再次验证。 

结果  生化报告自动审核系统能较好地满足临床需求。通过安全有效的规则调整，自动审核的灵敏

度和特异性分别为 98.6%和 69.0%，阳性预期值和阴性预期值分别为 74.9%和 98.2%。临床生化报告

的自动审核通过率从 56.89%提高至 67.65%。 

结论  生化报告自动审核系统应不断进行完善和优化，验证审核规则的有效性，进一步提高 TAT 合

格率和报告准确性。 
 
 

PU-4586 

鲍曼不动杆菌的临床分布及耐药变迁 

 
王佳 

昆明市延安医院 

 

目的  分析近年来鲍曼不动杆菌的分布特征和耐药情况，为感染性疾病的预防及指导临床用药提供

参考依据。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统计分析 2013 年至 2017 年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延安医院鲍曼不动杆

菌的科室分布、标本来源及耐药情况。 

结果  5 年共检出鲍曼不动杆菌 1478 株，分离率为 8.3%。科室分布主要分布在重症监护室、神经

外科、呼吸内科和老年病科。标本来源以痰液为主，占 59.6%，其次为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和创伤口

分泌物。2013~2017 年, 鲍曼不动杆菌对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氨曲南抗菌药物耐药率较高，耐

药率高达 70%以上，近五年无明显变化；对氨基糖苷类抗菌药、喹诺酮类抗菌药、碳青霉烯类、

β-内酰胺酶抑制剂类复合药物的耐药性呈上升趋势，从 2013 年 50%的耐药率上升到 2016-2017 年

间 70%以上耐药率；其中以氨苄西林/舒巴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尤为明显，2013 年这两种抗菌药

物的耐药率为 40%，五年间它们的耐药率上升到了 70%-80%；对于头孢哌酮/舒巴坦而言，耐药率相

对偏低，体外敏感性实验结果显示其耐药率维持在 40%左右，但头孢哌酮/舒巴坦体内敏感性有待

于进一步证实；鲍曼不动杆菌对替加环素、米诺环素的耐药率较低，分别为 29.4%和 8.0%，尤其是

替加环素五年以来一直维持较好的敏感性。 

结论  近年来随着抗生素的广泛使用，导致多重耐药鲍馒不动杆菌引起感染性疾病增加，临床对于

该类型病人治疗困难，抗生素选择困难。因此，临床须重视鲍曼不动杆菌的感染，合理规范使用抗

生素，加强院内感染的控制及耐药性的监测，防止耐药菌株播散。从而帮助临床及早、精准、有效

的治疗患者，提高患者治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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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587 

检验报告的自动审核——医学实验室中的人工智能 

 
朱晶,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检验报告的自动审核是医学实验室已经迎来了数字化的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个重要缩影。 

方法  通过对自动审核的发展历史、国内现状、规范化要求，以及展望进行阐述。 

结果  自动审核有明显优于人工审核的特点，但却始终无法完全取代人工审核。人工审核的考虑思

路、判断依据、专业知识是自动审核的精髓。通过将人工审核转化为统一的计算机语言，可规范

化、标准化检验报告的审核方式。为了使更多医学实验室可以大规模的使用自动审核，还需要建立

起一套适用于中国人群的自动审核规则，总结出一套基本操作流程。 

结论  结合自动审核规则和各实验室的实际情况的基础，才能使自动审核在我国真正发展壮大起

来。 
 
 

PU-4588 

分析前质量改进的经验分享 

 
周琰,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重视分析前质量管理是加强医学检验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提高检验质量的关键。 

方法  结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检验科的工作心得，从标本质量问题的解决策略、标本前处理流

程优化和提高患者满意度三个方面和检验同仁们进行交流和探讨。 

结果  实验室应充分完善各项制度，严格控制好各个环节；健全和应用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检验人

员积极和主观能动性。同时，应注重与临床的相互沟通，加强对患者的宣传教育。 

结论  只有医学检验实验室的分析前质量管理水平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才能更好地适应现代检验

医学的飞速发展。 
 
 

PU-4589 

叶酸代谢基因 MTHFR 基因检测质控品制备及其应用研究 

 
鲍芸,肖艳群,蒋玲丽,王雪亮,杨依绡,王华梁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通过构建体外质粒 DNA 作为质控样本开展叶酸代谢基因 MTHFR677 基因检测室间质量评价计

划（简称室间质评），评估参评实验室检测能力及存在的问题，提高临床实验室 MTHFR 基因检测质

量。 

方法  利用基因工程技术体外构建含有 MTHFR677 位点上下游序列的重组质粒，并采用定点突变技

术（Site-directed mutagenesis）得到该位点的突变型，分别作为野生型和突变型样本，两者等

比例混合后作为杂合突变型样本，并制备质控样本盘开展室间质量评价。室间质评计划为一年两

次，样本盘包含 5 支样本。要求参评实验室收到样本后在规定时间内检测样本并网上上报检测结

果。依据回报结果计算各实验室成绩，汇总不同样本的总体符合率，并分析不同检测方法的符合率

和检测错误类型。 

结果  体外构建的重组质粒经 Sanger 测序验证分别含有 MTHFR677 位点野生型和突变型序列，作

为质控品在 4 次室间质评中并无出现检测失败的样本，具有较好的临床适用性。2016 年和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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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次室间质评中成绩满分的实验室分别为 96.15%（25/26），100%（28/28），96.15%（50/52）和

98.21%（55/56）。4 次室间质评中，样本检测的总体符合率分别为 99.23%（129/130），100%

（140/140），96.92%（252/260）和 98.93%（277/280）。荧光分子杂交和芯片杂交法检测的样本

符合率均为 100%；荧光 PCR 法和 Sanger测序法检测均出现了不合格样本。 

结论  本研究所制备的质控样本能够有效监测试剂检测性能，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各实验室在

MTHFR 677 基因位点检测总体准确率很高，但个别实验室检测能力有待提高。临床实验室的质量控

制对于保证检测结果准确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PU-4590 

自制粪便隐血试验室内质控品及保存时间的研究 

 
梁涵瑜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自制针对胶体金法粪便隐血试验的室内质控品，确定最适浓度及保存时间。 

方法  选取临床标本配置成浓度为 100g/L 的 Hb 原液，稀释为 8 个浓度梯度的 Hb 溶液

（1000μg/ml,100μg/ml,10μg/ml,1μg/ml,0.5μg/ml,0.2μg/ml,0.1μg/ml，0.05μg/ml）,进

行隐血试验，选择粪便隐血试验质控品最适 Hb 浓度；各浓度 Hb 溶液放置 4℃冰箱冷藏保存，根据

每日结果稳定性确定保存时间。 

结果  0.1μg/ml Hb 溶液为胶体金法粪便隐血试验弱阳性质控的最适浓度，该 Hb 溶液稳定性差，

4℃冰箱仅能保存 1 天。10μg/ml Hb 溶液于 4℃冰箱稳定保存 14 天，可作为储存液，每日稀释至

0.1μg/ml 后使用。  

结论  自制人 Hb溶液作为室内质控品，有效地解决了胶体金法粪便隐血试验的室内质量控制。 
 
 

PU-4591 

恶性肿瘤患者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改变的临床意义 

 
单梦雅,高丽 

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恶性肿瘤患者治疗过程中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改变的情况，探讨其对患者预后的临床价

值。 

方法  入组标准为 2015 年收治入院临床分期为 I-II 期的恶性肿瘤患者，包括肺癌 68 例、胃癌 52

例、结肠癌 78 例、乳腺癌 66 例和宫颈癌 48 例。收集患者在入院时、手术治疗后、放化疗前、放

化疗过程中、放化疗后等，各个时间点的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和绝对数，以及嗜酸性粒细胞的 VCS

参数，观察嗜酸性粒细胞体积和内部结构、颗粒性的异常改变。疗程结束后随访和跟踪病例 24 个

月，评估治疗疗效。 

结果  以放化疗前后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值的改变划分为减低组、无变化组和增高组，统计发现，增

高组的生存曲线优于其他组，尤其是治疗疗效较好的胃癌、结肠癌中明显增高，在少数乳腺癌宫颈

癌中增多。嗜酸性粒细胞增高组的 VCS 参数,细胞平均体积、细胞体积分布宽度和细胞平均激光率

的结果较减低组、无变化组有明显改变。 

结论  恶性肿瘤患者治疗过程中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的量和质的变化，对部分患者预后有一定的临

床参考价值，其机制有待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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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592 

产前 B 族链球菌筛查对妊娠结局及新生儿的影响 

 
潘艳,侯盼飞 

涟水县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妊娠期 B 族链球菌（GBS）感染对妊娠结局和新生儿的影响，探讨 GBS 筛查的临床意

义。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我院进行 GBS 筛查的 800 名孕妇为受试对象，PCR 技术检

测 GBS 携带情况，根据 GBS 筛查结果及是否愿意接受干预治疗分为治疗组、非治疗组和 GBS 阴性

组，对比三组妊娠结局、新生儿情况。 

结果  800 例受试对象中，GBS 阳性 136 例（17.0%）；治疗组胎膜早破、早产、宫内感染、胎儿

窘迫及新生儿肺炎、窒息、败血症、病理性黄疸发生率与 GBS 阴性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而与非治疗组相比，除新生儿脑膜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外，其他指标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妊娠期进行 GBS 感染的筛查具有重要意义，及时采取干预措施可有效减少不良妊娠结局及

新生儿感染的发生率。 
 
 

PU-4593 

甲型流感病毒抗原和核酸检测方法的比较及临床意义的探讨 

 
王晶,皇海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目的  通过对甲型流感病毒抗原检测（Dot-Elisa）和核酸检测（PCR-荧光探针）方法比较分析，

探讨两种方法在甲型流感中的应用，为甲型流感的早期诊断和提供病原学依据。 

方法  回顾分析 2017 年 4 月~2018 年 4 月的发热等流感样症状患者病例，采用 Dot-Elisa 和 PCR-

荧光探针法对采集到的咽拭子标本进行检测，并根据患者不同性别、年龄，发病时间等方面进行对

比分析。 

结果  甲型流感病毒抗原检测送检标本（9723 份）的阳性率为 9.18%,核酸检测（2803 份）阳性率

为 22.84%，在阳性标本中患者性别无显著差异，年龄分布来看，2-10 岁儿童阳性检出率较高，为

13.86%，流行季节显著集中于 12 月和 1 月，该两月甲型流感抗原阳性占全年 62.04%，核酸阳性占

73.90%。与核酸检测结果比较，抗原检测敏感性为 53.55%，特异性为 91.78%，总符合率 82.07%。 

结论  甲型流感病毒抗原检测作为初筛实验敏感性低于核酸检测，为及时准确诊断甲型流感，应进

一步联合核酸检测，提高病毒检出率。 
 
 

PU-4594 

心血管药物基因多位点检测的方法学建立 

 
刘朝晖 1,张奇 2,杨琳梅 1,崔凯 1,张晔 2,周洲 1 

1.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2.北京阅微基因技术有限公司 

 

目的  抗血小板，抗凝、降压、降脂、抗心绞痛、抗心律失常等药物，是临床上心血管疾病常用药

物。对患者进行相关基因分型检测，实现个体化用药，可以有效地减少药物不良反应、提高治疗效

果。市售相关产品主要基于测序或荧光定量 PCR 平台针对单一药物给出用药建议，存在局限性。

如：合并用药时需多次检测，操作复杂、耗时长、成本高等。因此，本文以期建立一种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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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1 管反应，对 11 种一线常见心血管药物（包括氯吡格雷、华法林、他汀类药物、β 受体阻滞

剂、钙离子拮抗剂、利尿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硝酸甘油、抗

心律失常药、叶酸）相关基因进行多位点基因分型检测，以血液为样本直接进行扩增，免除提取步

骤，简化操作过程，同时，开发相应的分析软件，对检测结果进行辅助判读。 

方法  根据 2015 年卫计委颁布的《药物代谢酶和药物作用靶点基因检测技术指南》，并参考 FDA

及 CPIC、DPWG 等权威机构发布信息，选定与上述 11 种药物相关的 25 个基因位点，采用等位基因

特性 PCR 及多重定量荧光 PCR 方法，结合荧光毛细管电泳检测平台，建立一种检测方法，通过 1 管

扩增，1 次检测，完成全部位点的基因分型；对 664 例临床样本进行检测，统计一次检出率，并采

用测序法，对分型结果进行验证，统计符合率。 

结果  成功实现 1 次扩增对全部基因进行准确分型，一次检出率达到 99%，峰型准确、清晰，以测

序法对分型结果进行验证，符合率达到 100%；成功实现血液样本直接扩增，免除了 DNA 提取步

骤；完成了结果判读软件开发。 

结论  建立了基于荧光毛细管电泳检测平台的检测方法，实现 1 管反应对 11 种常见心血管药物的

25 个相关基因进行分型检测，检测结果准确可靠，减少了反复检测的负担，降低了检测成本；实

现了血液直扩及软件判读，简化了操作过程，降低了引入人为误差的风险，可以有效用于心血管疾

病用药指导。 
 
 

PU-4595 

ADAMTS9-AS2 在乳腺癌患者血浆中的表达及其意义 

 
宋宏伟,丛辉 

江苏省南通市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建立基于实时荧光定量 PCR(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qRT-

PCR)检测血浆长链非编码 RNA(long non-coding RNA，lncRNA)ADAMTS9-AS2(ADAMTS9 antisense 

RNA 2，ADAMTS9-AS2)的方法，应用该技术检测 ADAMTS9-AS2 在乳腺癌患者血浆中的表达情况，探

讨其临床研究意义。 

方法  收集 51 例乳腺癌初诊患者、48 例乳腺良性病变患者的血浆标本，同期匹配 50 例年龄相仿

的门诊女健康体检者血浆标本进行对比分析。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血浆 ADAMTS9-AS2 的

相对表达量；对 44 例资料完整的乳腺癌标本进行统计处理，分析血浆 ADAMTS9-AS2 表达水平与患

者年龄、病理类型、淋巴结转移、ER、PR、C-erbB-2、Ki67(%)等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结果  血浆 ADAMTS9-AS2 的相对表达量在 48 例乳腺良性病变患者中，除两例降低外，其余均升

高，在 51 例乳腺癌初诊患者中均升高，且血浆 ADAMTS9-AS2 在乳腺癌中的表达水平

（6.340±0.741）明显高于乳腺良性病变（3.606±0.41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3.163，
P<0.05）。此外，乳腺癌初诊患者血浆高表达的 ADAMTS9-AS2 与 Ki67(%)有关（P=0.0338），而与

患者年龄、病理类型、淋巴结转移、ER、PR及 C-erbB-2无关。 

结论  基于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血浆 ADAMTS9-AS2 简单易行，方法可靠。ADAMTS9-AS2 在乳

腺癌患者血浆中高表达，可作为乳腺癌早期诊断的一个潜在的新型生物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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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596 

一例酒精性诱导的乙肝患者病毒五项全阳模式的分析与思考 

 
杨平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探讨一例酒精性诱导的乙型肝炎病毒五项全阳模式的病例，并分析乙型肝炎病毒血清标志物

全阳性模式患者的血清标志物的动态变化趋势及可能的机制。 

方法  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CLEIA 法）对 2016 年 12 月 26 日入住我院 ICU 的患者血清进行

乙型肝炎病毒五项指标定量检测，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测定 HBV-DNA，经透射比浊法对其

肝功能酶学指标进行检测。 

结果  该病人治疗期间，乙肝五项指标保持全阳，表面抗原和 e 抗原持续下降，表面抗体、核心抗

体和 e抗体逐步增高，转氨酶和 HBV DNA也下降，整体呈转好趋势。 

结论  乙肝五项全阳模式的动态转变，反映了乙肝病毒在体内的一种清除过程，动态监测其含量的

变化及其出现的原因有助于临床上对其开展有效的诊治及评估疗效。 
 
 

PU-4597 

Prognostic nomogram for patients with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incorporating hematological biomarkers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Hao Chen 
SYSUCC 

 
Objective Predictive models for survival prediction in individual cancer patients following the 
TNM staging system are limited. The survival rates of the patients who have the same TNM stage 
disease were diversified. Therefore, we construct a nomogram that incorporates hematological 
biomarkers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for predicting the overall survival (OS)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patients. 
Methods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and follow-up data of 460 NPC pa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histologically in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between July 2007 and December 2011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The data was randomly divided into primary and the validation 
groups.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prognostic factors for building the 
nomogram in the primary cohorts. The predictive accuracy and discriminative ability of the 
nomogram were measured by concordance index (C-index) and decision curve and were 
compared with the TNM staging system, Epstein-Barr virus DNA copy numbers (EBV DNA) and 
TMN stage plus EBV DNA. 
Results The results were validated internally by assessing discrimination and calibration using 
the validation cohorts (N = 230) at the same institution. Independent factors for overall survival 
including Age [hazard ratio (HR): 1.765;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008~3.090)], TNM stage 
(HR: 1.899; 95% CI: 1.023~3.525), EBV DNA (HR: 1.322; 95%CI: 1.087~1.607), lactate 
dehydrogenase level (LDH) (HR: 1.784; 95%CI: 1.032~3.086), high 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hs-CRP) (HR: 1.840; 95%CI: 1.039~3.258),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 (HR: 
0.503; 95%CI: 0.282~0.896), hemoglobin (HGB) (HR: 0.539; 95%CI: 0.309~0.939) and 
lymphocyte to lymphocyte ratio (LMR) (HR:0.531; 95%CI: 0.293~0.962) were selected into the 
nomogram for survival. The C-index in the primary cohort and validation cohort were 0.800 and 
0.831,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tatistically higher than the C-index values for TNM stage (0.672 
and 0. 716), EBV DNA (0.668 and 0.688), and TNM stage+ EBV DNA (0. 732 and 0. 760), p < 
0.001 for all. And the decision curve analyses showed that the nomogram model had a higher 
overall net benefit than the TNM staging system, EBV DNA and TNM stage+ EBV DNA. Then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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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ify patients into three distinct risk groups for OS based on the total points (TPs) of nomogram: 
a low risk group (TPs ≤ 19.0), an intermediate risk group (19.0 < TPs ≤ 25.5) and a high risk 
group (TPs > 25.5),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We have generated nomogram predicting prognosis for NPC patients with a higher predictive 
power than the TNM staging system, EBV DNA and TNM stage+ EBV DNA. 
 
 

PU-4598 

Analysis of Influence Factors of Intra-laboratory 
Turnaround Time in Emergency Blood Routine specimens 

 
Fengfeng Zhao,Guofang Shu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of Zhongda Hospital， Southeast University 

 
Objective  A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analyz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tra-laboratory turnaround time in emergency blood routine specimens 
Methods In the retrospective study, 3,986 emergency blood specimens from October 2015 to 

August 2016 in the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of Zhongda Hospital, Southeast University 
were used to randomly select 4 weeks of data. The records of Samples included determination 
date, sample statuses, times of arrival, times of test, processing time, project portfolios, 
measurement period, operators, 10 minutes treatment results, and delay factors. SPSS 18.0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COX single factor analysis was performed for each of the above 

indicators, and COX multi-factor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step by step.  
Results Within 10 minutes, 3789 reports were sent, accounting for 95.1%. The median actual 
processing time of the specimens was 7.3 min. The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the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model showed that the sample status, times of arrival, measurement period, 
operator and delay factors ha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elays in sample turnaround time (P values 
were all less than 0.05); COX multi-facto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ppropriate time of 
arrival was the favorable factor for shortening the sample turnover time (Wald=34.101, P=0.001). 
The non-normal measurement period and the handover factor were the negative factors for 
shortening the sample turnover time (Wald=17.210, 21.184, P= 0.001, 0.000), No. 3, No. 4 and 
No. 8 operators are favorable factors for shortening the sample turnover time (Wald=11.018, 
13.219, 9.225, P=0.001, 0.001, 0.000), No. 2 operator was the unfavorable factors to shorten the 
sample turnaround time (Wald=27.163, P=0.001).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other operators (P values were greater than 0.05).  
Conclusions  
Time of arrival, measurement period, operator and delay factors a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leading to the delay in the turnover time of the specimens in the laboratory. Other hospitals can 
establish the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model according to specimen transport, 
testing procedures, and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To achieve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the 
laboratory specimen turnaround time and ensure that emergency and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receive 

time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the various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specimen processing lead to the extension of the laboratory specimen 
turnover time can be achieved.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469 

 

PU-4599 

Amphiphilic peptide-operated nanovalves for targeted drug 
delivery and control release on mesoporous silica 

nanoparticles 

 
Fengfeng Zhao,Guoqiu Wu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of Zhongda Hospital， Southeast University 

 
Objective Various nanoparticle-based drug delivery systems have been developed for efficient 
cancer therapy.A simple and smart pH-responsive end-capped mesoporous silica nanoparticle 
(MSN)-controlled release system was demonstrated. This system was based on the nanovalves 
consisting of native amphiphilic peptide (P45) and doxorubicin. The nanovalve systems were 
constructed by the self-assembly behavior of P45 in the presence of Doxorubicin hydrochloride 
(Dox). Dox molecules are entrapped by nanovalves in the mesopores of crude MSNs to avoid 
premature drug leakage under physiological conditions. 
  
Methods Drug delivery systems P45/Dox@MSNs  was prepared and characterized.The in vitro 
release kinetics of Dox from the Dox@MSNs/P45 was studied using dialysis method.Confocal 
laser scanning microscopy and flow cytometry were used to show cellular uptake.The cytotoxicity 
of P45/Dox@MSNs was evaluated by CCK-8 assay in A549, MCF-7, and 293T cells. 
  
Results Confocal laser scanning microscopy and flow cytometry results showed the enhanced 
cellular uptake of P45/Dox@MSNs due to the RGD motif of the nanovalves, and CCK-8 assay 
revealed low cytotoxicity to normal human embryonic kidney 293T cells. These nanovalve 
systems disassembled and exhibited a pH-responsive Dox release with a rapid accelerated 
release rate in an acidic atmosphere, but they were stable in a physiological environment with 
negligible drug leakage. 
Conclusions P45-operated nanovalve systems on MSNs can be used for targeted drug delivery 
and pH-responsive release for cancer therapy. 
 
 

PU-4600 

根据 WS/T 505-2017 文件对血清梅毒抗体 ELISA 定性方法性能

验证 

 
郭长青 1,曹玉亭 2 

1.江苏省中医院   2.南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目的  梅毒螺旋体抗体 ELISA 定性测定方法（TP-ELISA）方法学性能验证的评价分析。 

方法  取临床确诊的梅毒患者高抗体滴度血清，稀释成多个梯度低滴度的血清，根据 WS/T 505-

2017 文件，对每个血清多次测定分别确定临界值、灰区、不精密度范围、阴性及阳性符合率，并

与厂家给定的性能参数进行比较。 

结果  梅毒螺旋体抗体 ELISA 定性测定方法（TP-ELISA）的临界 A 值为 0.172，灰区即不精密度 A

值范围为 0.136~0.204，灰区以外阴性符合率及阳性符合率均为 100%。 

结论  通过验证实验得出的结果与厂家给出的性能参数基本相符，说明厂家试剂在科室检验系统定

的性能参数符合要求；但实验得出结果又与厂家参数不完全相同，说明实际检验条件下又不能直接

套用厂家性能参数，实验室应制定出适合自己检测条件与检验系统的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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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601 

MicroRNA-181a 和 Smad 7 作为潜在生物标志物 

跟踪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邱旸,崔朝杰,张庆,许瑞,渠縢,田文君,刘春梅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是最常见的小儿血液病。MiR-181a 有望在血液恶性肿瘤的发展中

发挥作用;它可能是肿瘤抑制基因或癌基因。Smad7 被选为 miR-181a 目的基因，负面调控 TGF-β1

信号通路。 

方法  本研究中利用定量逆转录酶聚合酶链反应，检测 60 个患儿和 30 个年龄和性别匹配的健康儿

童 mir - 181 a 的相对表达水平,Smad 7 和 TGF-β1 蛋白质水平通过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血

清。 

结果  ALL 患儿与对照组相比 MiR- 181a 表达水平显著下降，而 Smad7 蛋白含量与对照组血清相

比显著增加，TGF -β1 蛋白含量减少。mir - 181 a 的表达与 TGF-β1 呈显著性的正相关，而和

Smad7 呈显著性的负相关。此外,进一步的研究表明，Smad7 的表达水平和 TGF-β1 两者呈负相关

(p < 0.05)。虽然在肝脾肿大 ALL 患儿中 Smad7 和 TGF-β1 阳性率有所增加, 但没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综上所述，ALL 患儿 Smad7 过表达时，miR-181a 可以作为一种肿瘤抑制因子。Smad7 通

过一个负面反馈循环调节 TGF-β1 信号通路和介导其与 TGF-β1 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与其他信号通

路的相互作用;提示 Smad7 过表达可能具有治疗潜力。 
 
 

PU-4602 

两例新发 COL1A1 基因突变分析 

 
林宇翔,李晓丽,刘伊楚,王志红 

福州总医院全军医学检验研究所 

 

目的  对两名临床诊断为疑似成骨不全（osteogenesis imperfect, OI）的患者进行分子诊断。 

方法  分别抽取两名患者的外周血，通过芯片捕获高通量测序法，对骨骼发育异常（Skeletal 

Dysplasia）相关基因进行检测，对于检测到的疑似突变位点，用 Sanger法进行验证。 

结果  患者 1 的 COL1A1 基因存在一个杂合突变（c.1436 G>C，p.Gly476Ala），其表型正常，父母

不存在该突变。查阅相关文献及突变数据库，未见该突变报道。用 SIFT 和 Polyphen 软件对其进行

突变致病性预测，结果均为有害。患者 2 的 COL1A1 基因存在一个杂合突变（c.1821+1 G>C），其

表型正常，母亲和姐姐存在相同突变。查阅相关文献及突变数据库，未见报道。该突变位于剪接位

点，运用 Human Splicer Finder 对其进行预测，突变可能造成原来的剪接位点消失，使得内含子

保留或替代性供点出现，从而导致终止密码子提前，翻译提前终止，产生截短蛋白，无法发挥正常

功能而最终致病。 

结论  对两名成骨不全患者进行分子诊断，发现了 2个新的 COL1A1基因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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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603 

Diagnostic value of serum anti-mutated citrullinated 
vimentin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An updated 

meta-analysis 

 
gang tian,Guangrong Li,Min Song,Zhangrui Zeng,Jinglan Guo,Jin-Bo Liu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the accuracy of anti-mutated citrullinated vimentin (anti-
MCV) in the diagnosis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and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anti-MCV for RA 
patients of different ethnicities has not be revealed. This meta-analysis aims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potential role of anti-MCV as a marker in RA diagnosis. 
Methods A literature search was conducted for publications that evaluated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anti-MCV for RA. The quality of each study was scored with the Quality Assessment of 
Diagnostic Accuracy Studies. A random-effects model was employed to summarize the pooled 
sensitivity (SEN), specificity (SPE), positive likelihood ratio (PLR), negative likelihood ratio (NLR), 
diagnostic odds ratio (DOR) and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Results Of 18 eligible studies the total summary estimates of anti-MCV for the diagnosis of 

sensitivity 0.72 [95% confidence interval（CI）0.69-0.76], specificity 0.92 (95% CI 0.89-0.94), 

positive likelihood ratio (LR+) 8.46 (95% CI 6.11-11.72)，negative likelihood ratio (LR-) 0.30 

(95% CI 0.26-0.34) and diagnostic odds ratio (DOR) 28.61 (95% CI 19.16-42.72 ). The AUC was 
0.88(95% CI 0.85-0.91). 
Conclusions More newly evidence from the meta-analysis suggested reduced sensitivity and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anti-MCV in the diagnosis of RA (AUC=0.88), but Anti-MCV still 
provided a good specificity (0.92), which is helpful in the diagnosis of RA. Additionally, we found 
that anti-MCV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confirming (ruling in) RA in different races especially for 
European patients. 
 
 

PU-4604 

我国多地区孕妇与孕前育龄妇女间 ToRCH 感染率的案例配对比

较 

 
夏玲芝 1,沈安然 2,卞淑慧 1,曹鹏 1,毛源 1 

1.南京金域医学检验所   2.徐州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 

 

目的  ToRCH 筛查是指对疑似感染孕妇或孕前育龄妇女进行 ToRCH 病原体的 IgG 和 IgM 抗体检测，

已在我国各级医疗机构广泛开展。IgM 抗体阳性代表近期感染。我国孕前育龄妇女群体的 ToRCH 感

染率与同一地区的孕妇群体是否存在统计学差异一直有着不同结论的报道。有些实验室报道由于孕

妇在妊娠期内分泌的改变和免疫力的下降易发生原发性 ToRCH 感染或使潜在病毒复发感染，从而使

孕妇群体的感染率显著高于孕前育龄妇女，但是有些实验室的数据显示当地孕妇与孕前育龄妇女间

并无统计学差异。本文为此对我国 9个实验室的案例配对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 

方法  收集 2009.01 至 2016.12 发表的各地有关 ToRCH 抗体筛查论文，筛选出同一实验室在同一时

期内用相同方法和试剂盒分别对本地区孕妇和孕前育龄妇女进行 ToRCH 检测的文献，对多实验室的

案例配对数据进行配对 t检验、非配对 t检验和 Metal分析。 

结果  合并我国 8 个城市中 9 个实验室的案例配对数据，孕前育龄妇女受检人数 9400 例左右，孕

妇受检人数 23000 余例。双向配对 t 检验显示：TOX-IgM 和 RV-IgM 在孕妇中的阳性率显著高于孕

前育龄妇女（p = 0.0299; p = 0.0449）；Metal 分析显示：4 种病原体 IgM 阳性率在两个群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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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呈现有效差异，OR 值均小于 1。但根据 I
2
值和发表偏倚，只有 TOX-IgM 和 RV-IgM 阳性率的合并

效应较为可信；非配对 t检验则显示这 4种病原体 IgM的阳性率在两个群体间均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我国孕妇群体的刚地弓形虫和风疹病毒感染率显著高于孕前育龄妇女群体，其他 ToRCH 病原

体的感染率无统计学差异。 
 
 

PU-4605 

2 型糖尿病患者中颈动脉斑块与 25(OH)D3 的相关性研究 

 
姜繁明,吉阳涛,赵敏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 2型糖尿病患者中颈动脉斑块与 25(OH)D3的关系。 

方法  138 例于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 2 型糖尿病患者纳

入本研究，2 型糖尿病患者符合美国糖尿病协会 2010 年的诊断标准。测定并记录患者的身高、体

重、血压，同时测定患者的血脂、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及血清 25(OH)D3，采用彩色多普勒超

声诊断仪测定双侧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及斑块情况。颈动脉斑块的诊断标准为：局部的内中膜厚度

≥1.5mm。按照有无斑块，将 2 型糖尿病患者分为 2 组，第一组为无斑块组(n=40)，第二组为有斑

块组(n=98)。比较 2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及检测结果的差异。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138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其中男性 94 例，平均年龄为 62.10±12.23 岁；女性

44 例，平均年龄为 61.57±13.47 岁。通过有斑块组及无斑块组患者的比较发现，2 组患者的年

龄、糖化血红蛋白、血清 25(OH)D3 及收缩压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而其他临床资料及检测结

果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其中年龄(57.58 VS 63.70, P=0.009)、糖化血红蛋白(7.79 VS 8.48, 

P=0.025)及收缩压 (129 VS 138, P=0.012)在无斑块组患者要显著小于有斑块组的患者; 而血清

25(OH)D3 在无斑块组的患者要显著大于有斑块组的患者(18.15 VS 13.55, P<0.001)。通过

Logistic 回归分析分析发现，血清 25(OH)D3 与是否有颈动脉斑块呈现独立的负相关(OR=0.872; 

95%CI: 0.803~0.947, P=0.001)，收缩压与是否有斑块呈现独立的正相关(OR=1.054; 95%CI: 

1.011~1.099, P=0.013)。 

结论  是否有颈动脉斑块与血清 25(OH)D3 呈现独立的负相关，随着血清 25(OH)D3 水平的下降，颈

动脉斑块出现的可能性也会增大。 

 
 

PU-4606 

尿液干化学法筛查微量白蛋白尿的应用评估 

 
金梅,彭海林 

泰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评估尿液干化学法筛查微量白蛋白尿（microalbuminuria, MAU）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利用尿干化学纸片法检测 453 例住院患者首次晨尿中的微量白蛋白（mALB），同时用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检测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urinary albumin to creatinine ratio,UACR），以

UACR为标准，评价尿液干化学法筛查 MAU的临床价值。 

结果  453 例尿标本中干化学纸片法筛查出 MAU337 例，阳性率为 74.39%，而 UACR 法测出 MAU 阳性

例数 83 例，阳性率为 18.32%；两种方法检测结果具有相关性，相关系数为 0.324；以 UACR 结果为

标准时，干化学纸片筛查法灵敏度为 91.6%（76/83），特异度为 29.5%（109/370）；阳性预测值

为 22.6%（76/337),阴性预测值为 94.0%(109/116)。 

结论  尿液干化学法筛查微量白蛋白尿灵敏度较高，具有一定的筛查价值，但特异度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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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607 

HIV/AIDS 患者中枢神经系统机会性感染分析 

 
张立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 HIV/AIDS 患者中枢神经系统病原学的数据，了解病原分布情况，为临床对

艾滋病中枢神经系统机会性感染的诊疗提供依据。 

方法  对北京佑安医院 2014 年 1 月-2016 年 9 月共 106 例艾滋病期患者脑脊液标本的病原学检测

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 >HIV/AIDS 患者中枢神经系统病原学的数据，了解病原分布情况，为临床

对艾滋病中枢神经系统机会性感染的诊疗提供依据。 

结果  艾滋病期患者 106 例， 脑脊液 EBV 阳性率 31.13%（3/106），CMV 阳性率 6.60%

（7/106），CMV/EBV 混合感染 2.83%（3/106），TB 阳性率 1.14%（1/88），新型隐球菌阳性率

25.71%（27/105），EBV/新型隐球菌混合感染 13.33%（14/105），CMV/EBV/新型隐球菌混合感染

1.90%（2/105），血液 EBV 阳性率 19.35%（18/93），血液 CMV 阳性率 19.35%（18/93）。EBV 高

值组 CD3+，CD8+，CD4+细胞计数平均值分别为 692.73，573.26，81.07 个/ul，低值组 CD3+，

CD8+，CD4+细胞计数平均值分别为 769.06，625.63，101.81 个/ul，两组比较 T 淋巴细胞亚群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EBV 高值组，CMV， TB，新型隐球菌的阳性率均高于低值组。随着 CD4+T 淋巴细胞

计数的降低，新型隐球菌，EBV感染的阳性率增加。 

结论  艾滋病期患者中枢神经系统可有一种或多种机会性感染，其中 EBV 感染阳性率最高，其次为

新型隐球菌，并且与 CD4+细胞计数减低有关，感染 EBV 同时合并 CMV，TB，新型隐球菌的感染几率

增加。重视脑脊液病原检测，可有助于预防复杂的机会性感染及其他并发症，改善艾滋病患者的预

后，减少死亡率。 
 
 

PU-4608 

基于 MARSALA 的三种遗传代谢病的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 

 
王志红 1,李晓丽 1,黄秋香 2,陈智镖 2,刘伊楚 1,兰风华 1,刘芸 2 

1.福州总医院全军医学检验研究所  2.福州总医院生殖中心 

 

目的  将联合诊断单基因病和染色体病非整倍体高通量测序与连锁分析（mutated allele 

revealed by sequencing with aneuploidy and linkage analyses, MARSALA）新策略运用于三个

遗传代谢病家系的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D）。 

方法  选择 3 个已明确分子诊断并要求 PGD 助孕的遗传代谢病家系，包括 1 个甲基丙二酸血症、1

个戊二酸血症和 1 个 β-酮硫解酶缺乏症家系，首先对活检的囊胚滋养外胚层细胞进行 MALBAC 全

基因组扩增，然后采用 NGS 进行突变位点检测及家系遗传标记 SNP 单体型分析，判断胚胎基因型，

同时进行胚胎染色体非整倍体筛查。 

结果  3 个家系共检测 20 枚囊胚，其中完全正常基因型或携带者基因型的胚胎 15 枚，这 15 枚中

染色体为正常整倍体的胚胎 13枚。 

结论  基于 MARSALA 的 PGD 新策略，即胚胎突变位点序列分析+SNP 单体型分析+染色体非整倍体分

析的三合一诊断方法是目前最适用于临床单基因遗传病的 PGD方法，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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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609 

De novo interstitial 21q11.2q21.3 deletion found in a 
woman with decreased ovarian reserve and in vitro 

fertilization outcomes 

 
Jian Zeng1,Wujian Huang2,Yun Liu2,Mingyan Huang1,Xiao Zhang1,Fenghua Lan1,Zhihong Wang1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Genetics and Experimental Medicine，Fuzhou General Hospital， Xiame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Center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 Fuzhou General Hospital， Xiame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esent a case of decreased ovarian reserve (DOR) in 
a patient with a de novo deletion of chromosomal region 21q11.2q21.3 and her in vitro fertilization 
(IVF) outcomes. 
Methods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evaluation, cytogenetic analysis, whole-genome sequencing 
(WGS) and IVF were performed. 
Results Diagnosis of decreased ovarian reserve based on laboratory evaluation was made in the 
patient with concomitant findings of a de novo deletion of chromosomal region 21q11.2q21.3 by 
WGS. Even when two cycles of IVF were performed, she displayed poor response to ovarian 
stimulation, resulting in reduced number of retrieved oocytes, arrested zygotes and high 
frequency of aneuploid IVF embryos. 
Conclusions The patient reported here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linical consequences 
of deletions in 21q11.2q21.3 and allows us to propose potential candidate genes associated with 
DOR. Additional patients with mutations in these genes need to be identified to establish better 
genotype-phenotype correlations and to elucidate the role in the reproductive system. 
  
 
 
 

PU-4610 

一例 2q37 微缺失综合症的遗传学诊断 

 
曾健,黄铭燕,张晓,连晓惠,林娟,兰风华,涂向东 

福州总医院全军医学检验研究所 

 

目的  对 1例智力低下、头面部畸形患儿进行染色体畸变分析. 

方法  采用染色体Ｇ显带分析、亚端粒多重连接依赖探针扩增（Multiplex ligation dependent 

probe amplification，MLPA）、荧光原位杂交（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FISH）

及单核苷酸多态性芯片（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array, SNP-array）等技术，分析染

色体及相关基因的异常。 

结果  染色体 G 显带检测显示患儿染色体核型为 46，XY，亚端粒区 MLPA 检测提示患儿 2q37.3 区

域 CANP10-3、ATG4B-7 基因拷贝数减少,父母 MLPA 未见异常。SNP-Array 显近 80 个基因缺失。

FISH 分析提示患儿 46， XX,ish,de1(2),t(2;12)(p25;p13)，即 2q37.1q37.3 间隙性缺失。

TWIST2，FARP2 HDAC4 等基因缺失可能与患儿示患儿 2q37.1q37.3(233,331,507–243,029,573) 

9.7Mbp杂合性缺失，造成 ECEL1等头面部畸形、智力低下、肌张力减退、多动症有关。 

结论  MLPA、FISH 和 SNP-Array 等技术联合应用可以更好地从基因组水平上诊断染色体微缺失重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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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611 

Additional ring chromosome formation due to an inverted 
duplication of the most proximal region 13q11.2q14 with a 
new neocentromere locus in a fetus with coarctation of the 

aorta 

 
Jian Zeng,Mingyan Huang,Juan Lin,Xiao Zhang,Fenghua La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Genetics and Experimental Medicine， Fuzhou General Hospital， Xiame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molecular cytogenetic characterization of a small supernumerary 
marker chromosome (sSMC) present in a fetus in a woman with a 25-week gestation pregnancy 
with coarctation of the aorta at ultrasound examination during prenatal diagnosis. 
Methods  G-banding cytogenetic study was performed from cultured umbilical cord blood cells 
and Parental karyotypes were performed from cultured peripheral lymphocytes using standard 
techniques. The origin of sSMC was identified by SNP Array. FISH using two BAC clones that 
mapped at 13q12.11 and 13q14.11, namely RP11-93G1 and RP11-1112018, respectively, was 
performed on metaphase chromosomes or interphase nuclei of the fetus. 
Results  The final diagnosis of the fetus karyotype was: 47,XN,+mar.ish inv dup(13)(q14.11-> 
q12.11->neo->q11::q11->q12.11->q14.11)(RP11-93G1 ++,RP11-1112O18+ 
enh)[94]/46,XN[86].arr 13q31. arr[hg19] 13q11q14.11(19,436,286-43,269,421)x4. On the basis of 
cytogenetic characterization, the sSMC appeared to be ring 13q and the neocentromere position 
was estimated to be located at 13q12.11. 
Conclusions To our knowledg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an inverted duplication of the most proximal 
region 13q11.2q14 with a new neocentromere locus in a ring chromosome is identified so far. 
This provides envidences to define the clinical features associated with titrosomy for the most 
proximal region 13q11.2q14. Furthermore, this new neocentromere locus will provide a unique 
and valuable resource for investigation of the process of neocentromere formation. 
 
 

PU-4612 

Epigenetic instability of CRHR1 mediates prenatal 
synthetic glucocorticoid programming of depression-like 

behavior across two generations 

 
Yong-jun Xu1,2,Hui Sheng2,Xin Ni2,Feng-Hua Lan1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Genetics and Experimental Medicine， Fuzhou General Hospital， Xiame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Pregnant women at risk of preterm labor usually receive synthetic glucocorticoids 
(sGCs) to promote fetal lung development. Emerging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antenatal sGC 
exposure increase the risk of affective disorders in offspring and such disorders can be 
transmitted to second generations. However,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s of prenatal sGC exposure remain largely unknown.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showed that 
prenatal dexamethasone (DEX) administration in late pregnancy induced depression-like 
behavior in F1 offspring. 
Methods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evaluation,real time quantitative reverse transcription-PCR 
(qRT-PCR) ,Western Blot 
Results This effect was transmitted to F2 offspring with maternal dependence. Further, we found 
that expression of cortic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CRH) receptor type 1 (CRHR1)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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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pocampus was increased in F1 offspring with prenatal DEX exposure.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CRHR1 in hippocampus was also found in F2 offspring from F1 DEX female rats. Subcutaneous 
administration of a CRHR1 antagonist to newborn F1 DEX offspring alleviated depression-like 
behavior in these rats as adults. Intrahippocampal administration of CRHR1 antagonist to adult 
F1 DEX rats also significantly ameliorated depression-like behavior. Furthermore, we 
demonstrated that prenatal DEX exposure caused hypomethylation of CpG islands in CRHR1 
promoter, thereby leading to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CRHR1 in F1 offspring. F2 offspring from 
F1 DEX female rats also showed hypomethylation of CpG islands in CRHR1 promoter. Thus, our 
results revealed that prenatal sGC exposure intergenerationally program CRHR1 in hippocampus 
through epigenetic modification, thereby leading to depression-like behavior across two 
generations. 
Conclusions Our study indicates that prenatal sGC can cause epigenetic instability, which 
increases the risk of disease development of offspring’s later life. 
 
 

PU-4613 

一例由 COL11A1 基因新突变 c.2592+1G>A 

导致的先天性高度近视 

 
余秀蓉,兰风华,刘伊楚,王志红 

福州总医院全军医学检验研究所 

 

目的  对 1个先天性高度近视家系进行基因突变分析，探索其致病原因。 

方法  采集该家系先证者及其他成员的外周血，首先对先证者进行全外显子组测序，再针对找到的

可疑致病突变，使用 Sanger 测序验证及并进行家系共分离分析。 

结果  基因测序发现先证者 COL11A1 基因 1 个新的剪接位点杂合突变（c.2592+1G>A），家系共分

离分析结果：同患病的先证者母亲和先证者两个女儿均存在该突变，而表型正常的先证者父亲和先

证者妹妹均未发现该突变。根据 ACMG“致病变异分类标准”，该突变符合 1 个非常强致病性证据

（经典剪接突变）和 1 个中等致病性证据（ExAC 等多个数据库中正常对照人群中未发现的变

异），可以判定为“疑似致病”。 

结论  COL11A1 基因是 Stickler 综合征的致病基因，而高度近视是该综合征的重要眼部特征之

一。本研究在一个先天性高度近视家系检测到 COL11A1 基因新的剪接突变 c.2592+1G>A，可能是其

致病原因，这为后续产前诊断或胚胎植入前诊断提供了科学依据。 
 
 

PU-4614 

额外小标记染色体的遗传学检测和临床效应分析 

 
杨兰,张晓,林娟,连晓惠,涂向东,曾健 

福州总医院全军医学检验研究所 

 

目的  对携带额外小标记染色体（sSMC）病例进行遗传学检测和临床效应分析。 

方法  对 2003 年至 2017 年到我院行染色体检查的 41388 例患者进行细胞遗传学 G 显带分析，并对

携带 sSMC的 26病例进行 C/N 显带分析、基因芯片（SNP）和荧光原位杂交（FISH）分析。 

结果  26 例患者的 sSMC 中，其中有 17 例含有随体片段，2 例含有异染色质片段，1 例同时含有随

体和异染色质片段；5 例 sSMC 可能是常染色质来源。主要临床表型包括弱畸精症、子宫卵巢未发

育、多囊卵巢、反复流产、语言障碍，智力运动发育迟缓等。为了进一步明确 sSMC 的来源和片段

大小，我们对其中 11 例患者的 sSMC 进行了分子遗传学检测。其中 7 例的 sSMC 通过 SNP 芯片或

FISH 检测后鉴定为 15 号染色体来源，其中 1 例无明显临床表型，还有 6 例表现为生殖障碍；确认

了 1 例 X 染色体来源，临床表现为原发性闭经；一例为 Y 染色体来源，其外生殖器表现为女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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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双侧卵巢未发育、子宫偏小，腹腔内未探及睾丸；还有 2 例临床上分别表现为多囊卵巢和不明原

因的不孕症，但 SNP未检测出 CNV异常。 

结论  本研究中最常见的 sSMC 形式为来源于 15 号染色体并含有随体的片段,与之前的研究报道一

致。鉴于 sSMC 的遗传结构和临床表现的异质性，需要同时结合细胞核分子遗传学检测技术做出精

确的鉴定，才能为患者提供更加准确有效的遗传咨询。 

 
 

PU-4615 

Integrated analysis of DNA methylation profiling and 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 identifies novel markers in lung cancer 

in Xuanwei, China 

 
Yanliang Zhang1,2,3,Yong Duan1,2,3,Juan Wang1,2,3 

1.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2.Yunnan Institute of Laboratory Diagnosis， Kunming， China 

3.Yunnan Key Laboratory of Laboratory Medicine， Kunming， China 

 
Objective Aberrant DNA methylation occurs frequently in cancer.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novel methylation markers in lung cancer in Xuanwei, China, through integrated genome-
wide DNA methylation and gene expression studies. 
Methods Differentially methylated regions (DMRs) and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DEGs) 
were detected on 10 paired lung cancer tissues and noncancerous lung tissues by methylated 
DNA immunoprecipitation combined with microarray (MeDIP-chip) and gene expression 
microarray analyses, respectively. Integrated analysis of DMRs and DEGs was performed to 
screen out candidate methylation-related genes. Both methylation and expression changes of the 
candidate genes were further validated and analyz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normal lung tissues, lung cancer tissues expressed a total of 6,899 
DMRs, including 5,788 hypermethylated regions and 1,111 hypomethylated regions. Of the 
hypermethylated regions, 560 were located in upstream regions of genes, 561 in downstream 
regions, 1,315 within genes, and 3,352 in promoter regions. Of the hypomethylated regions, 22 
were located in upstream regions of genes, 20 in downstream regions, 11 within genes, and 
1,058 in promoter regions. Thus, the majority of DMRs (63.8%) were located in promoter regions, 
mainly in chromosomes 19, 1, 17, and 11. The 581 DMRs (495 hypermethylated regions and 86 
hypomethylated regions) located in promoter regions that completely overlapped with CGIs were 
screened out as candidate DMRs. A search for these candidate DMRs in the USCS Genome 
Browser identified 388 annotated potential tumor-specific methylation-altered genes (Fig 1). A 
total of 5,129 genes were identified as DEGs, whereas the other 11,861 genes were not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Of these DEGs, 3,248 were upregulated and the other 1,881 were 
downregulated. Integrated analysis of DMRs and DEGs identified 45 tumor-specific candidate 
genes: 38 genes whose DMRs were hypermethylated and expression was downregulated, and 7 
genes whose DMRs were hypomethylated and expression was upregulated. The promoter 
methylation and expression of the 4 candidate genes (STXBP6, BCL6B, FZD10, and HSPB6) 
were validated by MS-HRM, MassARRAY, RT-qPCR and western blot analyse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4 candidate genes were significantly hypermethylated and downregulated in 
most of the tumor tissues compared with the noncancerous lung tissues. Analysis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gene methylation changes and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showed that the 
methylation ratio of CpG unit 7 in STXBP6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stage ΙΙΙ lung cancer than in 
early stage Ι and ΙΙ lung cancer (Fig 2A, p <0.05); interestingly, the methylation ratios of CpG 
units 1 and 38-39 in FZD10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stage Ι lung cancer than in stage ΙΙ and ΙΙΙ 
lung cancer (Fig 2B, p <0.05); the methylation ratios of CpG unit 6 in STXBP6 and CpG units 4 
and 20-21 in BCL6B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whose cancer was >3 cm in diameter 
than in those whose tumor was <3 cm (Fig 2C, p <0.05); hypermethylation of CpG unit 3 in 
STXBP6 wa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patient age: the methylation ratio was higher in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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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er than 55 years (Fig 2D, p =0.005); the methylation ratio of CpG unit 12 in BCL6B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than in those with no lymph node 
metastasis (Fig 2E, p =0.02); and the methylation ratios of CpG units 3, 5-7, 8, 20-21, and 22 in 
BCL6B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male patients than in female patients (Fig 2F, p <0.05).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methylation ratio of CpG sites of these genes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smokers and non-smokers in this study (data not shown).The expression of 
STXBP6, BCL6B, FZD10, and HSPB6 mRNAs was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in patients 
younger than 45 years (Fig 2G, p =0.029, p =0.040, p =0.043, p =0.034, respectively), while no 
correl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the 4 candidate genes and other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such as patient sex, smoking history, disease stage, or lymph node 
metastasis. Survival analysis showed there was no association between gene methylation 
change or differential gene expression and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Conclusions This integrated analysis of genome-wide DNA methylation and gene expression in 
lung cancer in Xuanwei revealed several genes regulated by promoter methylation that have not 
been described in lung cancer before. These results provide new insight into the carcinogenesis 
of lung cancer in Xuanwei and represent promising new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targets. 
 
 

PU-4616 

Long non-coding RNA RP11-335I12.2 is linked to gastric 
adenocarcinoma progression 

 
Qinglin Chen,Yuan Dang,Xiaojun Ouyang,Kai Wang,Fan Zhang,Qiaojia Huang 

Department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Fuzhou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Based on the previous lncRNA expression profile chips data,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n unreported lncRNA: lncRNARP11-335I12.2 with gastric adenocarcinoma (GA) was 
investigated in this work. 
Methods qRT-PCR was used to verify the LncRNA RP11-335I12.2 levels in 89 paired GA and 
non-GA tissues, and several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ts expression levels and clinical and pathological information. The role of this lncRNA in GA cells 
were investigated by stably over-expression method and some functional assays.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LncRNA RP11-335I12.2 in GA tissue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paired para carcinoma tissues (P<0.001). This lncRNA was down regulated in 64 of 89 
cases of GA tissues(71.9%), and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umor diameter, depth of invasion, 
lymphatic metastasis and perineural invasion (P <0.05). GA cell lines SGC-7901 and BCG-823 
were transfected with LncRNA RP11-335I12.2 expression plasmid, and RP11-335I12.2 stable 
high expression cells were successfully achieved after G418 screening. CCK-8 proliferation and 
clone formation assays showed that the proliferation and growth in SGC-7901 and BCG-823 cells 
with stable overexpressing RP11-335I12.2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cells having been stably transfected with empty vector, P<0.05, respectively. Transwell 
migration assay showed that the migration numbers of cells in SGC-7901 and BCG-823 with with 
stable overexpressing RP11-335I12.2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empty vector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s LncRNA RP11-335I12.2 may be associated with GA development and could serve 
as a novel treatment target for this malignant t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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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617 

Upregulation of lncRNA HOXA-AS2 promotes gastric 
adenocarcinoma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Shouzhao Zheng,Yuan Dang,Xiaojuan Ouyang,Kai Wang,Fan Zhang,Xingqing Lin,Kewen Li,Qiaojia Huang 

Department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Fuzhou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Cumulatingfindings suggest that long non-coding RNAs are involved in gastric 
cancer development and metastasis. In this study, we explored lncRNA HOXA-AS2 in gastric 
adenocarcinoma (GA)expression and its role in GA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Methods LncRNA HOXA-AS2 expression levels were further confirmed in 80 matched GA 
tissues and 4 GA cell lines by real time quantitative reverse transcription-PCR (qRT-PCR) 
according to previous chip results. Cell proliferation by CCK-8 assay and cell migration by wound 
healing assay before and after silencing LncRNA HOXA-AS2expression with siRNA were 
performed. 
Results Compared to the matched adjacent normal tissue samples, an up-regulated rate of 
67.5% and up fold-change of 5.7 times of LncRNA HOXA-AS2 in 80 GA tissues was detected; 
LncRNA HOXA-AS2 was also over-expressed in SGC-7901, BGC-823, MGC-803 and AGS GA 
cells with 3-6 fold changes compared to the normal gastric epithelial cell line GES-1. The 
expression of this lncRNA in both GA tissues and cell lines had the same trend as that of chip 
data. Higher expression of this lncRNA was obviously associated with vessel metastasis 
(p=0.037).Transfection of siRNA against two different sites of lncRNA HOXA-AS2 both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proliferation of BGC-823 and AGS cells, and the migration of BGC-823 
and SGC-7901 cells. 
Conclusions LncRNA HOXA-AS2 is an oncogene contributing to promote GA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and could be a potentialtreatment target for patients with GA. 
 
 

PU-4618 

人外周血 FMR1 基因新型剪接异构体的检测及其初步功能研究 

 
邱萍,严爱贞,兰风华 

福州总医院全军医学检验研究所 

 

目的  检测人外周血脆性Ｘ智力障碍１基因（FMR1 基因）新型可变剪接异构体，对其功能进行初

步研究。 

方法  采用 RT-PCR 及 T 克隆-测序技术，检测正常人外周血白细胞各可变剪接产物类型及丰度，通

过免疫印迹技术鉴定其中一类新型异构体（ISO51-ISO53）编码蛋白质的表达水平。通过服务器构

建了人 FMRP 全长蛋白及新型剪接产物 ISO51-ISO53 编码蛋白质的结构模型，并运用分子克隆技术

构建了含编码区全长序列的全长型真核表达载体和含新型可变剪接产物 ISO51 的真核表达载体，分

别对其部分功能进行了研究。 

结果   从 505 个 PCR 产物-T 载体重组质粒中共鉴定出 50 种 FMR1 基因可变剪接产物，其中包括

27 种未报道过的新型可变剪接产物。FMR1 基因可变剪接产物中表达丰度最高的为 ISO 17 和 ISO 

7，其次为 ISO1 和 ISO13，其余各类剪接产物出现频率皆不高于 5.0%。检测出的新型可变剪接异构

体分别涉及外显子 3、4、11 的跳跃，来自内含子 7 中 30bp、87bp 片段及内含子 9 中 46bp、140bp

片段的插入。免疫印迹结果显示含来自内含子 9 的大小为 140bp 插入片段的新型转录本编码的蛋白

在 6 例成人外周血中均有可检测的表达。构建的含新型可变剪接产物 ISO51 编码的蛋白结构模型显

示其所编码的 FMRP截短蛋白在细胞内定位发生了改变。 

结论  该研究丰富了对 FMR1 基因可变剪接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认识，而且为探讨可变剪接对 FMRP 功

能影响、探索 FXS发病机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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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619 

C57 BL/6 小鼠 Ldhc 截短突变诱导的显性负性效应研究 

 
白晔,张慧,钟福春,董荔红,陈良远,郑双林,兰风华 

福州总医院全军医学检验研究所 

 

目的  发现一例存在 LDHC 基因截短性杂合突变的特发性不育患者，患者精子乳酸脱氢酶 C4（LDH-

C4）活性几乎完全丧失，其病理表型严重程度超出预期的单倍体不足性状。故利用基因突变小鼠模

型探索截短性杂合突变导致的 LDH-C4活性完全丧失的分子机制。 

方法  运用 CRISPR/Cas9 技术构建 C57BL/6 小鼠的 Ldhc-F153X（p.Phe153X）基因突变模型；用

qRT-PCR 及 ARMS-qPCR 法分析其 mRNA 水平及杂 Ldhc
F153X/F153X

小鼠中 Ldhc 等位基因间转录水平的差

异；用 Western blot 分析小鼠睾丸组织中 Ldhc 的蛋白表达情况；用 2-羟基戊酸底物染色法检测

小鼠精子 Ldh-c4活性等。 

结果  本研究中，Ldhc
wt
和 Ldhc

F153X
基因在小鼠精子中均能转录和表达（各组 n=5）；Ldhc

WT/F153X
小

鼠精子中，Ldhc
F153X/WT

mRNA：Ldhc
WT/WT

mRNA=0.41:1（n=5）；Ldhc
F153X/F153X

小鼠 Ldh-c4 活性完全丧失，

Ldhc
WT/F153X

小鼠精子 Ldh-c4 的平均活性为正常小鼠的 38%（nF153X/F153X=2,nwt=nF153X/WT=5）；LDHC
WT/F153X

小

鼠睾丸组织中 LdhcF153X
基因编码的截短肽链能和野生型 LDHC 肽链相互作用，根据 Western blot 

anti-Ldhc 阳性条带的蛋白分子量大小推测，天然状态下可能以如下几种聚合体形式存在：Ldhc 

F153X 单亚基、F153X/F153X 二聚体、WT/F153X 二聚体、WT/F153X/WT/F153X 四聚体（少量）、

WT/WT/WT/WT四聚体（少量）。 

结论  小鼠 Ldhc-F153X 截短性杂合突变会诱导显性负性效应、破坏野生型等位基因功能，导致精

子 Ldh-c4活性严重丧失，其程度胜于杂合性无效突变。 
 
 

PU-4620 

LDHC 基因定点突变转基因小鼠的制备、饲养、繁殖及鉴定 

 
张慧 1,白晔 1,张朵 1,钱扬文 2,兰风华 1 

1.福州总医院全军医学检验研究所   2.百格基因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目的  本课题组前期在不明原因男性不育症患者中，首次检测到乳酸脱氢酶 C (LDHC)基因一杂合

无义突变：L153X。为明确其致病机理，我们制备了小鼠 LDHC 基因第 153 位密码子(F153X)的转基

因模式小鼠。 

方法  利用 CRISPR-Cas9 系统定点突变技术制备小鼠 LDHC 基因第 153 位密码子突变的 C57BL/6J 模

式小鼠，将杂合子首建鼠与野生型 C57BL/6J 小鼠进行交配，对 F1 代小鼠通过 PCR 进行基因型鉴

定，对 F1 代杂合子小鼠进行同窝交配，获得稳定遗传的杂合子、纯合子子代，随后扩群繁殖，将

杂合子、纯合子、野生型雄鼠分别与野生型 C57BL/6J 成年雌鼠交配，观察雌鼠怀孕率、自然产仔

数及子代鼠生长发育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  通过 CRISPR-Cas9 系统定点突变技术最终获得 3 只 LDHC 基因 F153X 定点突变的首建鼠。扩

群后，共得到 16 只杂合雄鼠，7 只纯合雄鼠。杂合子和野生型雄鼠对应雌鼠的受孕率差异并无统

计学意义(P＞0.05)；杂合子和野生型对应雌鼠每窝自然产仔数分别为(7.00±1.63)只、

(7.20±2.74)只，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纯合子对应雌鼠的受孕率仅为 14.28%，

自然产仔数平均为（3.33±1.53）只，与杂合子和野生型雄鼠的受孕率及自然产仔数相比均有显著

差异；各组子代鼠生长发育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得到了稳定遗传的 LDHC 基因 F153X 突变小鼠，为深入研究 L153X 杂合无义突变导致男性不

育的机理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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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621 

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的临床应用分析 

 
黄秋香 1,王志红 2,林春丽 1,陈智镖 1,李晓丽 2,曾健 2,兰风华 2,刘芸 1 

1.福州总医院生殖中心  2.福州总医院全军医学检验研究所 

 

目的  分析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D）的病种构成、诊断效率、妊娠结局，为 PGD 技术临床应

用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 2013.11～2017.12 在本中心进行的 152 例 PGD 患者相关资料，对不同 PGD 临床适应证

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2013.11～2017.1 共实施 PGD152 例，190 个取卵周期，染色体病 126 例，8 个病种，占

82.9%；单基因病 26 例，9 个病种，占 17.1%。全部采用囊胚期活检，活检 516 个胚胎，活检成功

100%，全基因组扩增成功率 95.2%，采用二代测序（NGS）进行 PGD 检测，有 472 个胚胎获得明确

诊断，其中 250 个正常或携带胚胎，胚胎正常或携带者率为 53%。共 91 例患者进行了 109 个周期

的解冻移植，全部为单囊胚移植，活检后胚胎复苏率 100%，74 例获临床妊娠，6 例流产，周期临

床妊娠率 67.9%，流产率 8.1%。 

结论  囊胚期活检有利于使胚胎冷冻复苏成功率保持在稳定的高水平，NGS 技术不仅能够检测染色

体异常和致病基因突变位点，还可以进行高精度连锁分析，诊断全面且精准，有效筛选可用胚胎，

阻断遗传疾病的传播。稳定的胚胎移植技术和 PGD 诊断技术可实现单胚胎移植高妊娠率，为 PGD 临

床应用奠定基础，单胚胎移植为产前诊断提供了有利条件。 
 
 

PU-4622 

PGD 周期中染色体易位携带者的胚胎染色体分析 

 
黄秋香 1,林春丽 1,陈智镖 1,曾健 2,林娟 2,刘芸 1,王志红 2 

1.福州总医院生殖中心   2.福州总医院全军医学检验研究所 

 

目的  探讨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D）周期中染色体易位对胚胎染色体组成的影响及可能机

制。 

方法  对 61 个易位周期中活检胚胎按照易位类型、携带者性别、女方年龄等进行分组，比较分析

易位对染色体组成情况的影响。 

结果  相互易位组胚胎染色体异常率和新发异常率（63.3%和 1.1%）明显高于罗氏易位组（27.5%

和 0.3%），差异显著（P﹤0.05）；女方携带者胚胎染色体异常率高于男方携带者，相互易位组分

别为 67.2%和 58.3%（P﹥0.05），罗氏易位组分别为 45.5%和 13.8%（P﹤0.05）；随着女方年龄增

大，胚胎染色体异常率增高；相互易位中是否包含近端着丝粒染色体，以及断裂点是否位于末端，

胚胎异常率均未发现显著差异（P﹥0.05）。 

结论  易位类型、携带者性别、女方年龄以及染色体间相互作用等均可能影响胚胎染色体组成。 
 
 

PU-4623 

一例精神运动发育迟滞患儿的遗传学分析 

 
王志红,林炎鸿,曾健,兰风华 

福州总医院全军医学检验研究所 

 

目的  对 1例临床表现为精神运动发育迟滞的患儿进行遗传学检测以明确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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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集患儿外周血，通过新一代测序技术（NGS），分别进行染色体非整倍体、100 k 以上染

色体缺失/重复检测，以及四千种单基因遗传病基因突变分析；同时对患儿父母进行染色体分析和

患儿基因突变位点验证。 

结果   染色体检测发现疑似致病变异：患儿第 3 号染色体短臂部分（ 3p21.31p22.1）

（41,018,820-44,238,255）区域缺失一个拷贝，片段长约 3.22 Mb，患儿父母染色体正常。有文

献报道，在 1 例智力异常、自闭症（Asperger 综合征）、颈椎异常和胰腺炎的患者中检出缺失变

异（3p22.1p21.32）（42,284,371-44,741,252），大小约为 2.5Mb。基因筛查发现患儿为 X-连锁

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疾病基因——ABCD1 基因的疑似致病突变 c.775C>T（p.Arg259Trp）半合

子，Sanger测序也证实该突变，并检出患儿母亲是该突变杂合子，即携带者。 

结论  患儿在染色体水平及基因水平均检测到疑似致病突变，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可能是导致患儿

复杂临床表型的原因。NGS 能同时检测染色体病和单基因病，是复杂表型患者病因筛查的有效方

法，还可为后续的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及胚胎植入前诊断提供可靠依据。 
 
 

PU-4624 

三个常染色体显性多囊肾病家系的基因突变分析 

 
余秀蓉,林炎鸿,王志红 

福州总医院全军医学检验研究所 

 

目的   对三个常染色体显性多囊肾病（ autosomal dominant polycystic kidney disease, 

ADPKD）家系进行相关基因突变检测，以明确病因及家系成员基因型。 

方法  采集先证者外周血，通过目标序列芯片捕获新一代测序技术（NGS），对 PKD1、PKD2 等

ADPKD 相关基因进行突变筛查。对发现的可疑致病性突变进行 Sanger 测序和 QPCR 验证，同时对家

系其他患者或表型正常成员的相应位点进行分析。 

结果  在 3 个 ADPKD 家系中检测到 2 个 PKD1 基因新突变和 1 个 PKD2 基因新突变：NGS 发现家系 1

先证者存在 PKD1 基因 EX39DEL 杂合缺失突变，QPCR 结果证实先证者及家系中其他患者均存在该突

变；家系 2 先证者为 PKD1 基因 c.3416_3417delTG（p.Val1139GlyfsX71）杂合突变，Sanger 测序

结果证实先证者及家系中其他患者均存在该突变；家系 3 先证者存在 PKD2 基因 IVS10+2T>C 剪切位

点杂合突变，Sanger测序结果证实先证者存在该突变，而家系中表型正常成员不存在该突变。 

结论  NGS 具有高通量的特点，可同时检测多个多囊肾（PKD）相关基因，并同时检测缺失和非缺

失型突变。因此，NGS 是筛查 PKD 基因突变的有效方法，还可为 PKD 的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及胚胎

植入前诊断提供可靠依据。 
 
 

PU-4625 

塌陷反应调节蛋白家族与肿瘤研究进展 

 
李俏 

西安市儿童医院 

 

目的  塌陷反应调节蛋白家族（CRMPs）是胞质磷酸化蛋白，在神经系统中高表达，最初认为是神

经细胞分化过程中的重要因子，有五个同源的胞质蛋白组成，分别是 CRMP1 至 5。而近期的研究表

明，CRMPs 与包括肺癌，乳腺癌，结肠直肠癌，前列腺癌，胰腺癌，胃癌，骨肉瘤和神经内分泌瘤

等多种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现对 CRMPs 对不同恶性肿瘤诊断、转移、进展和预后等的关

系进行归纳总结，为早期肿瘤的诊断和肿瘤患者的预后寻找一个潜在标志物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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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626 

Family-based analysis combined with case-controls study 
implicate roles of PCNT in Tourette syndrome 

 
徐龙强,刘文淼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Tourette syndrome (TS) is a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 and the genetic facto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ts etiology. As Pericentrin (PCNT) binds to disruption-in-schizophrenia 1 (DISC1) 
and involves in a risk factor for many mental illness, we aim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olymorphism of PCNT on a risk of TS.  

方法  The rs17371795 in PCNT was screened in 407 TS trios by the TaqMan assays Real-Time 

and the data analyzed by transmission disequilibrium test (TDT), Haplotype relative risk (HRR) 
and Haplotype-based haplotype relative risk (HHRR).  

结果  There was no over-transmission of the allele in a family-based association for the SNP.  

结论  Our study suggest genetic variability at PCNT locus may be not associated with TS risk in 

the Chinese Han population. 
 
 

PU-4627 

糖尿病老年人餐后血脂浓度与其血糖控制水平研究 

 
奎少云 

云南省通海县中医医院 

 

目的  探讨糖尿病老年人餐后血脂水平与其血糖控制水平的关系。 

方法  1. 65 岁以上糖尿病患者 100 例餐后进行分别 GLU、TC、LDL-C 测定，以中国糖尿病控制目

标，非空腹 GLU<10.0 mmol/l 为依据分为控制理想和不理想两组
[1]
，比较两组间 TC、LDL-C 的差

异。2.对控制不理想组进行用药，饮食和锻炼指导，一个月后再进行餐后 GLU、TC、LDL-C 测定，

根据非空腹 GLU<10.0 mmol/l，再把病人分为介入理想组和介入不理想组，比较病人一月间 TC、

LDL-C的差异。 

结果  1.血糖控制不理想组 TC、LDL-C，明显高于血糖控制理想组，两者之间差异有显著性。2. 

血糖控制不理想组，介入治疗一月后介入理想组 TC、LDL-C 明显低于一月前，两者之间差异有显著

性; 介入不理想组 TC、LDL-C与一月前相比无明显差异。 

结论  老年人血糖控制情况与其餐后血脂水平与密切相关，血糖控制不理想的患者其餐后血脂水平

高于血糖控制理想患者。血糖控制不理想的患者通过治疗等手段，其餐后血脂浓度随着血糖的降低

而降低。 
 
 

PU-4628 

探讨临床生化检验报告的审核工作 

 
孙娟 

建湖县芦沟卫生院 

 

目的  生化检验是临床医学中重要的一环，必须加强对生化检验报告单的审核，确保检验报告单的

有效性，为临床诊治提供一个可靠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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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在整个生化检验过程中会涉及诸多可波动的误差因素，医务人员在做好质控的基础上，必须

对生化检验报告进行严格的审核，审核检验项目是否有漏项、检验结果是否有难以解释的异常、报

告单打印是否准确清晰等，一旦发现问题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规避。 

结果  对我院生化检验报告单审核工作中有一些不合格的报告单，不合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审核人员未签名、生化检验结果打印不清晰、漏查个别项目、脂血标本、溶血标本等未注明。 

结论  生化检验报告的审核工作是一项细致、严谨的工作，是临床诊治的重要参考。但在实际工作

中，生化检验报告还是出现了或多或少的问题。 

一方面，少数生化检验报告单中出现检查项目遗漏或者检查结果不全的情况，这些问题主要是因

为：标本采集人员未对标本进行核实，遗漏了一些特殊标本的采集；黄疸或溶血等标本对检验结果

产生一定的干扰，导致有些指标未产生有效的检测结果；检验报告单打印人员误操作导致信息不全
[2]
。 

另一方面，生化检验结果过高或过低，与临床诊断不符，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采集的标本不符合

检测要求，如妊娠干扰、输液时抽取血液标本等；生化检验仪器出现故障，电源或电压异常；当日

质控结果不在控；试剂变质；标本凝结或稀释等对检测结果造成影响
[3]
。 

不管何种原因导致的生化检验报告单有误，都有可能对患者的诊治带来巨大的危害。因此，加强临

床生化检验报告的审核工作极其重要，每位审核人员都应该有高度的责任心，以严谨、认真的态度

对待患者的每一项检验结果，保证检验结果的有效性，从而为临床提供一份正确的参考依据。 
 
 

PU-4629 

NGS 在乳腺癌及妇科肿瘤中的应用价值探讨 

 
卓钟灵,线海鹏,刘畅,龙彦,高华,孙媛媛,马寅婷,王殊,赵晓涛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乳腺癌是全球女性发病率第一位的恶性肿瘤，发病率随人群和地理位置不同有所差异，我国

每年新发患者人数少于美国但死亡患者多于美国，分析原因可能为乳腺癌早期筛查的不足。妇科肿

瘤中以卵巢癌，宫颈癌，子宫内膜癌最为常见，发病与生殖细胞/体细胞突变密切相关。在卵巢癌

患者中，10%-15%为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HBOC）患者，其中高达 16%-21%的患者存在相关

致病基因 BRCA1/2 基因突变。由此可见，对乳腺癌及妇科肿瘤患者进行 BRCA1/2 基因及其它致病或

靶向用药相关基因检测，并明确其子女或其他一级亲属是否携带致病性突变，使基因突变携带者得

到个体化建议及适当干预；检测出体细胞突变用作靶向用药依据，为患者提供用药指导信息，这将

对提高乳腺癌及妇科肿瘤的早期诊断率，降低发病率，降低病死率产生巨大作用。 

方法  本课题对将 NGS（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平台应用于临床检测乳腺癌及妇科肿瘤患

者相关基因的可行性和研究价值进行了探讨。设计了适用于临床的 108 个基因的组合，该组合可用

于检测遗传性肿瘤的相关致病基因，也可用于检测 FDA，NCCN 和临床试验推荐的 11130 种治疗方案

中涉及到的 193种化疗药和靶向药的相关基因。 

结果  应用该基因组合，我们检测了 144 例患者的血液样本和 11 例患者的组织样本。并在实验过

程中，对核酸提取，文库构建，模板制备，测序和数据分析过程进行了优化。其中针对数据分析过

程，我们使用 iAnalysis 对检测出的突变进行自动化过滤和注释，使用 iReport 进行自动化的致病

分级和报告生成，并根据 ACMG 指南和中国专家共识不断完善软件算法。此外，针对家系中检测出

的新发突变，我们进行功能验证，探究突变对基因 RNA 和蛋白水平的影响，对细胞行为学的影响和

与疾病表型的关系。 

结论  NGS在乳腺癌及妇科肿瘤致病或靶向用药相关基因的检测中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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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630 

本地区地中海贫血筛检者的基因检测和类型分析 

 
徐韫健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 2016 年--2017 年本地区地中海贫血（地贫）的基因检测情况及少见地贫基因型病例，

为临床诊断地贫及可疑病例提供理论参考。 

方法  对 1814 例在本院就诊的筛查人群进行外周静脉血采样，提取核酸后采用 Gap-PCR 和 PCR 反

向点杂交技术检测 α 珠蛋白的变异基因，应用 PCR 反向点杂交技术检测 β-珠蛋白的 17 种常见突

变基因，同时联合分析部分患者的血常规和血红蛋白电泳检测数据，对疑似地贫但基因检测阴性的

样本进一步采用测序技术或 Gap-PCR技术进行检测分析。 

结果  共检出地贫基因阳性 496 例，总阳性率 27.34%，其中 α 地贫 353 例，阳性率 19.46%，β

地贫 127 例，阳性率 7.00%，α+β 地贫 16 例，阳性率 0.88%。1814 例中出现 23 例表型和基因型

不一致的病例，进一步检测分析发现 7 例少见地贫基因型，分别为少见 β 地贫（CD54-58）1 例、

中国型
G
γ

+
(
A
γδβ)

0
缺失 2 例、东南亚型缺失 1 例，α 地贫不确定基因型 1 例和香港型地贫基因

2例。 

结论  本地区 α 地贫阳性率高于 β 地贫；临床工作中应注意少见基因型地贫的出现，结合表型与

基因型诊断疑难病例，必要时用基因测序和 Gap-PCR等技术检测，以防漏检。 

 
 

PU-4631 

宁夏回、汉族群体 ADH2 基因 G143A 位点多态性研究 

 
詹福寿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探讨酒精代谢关键酶 ADH2 基因 G143A 位点单核苷酸多态性在宁夏汉族、回族人群中的分布

特征。 

方法  应用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PCR-RFLP)技术对 162 例回族和 236 例汉族人群

酒精代谢关键酶 ADH2基因 G143A（rs1229984位点）多态性位点进行检测。 

结果  宁夏回族群体酒精代谢关键酶 ADH2 基因 G143A 位点各基因型频率及等位基因频率分别为

（GG：27.78%；GA：35.80%；AA：36.42%；G：45.68%；A：54.32%）。宁夏汉族群体酒精代谢关键

酶 ADH2 基因 G143A 位点各基因型频率及等位基因频率分别为（GG：26.27%；GA：37.71%；AA：

36.02%；G：45.13%；A：54.87%）。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按性别分组，酒精代谢

关键酶 ADH2基因 G143A位点的基因型频率及等位基因频率亦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酒精代谢关键酶 ADH2 基因 G143A位点在宁夏回、汉族人群中的分布无明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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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632 

APPLICATE RISK MANAGEMENT TO ESTABLISH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OF DETECTION 

PROCESS IN BLOOD BANK SCREENING LABORATORY 

 
Youbin Duan1,Yanliang Zhang2 

1.Yunnan Kunming Blood Center 
2.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purposes of blood bank screening laboratory is ensure blood safety, and prevent 
transfusion infection by blood transfusion virus. To eliminate the hidden dangers, and prevent 
quality accidents is the most basic requirement of the quality management. Therefore, risk 
management should be applied to establish and manage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screening laboratory. Applicate the risk management, to identify and evaluate each critical control 
point of detection 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ident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establish 
management measures, and ensure that the detection process management system can be fully 
effective and feasible operation.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risk management in blood bank 
screening Laboratory quality management.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lood screening laboratory quality management, 
establish the risk rating table, and use the table to carry out risk evaluation and risk response of 
the detection 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risk evaluation and response, establish the 
process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develop the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of 
detection process.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impact of the blood safety, the risk levels is divided into four levels at 
the risk rating table: mild, moderate, severe and critical. Each level develop the corresponding 
response principle. Among the 21 critical control points of the detection process, 2 were moderate, 
8 were severe, and 10 were critical.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risk levels of critical control point, 
develop targeted response measures, and draw up the 7 relevant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Conclusions Explained the process uncertainty clearly by risk management,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lood screening laboratory, the dynamic and continuous management of the 
testing process can ensure the effective and feasible of quality management measures. Risk 
evaluation and risk response of the critical control point can ensure the systemic and adequacy of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ensure that the system is dynamically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d. 
 
 

PU-4633 

端粒酶基因位点 rs2736098 TT 基因型与中国男性慢性乙型肝炎

和肝硬化的较低发病风险之间的关联分析研究 

 
程广辉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慢性乙型肝炎是由乙型肝病病毒感染引起的，肝硬化是其最重要的并发症。累积的证据显

示，HBV 感染的表型和其遗传背景相关。我们想要探讨慢性乙型肝炎和肝硬化与 TERT 基因的遗传

变异之间的潜在关联性，TERT 基因在衰老尤其是免疫系统衰老中起到关键作用。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了 227 例中国慢性乙肝患者和 315 例性别年龄匹配的健康对照。TERT 基因位

点 rs2736098 和 rs2736100 的基因分型工作通过 TaqMan 探针分型技术完成。淋巴细胞端粒长度测

定通过实时定量 PCR技术完成。 

结果  rs2736098 位点 CT/CC 基因型与慢性乙肝发病风险基因型 TT 之间具有显著差异性(OR= 

2.265, 95% CI 1.202–4.269, P=0.015)，同样的结果也在伴有肝硬化慢性乙肝患者中发现(CT/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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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 TT: OR 2.398, 95% CI 1.168–4.922, P=0.02)。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rs2736098 基因型 TT

在男性对照和病例之间也具有显著差异性(P=0.008)，同时发现，与对照组男性相比，男性患者 

CT/CC 基因型携带者可以提高慢性乙肝疾病的发生风险(CT+CC vs TT, OR 3.182, 95% CI 1.350–

7.500, P=0.01)。rs2736100 位点基因型分布在病例和对照组之间未能发现有显著差异性存在。病

例和对照之间，端粒长度也未能发现差异性存在。 

结论  在中国男性中，TERT 基因 rs2736098 位点 TT 基因型与慢性乙型肝炎和肝硬化的较低发病风

险之间有关，这在慢性乙肝的疾病治疗与预防中起到重要作用。 
 
 

PU-4634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抗癌药初筛及含药血清对三阴性乳腺癌细胞 

 
苑林 

广东省中医院 

 

目的  运用现代数据挖掘技术，筛选临床乳腺癌治疗高频中药，初步筛选出具有较明显抑制作用的

药物。 

方法  收集 2000 年以来乳腺癌中医治疗的有效文献,采用频次和聚类分析确定高频药物，制备其含

药血清，应用 MTT 法和 Transwell 小室侵袭、迁移实验观察筛选出的不同含药血清对 MDB-MB-231

作用 12h、24h后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响。 

结果  与空白血清组相比较，川芎组、蒲公英组、白花蛇舌草组、天花粉组和牛膝组对 MDB-MB-

231 细胞的增殖能力均具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P＜0.05）；蒲公英组、白花蛇舌草组和牛膝组

对 MDB-MB-231 细胞迁移能力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蒲公英组、川芎组和白花蛇舌草组对 MDB-MB-

231 细胞侵袭能力具有明显抑制作用。 

结论  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得到的高频使用中药体外抑癌效果明显，应进一步深入研究。 
 
 

PU-4635 

肝细胞癌种系 TERT 基因 rs2736098 和 rs2736100 位点可以改

变 TERT 基因启动子的突变发生率 

 
程广辉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在疾病恶性转化过程中，由催化组件 TERT 诱导活化的端粒酶起着必要作用。在肝细胞癌和

许多其他恶性肿瘤中，TERT 启动子激活突变被认为是端粒酶激活的新颖机制。另外，TERT 基因上

的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 rs2736098 和 rs2736100 与肿瘤易感性具有重要关联。不同的肿瘤种系

TERT 变异是否会改变 TERT 基因启动子突变目前还不是太清楚。所以我们分析一下在肝细胞癌中，

TERT启动子突变状态和 TERT 基因 rs2736098 和 rs2736100 的基因型分布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了 245 例中国肝细胞癌患者和 257 例性别年龄匹配的健康对照。TERT 基因位

点 rs2736098 和 rs2736100 的基因分型工作通过 TaqMan 探针分型技术完成。 

结果  30%的肝细胞癌患者携带有 TERT 启动子突变，在 TERT 启动子未携带突变和携带突变之间，

rs2736098 和 rs2736100 位点的基因型分布之间具有显著差异性(分别为 P = 0.007 和 0.018)。

对于 rs2736100 位点来说，癌症发病风险基因型 CC 与 TERT 启动子突变频率较低的基因型 AA + AC

之间具有重要关联[OR: 0.181, 95% ，CI: 0.0543–0.601,  P = 0.004]. rs2736098 位点 CT 基

因型与 TERT 启动子突变阳性位点基因型 TT 之间具有重要关联(OR: 5.391, 95% CI: 1.234–

23.553, P = 0.025)。这些差异没有在未携带 TERT 启动子突变的病例和对照组之间发现。TERT 启

动子突变的存在与临床病理变量之间不具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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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综上所述，在肝细胞癌中 TERT 种系遗传背景可以对 TERT 启动子突变的发生率之间相关，这

也为肝细胞癌相关 TERT启动子突变与端粒酶调控之间提供更好的理解。 ��技术完成。 
 
 

PU-4636 

一代测序法在乙肝病患耐药突变检测中的应用 

 
马亮,丛笑,刘倩,杨辉,李囡,曹永彤 

中日医院 

 

目的  分析乙型肝炎患者 HBV-DNA 序列，探讨替比夫定（LdT）、阿德福韦（ADV）、拉米夫定

（LAM）、恩曲他滨（FTC）、替诺福韦（TDF）以及恩替卡韦（ETV）6 种核苷酸药物耐药发生的情

况，为临床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中日友好医院 200 例 HBV-DNA 拷贝数大于 10
3
的乙型肝炎患者血清，提取血清中的 HBV-

DNA，采用 PCR 方法进行扩增，并对 PCR 产物进行一代测序，使用 STANFORD 软件分析比对测序结

果。 

结果  本研究中，共有 40 例（20%，40/200）患者检测到发生耐药基因突变，其中具有对应参考价

值的为 21 例（10.5%，21/200）。该 21 例患者分别相关药物耐药突变发生情况从高至低依次是替

比夫定（21/200,10.5%）、恩曲他滨（16/200,8%），恩替卡韦（15/200,7.5%），替比夫定

（13/200,6.5%），阿德福韦（2/200,1%）；未检出与替诺福韦耐药相关突变。 

结论  该研究提示一代测序可以较全面地分析乙肝耐药基因突变情况；并且该研究也提示 LAM 药物

作为 CHB 治疗首选药物的高耐药发生性，以及 TDF 替诺福韦（TDF）耐药突变通过自然发生或服用

核苷酸类药物发生的可能性较小。 
 
 

PU-4637 

干细胞诱导毛囊再生的研究进展 

 
刘军权 1,袁博 2 

1.杭州金域医检验所有限公司  2.浙江卫末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目的  了解干细胞诱导毛囊再生的研究状 

方法  收集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整理 

结果  对干细胞诱导毛囊再生进行综述和讨论 

结论  干细胞在毛囊再生应用研究现状。毛囊表皮层包括紧密包绕毛囊的内根鞘和外根鞘；毛囊真

皮层包括真皮乳头和真皮鞘，真皮乳头位于竖毛肌与毛囊接触部下面，主要通过控制毛母质细胞的

数目而达到控制毛发密度和长度的效果。毛囊主要呈周期性生长，一般经历生长期、退行期、休止

期 3 个阶段。毛囊主要呈周期性生长，一般经历生长期、退行期、休止期 3 个阶段，毛囊隆突以上

部位(相当于毛囊上 1/3)为恒定部，此部分一般不发生凋亡和再生，隆突以下为循环部(毛囊下

2/3)，此部分呈现以上 3 个阶段为主的周期性变化，为毛囊能够在被破坏后进行自身再生修复提供

了基础条件.干细胞具有向各种器官、组织分化的潜能，大量研究证实，通过一定的技术方法可实

现干细胞向毛囊的分化。研究者发现不同干细胞在一定条件下均具有向毛囊诱导分化的潜能，但仍

需克服各自存在的缺陷以寻求更加科学、合理的干细胞分化为毛囊的条件和方法。在各种干细胞向

毛囊分化的研究中，动物实验及亚临床试验已取得了很大进展，甚至在某些方面有重大突破。本文

综述各种干细胞向毛囊分化的研究进展及在再生医学中的应用前景，为毛囊诱导研究中细胞选择及

毛囊损伤后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建立类似人体的微环境，结合胚胎干细胞、表皮干细胞、间充质

干细胞等干细胞的优缺点，对各类干细胞的获取及培养方式进行优化，创建特异性的体外模型；确

立细胞株均一化的培养及诱导条件及向毛囊等结构分化的流程，同时制定干细胞移植治疗应用于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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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的适应症，从而建立毛囊修复再生的评估标准，这也是今后干细胞分化用于临床治疗的必要路

径。 
 
 

PU-4638 

乳牙牙髓干细胞的研究进展 

 
刘军权 1,张雪芬 2 

1.杭州金域医检验所有限公司  2.浙江卫末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目的  了解乳乳牙牙髓干细胞现状 

方法  收集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整理 

结果  进行综述和讨论 

结论  人乳牙牙髓干细胞（Stem cells from human exfoliated deciduous teeth，SHEDs）是由

Miura
[1]
等人在 2003 年首次发现并命名，是人脱落乳牙中分离得到的具有多向分化潜能和高度增值

能力的干细胞，SHEDs 具有比恒牙更高的增殖能力和多向分化能力。SHEDs 在适宜的体内或体外环

境下具有分化为成牙本质细胞、肌细胞、肝细胞、成骨细胞、脂肪细胞、内皮细胞、基质细胞等多

种子代组织；并且 SHEDs 为无创取材，选择自然脱落的乳牙，收集废弃组织再利用更容易被人们接

受，因此，SHEDs 在再生医学的治疗有很大的潜力。乳牙牙髓干细胞具较强的增殖能力及分化成身

体各种类型细胞的潜能，组织来源易得，处理方便，不存在伦理问题，是细胞治疗和再生医学的理

想来源。乳牙牙髓干细胞具有较强的增殖能力及多向分化的潜能，安全性高，并且大量的临床前动

物模型已证实，SHEDs 在治疗肝脏疾病、肾脏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免疫系统疾病、伤口愈合、糖

尿病、缺血性心脏病及牙周炎等有显著疗效。由于 SHEDs 免疫原性低，来源方便，因此在未来对于

某些疾病的干细胞治疗上，SHEDs 可能具有巨大的潜力。同时 SHEDs 在治疗骨、牙组织再生、再生

医学及组织工程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随着 SHEDs 基础研究和培养技术的进步，未来乳牙干细胞

将成为一种成熟的干细胞被临床广泛应用。 
 
 

PU-4639 

中国人群强直性脊柱炎与 ERAP1 基因多态性 

的相关性 Meta 分析 

 
李琳芸,彭长华,梅冰,董莉 

荆州市中心医院 

 

目的  采用 Meta 分析方法，探讨中国人群强直性脊柱炎（AS）与内质网氨基肽酶-1（ERAP1）单个

核苷酸多态性（SNP）相关性。 

方法  检索 2009—2016 年发表的独立研究报道全文，ERAP1 SNP 等位基因频率和基因多态性从原

始数据计算获得。使用 q 检验分析文献异质性。计算合并效应量相对危险度（OR）和 95%可信区间

值（CI）。 

结果  共纳入 9篇文章，共分析中国 AS 患者 3 802例，对照组 4 930例，共研究 10 个 SNP 位点，

包括 rs27980、rs27037、rs7711564、rs27434、rs27582、rs27044、rs30187、rs10050860、

rs2287987 和 rs7711564。Meta 分析显示 rs27037T 是 AS 的危险位点[等位基因 G 相比于 T，OR
（95%CI）=1.22（1.12~1.33），P<0.000 01；基因型 GG 相比于 TT+GT，OR（95%CI）=1.34

（1.18~1.53），P<0.000 01]。rs30187C 为 AS 的保护性位点[等位基因 T 相比于 C，OR（95%CI）
=0.83（0.68~1.00），P=0.05；基因型 TT 相比于 CC+TC， OR（95%CI）=0.80（0.67~0.95），

P=0.01]。其他 9个 SNP均与 AS发病不相关（P>0.05）。 

结论  中国人群 AS发病与 ERAP1 基因多态性存在相关性。 

https://baike.so.com/doc/5334560-556999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28884-5564056.html
https://baike.so.com/doc/6814290-70312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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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640 

Simultaneous detection of diagnostic biomarkers of 
pheochromocytoma and primary hypertension by liquid 
chromatography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in human 

plasma 

 
Xue Xue 

Nanji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Measurement of plasma catecholamines (CAs) such as dopamine (DA), epinephrine 
(E), norepinephrine (NE) and their derivatives including metanephrine (MN), normetanephrine 
(NMN), vanillymandelic Acid (VMA), homovanillic acid (HVA) could enable accurate diagnosis of 
pheochromocytoma and primary hypertension, but typically they were detected individually in 
clinical test. In this study, a pre-column dansyl chloride derivatization combined with liquid 
chromatography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LC-MS / MS) method was developed, which 
allowed for simultaneous quantification of HVA, VMA, MN, NMN, DA, E, and NE in human 
plasma. 
Methods Plasma samples were extracted by acetonitrile, derivatized with dansyl chloride, and 
further followed by reverse phase separation. The elute was further detected by triple quadruple, 
and quantification of catecholamines and their derivatives were enabled by addition of heavy 
isotope labelled standards and multiple reaction monitoring.  
Results This method exhibited good linearity for all 7 CAs and their derivatives with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higher than 0.99. The limit of quantification for all analytes were: VMA, 1.10 nmol/L; 
HVA, 1.2 0nmol/L; MN, 0.12 nmol/L; NMN, 0.12 nmol/L; NE, 0.14 nmol/L; E, 0.12 nmol/L; DA, 
0.14 nmol/L. Intra-day precision and inter-day precision were no greater than 12%. In addition, 
the mean recovery for all analytes ranged from 85%~115%. Finally, this described method was 
applied for quantification of 7 CAs and their derivatives in 100 volunteers and 20 patients with 
pheochromocytoma and primary hypertension. 
Conclusions This developed method enabled the effective detection and accurate quantification 
of VMA, HVA, MN, NMN, E, NE and DA in human plasma in a single run. The concentration level 
of CA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pheochromocytoma and primary hypertension 
than normal controls 
 
 

PU-4641 

某院鲍曼不动杆菌最新耐药性分析 

 
李芮,王学哲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了解 2014-2017 年四年间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鲍曼不动杆菌的分布及耐药性变迁，用

以指导临床各个科室正确合理应用抗菌药物。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对我院 2014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分离培养出来的所有鲍曼不动杆菌

进行统计分析，以得出细菌的分离情况及药敏试验的结果，利用 WHONET5.6 和 SPSS17.0 软件进行

分析总结得到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性变迁。 

结果  2014-2017 年共分离培养出来革兰阴性杆菌 7271 株，其中非发酵阴性杆菌 3021 株，鲍曼不

动杆菌 1272 株。鲍曼不动杆菌在革兰阴性杆菌中的分离率位居第三（17.49%），而在非发酵杆菌

中的分离率排行首位（42.10%）。标本来源以痰培养为主（88.2%），其次为尿液培养（3.8%）、

血培养（2.6%）。临床检出率排行前三的科室分别是重症医学科（ICU）（49.2%）、神经外科

（20.9%）、呼吸科（11.7%）。2014-2017 年四年间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率持续增高，2016 年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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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2017 年耐药率差异不显著，2017 年药敏耐药率较 2014 年和 2015 年有着显著变化。鲍

曼不动杆菌对头孢菌素的耐药率除了头孢他啶（79.4%）和头孢吡肟（78.4%），其它均>80%，对碳

青霉烯类抗生素的耐药率明显增高。鲍曼不动杆菌对氨基糖苷类药物稍敏感些，其中阿米卡星耐药

率最低（66.8%），其次为妥布霉素（67.2%），其余抗生素耐药率均>70%。 

结论  我院鲍曼不动杆菌的临床分布较广，且其耐药情况较严重，因此，控制院内细菌感染，根据

药敏试验结果合理使用抗生素，对于降低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率和耐药率有着重要意义。 

 
 

PU-4642 

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 P 选择素、CD-31 水平 

与氯吡格雷反应性的关系 

 
张蕾,曾小莉,袁慧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目的  探讨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患者血清 P选择素、CD-31水平与氯吡格雷反应性的关系。 

方法  选取北京安贞医院入院诊断为 ACS 并行首次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CI）治疗的患者 68 例，通

过测定二磷酸腺苷（ADP）诱导的血小板聚集率，将其分为药物反应正常组（36 例）和氯吡格雷抵

抗（CR）组（32 例），同时选取健康体检者 20 例作为对照组。采用流式高通量多因子检测技术测

定各组人群血清 P选择素和 CD-31水平，分析其与氯吡格雷反应性的关系。 

结果  ACS 患者血清 P 选择素和 CD-31 水平均较对照组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R 组

患者血清 P 选择素水平均较药物反应正常组明显升高，而 CD-31 水平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CR 是客观存在的临床现象，可对氯吡格雷的抗血小板聚集及抗炎症反应的作用造成影响，

监测 ACS患者血清 P选择素和 CD-31水平可能为减少心血管事件提供了思路。 

 

 

PU-4643 

用 6σ 规则和质量目标指数对常规化学项目质控进行 回顾性分析 

 
李昕 1,王晓君 2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大理州人民医院 

 

目的  应用 6σ 规则，对常对化学项目现有检测方法实际性能进行评价，选择最佳的质量控制规

则，通过质量目标指数指导质量改进方向。为设计更优质的室内控制方案提供依据。 

方法   TEa%分别来源于美国 CLIA’88 能力验证要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 WS/T403-

2012，不精密度（CV%）来源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 2016.11-2017.10 近一年 18 个

常规生化项目室内质控的累计变异系数，偏倚|Bias%|来源于 2017 年卫生部临检中心正确度系列分

析结果，使用 6σ 质量控制规则和质量目标指数（QGI）对本实验室质量进行评价并得出改进方案

和改进方向。 

结果  用美国 CLIA’88 能力验证标准及质量目标指数：8 个项目性能>6 σ 水平，4 个项目达到 5 σ-

6σ，2 个项目达到 4 σ-5σ，2 个项目达到 2 σ-3σ，BUN<2σ； 7 个项目优先改进精密度，1 个项目

精密度正确度均需改进，BUN 优先改进正确度。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行业标准 WS/T403-

2012 及质量目标指数: 2 个项目性能>6 σ 水平；4 个项目达到 4 σ-5σ；7 个项目达到 3 σ-4σ；2 个

项目达到 2 σ-3σ；BUN，ALB<2σ； 10 个项目优先改进精密度，3 个项目精密度正确度均需改

进，Cre，BUN 优先改进正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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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实验室可以通过应用 6σ 规则和质量目标指数（QGI）来回顾性的分析室内质控,结合临床需

求进行分析对室内质量控制的持续改进，并提供改进方向。 

 

 

PU-4644 

湘雅医院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CYP2D6 和 ADRB1 基因多态性 

 
孙谦,陆思瑶,周辉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分析湘雅医院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CYP2D6 基因和 ADRB1 基因多态性，并研究原发性高血压

患 者 总 胆 固 醇 (total cholesterol, TC) 、 甘 油 三 酯 (triglyceride, TG) 、 低 密 度 脂 蛋 白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LDL-C)、高密度脂蛋白(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HDL-C)这四项血脂指标与基

因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间确诊为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83 例，采用微阵列基因芯片技

术检测两种高血压基因, 分析各基因频率分布特征并采用统计学方法比较各基因型在 TC，TG，

LDL-C 和 HDL-C 中浓度差异。 

结果  83 例患者中 CYP2D6 基因以*1/*10 型和*10/*10 型为主，均占总体的 44.6%，CYP2D6 各基

因型在 TC，TG，LDL-D，HDL-C 浓度水平无统计学差异；ADRB1 以突变型 C/C 为主，占总体的

59.0%，ADRB1 各基因型在 TC，TG，HDL-C-C 中浓度水平无统计学差异，ADRB1 G/C 的 LDL-

C 平均浓度高于 C/C，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两种高血压基因在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性别中分布无统计

学差异。 

结论  ADRB1 和 CYP2D6 各基因型在不同年龄段和性别中的分布无统计学差异；CYP2D6 主要以

*1/*10 和*10/*10 为主，ADRB1 主要以突变型 C/C 为主，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使用 β 受体阻滞剂时

需要依据 ADRB1 和 CYP2D6 的基因型来给药。 

 
 

PU-4645 

特发性膜性肾病药物治疗的研究进展 

 
肖春颖,刘建华,刘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目的  特发性膜性肾病是一种病因未明的自身免疫性肾小球疾病，病理特征为肾小球基底膜上皮侧

免疫复合物沉积伴基底膜弥漫性增厚，是成年人肾病综合征最常见的表现。特发性膜性肾病的治疗

方案多种多样，包括一般治疗和免疫抑制治疗以及应用利妥昔单抗治疗，中药治疗等，如何选择才

能使患者获益最多，预后更好是临床面临的难题，本文就目前特发性膜性肾病治疗的研究进展加以

综述。 

 

 

PU-4646 

浓缩生长因子在雄激素源性脱发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刘军权 1,高华超 1 

1.杭州金域医检验所有限公司 

2.浙江卫末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目的  了解手发生长因子在雄激素源性脱发治疗中的现状 

方法  收集国内外文献进行整理 

http://www.baike.com/wiki/%E9%9B%84%E6%BF%80%E7%B4%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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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汇集相关文献对本内容进行综述 

结论   雄激素源性脱发（AGA）是影响男性和女性最常见的脱发形式。虽然目前已经有可用的治疗

选择，但人们还是在不断寻找一些更有效的治疗手段。浓缩生长因子（CGF）作为一种新型血小板

制品已经成功应用在诸如骨科、口腔、颌面外科、整形外科、皮肤科等众多领域，CGF 增强了血

管生成，细胞外基质重塑以及促进了细胞的增殖和分化。CGF 含有多种高浓度生长因子以及

CD34+细胞群，其中的主要成分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DGF）、转化生长因子(TGF)、血管内皮

生长因子(VEGF)、表皮生长因子（EGF）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肝细胞生长因子（HGF)

能有效刺激毛囊细胞生长、改善头皮微环境及头皮血供。尽管有可能成为治疗脱发的手段，但国内

外 CGF 应用作为脱发治疗的临床案例及结果鲜有报道，也没有关于 CGF 对毛囊作用机制的评论文

章。结本文的目的在于介绍 CGF 及其在促进毛发生长中的有效作用机制，为患者在抗脱发治疗中

提供了一种新的手段和方式。 

 

 

PU-4647 

结核分枝杆菌主动筛查对临床诊断的干预研究 

 
李修远,董国伟,李雪,张韶娅,王玫,黄艳飞,鲁辛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目的  揭示综合医院呼吸科肺结核（pulmonary tuberculosis，PTB）误、漏诊现状及原因，并提出

实验室应对方案。 

方法  纳入 2014 年 6 月-2017 年 5 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及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呼

吸科住院患者 1280 例。平行于一般临床经过，每例患者于入院 5 日内收集 3 份晨痰标本，通过痰

涂片抗酸染色镜检、GeneXpert MTB/RIF（简称“Xpert”）、快速液体培养及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

离飞行时间质谱（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 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MALDI-TOF MS）鉴定技术检测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MTB），阳性结果

反馈临床，干预诊断。统计干预后 PTB 诊断率变化、临床漏诊率及不同方法的 MTB 检出率，并通

过 Logistic 回归分析漏诊因素。 

结果  （1）经主动筛查干预，最终确诊为 PTB 的患者比例为 6.84%（83/1280）。（2）干预前，

已诊断为 PTB 的患者比例为 3.20%（41/1280），疑似 PTB 但未能确诊的患者比例为 0.70%

（9/1280），从未考虑 PTB 的患者（即漏诊患者）比例为 2.58%（33/1280），漏诊率达 39.76%

（33/83）。漏诊患者中，2 例为利福平耐药 MTB 感染。另有 3 例非结核分枝杆菌肺病被误诊为

PTB。（3）“无典型影像学特征”、“合并其他肺部疾病”及“入院首次痰涂片抗酸染色阴性”是 PTB 漏

诊的主要因素。（4）PTB 患者 MTB 检出率为 97.59%（81/83），Xpert、液体培养及抗酸染色镜

检的检出率分别为 95.18%（79/83）、69.88%（58/83）及 59.04%（49/83）。 

结论  临床经验性诊断易导致不典型 PTB 误、漏诊。全面的 MTB 实验室检测技术主动筛查可有效

降低误、漏诊率。 

 

 

PU-4648 

恶性肿瘤患者血小板体外聚集研究 

 
朱佳敏,张丽霞 

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血小板与肿瘤密切相关，研究发现肿瘤细胞可以释放二磷酸腺苷(ADP)、MMP-2 和血栓素

A2(TXA2)、组织蛋白酶 B 等从而激活血小板发生聚集，肿瘤患者体内血小板活性增高。本研究主

要目的为分析血常规检测中血小板聚集与肿瘤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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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 2013-2017 年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常规分析中发生的血小板聚集人群进行研究，

探讨其与肿瘤的关系。 

结果  在 2013-2017 年期间，恶性肿瘤患者发生血小板聚集者 57 例，占血小板聚集患者种类中首

位。在这些恶性肿瘤中，其中Ⅱ期及以上患者 21 例，结直肠恶性肿瘤、肺癌、肝胆恶性肿瘤、胃

肠道恶性肿瘤发生聚集率较高。 

结论  肿瘤患者血小板活性增高，易导致血常规检测中血小板聚集的发生。 

 

 

PU-4649 

miR-7 及其靶基因 FOS 

参与玉米赤霉烯酮调控 FSH 合成与分泌的信号通路 

 
贺璟 

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玉米赤霉烯酮（Zearalenone, ZEA）是由镰刀霉菌产生的一种非类固醇雌激素类似物，通常

见于谷物、人类食品和动物饲料，是一种危害生殖健康的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微小 RNA

（microRNAs, miRNAs）能够调控垂体促性腺激素的合成和分泌发挥生殖调控功能，但 ZEA 和

miRNAs 的相互关系以及作用机制尚未见报道。本研究选取对 ZEA 敏感的猪垂体模型，旨在探究

ZEA 如何调控猪垂体中的 miR-7 并参与生殖调控过程。 

方法  利用荧光实时定量 PCR、原位杂交和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检测 miRNAs 的表达，应用猪卵巢摘

除模型、转染 miR-7 模拟物和抑制剂、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分析和蛋白免疫印迹等方法检测 ZEA

和 miR-7 的功能以及二者的互作关系。 

结果  表达实验表明，miR-7 高表达于猪垂体且与垂体促性腺激素细胞存在共定位。体内外功能实

验结果显示，ZEA 能够促进 miR-7 的表达，进而抑制促性腺激素中促卵泡激素（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 FSH）的合成与分泌，最终导致生殖功能缺陷。进一步机制研究结果表明，ZEA 通过非

经典雌激素膜受体 G 蛋白偶联雌激素受体 1（G protein-coupled estrogen receptor 1, GPER1）激

活蛋白激酶 C（protein kinase C, PKC）和 p38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p38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p38MAPK）信号通路，调控 miR-7 及其下游靶基因小鼠骨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

（FBJ murine osteosarcoma viral oncogene homolog, FOS），最终影响 FSH 的表达、合成和分

泌。 

结论  miR-7 是参与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调控垂体激素的关键信号分子。本研究为了解猪 miRNA 调控

促性腺激素的功能与机理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为治疗雌激素和 ZEA 相关疾病提供了可能的药物

靶点。 

 
 

PU-4650 

住院患者尿常规检测标本周转时间分析与优化 

 
颜承靖,崔婷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对住院患者尿常规检测标本周转时间（turn around time,TAT）进行统计,分析导致 TAT 延长

的影响因素，探讨持续改进方法的效果。 

方法  分析优化前住院患者尿常规检测 TAT 统计数据，后经采取改进标本运送流程等一系列优化措

施，再分析优化后住院患者尿常规检测 TAT 统计数据，包括检验前标本周转时间（PA-TAT）、检

验中标本周转时间（A-TAT）和总 TAT 合格率%并进行比对。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495 

 

结果  优化前住院患者尿常规检测 PA-TAT 和 A-TAT 平均时间分别是 600.3 分钟和 62.5 分钟；优

化后住院尿常规检测 PA-TAT 和 A-TAT 平均时间分别是 341.7 分钟和 45.9 分钟。优化后住院尿常

规检测 TAT 时间明显降低。经统计优化前后的 TAT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优化标本的采集与运输流程，可以有效降低住院患者尿常规检测 TAT 时间，提高 TAT 的合

格率，以保证检验报告的及时性并满足临床的需要。 

 

 

PU-4651 

FoxM1 促进幽门螺杆菌诱导的炎癌恶性转化 

 
冯一民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 FoxM1 在幽门螺杆菌感染所致的慢性炎症到癌症恶性转化中的作用，为寻求新的胃癌防

治生物靶标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1. FoxM1 在幽门螺杆菌感染胃部组织标本中的表达分析: 通过 Real-time PCR 及免疫组化检

测幽门螺杆菌感染阳性的癌旁正常组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伴肠化生及胃癌组织病例标本中

FoxM1 的表达水平。 

2. 体外分析幽门螺杆菌及其毒力因子 CagA 调控 FoxM1 对胃癌细胞增殖的影响: 通过 Real-time 

PCR 及 western blot 检测幽门螺杆菌感染及 CagA 转染对 FoxM1 的表达影响；利用细胞克隆形成

实验及 MTT 实验验证幽门螺杆菌及 CagA 对细胞增殖的影响；通过细胞转染 FoxM1 siRNA 及过表

达质粒证实 FoxM1 参与幽门螺杆菌诱导的细胞增殖。 

3. 动物实验分析 FoxM1 在幽门螺杆菌感染所致炎癌恶性转化中的作用：利用幽门螺杆菌标准菌株

SS1 进行蒙古沙鼠灌胃造模，筛选稳转细胞系进行裸鼠皮下种植成瘤实验，检测幽门螺杆菌对细胞

增殖及炎癌恶性转化的影响，并揭示 FoxM1 在此过程中的作用。 

结果  1. 组织标本检测中，FoxM1 的表达升高不仅发生在胃部肿瘤组织中，也发生在胃炎标本中，

FoxM1 的异常表达是一个早期事件。 

2. 幽门螺杆菌感染胃癌上皮细胞可以诱发 FoxM1 表达的上调，FoxM1 促进幽门螺杆菌感染引发的

细胞增殖。 

3. 动物实验表明幽门螺杆菌可以引起胃炎直至胃癌的发生，而 FoxM1 促进此过程的发生。 

结论  FoxM1 的活化存在于幽门螺杆菌感染所致的炎症早期，先于肿瘤的发生而存在，提示 FoxM1

作为胃癌早期检测与诊治的潜在靶点，在胃癌的预防、预后及治疗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PU-4652 

凝缩蛋白 NCAPH 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功能与机制研究 

 
熊秋霞,段勇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肺癌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与生命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机制和治疗新靶点的挖掘一直是研

究热点。我们前期通过 CVAA 新方法筛选出一系列肿瘤相关新基因，如凝缩蛋白家族成员 NCAPH

等，因为凝缩蛋白家族其他成员在肿瘤中的重要功能已有大量文献报道，但 NCAPH 在肿瘤特别是

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是否具有重要的功能尚不清楚，本研究就是围绕这一关键科学问题开展。 

方法  肿瘤 TCGA 等网络数据库分析，肿瘤细胞增殖、迁移和裸鼠移植瘤等实验方法，分子生物和

生化等研究手段。 

结果  NCAPH 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肿瘤组织中高表达，且与生存期呈负相关性。而通过

荧光定量 PCR 和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发现，NCAPH 在 NSCLC 肿瘤细胞系中也高表达。抑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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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可以抑制肿瘤细胞的干性基因和自噬相关基因的表达，提示 NCAPH 有可能通过自噬通路影响

NSCLC 肿瘤干细胞的功能，进而影响肿瘤的发生发展。 

结论  NCAPH 将来有望成为 NSCLC 的临床诊断或治疗的新靶点。 

 
 

PU-4653 

Regulatory effect of FK506 on the expression of regulatory 
T cells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of liver allo-recipients 

 
Jia Li 

Cancer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Objective Through dynamically observing the expression of CD4+CD25+Foxp3+ and CD8+CD28- 
regulatory T cells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of liver allo-recipients, primarily explore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FK506 on both kinds of regulatory T cells. 
Methods Flow cytometry combined fluorescent labeled monoclonal antibody technique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expression of both regulatory T cells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The blood 
concentration of FK506 was measured through enzyme-multiplied immunoassay technique. 
Results The blood trough concentration of FK506 in each group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expression of CD4+CD25+T cells in disease control obviously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health control (P<0.05). After two-week treatment, the percentage of CD4+CD25+T cells of 
allo-recipi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health control (P<0.05). With the prolongation of treatment, 
the frequency of CD4+CD25+T cells decreased gradually (P<0.05). The frequency of 
CD4+CD25+Foxp3+ regulatory T cell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also gradually decreased. In the 
eighth and twelfth week, the expression was obviously lower than that in disease control and 
health control (P<0.05). The expression of CD8+CD28-regualtory T cells in disease control was 
obviously lower than that in health control (P<0.05).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its expression in 
the second week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health control (P<0.05). And with the 
progression of treatment, the percentage of CD8+CD28- regulatory T cells gradually increased. In 
the fourth, eighth and twelfth week, the expression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econd 
week (P<0.05). And the expression in the eighth and twelfth week was also higher than that in 
disease control (P<0.05). 
Conclusions FK506 could inhibit the expression of CD4+CD25+Foxp3+ regulatory T cells, but up-
regulate the frequency of CD8+CD28- regulatory T cells, indicating that FK506 maintain the 
immune homeostasis mainly through up-regulating CD8+CD28- regulatory T cells in the liver allo-
recipients. 
 
 

PU-4654 

Overexpression of Dishevelled-3 contributes to 
proliferation and cell adhesion of Non-Hodgkin's 

Lymphomas 

 
Yu Ouyang 

Taizhou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To identify the role of DVL3 involved in CAM-DR in NHL. Non-Hodgkin's Lymphomas 
(NHLs) constitute heterogeneous group of malignant lym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s, which 
accounts for about 90% of all lymphomas. The incidence of NHLs is increasing over recent 
years in many regions. Despite intensive efforts in developing new therapies, the emergence of 
clinical drug resistance remains limits the chance of successful treatment of NHLs. Adhesion of 
lymphoma cells to microenvironment components is known to confer cell adhesion mediated 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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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stance (CAM-DR).CAM-DR is one of the most established mechanisms in 
cancer cells microenvironment protection. Thu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responsible for CAM-DR and overcome this obstacle 
in NHLs chemotherapy. Dvl3 has been reported to belong the non-canonical Wnt pathways, and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in cancers. Dvl3 has been reported to mediate resistance to 
IGFIR inhibition by regulating IGF-RAS signaling in prostate cancer and breast cancer. In addition, 
Dvl-3 also was found overexpressed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and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invasiveness of lung cancer cells. These observations together revealed that 
Dvl3 might function as a potential tumor oncogene. However, the role of Dvl3 in CAM-DR in NHLs 
is not clear. Based on the evidence that the crucial role of Dvl3 played in tumorigenicity control,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verify whether Dvl3 plays a role in CAM-DR in NHL. 
Method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DVL3 was involved in the progression of NHL and its biological 
function in NHL, we used several methods included that cell culture, western blot analysis, 
transient transfection, cell viability assay, apoptosis measurements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We found that Dvl3 was over-expressed in in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compared 
to reactive lymphoid tissues. In addition, over-expression of Dvl3 increased the protein levels of 
Cyclin D1, p21, CDK6 and p-Akt, which are known to be associated with cell proliferation and 
drug resistance. Meanwhile, PI3K-specific inhibitors (LY294002) abolished the Dvl3-induced the 
activation of Akt. Furthermore, we demonstrated that adhesion to fibronectin (FN) or HS-5 
increased Dvl3 expression, and up-regulation of Dvl3 resulted in an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p-
AKT, which promoted CAM-DR. 
Conclusions Altogether,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inhibition of Dvl3 can sensitize CAM-
DR through down-regulating PI3K/Akt signaling. The present study shed a new light on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CAM-DR in NHL, and targeting Dvl3 may be a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NHL. 
 
 

PU-4655 

白藜芦醇、染料木黄酮、姜黄素 

和大黄素对 2BS 细胞生长增殖能力的影响 

 
王培昌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目的  观察白藜芦醇、染料木黄酮、姜黄素和大黄素对细胞衰老及细胞生长增殖能力的影响，初步

分析其机制。 

方法  配置白藜芦醇、染料木黄酮、姜黄素和大黄素不同浓度的 DMEM 培养基，分别培养人胚肺二

倍体成纤维细胞（2BS），观察 2BS 细胞形态、体外传代次数，以 MTT 法观察细胞细胞生长增殖

能力变化，以单细胞凝胶电泳（彗星试验）法观察细胞 DNA 单链断裂水平。 

结果  低浓度白藜芦醇、染料木黄酮、姜黄素和大黄素 DMEM 培养基培养的细胞体外传代次数均较

对照组细胞下降；上述抗氧化剂在低浓度时可促进细胞生长增殖，但在高浓度时抑制细胞生长增

殖；四种抗氧化剂均可断裂单链 DNA，且随浓度加大损伤作用愈大。 

结论  白藜芦醇、染料木黄酮、姜黄素和大黄素具有促进细胞生长增殖和细胞毒性双重作用，其细

胞毒性源于其对 DNA 损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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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656 

DNA 甲基化的分子机制及其研究进展 

 
宋乔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目的  对 DNA 甲基化这一表观遗传学热点进行深入的学习探讨。 

方法  综述了 DNA 甲基化的位点、序列背景与范围近年来的研究进展，也归纳了近年对影响 DNA

甲基化的因素的研究 

结果  主要总结了 DNA 甲基化的位点、序列背景与范围近年来的研究进展，也归纳了近年对影响

DNA 甲基化的因素的研究。 

结论  本文主要总结了 DNA 甲基化的位点、序列背景与范围近年来的研究进展，也归纳了近年对影

响 DNA 甲基化的因素的研究，以期对 DNA 甲基化这一表观遗传学热点进行深入的学习探讨。 

 
 

PU-4657 

大孔树脂对蚯蚓小分子量抗菌肽的分离纯化 

 
聂兆超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索应用大孔树脂对蚯蚓小分子抗菌肽进行初步分离纯化的可行性。 

方法  将蚯蚓匀浆，离心，超滤后得到小分子量的多肽，然后除去杂蛋白。经离心除沉淀后，用大

孔吸附树脂吸附，乙醇解吸。有机溶剂丙酮沉淀解吸物质，得到并初步纯化了蚯蚓小分子量的抗菌

肽，用微量肉汤稀释法检测抗菌肽对临床常见革兰氏阴性菌，如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鲍曼

不动杆菌的抑菌活性，并统计最小抑菌浓度，采用 SPSS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微量肉汤稀释法显示，提取出来的抗菌肽组分对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和鲍曼不动杆菌

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并且各类细菌间的效果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采用本研究方法提取的小分子量抗菌肽，其对临床常见革兰氏阴性菌具有广谱的抗菌活性，

结果证实应用大孔吸附树脂对蚯蚓小分子量抗菌肽的初步分离提取是可行的。 

 
 

PU-4658 

Age-Related Increase of Insulin-Degrading Enzyme Is 
Inversely Correlated with Cognitive Function in 

APPswe/PS1dE9 Mice 

 
Yi Zhang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Xuanwu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45 Changchun Road， 

Beijing 100053， China. 

 
Objective Insulin-degrading enzyme(IDE) is an important regulator for Aβ clearance and 
diabetes. Although it is indispensable in removing plaques of onset Alzheimer's disease(AD) and 
in degrading insulin of diabetes, there were few researches have been reported on the 
dynamic level of IDE in different stages of AD. 
Methods The present study explored the level of this protein in different stages of 
APPswe/PS1dE9 mice and their correlations with cognitive decline. The 4-month-old, 10-month-
old, and 18-month-old mice were used as the different age stages of mice.Cognitive function was 
evaluated using Morris water maze. We also observed the level of A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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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ques in brain regions of different stages. 
Results The data reveal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IDE was dramatically higher than age-matched 
wild mice at the age of 10 months and 18 months. Meanwhile, the distribution of Aβ plaques were 
more deposited in the cortex and hippocampus especially in 10-month-oldand 18-month-old of 
APPswe/PS1dE9 mic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APPswe/PS1dE9 mice at 4 months old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spatial learning. However, the cognitive function, both spatial learning and 
spatial memory, dramatically declined in 10-month-old and 
18-month-old groups. 
Conclusions There are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IDE and spatial memory 
in 10-month-old and 18-month-old APPswe/PS1dE9 mice. The study of this protein may provide 
reference values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IDE in Alzheimer's disease. 
 
 

PU-4659 

ADH1B 和 ALDH2 的基因多态性与相关疾病的研究进展 

 
张晓敏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目的  就 ADH1B 及 ALDH2 基因多态性与相关疾病进行综述，以期为疾病的预防和诊断提供新的思

路。 

方法  回顾性分析研究， 

结果  通过对 ADH1B 及 ALDH2 基因多态性与相关疾病进行综述，以期为疾病的预防和诊断提供新

的思路 

结论  醇脱氢酶（ADH）和醛脱氢酶（ALDH）是人体肝脏内酒精代谢的关键酶,共同构成乙醇脱氢

酶氧化体系，而 ADH1B 和 ALDH2 分别是 ADH 和 ALDH 的两个重要亚型。大量研究表明，

ADH1B 和 ALDH2 基因多态性与多种疾病相关，如肿瘤，神经退行性变及代谢疾病等。本文就

ADH1B 及 ALDH2 基因多态性与相关疾病进行综述，以期为疾病的预防和诊断提供新的思路。 

 
 

PU-4660 

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酶联免疫检测试剂盒性能验证 

 
张萍,曲明海,孙艺瑛,杨慧 

贵州省妇幼保健院 

 

目的  对本实验室使用的由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 anti- TP）

酶联免疫试剂盒进行性能验证评估，以判断该试剂盒是否能够满足本实验室日常检测工作的基本要

求。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ELISA）和酶标仪进行检测，主要从试剂盒的精密度、最低检出限、

正确度等三个方面，以厂家给出的标准作为验证依据，评价该试剂盒的性能指标；并对试剂盒的临

界值（ cut- off）进行验证，判断其是否适合本实验室常规检测人群。 

结果  本实验室采用两种方法来检测试剂盒的最低检出限，第一种方法是倍比稀释，检测出的最低

检出限结果为 3 mIU/ mL，低于厂家规定的 4 mIU/ mL；第二种方法是直接稀释到厂家给出的最低

检测限 4 mIU/ mL，检测结果显示没有一个 测试 OD 值是小于厂家给出的 0.150；在精密度验证试

验中，其批内精密度 CV 为 10.5%，批间精密度 CV 为 12.6%，均小于厂家规定的 15%；正确度

验证试验中，阴阳性符合率均为 100%；在临界值（ cut- off）验证试验中，检测样本 OD 值的均值

为 0.006，标准差为 0.002， X+3 SD 为 0.012，小于试剂厂家提供的 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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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 anti- TP）试剂盒用 ELSIA 法检

测的各项性能指标均符合本实验室开展此项目的基本要求，适合本实验室的日常检测工作和受检人

群，能够满足本实验室与临床的需求。 

 
 

PU-4661 

Serum Gamma-Glutamyltransferase Levels are Associated 

with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in China：A Nationwide 

Population-Based Study 

 
Dandan Li,Ling Qiu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amp;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 Beijing， 100730， China 

 
Objective Serum Gamma-Glutamyltransferase (GGT), which is mainly derived from the liver, is a 
sensitive marker of liver cell damage and oxidative stress. More recently,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increased plasma activity of GGT is also associated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 
However, data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GT and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CRFs) are 
lacking in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s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Here, we aim to 
investigate both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GGT and CRFs and CRFs clustering.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22897 
adults aged 18 years and older from 2007 to 2011, including a plurality of ethnic minorities. 
Questionnaires and physical examinations were performed, and laboratory measurements were 
collected. The participants were then divided into quartiles of sex-specific serum GGT. 
Results People in Northern and Rural areas tended to have a greater chance of belonging to the 
upper quartiles of GGT, and for ethnic groups, Mongolians had the highest serum level of GGT. 
From the low to the high GGT quartile, the incidence of each CRF and clustered risk factors 
increased after adjusting for age, uric acid (UA), drinking, ethnicity and all other risk factors. 
Subjects in the upper stratum (>75th percentile) had higher prevalence rates of CRFs than did 
those in the lower stratum. Furthermore, the individuals with clustering of 1, 2 or ≥3 CRFs were 
still more likely to belong to the upper GGT quartiles (75th percentiles) than were those without 
risk factors in both genders. 
Conclusions Our data highligh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higher serum GGT and CRFs in 
Chinese adults. People with higher serum GGT levels tend to have greater chances of CRFs, and 
there was a dose-respons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CRFs and higher serum GGT, 
especially in men. 
 
 

PU-4662 

亚胺培南耐药铜绿假单胞菌的膜孔蛋白及外排泵的研究 

 
蒋逸,沈佳丽 

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江苏大学附属武进医院 

 

目的  了解住院患者临床分离的耐亚胺培南的铜绿假单胞菌（Imipenem-resistant Pseudomonas 

aeruginosa,IRPA)膜孔蛋白 oprD2 的缺失及主动外排系统 MexAB-OprM、MexXY-OprM、MexCD-

OprJ 和 MexEF-OprN 的表达与细菌耐药性的关系。通过研究 PA 对亚胺培南的耐药机制，为合理

应用抗生素、有效控制耐药菌株传播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本院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7 月由临床分离的 IRPA 34 株，应用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

PA 膜孔蛋白 oprD2 基因是否缺失，以及主动外排系统 MexAB-OprM、MexXY-OprM、Mex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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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rJ、MexEF-OprN 的超表达情况;常规 PCR 法扩增外排调控基因 MexR、nalC、nalD，MexZ、
nfxB、MexT1、MexT2 并测序，了解其基因突变的情况。 

结果  34 株 IRPA 中膜孔蛋白 oprD2 基因缺失 11 株(32.4%)；MexA 超表达的有 8 株（23.5%），

MexX 超表达的有 9 株（26.5%），MexC 超表达的有 11 株（32.4%），MexE 超表达的有 10 株

（29.4%）。外排泵调控基因测序显示 MexAB-0prM 过度表达的菌株中有 6 株系 mexR 突变，3 株

同时存在 nalC 突变，未发现 nalD 突变。1 株 MexEF-0prN 高表达株有 MexT1突变，MexCD-OprJ

过度表达的菌株未出现 nfxB 突变，MexXY-0prM 高表达株未出现 mexZ 基因突变。 

结论  膜孔蛋白 oprD2 缺失、主动外排泵超表达是造成本院 PA 多重耐药和耐药基因播散的重要原

因，主动外排泵的超表达大多存在其调控基因的突变。 

 
 

PU-4663 

自建系统血清 ALT、ALB 与配套系统结果比对的正确度验证 

 
满冬亮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自建系统与配套系统检测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及白蛋白（ALB）结果是否具

有可比性，进行自建系统血清 ALT 及 ALB 的正确度验证。 

方法  参照美国国家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 EP9-A 文件，以自建系统为实验系统，罗氏配套系统

为参考系统，分别双份检测 40 例患者新鲜血清样本的 ALT 及 ALB，得到结果计算线性回归方程，

在医学决定水平处计算 ALT 及 ALB 在两个系统间的系统误差，以实验室内规定的质量要求允许总

误差 TEa 的 1/2 为标准，判断结果的可比性。 

结果  血清 ALT 及 ALB 在实验系统与参考系统间的系统误差均<1/2 TEa 标准，结果具有可比性。 

结论  自建系统与配套系统检测血清 ALT 及 ALB 的结果具有可比性，自建系统血清 ALT 及 ALB 通

过与配套系统比对进行的正确度验证合格。 

 
 

PU-4664 

Reference intervals of renal function set established for 
healthy pregnant women in Changsha 

 
Li Jin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cross-sectional study aims to explore how the levels of renal function change 
during pregnant and whether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renal function 
between healthy non-pregnant women and pregnant women at different gestational age, and to 
establish reference intervals of renal function set tests according to trimester of pregnancy. 
Methods A total of 120 healthy pregnant women with normal pregnancies and 40 healthy non-
pregnant women were enrolled in Changsha,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early trimester of 
pregnancy group (1-13 weeks of gestation, n=40), second trimester of pregnancy group (14-27 
weeks of gestation, n=40), third trimester of pregnancy group (≥28 weeks of gestation, n=40), and 
non-pregnant women group (n=40). Analytes of UA, BUN, Cr, and β2-MG, Cys-C, RBP, NAG, 
CO2, C1q and NGAL were measured using the analytical systems mainly used in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The RIs were defined using non-parametric 95% intervals. 
Results We established RIs of renal function set for healthy pregnant women according to 
trimester of pregnancy and non-pregnant women. The RIs for UA, Cr, β2-MG, NAG, CO2 and 
C1q were, respectively, 131.188-290.333 mmol/L, 35.503-58.865 mmol/L, 0.900-1.970 mmol/L, 
19.655-43.690 mmol/L, 14.808-23.193 mmol/L and 187.363-282.153 mmol/L for the fir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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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trimester group (1-27weeks), 211.050-374.428 mmol/L, 33.570-68.945 mmol/L,  1.170-
2.497 mmol/L, 34.308-83.613 mmol/L, 12.523-24.093 mmol/L, 6.125-16.745 mmol/L and 
165.993-283.375 mmol/L for the third trimester group (≥28weeks), and 180.42-366.81 mmol/L, 
40.110-69.140 mmol/L, 1.030-2.830 mmol/L, 12.110-24.280 mmol/L, 16.820-25.190 mmol/L, 
8.250-22.920 mmol/L and 280.270-389.200 mmol/L for non-pregnancy women. The RI for BUN 
was 1.732-4.248 mmol/L for the first trimester (1-13weeks), 2.191-4.778 mmol/L for the second 
and third trimester (14-28weeks), and 2.920-7.220 mmol/L for non-pregnancy women. For 
pregnant women and non-pregnant women, the differences of the RIs for Cys-C and RBP were 
found no significance. The RIs for NGAL for pregnant women and non-pregnant women were 
128.768-559.840 mmol/L and 51.522-387.076 mmol/L,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Changes of renal function set in normal pregnant women were confirmed. These 
used reference intervals are no longer applicable for the current pregnancy population. The RIs 
for renal function tests in pregnant women were established, thus providing clinical reference 
intervals for the clinicians. 
 
 

PU-4665 

我院检验结果解释性服务开展状况调查与分析 

 
林伯熹,林青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目的  旨在了解检验科检验结果解释性服务现状，同时探讨检验医师在检验科工作的作用情况。 

方法  收集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检验科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4 月各专业组的检验报告，

利用杏和 Lis 系统关键字查询功能，查询具有解释性报告的检验结果并进行分析。 

结果  血常规组住院、门诊、体检和急诊病人解释性报告的比例分别为 0.210%（31/14731）、

0.027（6/21673）、0.013（2/15214）、0.237（18/7580）；临检组住院、门诊、体检和急诊病

人解释性报告的比例分别为 0.371%（80/21588）、1.28%（259/20305）、0%（0/15265）、

0.390%（11/2818） ;生化组住院、门诊、体检和急诊病人解释性报告的比例分别为 0.109%

（28/25713）、0.034%（11/31904）、0.044%（7/15848）、0.017%（1/583）；免疫组住院、

门诊、体检和急诊病人解释性报告的比例为 0.544%（50/9195）、0.404%（14/3468）、0.017%

（2/12025）、0.321%（2/624）；急诊组住院、门诊、体检和急诊病人解释性报告的比例分别为

0.177（48/27131）、0.159%（29/18192）、0%（0/3269）、0.190%（31/16303）；微生物组

住院、病房和急诊病人解释性报告的比例分别为 23.147%（843/3642）、4.651%（10/251）、

47.700%（583/1223）。 

结论  目前检验科解释性报告服务的现状不容乐观。除微生物、血液组出具具有诊断意义报告的专

业组外，免疫组及临检组手工项目开展较多的专业组提供解释性报告服务较多，且各专业组对住院

患者出具的解释性报告也多于其他类型的患者。检验科应加强解释性报告服务，充分发挥检验医师

的专业优势，更好地为临床和患者服务。 

 
 

PU-4666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临床化学室间质评总结分析 

 
孙辉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内蒙古民族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目的  总结内蒙古林业总医院临床化学室卫生部临检中心室间质评经验教训，持续改进生化检测项

目质量水平及质量目标，更好地满足临床诊疗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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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分析临床化学组卫生部临床中心室间质评不合格及偏倚较大产生的原因，制定合理、有效的

纠正及预防措施，将 2014 年至 2017 年临床化学室全部室间质评项目进行合格率和偏倚的统计分

析比较，判断措施的有效性。 

结果  2014 年至 2017 年临床化学卫生部临检中心室间质评合格率依次为 98.46%、99.06%、

99.18%、99.41%，呈逐年上升趋势，检测项目偏倚呈下降趋势。 

结论  重视室内质控和室间质评的管理，及时进行不符合原因分析，措施的制定、执行，才能确保

将准确的结果提供给临床。 

 
 

PU-4667 

加斯戴克 DH-520 血细胞分析仪器性能评价 

 
闫利明 

巴彦淖尔市医院 

 

目的  评估加斯戴克 DH-520 血细胞分析仪的各项性能参数是否符合要求，能否应用于临床。 

方法  以加斯戴克 DH-520 血细胞分析仪作为评价仪器，分别进行空白检测、批内和批间精密度测

试、携带污染率测试、线性验证等评估仪器的测量准确度。 

结果  仪器的空白值、批内精密度、批间精密度、携带污染率均满足要求；线性验证通过；满足要

求。 

结论  加斯戴克 DH-520 血细胞分析仪的各项性能参数符合要求，可应用于临床。 

 
 

PU-4668 

MiR-139-3p 在凋亡的原代心肌细胞中的表达 

 
于慧 

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miR-139-3p 在低氧诱导原代心肌细胞凋亡模型中的表达及其意义。 

方法  在正常和低氧条件下，采用实时荧光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乳大鼠原代心肌细胞中

MiR-139-3p 的表达水平；进一步将 miR-139-3p 抑制剂和 miR-139-3p 抑制剂阴性对照转染到原代

心肌细胞后，在正常和低氧条件下，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情况。正常条件为细胞于

37°C、5% 二氧化碳培养箱中正常培养 12 h，低氧条件为细胞置于 37°C 密闭的缺氧盒中（95% 

N2, 5% 二氧化碳）培养 12 h。 

结果  低氧诱导 12 h 后，与正常培养比较，低氧条件下乳大鼠原代心肌细胞中的 miR-139-3p 相对

表达量明显上调[（3.25±0.77）比（1.07±0.41），P<0.05]。与 miR-139-3p 抑制剂阴性对照比

较 ， 转 染 miR-139-3p 抑 制 剂 的 原 代 心 肌 细 胞 凋 亡 率 明 显 降 低 16.1%±1.9% ） 比

（31.2%±6.5%），P<0.05。 

结论  miR-139-3p 在低氧诱导的原代心肌细胞凋亡模型中表达上调，且与心肌细胞凋亡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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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669 

血清球蛋白对多发性骨髓瘤的筛查价值 

 
张鹏,余胜,郑磊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球蛋白对多发性骨髓瘤的筛查价值。 

方法  采用回顾分析的方法对 223 例确诊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初诊球蛋白值和 419 例引起球蛋白升高

的其他疾病（肝癌、肝硬化、感染等疾病）初诊时的球蛋白值的水平分析，应用 ROC 曲线评价血

清球蛋白对多发性骨髓瘤的诊断价值。 

结果  1.男性 123 例患者中 60-69 岁占比最高为 36.6%，女性 50-59 占比最高为 36%；2.两组血清

球蛋白检验结果  MM 组、非 MM 组球蛋白水平分别为 57.87±32.84、30.75±6.62 g/L。MM 组球蛋

白水平明显高于非 MM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血清球蛋白对于多发性骨髓瘤的最佳

临界值（cutoff 值）为 43g/L。 

结论  血清球蛋白对于多发性骨髓瘤的初筛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球蛋白>43g/L 建议加做血清蛋白电

泳，避免 MM 漏诊。  

 
 

PU-4670 

Identification of REP sequences  
as novel Toll-like receptor 9 agonists 

 
Hanli wang Z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Baotou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Toll-like receptor 9 (TLR9) signaling pathway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innate 
immune system. It was reported that targeting TLR9 could be a promising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various inflammator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aim to identify novel repetitive extragenic palindromic (REP) sequences as TLR9 
agonists. Four Brucella REP molecules were selected based on the presence of self-
complementary sequences and CpG motifs with bioinformatics approach. We then applied 
molecular docking to discover potent agonists of the human TLR9. The experi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are some strong interaction and good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human 
TLR9 and Brucella REP-1 molecule. This potential molecule was further validat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and western blot analysis. Moreover, regulatory 
mechanisms of TLR9 signaling by Brucella REP-1 were discussed.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potent Brucella REP-1 molecule could serve as a starting point to discover or design 
more potent and specific TLR9 agonists. 
Methods Toll-like receptor 9 (TLR9) signaling pathway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innate 
immune system. It was reported that targeting TLR9 could be a promising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various inflammator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aim to identify novel repetitive extragenic palindromic (REP) sequences as TLR9 
agonists. Four Brucella REP molecules were selected based on the presence of self-
complementary sequences and CpG motifs with bioinformatics approach. We then applied 
molecular docking to discover potent agonists of the human TLR9. The experi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are some strong interaction and good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human 
TLR9 and Brucella REP-1 molecule. This potential molecule was further validat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and western blot analysis. Moreover, regulatory 
mechanisms of TLR9 signaling by Brucella REP-1 were discussed.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potent Brucella REP-1 molecule could serve as a starting point to discover or design 
more potent and specific TLR9 agon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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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oll-like receptor 9 (TLR9) signaling pathway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innate 
immune system. It was reported that targeting TLR9 could be a promising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various inflammator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aim to identify novel repetitive extragenic palindromic (REP) sequences as TLR9 
agonists. Four Brucella REP molecules were selected based on the presence of self-
complementary sequences and CpG motifs with bioinformatics approach. We then applied 
molecular docking to discover potent agonists of the human TLR9. The experi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are some strong interaction and good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human 
TLR9 and Brucella REP-1 molecule. This potential molecule was further validat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and western blot analysis. Moreover, regulatory 
mechanisms of TLR9 signaling by Brucella REP-1 were discussed.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potent Brucella REP-1 molecule could serve as a starting point to discover or design 
more potent and specific TLR9 agonists. 
Conclusions Toll-like receptor 9 (TLR9) signaling pathway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innate 
immune system. It was reported that targeting TLR9 could be a promising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various inflammator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aim to identify novel repetitive extragenic palindromic (REP) sequences as TLR9 
agonists. Four Brucella REP molecules were selected based on the presence of self-
complementary sequences and CpG motifs with bioinformatics approach. We then applied 
molecular docking to discover potent agonists of the human TLR9. The experi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are some strong interaction and good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human 
TLR9 and Brucella REP-1 molecule. This potential molecule was further validat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and western blot analysis. Moreover, regulatory 
mechanisms of TLR9 signaling by Brucella REP-1 were discussed.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potent Brucella REP-1 molecule could serve as a starting point to discover or design 
more potent and specific TLR9 agonists. 
 
 

PU-4671 

MiR-1266 promotes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in  cervical cancer by targeting DAB2IP 

 
Jinming Wang,Zhan Zhang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Cervical cancer (CC) is one of the most prevalent cancers in women in the world. 
However, the pathogenesis is still very unclear, and the current screening methods are too 
expensive. It’s urgent for us to find new biomarkers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Emerging 
evidence showed that MiR-1266 has great influence on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which may 
participate in the mechanism of CC. 
Methods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role of miR-1266 in CC, we collected serum from CC, high-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 (HSIL), low-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 (LSIL) and 
normal control (NC), and collected the tissues from CC and control group (CG), and followed up 
50 CC patients. And we used HeLa and SiHa cells to clarify the roles of miR-1266 on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Finally, the CC mouse model was conducted to prove the 
role of miR-1266 on tumorgenesis. qRT-PCR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expressions of miR-1266 
and DAB2IP mRNA. Western blot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expression of DAB2IP protein. Cell 
counting kit-8 proliferation assay (CCK-8), Wound-healing assay and Transwell invasion assay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cell proliferative, migrative and invasive abilities. 
Results Our study found that miR-1266 had a rising trend in serum from NC to LSIL to HSIL to 
CC, and increased in CC tissues compared with CG. High expression serum miR-1266 had lower 
overall survival rates than patients with miR-1266 low expression. MiR-1266 promoted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by targeting DAB2IP. And miR-1266 could promote 
tumorgenesis in v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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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miR-1266 could be used as a new biomarker for diagnosis, 
prediction and treatment of CC in the future. 
 
 

PU-4672 

保妇康栓对宫颈癌细胞 SiHa 体外增殖和凋亡的影响 

 
李倩珺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研究中药保妇康栓含药血清在细胞水平上对宫颈癌 SiHa 细胞体外增殖及凋亡的影响，探讨

保妇康栓抑制宫颈癌 SiHa 细胞生长可能的作用机制。 

方法  中药保妇康栓含药血清培养液作用于 Si Ha 细胞 24 h、48 h、72 h，并设立阴性及阳性（西

药含药血清）为对照，用 CCK8 及流式细胞分析技术进行细胞增殖、细胞周期及细胞凋亡检测。 

结果  保妇康栓对宫颈癌 SiHa 细胞增殖有抑制作用，其中 24h 抑制作用最强。流式细胞仪检测细

胞周期结果显示保妇康栓组 G/G1 期细胞增多，S 期减少，与阴性对照组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

(P<0.05)。 

结论  保妇康栓的作用可能是通过阻断细胞从 G0/G1 期向 S 期分化，从而抑制宫颈癌 SiHa 细胞增

殖并诱导凋亡来抑制肿瘤生长。 

 
 

PU-4673 

探讨Ⅳ型胶原蛋白（COL4A1）基因多态性及生活习性 

与包头地区女性人群骨密度影响因素研究 

 
李得春 

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 COL4A1 基因多态性与包头地区女性骨密度关系；研究影响包头地区女性人群骨密度的

相关因素。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来自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进行健康体检的 596 例女性流行

病学资料，用双能 X 线吸收仪对研究对象进行骨扫描。应用 PCR 型-RFLP 方法检测 COL4A1 基因

型；按骨密度检测值分为正常对照组和骨质疏松及骨量流失组。采用 Logistic 回归法分析 COL4A1

多态性与骨密度间的关系以及分析影响女性骨密度的相关因素。 

结果  调整主要混杂因素后，COL4A1 基因 TT 基因型与绝经前、后女性骨量流失及骨质疏松有显

著相关性（P=0.040， P=0.048）；经 Logistic 回归分析，饮酒是女性发生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

（P<0.05），补钙是女性人群保护因素（P<0.05）。 

结论  在包头地区人群中 COL4A1 基因 TT 基因型是女性骨量流失和骨质疏松的保护因素；包头地

区女性通过补钙均可预防骨质疏松；饮酒与女性骨量流失及骨质疏松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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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674 

G-CSF: A Potential Early Biomarker For Staphylococcus 
aureus or Klebsiella pneumoniae Bloodstream Infection 

Diagnosis 

 
Shang He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al 

 
Objective Blood culture has been used as the gold standard to diagnose the bacterial 
bloodstream infection, but its long turnaround time gravely obstructed the clinical medication by 
physicians. Cytokin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bacterial infection and in this study, we 
monitored the kinetic changes of nine cytokines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bacterial infection 
such as IL-6 and G-CSF in sera of the mice infected with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Klebsiella 
pneumoniae. We aim to find out which cytokines that may have the diagnostic significance in 
early infection of the two bacteria. 
Methods The mouse models of S.aureus and K. pneumoniae infection were constructed, and the 
dynamic changes of nine cytokines were monitored within 48 hours after the infection. Cytokines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PBS control group from 0 to 6 hours after 
infection were selected for theoretical proof.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determin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Results  In the two mouse models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Klebsiella pneumoniae, six of 
the nine cytokines , IL-1β, IL-6, IL-12p70, G-CSF, IFN-γ and TNF-α monitored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in each experimental group. In the clinical validation of 93 samples, three 
cytokines, IL-6, IL-12p70 and G-CSF in the infection groups and SIRS group had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articular, AUC of G-CSF was 0.9051, the accuracy is better than IL-6 
for diagnosing the infection. In addition, only G-CSF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infection groups and in the analysis of ROC curve, AUC is equal to 0.7123. 
Conclusions  G-CSF can not only judge the bacterial infection and SIRS, but also distinguish the 
infection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 from Klebsiella pneumoniae. It is potentially a better 
biomarker than IL-6 in diagnosing the bacterial bloodstream infection.  
 
 

PU-4675 

Gene spectrum analysis of thalassemia carriers residing in 
the northern China 

 
Zhuo Yang,Wenzhe Zhou,Quexuan Cui,Ling Qiu,Bing Han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Objective To analyze gene spectrum of sporadic cases that found in northern China. 
Methods Positive patients or carriers were analyzed from suspected thalassemia carriers who 
resided in north China and were referred to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for diagnosis 
from 2012 to 2017. Gap-PCR and reverse dot blot analysis were applied for mutation detections. 
Basic clinical data and ancestral information of these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by telephone follow-
up survey. 
Results Most of our people with positive thalassemia gene findings had no or mild symptoms. 
People of north origin had higher percentage of β-thalassemia gene mutations compared with 
those of south origin (72.8% vs 62.4%, χ2=9.92, P =0.001). Analysis of the individual gene 
distribution of the south and north did not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ither in α- thalassemia 
(P=0.221) or β-thalassemia (P=0.979).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frequency of α mutation 
was found in different altitude levels. But in β thalassemia, the frequency of the 6 most common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508 

 

mutation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provinces with altitude below 500 meters, about 500-1000 
meters, and above 1000 meters (χ2 test, P < 0.05). 
Conclusions Most of people with positive thalassemia gene findings who reside in the north 
China are thalassemia carriers. People with north lineage may have higher frequency of β 
mutation than those of south origin, but they had similar spectrum of α and β mutations. People 
lived at different level of altitudes may have different spectrum of β mutations. 
 
 

PU-4676 

葛根素通过抑制抑制水通道蛋白 5 的表达 

从而促进 A549 细胞的凋亡 

 
张倩,王佳楠,王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给予 A549 细胞水通道蛋白 5 的小干扰 RNA 观察其生长抑制作用。 

方法  体外培养人非小细胞肺癌细胞 A549，分组：A 组空白组，B 组给予葛根素组，C 组给予葛根

素再给予水通道蛋白的小干扰 RNA 组。处理 24 小时后，采用 CCK8 法，划痕实验，transwell 小

室实验观察 A549 细胞的增值促进作用，AnnexinV-PI 双染流式细胞术检测 A549 细胞的凋亡情

况，利用 PI 染色法进行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周期的情况；利用 real-time 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细胞凋亡的基因和蛋白水平的变化。 

结果  CCK8 法，划痕实验和 transwell 小室实验检测结果显示 B 组明显低于 A 组和 C 组；流式细

胞术结果显示 B 组处于 S 期的细胞比例明显低于 A 组和 C 组，real-time PCR 和 western blot 均显

示 B 组相关抑癌基因的表达高于 A 组和 C 组。 

结论  葛根素通过抑制抑制水通道蛋白 5 的表达从而促进 A549 细胞的凋亡。 

 
 

PU-4677 

TLR7 激动剂通过自噬作用抑制 EV71 的复制 

 
张倩,王佳楠,王驰,王成彬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研究 TLR7 激动剂 GS-9620 抑制 EV71 复制的机制。 

方法  体内实验建立 EV71 感染小鼠模型，分成三组，A 组正常组，B 组感染 EV71 组，C 组感染

EV71 组再给予 GS-9620 组，D 组感染 EV71 组再给予 GS-9620 后再给予自噬作用抑制剂组。感

染和干预 3 天后，取小鼠的血液和肌肉组织，对血液提取总 RNA，进行 EV71 病毒拷贝数的 real-

time PCR 检测，肌肉组织一部分进行病理组织切片，HE 染色和 VP1 免疫组化，肌肉组织一部分

进行研磨，分别提取总 RNA 和总蛋白，进行自噬相关蛋白的基因和蛋白的检测。 

结果  血液中的 EV71 拷贝数；B 组和 D 组明显高于 C 组，病理 HE 切片显示，B 组和 D 组的病理

损伤明显严重于 C 组；免疫组化显示 VP1 的表达，B 组和 D 组明显高于 C 组；real-time PCR 和

western blot 显示，B 组和 D 组自噬相关基因和蛋白低于 C 组。 

结论  TLR7 激动剂通过调节自噬作用抑制 EV71 的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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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678 

不规则抗体在 89365 拟输血者血清中筛查的结果以及临床意义 

 
王凤霞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研究分析不规则抗体 89365 例拟输血患者血清中的抗筛结果，并为临床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在中南大学附属医院湘雅二医院自 2016 年 1 月到 2017 年 12 月共 89365 例拟输

血患者的病例信息，实验采用微柱凝胶技术筛查血清中不规则抗体，以及在抗体筛查阳性后采用谱

细胞进行抗体的类型鉴定。本次统计不规则抗体阳性患者在不同的科室，性别，有无输血史，女性

怀孕和怀孕的次数以及肿瘤和近期感染的分布规律，进而来探究对不规则抗体出现的影响因素。 

结果  在所有的拟分析标本中输血患者血清中不规则抗体产生的阳性率是 0.56%，女性不规则抗体

阳性占比是 0.79%（337/45279），男性不规则抗体阳性占比为 0.37%（163/44086）其特异性分

析 P<0.001，在性别分析中男女的数据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所以不规则抗体阳性在男女之间有差

别；在后期的不规则抗体鉴定中分析出其中 RH 占主要比例，阳性率为 52.8%，MNS 型的阳性率

为 14.6%，占据仅次于 RH 的抗筛阳性血型系统，其他类型分别是 Lewis、Kidd 、P1PK 和

Duffy，它们分别占比例为 9.4%、3.6%、0.8%和 0.6%，其中无特异性和不确定特异性的分别占比

16%和 1.6%；在 ABO 血型系统中，AB 型患者不规则抗体产生的阳性占比最高 1.12%

（69/6163），与其它血型 0.52%（431/83202）其中 P<0.05,有统计学意义，在 RH 系统中，D 型

为阴性的患者不规则抗体阳性的占比 4.27%（20/468），其他抗原阴性占比 0.7%(419/59884），

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影响血液中不规则抗体产生的因素很多，对其进行整理和分析，可以为临床对输血患者的安

全输血提供前提保障，进而指导临床确定输血方案，为抗体筛查阳性的患者提供相应的合适的血型

为其安全输血提供了保障，减少和避免因血型不合抗体发生免疫反应而导致溶血事件的发生。 

 
 

PU-4679 

2017 年荆州市中心医院细菌耐药性监测 

 
朱静 1,2,周义正 1,2,邱小燕 1,2,罗金柱 1,2 

1.荆州市中心医院 

2.长江大学第二临床学院 

 

目的  了解 2017 年我院临床分离菌对常见抗菌药物的敏感性和耐药性。 

方法  对我院 2017 年分离菌采用纸片扩散法或自动化仪器法按统一方案进行抗菌药物敏感性试

验。 

结果   收集 2017 年 1-12 月我院临床分离菌共 4010 株，其中 1307 株，占 32.6%，革兰阴性菌

2703 株，占 67.4%。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中甲氧西林耐药株的平均检出率分别

为 32.3% 和 74.3%。甲氧西林耐药株（MRSA 和 MRCNS）对绝大多数测试药的耐药率均显著高

于甲氧西林敏感株（MSSA 和 MSCNS）。92.4% MRSA 对复方新诺明敏感，90.6%MRCNS 对利

福平敏感；未发现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耐药菌株。肠球菌属中粪肠球菌对多数测试抗菌药物（奎奴

普丁/达福普汀除外）的耐药率均显著低于屎肠球菌。儿童肺炎链球菌非脑膜炎分离株中青霉素敏

感和中介（PSSP 和 PISP）儿童株的检出率分别为 17%、26.3%。大肠埃希菌、克雷伯菌属（肺

炎克雷伯菌和产酸克雷伯菌）和奇异变形杆菌中产 ESBL 率分别为 55.5%、28.2% 以及 18.2%，

产 ESBL 株对测试药物的耐药率均比非产 ESBL 株高。肠杆菌科细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仍高度敏

感，多数菌属的耐药率低于 5%。不动杆菌属（鲍曼不动杆菌占 94.8%）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

耐药率分别均为 6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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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临床分离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率仍呈增长趋势，应加强医院感染防控措施和抗菌药物临

床应用管理措施，继续做好细菌耐药性监测工作。 

 
 

PU-4680 

Comparison of gene mutation spectrum of thalassemia in 
different part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Zhuo Yang,Quexuan Cui,Wenzhe Zhou,Ling Qiu,Bing Han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Objective Compare gene spectrum of α and β-thalassemia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China in our 
group, and compared our data with the largest meta-analysis in southern China, and data from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he results may help to underst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people from different area and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Methods During 2012 to 2017, suspected thalassemia people were detected for common α and 
β-thalassemia mutations by gap-PCR and reverse dot blot (RDB) analysis i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PUMCH). 1059 people who carried thalassemia genes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We picked mutated individuals with northern identity card numbers and 
conducted telephone follow-up survey in order to collect their ancestral information. Besides, we 
used ‘thalassemia’, ‘mutation’,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s keywords to search potential 
related studies in PubMed and EMbase. 
Results All carriers included in our study resided in northern China. Among them, 17.3% were 
native northerners and 82.7% were immigrants from southern China. Althoug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our data and data from the meta-analysis literature of southern 
China in both α and β-thalassemia, we also found som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m. Similar gene 
mutation spectrum were found between Malaysia Chinese and Guangdong people, while other 
ethnic people in Southeast Asia had totally different gene spectrum from that of Chinese people. 
Conclusions  Chinese People originated from north may have lower percentage of α-
thalassemia mutations. Chinese people in different area had similar gene mutation profile and 
Chinese people ha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gene spectrum from other ethnic people in Southeast 
Asia. 
 
 

PU-4681 

GS-9620 display potent antiviral effects against enterovirus 
71 replication mainly through the NF-κB and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s 

 
Qian Zhang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al 

 
Objective EV71 is the second most common cause of h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 which can 
occur as a severe epidemic. TLR7 agonist GS-9620 could directly activate pDCs, suppress HBV 
and HIV replication. We demonstrated GS-9620 inhibited EV71 replication in the mouse model of 
EV71 infection.  
Methods With 3-day treatment after EV71 infection, the levels of cytokines/chemokines, like IFN-
α, IFN-γ, and MCP-1, were sharply reduced in serum compared to those without treatment. 
Furthermore, GS-9620 activated TLR7 in the limb muscle cells, which stimulated the NF-κB and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s.  
Results The use of NF-κB or PI3K/AKT inhibitor in the EV71-infected mice affected the antiviral 
effect of GS-9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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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Overall, our data implied GS-9620 probably activates NF-κB and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s to clear the virus. 
 
 

PU-4682 

Perfluorooctanoic acid inhibited rhabdomyosarcoma cells 
apoptosis and promoted autophagy through activating the 

PI3K/AKT pathway 

 
Qian Zhang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al 

 
Objective  Perfluorooctanoic acid (PFOA) is widely used in industrial and consumer products, 
which been detected in human serum.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PFOA linked to kinds of 
tumorigenesis, including colorectal cancer and liver cancer. The present paper addressed the 
putative rhabdomyosarcoma cells (RD) effects of PFOA.  
Methods CCK8 assay and trans-well filter assay appeared that PFOA treatment stimulated RD 
migration and invasion significantly. PFOA inhibited apoptosis and the loss of MMP significantly 
and reduced the percentage of cells in G0/G1 phase and increased the percentage of cells in S 
phase at all time points. Meanwhile, the results of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quantitative real-
time PCR, western blotting showed that PFOA promoted the autophagy. Subsequently, western 
blotting demonstrated that PFOA could enhance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activity. 
Furthermore, BEZ235, a well-known PI3K strong inhibitor, could reverse the PFOA enhanced RD 
cells invasion and LC3\beclin-1\p62 expression.  
Results CCK8 assay and trans-well filter assay appeared that PFOA treatment stimulated RD 
migration and invasion significantly. PFOA inhibited apoptosis and the loss of MMP significantly 
and reduced the percentage of cells in G0/G1 phase and increased the percentage of cells in S 
phase at all time points. Meanwhile, the results of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quantitative real-
time PCR, western blotting showed that PFOA promoted the autophagy. Subsequently, western 
blotting demonstrated that PFOA could enhance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activity. 
Furthermore, BEZ235, a well-known PI3K strong inhibitor, could reverse the PFOA enhanced RD 
cells invasion and LC3\beclin-1\p62 expression.  
Conclusions our study confirmed that PFOA could induce RD migration and invasive ability, 
possibly by inhibiting RD apoptosis and promoted autophagy through activating the PI3K/AKT 
pathway. 
 
 

PU-4683 

LncRNA-RP11-732M18.3 竞争结合 14-3-3α/β 

促进 P21 蛋白降解促进细胞周期进展进而促进胶质瘤发生发展 

 
康春敏,王前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找新的胶质瘤诊断标志物并探讨影响肿瘤发生发展的具体机制 

方法  采用芯片、慢病毒，qPCR 和免疫印迹、裸鼠异体移植技术、细胞共培养实、Chirp-MS 和 

Co-IP 等技术 

结果  芯片分析发现，与胶质瘤癌旁组织相比，胶质瘤组织中长链非编码 RNA（lncRNA） RP11-

732M18.3 显著升高，临床收集 55 例胶质瘤组织和 20 例正常脑组织，，发现胶质瘤组织中 RP11-

732M18.3 表达显著升高。在两种胶质瘤细胞系中慢病毒干扰 RP11-732M18.3，，敲减 RP11-

732M18.3 后细胞停滞在细胞周期 G0/G1，。免疫印迹实验发现， RP11-732M18.3 通过影响 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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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807/811)等磷酸化水平进而影响细胞周期进程。Chirp-MS 结果发现 14-3-3α/β 可与 RP11-

732M18.3 结合，14-3-3α/β 与 UBE2E1 和 EP300 结合。Co-IP 实验发现，过表达 RP11-

732M18.3 后与 14-3-3α/β 结合的 UBE2E1 蛋白显著增加。Co-IP 实验发现，UBE2E1 可与 EP300

和 P21 结合。针对 P21 抗体 Co-IP 实验发现， RP11-732M18.3 可上调 P21 泛素化水平。免疫印

迹实验发现， RP11-732M18.3 促进 P21 蛋白降解。过表达 RP11-732M18.3 同时干扰 14-3-3α/β

和或干扰 UBE2E1，发现 P21 蛋白表达水平进一步降低。RP11-732M18.3 促进内皮细胞血管形

成。 

结论  lncRNA RP11-732M18.3 在胶质瘤组织中表达升高，通过与 14-3-3α/β 蛋白结合，影响

UBE2E1 泛素链接酶活性，促进周期抑制蛋白 P21 降解，进而促进细胞周期进展和胶质瘤发生发

展。lncRNA RP11-732M18.3 通过影响 EP300 蛋白表达影响肿瘤微环境中血管的形成。本文结果

表明 lncRNA RP11-732M18.3 可作为胶质瘤诊断和治疗新的靶点。 

 
 

PU-4684 

指导临床正确应用检验项目的意义与实践 

 
邱谷,戴世荣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实验室新技术、新项目不断涌现，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方案制定提供了

重要的依据。 

方法  但是，由于专业信息的不对称性，临床医生通常会因为知识储备不足而影响了实验室检验数

据的合理和有效应用。 

结果  《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等文件对实验室为

临床选择检验和使用服务提供建议，为检验结果解释提供专业判断，推动实验室服务的有效利用提

出明确的定义和要求。 

结论  本文介绍了检验科工作中积极与临床沟通，帮助临床正确应用检验项目的实践和体会。 

 
 

PU-4685 

产 KPC-2 肺炎克雷伯菌的 MLST 和 wzi 分型分析 

 
翟俊斌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探讨产 KPC-2 肺炎克雷伯菌的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并确定其 wzi 分型 

方法  收集南京鼓楼医院 2012-2014 年分离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菌 108 株，采用改良 Hodge 试

验筛选产碳青霉烯酶菌株，PCR 和 DNA 测序技术鉴定 KPC-2 编码基因。对 72 株产 KPC-2 的细

菌，采用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技术分析其遗传相关性，并采用 PCR 技术对其进行 wzi 分型 

结果  108 株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中，72 株为产 KPC-2。72 株产 KPC-2 菌株经 MLST 分型

分为 9 个不同克隆型，其中 ST11（61/72，84.7%）最为流行，其次为 ST15（4/72，5.6%）；72

株产 KPC-2 细菌有 7 种 wzi 分型，wzi209（K47 荚膜型）最为流行（58/72，80.6%），其次为

wzi64（K64 荚膜型）（6/72） 

结论  产 KPC-2 肺炎克雷伯菌 ST11 型在我院存在克隆播散，大多为 wzi209，荚膜型为 K47，需

加强感染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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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686 

2013 年 5 月-2017 年 6 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女性高危

型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的现状研究 

 
马艳春 1,陈琨 1,关明 1,2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了解 2013 年 5 月-2017 年 6 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女性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PV）

感染的情况。 

方法  应用实时聚合酶链反应检测（PCR）试剂盒对来我院妇产科门诊就诊的 10262 例女性进行高

危型 HPV 基因分型筛查。 

结果  2013 年 5 月-2017 年 6 月来我院妇产科门诊就诊的女性高危型 HPV 感染率为 18.69％

（1918/10262）。其中 HPV 16 型感染率为 2.87％（295/10262）；HPV 18 型感染率为 1.13％

（116/10262）；HPV 31 型感染率为 0.99％（102/10262）；HPV 33 型感染率为 0.89％

（91/10262）；HPV 35 型感染率为 0.55％（56/10262）；HPV 39 型感染率为 1.51％

（155/10262）；HPV 45 型感染率为 0.33％（34/10262）；HPV 51 型感染率为 1.16％

（119/10262）；HPV 52 型感染率为 3.59％（368/10262）；HPV 52 型感染率为 3.59％

（368/10262）；HPV 56 型感染率为 1.24％（127/10262）；HPV 58 型感染率为 2.69％

（276/10262）；HPV 59 型感染率为 0.77％（79/10262）；HPV 68 型感染率为 0.97％

（100/10262）。在 1918 例 HPV 感染者中，以单一亚型感染为主占 84.93％（1629/1918），多

重亚型感染占 15.07％（289/1918）。按年龄分组中 30-50 岁组 HPV 感染率最高占 48.33％

（927/1918）。 

结论  2013 年 5 月-2017 年 6 月我院女性高危型 HPV 感染率最高的亚型为 52 型，其次为 16型，

有别于其他地区；感染者以单一 HPV 亚型感染为主；年龄分组中 30-50 岁组高危 HPV 感染率最

高。 

 
 

PU-4687 

二硫化钼场效应晶体管生物传感器实时 

监测细胞释放的一 氧化氮 

 
谢晖,黄爱军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一氧化氮既是信使分子又是神经递质，可以接收和传达信息以调节细胞活性，并且指示机体

执行某些重要功能，例如神经传递、 血管舒张、 免疫应答和血管生成等。然而，一氧化氮作为活

性气体在体内以纳摩尔浓度存在，具有相对短的半衰期（<10s），且极易被氧化物或超氧化物离

子氧化，使得难以精确地量化生物系统中的一氧化氮水平，因此，高效、准确、定量获取细胞及体

内一氧化氮信号分子信息则是深入探索其作用机制的基础。本研究旨在利用二硫化钼场效应晶体管

生物传感器实现快速、高效的实时监测细胞释放的一氧化氮。 

方法  首先采用传统微加工工艺在四寸的硅片上制备场效应晶体管器件，再采用液相剥离法制备二

硫化钼薄层纳米片，然后将二硫化钼薄层纳米片直接沉积在场效应晶体管表面，以构建二硫化钼场

效应晶体管生物传感器。利用构建好的二硫化钼场效应晶体管生物传感器实现对细胞释放的一氧化

氮的实时监测。 

结果  利用此二硫化钼场效应晶体管生物传感器对细胞释放的一氧化氮检测限可以达到 1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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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基于二硫化钼功能化的场效应晶体管制备方法简单、快速，展现了优越的电学性能，且所构

建出的二硫化钼场效应晶体管生物传感器检测灵敏度更高、 更稳定， 并可实时监测到细胞释放的

一氧化氮。 

 
 

PU-4688 

New phenolic compounds from the leaves  
of Artocarpus heterophyllus 

 
Xiaoling Wang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the leaves of Artocarpus heterophyllus and 
their activity on proliferation of cancer cell lines. 
Methods The plant material was extracted with 95% EtOH at room temperature and the extract 
was separated by column chromatography of silica gel, C18 reversed-phase silica gel, MCI-gel, 
and Sephadex LH-20 in combination with semi-preparative HPLC to obtain the compounds. The 
structures of the compounds were elucidated on the basis of extensive spectroscopic techniques 
including IR, UV, 1D and 2D NMR, and HR-ESIMS. The tetrazolium-based colorometric assay 
(MTT assay) was used to determine cell viability. 
Results A total of 20 compounds were obtained and were characterized as one new 2-
arylbenzofuran derivative, artocarstilbene B (1), one new benzaldehyde derivative, (E)-3,5-
dihydroxy-4-(3-methylbut-1-enyl)benzaldehyde (2), as well as 18 known ones (3-20). Many 
compounds exhibited moderate to weak inhibitory activity against the proliferation of the PC-3, 
NCI-H460, and A549 cancer cell lines. 
Conclusions The leaves of A. heterophyllus were rich in phenolic compounds and can be 
potential source of new anti-cancer lead compounds. 
 
 

PU-4689 

没药倍半萜抗前列腺细胞的增殖活性初探 

 
王小玲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初步探讨没药两个倍半萜单体化合物抑制前列腺癌细胞增殖的作用机制。 

方法  应用倍半萜单体化合物处理人前列腺癌细胞株 LNCaP 后，MTT 检测化合物对细胞增殖的影

响；流式细胞术进一步分析细胞周期时相的变化；反转录 PCR(RT-PCR)检测细胞周期相关蛋白

p21 和 cyclinD 的表达水平。 

结果  两个没药倍半萜单体化合物对前列腺癌细胞均有显著的抑制活性(P<0.001),使细胞停滞于

G0/G1 期;并且能在 mRNA 水平诱导 p21 的表达,同时降低 cyclinD 的表达。 

结论  没药倍半萜化合物抑制前列腺癌细胞增殖,可能是通过上调 p21 的表达、下调 cyclinD 蛋白的

表达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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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690 

BRMS1L 在上皮性卵巢癌上皮间质转化中的作用 

及机制的初步研究 

 
李士军,赵帅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研究 BRMS1L（breast cancer metastasis suppressor 1 like,BRMS1-like）即乳腺癌转移抑

制基因 1 相似基因在正常卵巢组织、上皮性卵巢肿瘤组织中的表达及 BRMS1L 与上皮性卵巢癌临

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通过慢病毒转染技术过表达 BRMS1L 基因及抑制 BRMS1L 基因表达后，卵

巢浆液性腺癌细胞株 HeyA8 及卵巢粘液性腺癌细胞株 EFO27 细胞生物学及分子生物学特性的改

变，探讨 BRMS1L 基因与上皮间质转化（EMT）的相关性，从而为卵巢癌的侵袭转移提供一个新

的研究方向。 

方法  见附件 

结果  见附件 

结论  1.同正常卵巢组织、卵巢良性肿瘤及交界性肿瘤相比，卵巢癌患者组织中 BRMS1L 表达水平

明显降低。卵巢癌患者组织中 BRMS1L 的表达与患者年龄、肿瘤的组织学类型等均无关，与临床

分期、病理分级、淋巴结转移有关，提示卵巢癌患者组织中 BRMS1L 的表达水平可以初步反映卵

巢癌疾病进展程度。 

2. BRMS1L 在卵巢癌间皮性细胞株中的表达水平低于在上皮性细胞株中的表达水平。 

3. 过表达 BRMS1L 基因，卵巢癌细胞的迁移及侵袭能力明显降低，抑制 BRMS1L 基因的表达，卵

巢癌细胞的迁移及侵袭能力明显增强，但转染 BRMS1L 基因对卵巢癌细胞的增殖能力及粘附功能

无明显影响，说明 BRMS1L 在卵巢癌中很可能是一个肿瘤转移抑制基因（BRMS1L 基因仅影响癌

细胞的迁移及侵袭能力，但对癌细胞的增殖能力无明显影响）。 

4. BRMS1L 可能参与卵巢癌 EMT 过程，可能成为治疗卵巢癌并改善其预后的潜在靶点。 

5. BRMS1L 并不经由经典 WNT 信号通路（WNT/βcatenin）调控卵巢癌 EMT,从而影响癌细胞的

迁移及侵袭。 

 
 

PU-4691 

质谱成像技术及其在肿瘤中的研究进展 

 
王娜娜,张婷,胡成进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实验诊断科 

 

目的  对质谱成像技术在肿瘤蛋白质，脂质，糖类，小分子代谢物方面的研究进行总结。 

方法  综述质谱成像原理、优势、样品制备及其在肿瘤蛋白质，脂质，糖类，小分子代谢物方面的

应用进展。 

结果  质谱成像（mass spectrometry imaging, MSI）是目前用来研究生物组织蛋白质组学的关键技

术,该技术为组织成像提供了一种灵敏且无标记的新方法，它允许组织切片的原位表征，使组织内

成千上万种分子的相对定量和空间表达谱分析成为可能。 

结论  随着该技术的不断成熟和生物信息学处理软件的完善，有望弥补或取代传统的组织病理形态

学及其免疫组组织化学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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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692 

AMPK 信号通路在肝癌中调控的分子机制研究 

 
文荣,王翠峰,张智燕 ,张启声 

内蒙古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原：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结论  目前认为，癌基因的激活和抑癌基因的失活是导致肿瘤发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AMPK 信

号通路是一种高度保守的丝氨酸/苏氨酸蛋白通路，是广泛存在于哺乳动物体内的一种能量调节

器，通过促进分解代谢、抑制合成代谢来调控肿瘤细胞的生长。本文就 AMPK 信号通路在肝细胞

癌中的相关分子机制及研究状况做一综述。 

 
 

PU-4693 

肥大心肌细胞来源外泌体中 microRNA 表达谱分析 1 

 
冯月 

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检验科 

 

目的  通过使用 AngⅡ诱导心肌细胞肥大，建立心肌细胞肥大模型，利用 microRNA 测序技术对肥

大心肌细胞与正常心肌细胞分泌的外泌体来源的 microRNA 表达谱进行研究，并进行靶基因预测和

生物信息学分析，探讨差异表达 microRNA 调控心肌肥大的分子机制，为心肌肥大相关的心血管疾

病的防治提供新的手段和思路。 

方法  取 1-3 天龄 Wistar 新生鼠心脏进行原代心肌细胞培养，并分成两组，模型组用 AngⅡ诱导心

肌细胞肥大，对照组细胞未给予任何处理或加入培养液，分离纯化上述两组心肌细胞外泌体，采用

microRNA 测序技术筛选差异表达 microRNA，通过 miRanda 算法分析差异表达 microRNA 的靶基

因，并行 GO 富集分析和 KEGG pathway 分析。 

结果  (1) 与正常组比较，肥大心肌细胞来源外泌体有 14 个差异表达的 microRNA，其中 13 个

microRNA 上调，包括 miR-2137、miR-5126、miR-690 和 10 个新发现的 microRNA，1 个

microRNA 下调即 miR-574-5p (P<0.05)。 (2) 通过 miRanda 算法得到差异表达 microRNA 的靶基

因共 54 条，采用排序前 20 的靶标基因及其相关 microRNA 构建局部网络图。 (3) 经 GO 分析发

现，差异表达 microRNA 的靶基因具有蛋白、酶类、核苷酸等化合物结合、物质代谢等功能，经

KEGG 通路分析发现，差异表达 microRNA 参与 MAPK 信号通路、PI3K-Akt 信号通路、Wnt 信号

通路等的调节。 

结论  肥大心肌细胞来源外泌体 microRNA 表达谱发生明显变化，这些差异表达的 microRNA 可经

靶基因调控影响生物信息学功能，进而影响心肌肥大的病理生理过程。 

 
 

PU-4694 

HPV 感染与乳腺癌超声影像学特征的相关性研究 

 
唐明慧 

珠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乳腺癌组织人乳头瘤病毒（jumampapillomaviruses，HPV）感染状况与乳腺超声影像学

特征的相关性。 

方法  纳入我院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于我院住院的乳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送检乳腺组

织采用原位杂交方法检测高危型人乳头状瘤病毒 HPV16、HPV18 在乳腺癌组织中的感染情况，根

据感染状况分为 HPV16 组（n=34）、HPV18 组（n=29）、HPV16+18 组（n=34）、低危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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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4）及对照组（n=30）。同时记录患者术前超声检测结果，包括肿块大小、边缘状况、微钙

化、血供程度及 Bi-rads 分级等，对感染状况与乳腺超声指标相关性分析。 

结果  HPV 感染与组内边缘毛刺征等具有相关性，P＜0.05，其中 HPV16+18 组与 HPV16 组边缘

毛刺征占比分别为 58.82%及 58.06%，明显高于低危组及对照组，后者分别为 32.35%及

23.33%；对照组微钙化占比为 26.67%明显低于各高危型 HPV 感染组；HPV16+18 血供 II-III 级占

比为 64.71%，明显高于低危组及对照组，后者分别为 32.35%及 33.33%；对照组弹性成像

（UE）评分 1-3 分比例为 70%，明显高于 HPV 高危感染各组，以上组间比较均 P＜0.05，存在统

计学差异。HPV16+18 组人群 Bi-rads 分级呈递增趋势，Ptrend＜0.05。 

结论  HPV 高危型感染及联合感染与超声恶性影像学特征关系密切，为乳腺癌诊疗提供理论依据。 

 
 

PU-4695 

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of mRNA, miRNA, lncRNA, and 
TF regulatory networks reveal the key genes in prostate 

cancer 

 
李苏亮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underlying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PCa with 

bioinformatics. 

方法  Co-expression of the miRNAs, lncRNAs and mRNAs were selected to construct the mRNA-

miRNA and -lncRNA interaction networks. The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PPI) networks were 
constructed, and the transcription factors were annotated. The expression of hub genes in the 
TCGA datasets was verified to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of our analysis. 

结果  The mRNA-miRNA-lncRNA networks were composed of 5 miRNA nodes, 13 lncRNA nodes, 

and 45 mRNA nodes. Furthermore, we found that 5 miRNAs, 6 lncRNAs, 6 mRNAs and 2 TFs 
play important regulatory roles in the interaction network.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EGFR, VEGFA, 
PIK3R1, DLG4, TGFBR1 and KIT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PCa and normal prostate 
tissue. 

结论  This study provides new insight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PCa 

and valuable clues for further research. 
 
 

PU-4696 

妊娠期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在筛查和治疗中存在争议 

 
安槿 

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检验科 

 

目的  甲状腺激素在胎儿生长和发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减退除了对子代神经

造成损伤之外，还与不孕、流产及早产等不良生殖事件有关。 

方法  虽然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支持对确诊的甲状腺功能减退症进行治疗，但是对亚临床甲状腺功能

减退症，低甲状腺素血症或抗甲状腺抗体阳性妇女的管理或治疗仍存在争议。一些试验研究发现对

妊娠期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进行治疗没有明显益处，然而，其他的研究发现对妊娠期亚临床甲

状腺功能减退症进行治疗可以减少一些孕期和围产期并发症。 

结果  因此，对于妊娠期甲状腺功能不全的高危妇女在选择普遍筛查或选择性筛查的困境仍未解

决。由于左旋甲状腺素在妇产科和生殖医学中心被经常使用，因此人们越来越担心过度诊断和随后

的潜在过度治疗存在一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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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如何对孕妇的甲状腺功能障碍进行筛查，并强调妊娠期甲状腺激素参考区

间设定的重要性及产科实践中使用左旋甲状腺素的合理性。为了提高左旋甲状腺素在产科治疗中的

安全性和有效性，本文对目前妊娠期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在筛查及治疗过程中存在的争议进行综

述。 

 
 

PU-4697 

检验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实践和体会 

 
李寅雁,杜彦丹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 

 

目的  精准医疗和精准预防时代的到来，更是要求精准检验和精准解释作为基础。检验医师能力培

养是其能在医学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前提。 

方法  检验医师的主要职能包括选择检验项目和指导标本的采集、解释检验结果、参与临床疾病诊

治会诊和讨论等，这些工作均与临床工作联系紧密，可将有限的检验信息转化为高效的疾病诊治信

息。 

结果  本科自 2012 年开展了检验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不断探索和总结检验医师规范化培训模

式，积累了一些有效的培训经验，同时在检验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队伍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培训

内容和考核过程中也遇到诸多困难，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也在不断提高培训质量，改进培训体

系。 

结论  现将本院检验医师规范化培训运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对策进行如下总结和分享。 

 
 

PU-4698 

肿瘤内在的干扰素：影响免疫反应和免疫疗法 

 
王宇竞 

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目的  免疫治疗已经彻底改变了癌症的治疗方法，并在许多恶性肿瘤中报道有关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的持续反应作用。 

方法  目前这种治疗方法主要依赖非靶向治疗在侵袭性或晚期癌症中进行试验（如三阴乳腺癌）。

但是，迄今为止的作用并不理想，而且很难预测结果，导致无法准确衡量其实施的效益与风险比

率。肿瘤免疫微环境与免疫治疗反应密切相关，在 T 细胞引起或“热”肿瘤患者中观察到明显的反

应。 

结果  细胞因子-I 型干扰素，是肿瘤免疫侵润和激活的主要因子。肿瘤细胞内在的干扰素信号显著

影响免疫微环境和免疫检查点蛋白的表达，因此该途径的调节物和靶标是免疫治疗应答的候选生物

标志物。为支持干扰素（IFN）信号传导与免疫治疗反应之间的关联性，最近已证明 I 型干扰素诱

导物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疗法的联合对侵袭性乳腺癌模型中的持续肿瘤应答至关重要。 

结论  热肿瘤免疫微环境中 I 型干扰素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反应可降低肿瘤转移风险，支持其作为

肿瘤生物学标志物和疗法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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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699 

25-羟基维生素 D 与妊娠期高血压及子痫前期的相关性研究 

 
胡伟平,唐振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目的  探讨孕 11-13 周 25-羟基维生素 D（ 25-OH VitD）水平与妊娠期高血压及子痫前期间的相关

性。 

方法    采用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法检测 222 例妊娠期高血压及子痫前期患者，其中 A 组（妊娠期

高血压组）93 例，B 组（轻度子痫前期组）81 例，C 组（重度子痫前期组）48 例和 5958 名正常

妊娠孕妇在孕 11-13（12.7±0.5）周时血清 25-OH VitD 的水平，分析 25-OH VitD 水平与各组间的

相关性。 

结果  在孕 11-13 周时，正常妊娠组 25-OH VitD 水平为 44.4±17.0 nmol/L;A 组为 40.5±12.7 

nmol/L；B 组为 39.5±11.9 nmol/L；C 组为 37.3±11.5 nmol/L；A 组与正常妊娠组的 25-OH VitD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C 两组与正常妊娠组的 25-OH VitD 水平差异有显著统计学

意义（P<0.01）。四组孕妇 25-OH VitD 缺乏率（22.4%、22.6%、27.2%和 22.9%）、不足率

（42.2%、50.5%、50.6%和 58.3%）、充足率（35.4%、26.9%、22.2%和 18.8%）间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合计缺乏和不足率（64.6%、73.1%、77.8%和 81.2%）之间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孕 11-13 周低水平的 25-OH VitD 与妊娠期高血压及子痫前期的发病相关，25-OH VitD 的水

平越低，其病情越严重，有预测妊娠期高血压及子痫前期发生的作用。  

 
 

PU-4700 

MT-CO1 基因突变与线粒体相关疾病的研究进展 

 
王佳楠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MT-CO1 为线粒体细胞色素 C 氧化酶的亚基之一，位于 COX 的催化中心，为线粒体编码的

COX 的三个亚基之一。 

方法  MT-CO1 为线粒体细胞色素 C 氧化酶的亚基之一，位于 COX 的催化中心，为线粒体编码的

COX 的三个亚基之一。COX 是呼吸链的终末环节，与两个血红蛋白通过接受及传递细胞色素 C 中

电子至氧气分子中制造水分子，同时跨膜转运 4 个质子以形成跨膜质子电化学势能差。COX 缺陷

可累及多个系统，同时主要损伤心脏、骨骼肌、脑、肝等能量代谢旺盛的器官或组织，严重影响患

者健康及生活质量。MT-CO1 作为该酶的重要亚基之一，其相关突变可能引起 COX 供能障碍，从

而导致相关线粒体病的发生。近年来随着线粒体组测序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 MT-CO1 相关突

变及其引起的疾病陆续被发现，本文就 MT-CO1 与线粒体相关疾病的研究进展作简要综述。 

结果  MT-CO1 作为该酶的重要亚基之一，其相关突变可能引起 COX 供能障碍，从而导致相关线

粒体病的发生。 

结论  近年来随着线粒体组测序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 MT-CO1 相关突变及其引起的疾病陆续被

发现，本文就 MT-CO1 与线粒体相关疾病的研究进展作简要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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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701 

基因突变与脓毒症相关性研究方法的综述 

 
王佳楠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目前研究表明炎症和抗炎症基因的某些位点基因多态性与脓毒症的易感性和预后相关，但对

于线粒体遗传与脓毒症相关性的研究较少，本文就其相关研究方法做简要综述。 

方法  脓毒症（sepsis）是由各种致病微生物（包括细菌/病毒/真菌等）入侵人体后引起的具有损伤

性、激烈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近年来对脓毒症的基础研究不断深入，临床规范化治

疗指南陆续制定更新，但脓毒症的确切发病机制至今仍然不清。随着获得性免疫抑制性病人

（ARDS）的增加、免疫抑制剂的广泛使用，临床有创技术的发展和免疫抑制剂的应用增多，发病

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甚至仍在升高。重症脓毒症和脓毒症休克是脓毒症死亡的主要原因。积极探讨

重症脓毒症的易感因素和发病机制，是当前危重病医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近年来研究发现相同病

原微生物、年龄相近、相同治疗条件下患者的病情程度和预后却明显不同，表明除感染病原微生物

和治疗条件不同以外，遗传因素在脓毒症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结果  以脓毒症为代表的感染性疾病存在一定的遗传倾向，可能受到多个基因位点的协同作用。脓

毒症相关遗传学研究除关注炎症因子相关核基因外，线粒体 DNA 在脓毒症病理改变中所起的作用

也不容忽视。线粒体由于其多拷贝等原因目前暂无相关基因定点突变或敲除技术，但仍可以通过转

线粒体模型、调控线粒体 DNA 的相关核基因的表达等方法研究线粒体基因的功能及其在疾病发生

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结论  探讨脓毒症的遗传易感因素，对于脓毒症的早期预防、个体化治疗以及预后评估有重要作

用。线粒体遗传与脓毒症的关联还需进一步研究和检验，同时线粒体遗传研究技术还有更广阔的未

知领域值得探索。 

 
 

PU-4702 

CMTM 家族蛋白在不同乳腺癌亚型中的表达及临床预后分析 

 
卓惠燕,肖斌,孙朝晖,李林海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目的  研究 CMTM 家族蛋白在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与乳腺癌患者预后的相关性，为乳腺癌的诊断

提供一个新的监测指标，有助于乳腺癌的深入研究及进一步指导性治疗。 

方法  从 TCGA 数据库中下载乳腺癌组织及癌旁组织经 RNA-Seq 得到的 CMTM 家族蛋白的表达量

数据（Level 3 数据），筛选出 HER2、PR 和 ER 分型信息齐全的样本，分析 CMTM 家族蛋白在

不同乳腺癌亚型及其癌旁组织中的表达情况。 

结果  CMTM 家族蛋白在乳腺癌及其癌旁组织中的表达量以及对乳腺癌患者生存预后的影响均存在

差异；其中 CMTM(1、3、6、8)在乳腺癌中的表达量显著高于癌旁组织（P<0.05），CMTM7 在乳

腺癌中的表达量低于其癌旁组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蛋白表达差异不明显； 

CMTM1、3、8 高表达的患者生存预后低于低表达的患者（P<0.05）。 

结论  CMTM (1、3、6、7、8) 蛋白在乳腺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的表达有显著性差异，其表达高低

与乳腺癌患者的生存预后相关，可能是新的乳腺癌分子诊断或靶向治疗的潜在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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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703 

规范化试采购，提高检测效益 

 
衣鲁江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在新医改的背景下，医院规范化管理要求日渐提高。 

方法  江苏省人民医院积极探索试剂采购使用的新模式，利用 RMS，建立规范的试剂管理体系，把

控试剂采购、运输、使用、报损等各环节。 

结果  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取得良好的成效：规范供应商行为、提升服务；试剂使用流程全程监

控、提高质量；精细化效益分析，降低成本。 

结论  对该体系的模式和成果做出总结，为完善工作模式提供参考。 

 
 

PU-4704 

慢性 HBV 感染研究进展 

 
武家淳,丛桂敏 

沈阳市妇婴医院 

 

目的  探讨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与原发性肝癌的关系、临床意义以及当前的治疗方法。 

方法  全球有超过 2.4 亿人感染了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在未经治疗的慢性 HBV 感染者中，

15%至 40%进展为肝硬化，这可能导致肝衰竭和肝癌。本文综述了近年来乙肝的治疗方法。 

结果  聚乙二醇干扰素和核苷酸类似物（拉米夫定，阿德福韦，恩替卡韦，替诺福韦二吡呋酯和替

诺福韦艾拉酚胺）能抑制 HBV DNA 复制并改善肝炎和肝纤维化。在队列研究中，长期病毒抑制与

肝纤维化消退和肝细胞癌风险降低有关。治疗后治愈率（定义为乙型肝炎表面抗原丢失，检测不到

HBV DNA）依然较低（聚乙二醇干扰素为 3％-7％，核苷类似物治疗为 1％-12％）。聚乙二醇干

扰素治疗可在 48 周内完成，与耐药性的发展无关;然而，它的使用受限于耐受性差和一些不良影响

如骨髓抑制和现有的神经精神症状如抑郁症的恶化。与老药（拉米夫定和阿德福韦）相比，新药

（恩替卡韦，替诺福韦酯和替诺福韦艾拉酚胺）可能与耐药风险显著降低相关，应被视为一线治

疗。 

结论  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和肝脏炎症患者应接受聚乙二醇干扰素或核苷（酸）类似物（拉米夫

定，阿德福韦，恩替卡韦，替诺福韦二吡呋酯或替诺福韦艾拉酚胺）的抗病毒治疗，以减少肝病进

展。核苷类似物应被认为是一线治疗。因为治愈率低，大多数患者需要无限期治疗。 

 
 

PU-4705 

丙型肝炎病毒基因分型及其与临床指标的关系 

 
朱珍,陈春华,陈敏,杭双熊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常州地区丙型肝炎病毒（HCV）基因型的分布，及其与临床指标的关系。 

方法  采用直接测序法检测 425 例患者的 HCV 基因型，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 HCV RNA

水平，同时检测血清肝功能、凝血功能和免疫学相关指标，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425 例患者共检出 4 种基因型，6 种基因亚型；其中 1b 型为主要基因型，共 353 例

（83.06%）。不同基因亚型之间患者的 ALT,AST 和 GGT 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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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常州地区 HCV 基因型以 1b 为主，HCV 基因型可能对患者的 ALT，AST 和 GGT 有影响，而

对病毒载量和凝血功能无影响。 

 
 

PU-4706 

POCT 血糖仪质量控制网络化管理在临床检验中的应用 

 
朱有森,李艳红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加强 POCT 血糖检测仪规范化质量管理，保证临床 POCT 血糖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可靠性，

提高医疗质量，保障医疗安全，实现无纸化操作。 

方法  成立 POCT 专项管理委员会，根据 POCT 血糖仪质量管理依据，建立 POCT 血糖仪管理档

案，使用 cobas IT1000 软件网络化管理全院 80 台 POCT 血糖仪，实时监控质控、对失控的血糖

仪进行锁定、给出详细报警信息及建议处理方式、通知医学检验中心及 POCT 管理员、电子记

录、自动记录质控图绘制、多台血糖仪质控同时监测，仪器间比对评价，比对程序简便快捷，实现

全院 POCT 无纸质操作，简化血糖比对工作流程，检验数据准确可靠。 

结果  采用问卷调查形式，以多种评价指标进行比较传统管理办法和网络化管理办法，网路化管理

使得医务部质管科和医学检验中心实时远程监控到全院每一台血糖仪的状态、质控及病人结果。采

用单样本 t 检验，各项评价指标结果均显示 p<0.05。 

结论  多项评价指标表明，网络化管理 POCT 血糖仪明显优于传统管理。网络化管理实现了实时监

控质控、对失控的血糖进行锁定、给出详细报警信息及建议处理方式、通知医学检验中心及 POCT

管理员、电子记录、自动记录质控图绘制、多台血糖仪质控同时监测，仪器间比对评价，简化比对

流程，实现无纸化操作，提高了 POCT 比对效率。 

 
 

PU-4707 

正常人 24 小时和随机尿液生化指标参考区间的建立 

 
何宇佳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检测正常人 24 小时和随机尿液临床常用生化检验项目，建立相应的参考区间。 

方法  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选择 64 例健康个体作为研究对象，进行 24 小时及随机尿液标本的采

集，采用日立 7600、718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24 小时尿及随机尿液的 UTP、BUN、UALB、

UA、CREA、GLU、CA、NAG、VMA、BMG、URBP、17-OH、17-KS、P、Na、K、Cl，并计

算其在 24 小时尿液中的总值及与肌酐的比值。统计分析不同性别间有无显著性差异，采用非参数

95%百分位数法计算参考区间，并计算各百分位数的 90%置信区间，建立正常人 24 小时和随机尿

液相关生化指标的参考区间(Reference intervals，RIs)。 

结果  本研究满足试验标准的研究对象共 64 名，其中男 26 名，女 38 名，男女比例 1：1.46。本研

究建立了正常人 24 小时及随机尿液临床常用生化检验项目参考区间，结果显示各项目间不存在性

别差异，无需分组建立参考区间。 

结论  本研究成功建立了正常人 24 小时及随机尿液临床常用生化检验项目参考区间，为临床医务工

作者和实验室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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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708 

肿瘤坏死因子 α 与矽肺患者肺泡巨噬细胞凋亡的关系 

 
蒲丹娜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目的  当前，矽肺仍然是威胁作业工人健康和生命的最主要职业疾患之一。但其发病机制尚不完全

清楚，并且还没有较好的治疗方法[5]。已有研究显示，多种细胞因子与矽肺的发生发展及肺泡巨噬

细胞的程序性死亡有关，而肿瘤坏死因子 a 作为启动细胞程序性坏死最重要的因子，近年来越来越

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探讨其与矽肺患者肺泡巨噬细胞凋亡的关系以便临床更好地诊断、治疗及监

测矽肺。 

方法  选取 120 只成年健康大鼠，随机分为矽肺模型组和生理盐水对照组。大鼠经乙醚麻醉后，生

理盐水对照组经支气管滴注 1ml 生理盐水，其他各组大鼠均采用非气管暴露法一次性滴注浓度为 

50g/L 的二氧化硅悬浊液 1ml。→培养 28 天，检测矽肺模型组造模是否成功并将矽肺模型组造模

的大鼠处死→在生理盐水对照组中处死同等个数的大鼠→分别取大鼠肺叶部组织 200 左右→用眼科

剪把组织剪成 2-3 毫米大小的碎块以便于消化→加入比组织块总量多 30-50 胰蛋白酶恒温水浴或置

于 37 摄氏度温箱进行消化→制成细胞悬液→加入含有适量血清的培养液，进行细胞培养；培养 2h

后贴壁细胞即为纯化肺泡巨噬细胞→用 ELISA 法检测两组细胞上清液的肿瘤坏死因子 a 的浓度。 

结果  矽肺模型组细胞培养上清液中检测到肿瘤坏死因子 a，并且肿瘤坏死因子 a 的浓度较高。而

生理盐水对照组细胞培养上清液中检测不到肿瘤坏死因子，或者肿瘤坏死因子 a 的浓度较低。 

结论  肿瘤坏死因子 α 与矽肺患者肺泡巨噬细胞凋亡有一定的相关性，可能在肺患者肺泡巨噬细胞

凋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PU-4709 

2002-2016 年辽宁省男男性行为者原发耐药特征研究 

 
赵彬,韩晓旭,丁海波,安明晖,楚振兴,王琳,张旻,刘静,张子宁,尚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获得辽宁省男男性行为者（MSM）HIV 感染者 HIV 病毒亚型及原发耐药毒株流行情况。 

方法  收集 2002-2016 年辽宁地区 MSM 人群未经治疗的 HIV 感染者血浆样本，进行基因型耐药检

测，分析 HIV 流行亚型，原发耐药情况以及携带耐药毒株人群的人口学以及临床特征，构建基于

pol 区序列分子传播网络，探寻原发耐药毒株在网络中的传播情况。 

结果  在 1,913 例 HIV 感染者中，CRF01_AE（77.6%），CRF07_BC（11.4%）和 B（7.2%）三

种基因亚型最常见。2014-2016 年 CRF01_AE 所占比例较 2002-2013 年度下降显著（83.5% 

vs.72.7%，p<0.0001），而 CRF07_BC（7.3% vs.14.8%，p<0.0001）和其他亚型（2.4% 

vs.5.4%，p=0.0014）上升明显，B 则无明显改变。检测出原发耐药毒株 117 例（6.1%，

117/1913）。2014-2016 年诊断的感染者原发耐药水平上升显著（4.4% vs.7.5%，p=0.0056），

通过拆分不同基因区域以及不同亚型发现，原发耐药上升主要由 CRF01_AE 亚型感染者中针对非

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NNRTI）耐药突变比例上升引起（1.1% vs.3.4%，p=0.0053）。多因素

分析发现携带原发耐药毒株的 CRF01_AE 亚型感染者中，2014-2016 年新发/近期感染者所占比例

较 2002-2013 年有所下降（72.7% vs. 27.3%，p=0.078）。分子传播网络结果显示仅有 33.3%

（39/117）耐药毒株处于网络中，耐药突变毒株在 CRF01_AE 与 B 亚型传播网络中呈散在分布，

未见其集中出现在某一传播簇中。 

结论  辽宁省 MSM 人群中 HIV 流行毒株日益复杂，针对 NNRTI 的原发耐药上升明显，但并未出现

大规模集中传播。应加强治疗前 HIV 耐药检测，提高治疗成功率，防止耐药株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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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710 

艰难梭菌定植对 6 月龄婴儿肠道菌群的影响 

 
王晓明 1,赵建宏 1,2 

1.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2.河北省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婴儿期是肠道菌群建立的关键时期，并且婴儿体内艰难梭菌定植与肠道菌群之间存在一定关

系。目前关于河北省石家庄地区婴儿艰难梭菌定植对其结果：肠道菌群的影响尚缺乏相关研究。本

研究中，我们采用 16S rRNA 基因高通量测序技术对 6 月龄婴儿肠道菌群进行分析，进而了解艰难

梭菌定植对 6 月龄婴儿肠道菌群是否有影响。 

方法   选取 6 月龄之内有艰难梭菌定植和无艰难梭菌定植的婴儿各 10 名，并收集此 20 名婴儿的 6

月龄的粪便标本共计 20 份。 对粪便基因组 DNA 的 16S rRNA 基因 V3 和 V4 区进行测序分析。 

结果  婴儿在 6 月龄之内有无艰难梭菌定植，其肠道菌群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门水平上，6 月龄

婴儿肠道菌群主要是变形菌门、厚壁菌门、放线菌门和拟杆菌门（总占比接近 100%）。在属水平

上，6 月龄婴儿肠道菌群主要是埃希氏菌属、双歧杆菌属和韦荣氏球菌属（总占比接近 70%）。 

结论  婴儿有无艰难梭菌定植对 6 月龄婴儿肠道菌群影响不大。 

 
 

PU-4711 

Expression and transcriptional profiling of the LKB1 tumor 
suppressor in cervical cancer cells 

 
Xiaoli Zhang 
Qilu hospital 

 
Objective To characterize the biological activities of LKB1, examine LKB1 protein expression and 
identify LKB1-regulated genes that may serve as therapeutic targets in cervical cancer. 
Methods Proliferation of cervical cancer HeLa cells expressing LKB1 was examined. LKB1 
expression in normal cervical tissues and cervical cancers was assess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Gene expression profiles of cervical cancer HeLa cells stably expressing 
LKB1 were analyzed by microarray.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were analyzed using Gene 
Ontology (GO) terms and the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KEGG) PATHWAY 
database. Quantitative RT-PCR was used to validate the microarray data. The expression of lipid 
phosphatase inositol polyphosphate 4-phosphatase type II (INPP4B) was confirmed by western 
blotting. 
Results Expression of LKB1 inhibited HeLa cell proliferation, activated AMPK and was lost in 
more than 50% of cervical carcinomas. More than 200 genes wer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between HeLa cells with and without LKB1.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with GO annotation indicated 
that LKB1 plays a role in receiving diverse stimuli and converting them into molecular signals. 
KEGG PATHWAY analysis showed that 8 pathways were significantly regulated. These include 
arginine and proline metabolism and inositol phosphate metabolism. The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7 randomly selected genes was confirmed by quantitative RT-PCR. Furthermore, the steady-
state level of INPP4B protein was up-regulated in LKB1-overexpressing cells. 
Conclusions This study establishes LKB1 as an important tumor suppressor in cervical cancer 
and sheds light on a novel signaling pathway regulated by LK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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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712 

ST37 与其他 MLST 型艰难梭菌表型特征的对比研究 

 
赵幸珍 1,2,赵建宏 1,2 

1.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2.河北省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中国及亚洲地区艰难梭菌分离率最高的型别主要是核糖体 017 型，即多位点序列分型

（MLST）37 型，并且与疾病的严重程度相关。本研究旨在探讨 ST37 型艰难梭菌流行的主要原

因。 

方法  采用琼脂稀释法、芽孢形成试验、结晶紫染色法分别测定 131 株艰难梭菌（ST37 型 49 株，

ST54 型 25 株，ST3 型 19 株，ST2 型 14 株，ST35 型 12 株，其他型别菌株共 12 株）对 14 种抗

生素的耐药率、芽孢形成量、生物膜形成量，并经统计学分析，观察型别间的差异。 

结果  ST37 型艰难梭菌对左氧氟沙星、美罗培南、四环素、头孢曲松、红霉素、利福昔明、克林霉

素的耐药率明显高于其他型别（P<0.05）。所有的 ST37 型艰难梭菌均为多重耐药株，其多重耐药

率也明显高于其他型别（P<0.05）。对利福昔明耐药的菌株全部为 ST37 型艰难梭菌。对美罗培南

耐药的艰难梭菌共 6 株，其中 5 株为 ST37 型。此外，ST37 艰难梭菌的芽孢形成量明显低于非

ST37 的其他型别组（P<0.001），但生物膜形成量与其他 ST 型别之间无统计学差异

（P>0.05）。 

结论  对多种抗生素的高耐药率可能是 ST37 型艰难梭菌在中国及亚洲地区流行的主要原因。 

 
 

PU-4713 

转录因子 TWIST1 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 

及动物模型中的表达变化 

 
逯素梅,张艳美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目的  探究转录因子 TWIST1 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及动物模型中的表达水平改变。 

方法  收集轻、中、重度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以及健康对照者的血清，采用 ELISA 实验检测血

清中的 TWIST1 水平，Spearman 等级相关分析相关性；高脂饮食诱导建立 C57/BL6 小鼠的非酒

精性脂肪性肝病模型，尾静脉注射靶向干扰 TWIST1 基因的慢病毒，通过腹腔注射葡萄糖耐量试验

(IPGTT)以及腹腔注射胰岛素耐量试验(IPITT)评估不同组间小鼠的胰岛素敏感性，检测肝脏组织的

Twist 1 表达，肝组织电镜包埋分析其超微结构变化。 

结果  人血清中 TWIST1 浓度与肥胖等级、脂肪肝严重程度、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 值）的相关

性分析均为 P＜0.05；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动物模型与正常对照小鼠的 IPGTT 和 IPITT 结果差异均

具有显著性（P＜0.05）；模型组小鼠肝细胞线粒体较对照组明显损伤、Twist1 的水平与对照组相

比有差异（P＜0.05）；慢病毒干扰小鼠 Twist1 基因表达后，其胰岛素敏感性以及肝细胞线粒体损

伤均有效改善。 

结论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血清中转录因子 TWIST1 水平升高，且血清 TWIST1 水平与脂肪肝

的严重程度、肥胖程度和 HOMA 值均有关；高脂饮食成功诱导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动物模型，肝

细胞超微结构线粒体损伤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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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714 

婴儿艰难梭菌定植情况的跟踪调查 

 
王晓明 1,2,赵建宏 1,2 

1.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2.河北省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不同国家地区婴儿体内艰难梭菌定植率差异较大，且影响婴儿艰难梭菌定植的因素不尽相

同。本研究对该地区婴儿艰难梭菌的定植情况进行跟踪调查以了解婴儿体内艰难梭菌定植的动态变

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在 34 名婴儿出生后 24 小时、7 天、14 天、21 天、1 月、2 月、3 月、4 月、5 月、6 月、7 

月、8 月、9 月、10 月、11 月、12 月龄共计 16 个时间点留取婴儿新鲜粪便标本，共计 538 份，

并进行艰难梭菌的分离、培养和鉴定，并检测毒素 A、B。对分离得到的菌株进行药物敏感试验。 

结果  艰难梭菌定植率为 27.0%（145/538），产毒株比例为 62.1%（90/145）。艰难梭菌对甲硝

唑、万古霉素、非达霉素、替加环素和美罗培南高度敏感；对克林霉素、环丙沙星、头孢曲松的耐

药率分别是 96.3%，71.6%，25%；对氯霉素、四环素、左氧氟沙星的耐药率较低，分别是

11.3%，3.7%，2.5%。 

结论  河北省石家庄地区婴儿艰难梭菌定植率是 27.0%，其中产毒菌株比例是 62.1%。婴儿艰难梭

菌的定植率随月龄增加有上升的趋势。分离菌株对美罗培南高度敏感，对左氧氟沙星和四环素的耐

药率相对较低。 

 
 

PU-4715 

HIV 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耐药突变 

对二线药物抗病毒治疗效果的影响 

 
陈俊丽,张旻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比较二线方案治疗前拉米夫定（3TC）/替诺福韦（TDF）敏感组和耐药组感染者二线方案抗

病毒治疗效果，明确一线治疗后的产生的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NRTIs）耐药突变对二线治疗效

果的影响。 

方法  从河南省招募，参照 2009 版《国家免费艾滋病抗病毒药物治疗手册》中艾滋病病人二线方

案入选标准收集患者信息，在治疗 6、12、18、24、48 个月对研究对象进行随访调查，采集血液

标本，并进行 CD4、病毒载量检测。 

结果  一线治疗失败后 3TC/TDF 耐药组与敏感组的病毒载量（log10）中位数在 6 个月、24 个月、

48 个月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治疗 12 个月，18 个月时耐药组的病毒水平低于敏感组。一线治

疗失败后 3TC/TDF 耐药组与敏感组二线抗病毒方案治疗 6 个月时 CD4+T cells/μl 中位数(IQR)分别

为 204(IQR 120-253)和 285(IQR 218-354)（P=0.028）；12 个月分别为 220(IQR 125-280)与

357(IQR 228-436) （ P=0.011 ） ； 治 疗 18 个 月 分 别 为 244(IQR150-340),386(IQR 294-

487) （P=0.001）；24 个月分别为 197(IQR 157-293)和 412(IQR 273-536) （P=0.001）；48 个

月时分别为 322(IQR 142-393)和 449(IQR 354-449) （P=0.016），治疗各个时间点耐药组的

CD4+T 中位数显著高于敏感组。 

结论  在二线方案 3TC+TDF+LPV/r 长期治疗过程中，一线抗病毒治疗后产生的 NRTIs 相关耐药突

变并未对二线治疗效果产生明显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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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716 

要重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血常规 

存在中性粒细胞比例假性升高问题 

 
杨发林,张琳,张义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检验科 

 

目的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病情凶险，发展快，初诊时及时给予明确的提示诊断，显得非常重

要，本研究旨在避免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漏诊，避免给临床提供错误的检验信息，从而误导临

床，延误诊治。 

方法  统计我科血液与体液实验室、急诊化验室、儿科实验室和内科病房化验室自 2011 年以来接

收的血常规标本中最终入院确诊为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血常规报告资料，分析血常规分类和散

点图是否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以血涂片镜下分类结果作为主要诊断依据，根据骨髓检查、免疫流式

细胞技术和分子诊断技术，给予综合诊断。 

结果  统计的 218 例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中，发现初诊时白血病细胞被仪器计算到中性粒细胞部分的

标本 15 例，都是粗颗粒型细胞，体积较大。其中一例病人红细胞和血小板数均正常，在急诊留观

室按感染处理 3 天，效果不佳，后经血涂片发现异常。3 例病人白细胞和红细胞两系大致正常，仅

血小板数中度降低，复查血常规时经涂片复检发现。1 例血涂片中细胞崩解，大量棒状小体散在，

被专业经验不足的年轻技师漏诊，并被把关的高年资检验医师及时纠正。中性粒细胞比例假性增高

可见于多家公司的血球仪。 

结论  血常规报告单项目中若无单独的原始幼稚细胞比例选项，早幼粒细胞多数被仪器记入淋巴细

胞或单核细胞比例中，触发复检规则，易被发现，而一旦被记入中性粒细胞，需要实验室从业人员

高度重视。在规范的复检流程和实验室的严格管理下，从业人员的责任心、学识以及是否参加过规

范化检验医师培训，是影响检验质量安全和优质的重要个性因素。 

 
 

PU-4717 

转录因子 TWIST1 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中的作用及分子机制 

 
张艳美,马万山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目的  探究转录因子 TWIST1 在诱导肝细胞 L02 脂肪变性过程中的表达水平及作用。 

方法  体外培养 L02 细胞，油酸诱导肝细胞脂滴形成，通过形态学显微镜检、油红 O 染色观察肝细

胞中的脂滴形态，检测 TWIST1 在诱导第 0h、24h、48h、72h、96h 时的表达水平；靶向干扰以

及过表达 TWIST1 基因，通过形态学观察、油红 O 染色、western blot 等技术方法分析 TWIST1 的

表达对 L02 细胞脂肪变性的影响；进一步利用棕榈酸诱导建立 L02 细胞胰岛素抵抗模型，借助葡

萄糖摄取实验和葡萄糖消耗实验分析干扰 TWIST1 表达对肝细胞胰岛素敏感性的影响，检测

TWIST1、GluT4 在诱导第 0h、24h、48h、72h、96h 时的表达水平。 

结果  随着油酸诱导肝细胞脂肪变性时间的延长，L02 细胞中 TWIST1 的表达水平逐渐升高（P＜

0.05）；慢病毒干扰 L02 细胞中 TWIST1 基因的表达，发现肝细胞脂肪变的速度减慢、细胞中脂

滴较小；而过表达肝细胞中 TWIST1 基因的表达，肝细胞脂肪变的速度较快、脂滴较大；肝细胞胰

岛素抵抗模型中，干扰 TWIST1 表达肝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取和消耗增加（P＜0.05），细胞内

GluT4 的表达升高（P＜0.05）。 

结论  L02 细胞脂肪变性过程中 TWIST1 的表达升高；肝细胞中 TWIST1 表达影响 L02 细胞脂肪变

性的速度和程度；TWIST1 的表达通过影响肝细胞中的脂滴形成以及肝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而促

进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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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718 

非酒精性脂肪肝中医证型与血尿酸的相关性研究 

 
倪维,肖明中 

湖北省中医院光谷院区(原:湖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证型 NAFLD 患者的血尿酸表达水平，为 NAFLD 的中医辩证分型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0 月在湖北省中医院住院的 NAFLD 患者 115 例，依据标准对患者临床表征进

行辩证，检测其血尿酸水平。 

结果  不同中医证型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血尿酸水平有显著性差异（F=76.859,P<0.001）；湿浊内

停证和肝郁脾虚证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血尿酸水平差异不明显（ 95%CI(-106.96 ～

1.76),P=0.058），湿浊内停证和湿热蕴结证（95%CI(-172.03～-71.29),P<0.001）、湿浊内停证

和痰瘀互结证（95%CI(-309.05～ -208.31),P<0.001）、肝郁脾虚证和湿热蕴结证（95%CI(-

102.44～-35.68), P<0.001）、肝郁脾虚证和痰瘀互结证（95%CI(-239.46～-172.70),P<0.001）、

湿热蕴结证和痰瘀互结证（95%CI(-163.41～-110.63),P<0.001）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血尿酸水平

均有显著性差异，且湿热蕴结证和痰瘀互结证患者明显较高。 

结论  血尿酸水平与 NAFLD 患者中医证型间有密切相关性，对临床诊治有指导意义。 

 
 

PU-4719 

Twist 1 基因在骨骼肌细胞胰岛素敏感性中的作用 

 
葛肖肖,马万山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目的  探讨转录因子 Twist 1 在骨骼肌细胞胰岛素敏感性中的作用。 

方法  体外培养小鼠 C2C12 成肌细胞分化为肌管细胞，棕榈酸诱导构建骨骼肌细胞胰岛素抵抗(IR)

模型。葡萄糖消耗实验和葡萄糖摄取实验鉴定 IR 模型制备情况，免疫荧光染色、Real-time PCR、

western blot 综合分析 Twist 1 在骨骼肌细胞 IR 模型中的表达水平。用基因重组技术构建靶向干扰

Twist 1 基因的慢病毒载体 LV3/Twist 1-感染 C2C12 细胞后建立 IR 模型，葡萄糖消耗实验和葡萄

糖摄取实验检测干扰 Twist 1 表达变化对骨骼肌细胞胰岛素敏感性的影响，免疫荧光染色检测葡萄

糖转运体 4 (GLUT4)由胞浆到胞膜的转运情况，western blot 检测 Twist 1 和 GLUT4 的表达水平。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IR 组葡萄糖消耗和摄取能力均减弱(P<0.05)，Twist 1 的转录水平及蛋白表达

均显著升高(P<0.05)。与对照组 NC-LV3/IR 组相比，Twist 1-/IR 组骨骼肌细胞葡萄糖消耗和葡萄糖

摄取上调显著(P<0.05)，免疫细胞化学染色也显示细胞膜上的 GLUT4 表达增加。 

结论  棕榈酸可成功诱导骨骼肌细胞胰岛素抵抗。转录因子 Twist 1 在胰岛素抵抗的骨骼肌细胞中

呈现高表达，干扰 Twist 1 表达可明显改善骨骼肌细胞胰岛素抵抗状态。 

 
 

PU-4720 

MiRNAs 对肝癌细胞中对氧磷酶 1 蛋白表达的影响 

 
邱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十一医院 

 

目的  探讨 miRNAs 作为转录后水平调节基因对氧磷酶 1（PON1）的靶向调控作用，为进一步研

究 PON1 对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保护机制提供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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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 TargetScan7.0 软件对可能的 PON1 相关调控 miRNA 分析，选择人鼠同源的 miRNA 进

行研究；构建 PON1 荧光素酶报告基因载体（PGL3-PON1-3’UTR），分析双荧光素酶活性；相关

miRNA 的模拟物（mimics）和抑制剂(inhibitor)以 100nM 的转染浓度转染 HepG2 细胞，采用蛋白

质印迹（western blot）的方法检测 HepG2 细胞中的 PON1 的蛋白水平。所有数据采用 SPSS 

16.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 

结果  软件预测可能的 PON1 相关调控 miRNA 分别为 miR183-5p、miR140-5p 和 miR203a-3p。

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活性分析显示 hsa-miR-183-5p mimic 对 PON1 野生型载体的报告荧光有明显

的下调作用（P<0.01），hsa-miR-140-5p 和 hsa-miR-203a-3p 则有一定的下调作用(均 P<0.01)。

Western blot 结果表明 3 种 miRNA 对 PON1 均有调控作用，其中 miR140-5p 尤为明显。 

结论  miR183-5p、miR140-5p 和 miR203a-3p 对 PON1 均有调控作用，其中 miR140-5p 尤为明

显。miR140-5p 可能通过对 PON1 的转录后水平基因表达调控，参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进展。 

 
 

PU-4721 

淋巴细胞胞质体的制备及融合细胞的构建 

 
王佳楠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建立淋巴细胞胞质体制备及鉴定方法，并利用淋巴细胞胞质体与无线粒体 143Bρ0 细胞进行

融合，构建转线粒体细胞系。为进一步研究线粒体突变奠定基础。 

方法   采用 100×g 低速离心法纯化悬浮生长的永生化 B 淋巴细胞，然后在细胞松弛素 B

（10ug/ml）作用下采用 50%Percoll 等密度梯度离心法在 37℃环境下对 B 淋巴细胞进行脱核制备

胞质体，并用 38%Percoll 密度梯度离心纯化胞质体。 胞质体经 DAPI/CFSE 荧光双染及瑞姬染色

对脱核率及胞质体纯度进行鉴定。通过细胞融合技术，使用 45%PEG 将 B 淋巴细胞胞质体与无线

粒体的 143Bρ0 细胞进行融合，挑取细胞克隆，构建核背景相同，线粒体不同的细胞株，并通过实

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对线粒体拷贝数进行测定。 

结果  CB 作用下 B 淋巴细胞脱核率约为 75.12±5.19%，经纯化后，胞质体纯度可达到 90%以上。

纯化后的 B 淋巴细胞胞质体与无线粒体的 143Bρ0 细胞经 PEG 刺激融合后，成功构建转线粒体细

胞 3 株。 

结论   10ug/mlCB 作用下 50%Percoll 密度梯度离心脱核、38%Percoll 密度梯度离心纯化、

DAPI/CFSE 双染鉴定可成功构建 B 淋巴细胞胞质体，并可经 45%PEG 刺激与 143Bρ0细胞融合，

构建转线粒体细胞，为线粒体突变的研究提供基础。 

 
 

PU-4722 

EULAR/ACR 风湿性多肌痛分类标准的比较 

 
崔嘉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检验科 

 

目的  比较已发表的风湿性多肌痛（PMR）的分类/诊断标准的表现，包括在单中心的 2012 欧洲抗

风湿联盟（EULAR）/美国风湿病学会（ACR）的标准。 

方法  研究了 6 年多来出现在我们中心的所有新发 PMR 患者，他们的诊断通过一个为期 12 个月的

前瞻性随访而确认。其主题根据七个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比较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对照人群包括

4 年期间在我们早期关节炎诊所见到的，年龄大于等于 50 岁的，并被诊断为类风湿关节炎（RA）

或其他炎症性关节病 12 个月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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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收集了 136 例实验组和 149 例对照组，其中 94 例 RA 患者。敏感性最高的标准是新的 2012

年 EULAR / ACR 分类标准（92.6％）。联合超声（US）检测，总病例中特异性从 81.5％增加到

91.3％，RA 患者中从 79.7％增加到 89.9％。Bird 标准灵敏度为 89.2％，但特异度最低（总病例中

40.2％，RA 中 72.5％）。Jones 和 Nobunaga 标准是特异性最高的标准（总病例中 96.7％和 97.8

％，RA 中 98.6％和 99.5％），但较不敏感（63.1％和 58.2％）。总体而言，ROC 特征曲线下的

区域反映的识别能力在 2012 年 EULAR/ACR 标准（总病例中 0.920，RA 中 0.910）中得到的更好

的体现。 

结论  新发 PMR 患者的新 EULAR/ACR 标准在辨别 PMR 与 RA 和其他炎症性关节疾病方面表现最

好。超声进一步提高了标准的特异性。 

 
 

PU-4723 

Hyperactivation of peripheral invariant Natural Killer T Cells 
Correlates With Liver Injury in Chronic Hepatitis B cirrhosis 

Patients 

 
Xin Wei,Xiangyang L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Invariant NKT (iNKT) cells are a small population that recognize endogenous lipid 
antigens presented by MHC class-I like molecule CD1d, producing many factors regulate liver 
inflammation and fibrosis progression. But the roles that iNKT cells play in liver cirrhosis induced 
by hepatitis B virus (HBV-LC) remain to be elucidated.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peripheral 
iNKT cells and characterized their impact on liver pathology in a cohort of HBV-LC patients. 
Methods Those individuals included 15 HBV-LC patients, 15 chronic hepatitis B virus carriers 
(CHB), and 15 healthy subjects (HC). Firstly, we detected the frequency and absolute number of 
peripheral iNKT cells. Then, we investigated the activation status of peripheral iNKT cells. In 
addition, we investigated the apoptosis and proliferation ability of circulation iNKT cells and the 
expression of chemokine receptor CXCR6, which i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iNKT cells migration 
from the periphery to the liver. Finally, we studied the effect of circulation iNKT cells on 
hepatocytes regeneration and HSCs activation. 
Results We found that peripheral iNKT cells had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both in frequency and 
absolute number and highly expressed late activation receptor CD25. Besides, we found that 
peripheral iNKT cells from HBV-LC patients expressed higher levels of IL-4, IL-13 and IFN-γ 
compared with those of CHB and HC subjects.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on circulation iNKT cells in all groups. Then we detected CXCR6 
expression which highly correlated with iNKT cells migration from the peripheral to the liver and 
found CXCR6 was highly expressed on peripheral iNKT cells in HBV-LC patients. Furthermore, 
we found that peripheral iNKT cell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hepatocytes proliferation and 
hepatic stellate cells (HSCs) activation by expressing IL-4, whereas other cytokines (IL-13 and 
IFN-γ)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ose two cell lines. 
Conclusions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in HBV-LC patients, peripheral iNKT cells had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which might be caused by migration from peripheral to the  liver. Besides, peripheral 
iNKT cell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pathogenesis of cirrhosis of HBV-LC patients by 
expressing various cytokines, especially IL-4, which highly correlated with hepatocytes 
regeneration and HSCs ac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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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724 

203 例甲型流感病毒核酸阳性住院患者临床特征分析 

 
于晓锋,刘波 

淄博市临淄区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甲型流感病毒核酸阳性住院患者的临床特征，为基层医院甲型流感的诊疗及防控提供依

据。 

方法  收集某区级医院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3 月甲型流感病毒核酸阳性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

回顾性分析。 

结果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3 月共入院 21665 人，其中 647 例流感样患者进行了甲型流感病毒核

酸检测，阳性患者 203 例，阳性率 31.4%。阳性患者的中位年龄 64.25 岁，20.2%为 0-4 岁患者，

49.26%为 65 岁以上患者；58.13%患者存在一种或以上基础性疾病；发热（87.19%）、咳嗽

（87.19%）和咳痰（74.38%）是最常见的症状；相较于 60 岁以下的患者，60 岁及以上患者更易

无发热症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c2=15.43，P<0.001)；54.27%患者淋巴细胞计数降低，74.83%

患者 CRP 升高，11.76%患者 PCT 升高，75.58%患者血沉加快；3.94%患者影像学检查存在肺

炎；78.33%患者接受奥司他韦抗病毒治疗，85.22%患者使用抗生素，患者住院花费的中位数为

4820（四分位数 2792-9565）元，有基础性疾病患者的住院花费明显高于无基础性疾病患者，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7.106，P＜0.01）；未出现死亡病例。 

结论  幼儿和老年人是甲流感染高危人群，发热、咳嗽和淋巴细胞计数降低是甲流患者常见临床特

征，有流感样症状而不发热的 60 岁以上患者、有基础性疾病患者尤其应值得关注，尽早进行甲型

流感病毒核酸检测。 

 
 

PU-4725 

精细化管理在检验科的运用 

 
滕毅 

云南省昆明市解放军昆明总医院 

 

目的  精细化管理是检验科日常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阐述精细化管理在检验科质量、服务、

经济等方面采取的措施。  

方法  精细化管理是一种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是通过规则的系统化和细化，运用程序化、标准化

和数据化的手段，使组织管理各单元精确、高效、协同和持续运行。在检验科推行精细化管理就是

要树立质量意识、规范意识、细节意识、节约意识、责任意识，要求工作人员“精”在技术上，“细”

在过程中，“化”在人本服务中。精细化就是对事物的缜密思考或对每个过程的精心设计［1-2］。精

心是态度，精细是过程，精品是结果。精是精湛、精益求精；细是细节、最小的工作单元。 

1、预防为主的原则 

检验质量有其自身形成的规律，其精细化管理应重视试剂的质量、仪器设备的最佳运行、检验人员

的自身素质 ；重视分析前质量控制，并树立预防为主的思想，将工作重点从事后把关转移到事先

控制上，使岗位、流程、服务做到精细化。 

把工作重点从原来的终末管理转移到程序管理、流程管理，严格执行检验科标本的签收和拒收制

度，认真执行标本的查对制度，使精细化从源头做起。 

对容易出现差错和纠纷的检验项目，如定性试验，危急值报告等，要加强质量控制、加强复查审核

登记；对容易出现差错和纠纷的细节和过程，要做到细心、细致、精细人微，要加强监督管理，防

患于未然；对实习进修人员和低年资工作人员，要精心管理，定期培训，抓好业务学习，使其不断

提高、不断进步，力求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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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室内质量控制制度，包括正常值和异常值两种，并做好失控原因分析。要做好异常结果复查，

最好是另一种方法和另一种仪器复查，做好登记，及时报告。每天要检查试剂质量，以保证检验结

果正确性，可比性。定期应召开科室质量管理分析会，分析科室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同时对科

室业务发展提出前瞻性思维。 

2、以病人为中心的原则 

精细化管理的目的就是保证工作人员以最佳的工作状态为病人服务，满足病人的一切合理需求，真

心服务，真情服务。教育工作人员要把握好角色的转换，把个人情感调节到与工作相适应的状态

中，决不能把社会家庭中的负性情绪转移到对病人的服务态度和工作中。培养工作人员自控情绪的

能力，调整个人生物钟的低潮期，保持充沛的精力和敏锐的思维应变能力，适应快节奏、高质量的

检验工作。 

 
 

PU-4726 

一例丙型肝炎病毒基因分型引起的投诉 

 
耿美娴 

解放军昆明总医院 

 

结果  患者在此次检测过程中，病毒定量和分型未同时检测是一个原因。自身肌体免疫力的提高也

是一个因素。由于 HCV 不同基因区核酸变异程度不同，可能会导致核酸扩增效率和结果不同
［2］。 

结论  患者在此次检测过程中，病毒定量和分型未同时检测是一个原因。自身肌体免疫力的提高也

是一个因素。由于 HCV 不同基因区核酸变异程度不同，可能会导致核酸扩增效率和结果不同
［2］。 

 
 

PU-4727 

miR-375 targets YWHAZ to suppress the tumor aggressive 
phenotypes of clear 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s 

 
Jue Wang,Xin Qian ,Jiang Wen,Luan Yun,Sun Tao,Cheng Guanghui,Kong Feng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MicroRNAs (miRNAs) are key regulators during tumor initiation and progression. miR-
375 has been proven to play a tumor suppressive role in various types of human malignances, 
however, its biological role in clear 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ccRCC) remains unstudied. 
Methods In present study, RT-qPCR, cell proliferation assay, transwell assay and flow cytometry 
assay were performed to ascertain miR-375 expression level and its ccRCC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invasion. Moreover，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q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performed 

to verify the binding of miR-375 on YWHAZ. 
Results Our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miR-375 is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in ccRCC tissues 
and cell lines, and loss of miR-375 expression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advanced Fuhrman 
nuclear grades. Functional studies demonstrated that miR-375 suppresses ccRCC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invasion. Multiple miRNA target prediction algorithms indicate the well 
studied oncogene YWHAZ as a direct target of miR-375. Moreover, restoration of YWHAZ could 
rescue the anti-proliferation effect of miR-375. 
Conclusions Collectively, our data provides the first evidence that miR-375 plays a tumor 
suppressive role in ccRCC progression, partially through regulating YWHAZ, which expanding the 
anti-tumor profile of miR-375, and support its role as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in ccRCC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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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728 

Dysregulated ICOS+ proinflammatory and suppressive 
regulatory T cells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patients 

 
Hongxia wang1,Xia Kang2,Shuai Chu1,Haixia Li1,Xin Li1,Xiaofeng Yin1,Weinan Lai3,Yu-rong Qiu1 

1.Laboratory Medicine Center，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Nanlou Clinical Laboratory，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Beijing 

3.Department of Rheumatology and Immunology，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Regulatory T cells (Treg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by regulating autoimmunity and inflammation. Both humans and mice contain the 
ICOS+ Tregs, although its role in RA is unclear. 
Methods A total of 33RApatients and 17 normal control (NC) subjects were examined. The 
proportion of ICOS+ Tregs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and intracellular cytokine levels in these cells 
were assessed using flow cytometry. 
Results ICOS+ Tregs increased in a cohort of RA patients. Such increases were much larger in 
inactive RA patients than in active RA patients. Moreover, ICOS+ Tregs expressed multiple 
suppressive cytokines such as IL-10, TGFb, and IL-35 but expressed low levels of IL-17. 
Importantly, ICOS+ Tregs from active RA patients expressed decreased suppressive cytokines 
but expressed noticeably increased IL-17 compared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from inactive RA 
patients.  
Conclusions ICOS+Tregs may perform both inflammatory and inhibitory functions, and abnormal 
ICOS+Tregs numbers and functions may contribute to the pathogenesis of RA. 
 
 

PU-4729 

Serum Levels of TRIM72 Are Lower among Patients with 
Colon Cancer: Identification of a Potential Diagnostic 

Marker 

 
Zhuoyu Chen,Xiaofeng Yin,Kaifei Li,Yurong Qiu 

Laboratory Medicine Center，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Objective Colon cancer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malignancies causing the majority of cancer-
related deaths worldwide. The tripartite motif family protein 72 (TRIM72), also known as 
mitsugumin 53, acts as an E3 ubiquitin ligase. TRIM72 is involved in insulin resistance and 
metabolic syndrome, which are risk factors of colon cancer. However,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RIM72 and colon cancer remains unknown. 
Method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explored the expression profile of TRIM72 in colon cancer 
tissues and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serum TRIM72 in colon canc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were applied for evaluating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serum TRIM72. 
Results We thus found that immunoreactive TRIM72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colon 
cancer tissues than those in normal colon tissues. Moreover, serum TRIM72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colon cancer patients than those in healthy volunteers. Importantly, the lower 
serum TRIM72 levels were associated with advanced clinical stage, lymph node, and distant 
metastases in colon cancer patients. The ROC curve analysis showed that serum TRIM72 has a 
superior diagnostic value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 0.829) than the traditional tumor 
biomarkers,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 (AUC = 0.707) and carbohydrate antigen 19-9 
(CA199) (AUC = 0.750),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RIM72 with CEA and CA199 showed the best 
diagnostic value for colon cancer (AUC = 0.928).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serum TRIM72 may be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the diagnosis and 
the prognosis of colon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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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730 

XI 因子与肝纤维化形成有关 

 
范银银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XI 因子(FXI)是一种血浆蛋白酶原，活化后的 FXI 参与形成稳定的纤维蛋白。有大量研究显示

FXI 有明显的促进血栓形成的作用。有研究发现先天性缺乏 FXI 的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VTE）的

风险降低。最近有研究表明慢性肝淤血导致窦性血栓形成，最终促进肝纤维。Cerini F 等发现用依

诺肝素降低小鼠肝硬化模型肝血管阻力和门静脉压力有抗肝纤维化的作用。我们将观察 FXI 和肝纤

维化的关系，旨进一步探讨 FXI 在肝纤维化形成中的作用。 

方法  小鼠：6-8 周 C57BL/6 J 小鼠订购于苏州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将小鼠饲养于苏州大学 SPF 级

动物房，灭菌水及饲料均由动物房提供。所有的动物实验均征得动物伦理委员会同意。将小鼠随机

分为 2 组，正常组和 CCl4 组。建立肝纤维化模型：10% CCl4 与花生油混合，对小鼠进行腹腔注

射（10 ml/kg）。每 3-4 天注射一次，持续注射 6 周。最后一次注射 3 天后取小鼠血液及肝组织。

组织病理学、免疫组织化学和免疫荧光：HE、masson 染色。检测血浆 FXIa、APTT、PT 水平：

用 Stago 全自动血凝仪进行检测。另外收集了临床正常及肝纤维化病人血浆。数据分析：

Student's t-test。 

结果  正常组小鼠血浆 FXIa 为 200ug/ml，CCl4 组小鼠血浆 FXIa 明显减低，有统计学差异

(p<0.0001)，而 PT 和 APTT 在两组小鼠中无明显差异。所收集的临床标本中，肝纤维化组血浆

FXIa 也明显降低，有统计学差异(p<0.0001)，而 PT 和 APTT 无明显变化。 

结论  慢性肝淤血导致窦性血栓形成，进而促进肝纤维化。肝纤维化可导致患者血栓形成，也可能

导致肝病本身的进展。尽管 FXI 在人类血栓形成中的作用未明，但是很多研究表明 FXI 在促进血栓

形成有明显作用。在我们的实验中，FXIa 水平明显下降，所以，我们推测 FXI 因子是否在肝纤维

化形成中发挥着作用。 

 
 

PU-4731 

铁皮石斛片对砷中毒大鼠肝损伤的干预作用及氧化应激机制研究 

 
李亚山,李德璇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无急性中毒剂量的砷所造成的 SD 大鼠肝损伤，探讨铁皮石斛片对肝氧化损伤的保护作

用机制。 

方法  在前期建立动物模型的实验数据和文献报道的基础上，进行如下分组:将 40 只健康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 4 组，每组 10 只，即正常对照组，每日只饮纯水;砷暴露组，每日饮含亚砷酸钠

(NaAsO2)30mg/L 的水溶液; 铁皮石斛片干预组，以 100mg/kg 的剂量隔日灌胃;铁皮石斛片与砷暴

露联合干预组，每日饮含亚砷酸钠(NaAsO2)30mg/L 的水溶液并以 GSE100mg/kg 的剂量隔日灌

胃。4 个月实验期结束，末次染毒后次日，大鼠称重，然后乙醚麻醉，抽取心脏血，制备血清样

本，检测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和白蛋白的活性，作肝功能分析;切除肝脏，计算肝

脏系数，肝组织切片染色，观察肝组织细胞形态；制备肝组织匀浆样本，检测谷胱甘肽(GSH)、谷

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活性、检测组织 ROS 的水平以及脂质过氧

化水平。采用统计软件 SPSS12.0，对所得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各组间的比较采用 SNK-q

检验，检验水准定为 0.05。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砷暴露组的肝脏系数升高(q=19.53，P＜0.05);ALT 和 AST 水平升高，白蛋

白水平降低（q 值分别为 39.56，26.23，13.16，P 均＜0.05），肝功能明显受损;GSH、SOD 和

GSH-Px 的活性降低（q 值分别为 86.74，72.55，36.68，P 均＜0.05），组织中 ROS 与 MDA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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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升高（q 值分别为 38.26，49.54，P 均＜0.05）;而与砷暴露组相比，铁皮石斛片联合干预组的各

项指标包括肝组织细胞结构均得到明显改善。 

结论  慢性砷暴露可以促使肝脏中 ROS 和脂质过氧化产物的增多以及抗氧化酶活性的减弱，致氧

化性应激反应增强而引起肝损伤；铁皮石斛片可改善慢性砷暴露所引起的大鼠的氧化应激及肝损

伤。 

 
 

PU-4732 

血浆裂解法与白细胞层磁珠法检测 EBV-DNA 的方法学比较 

 
周剑辉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目的  比较血浆裂解法与白细胞层磁珠法在实时荧光定量 PCR 中 EBV-DNA 的阳性率。 

方法  选取 2017 年 4-6 月 528 例临床 EBV-DNA 标本（无重复病人），其中鼻咽癌患者标本 122

例，分别用血浆裂解法与白细胞层磁珠法对标本中 EBV-DNA 进行检测，比较两种方法的阳性率。 

结果  以实时荧光定量 PCR 为基础，普通患者标本与鼻咽癌患者标本白细胞层磁珠阳性率均高于血

浆裂解法阳性率（P＜0.05）。 

结论  白细胞层磁珠法检测 EBV-DNA 的阳性率高于血浆裂解法。 

 
 

PU-4733 

HCY 与先兆流产、复发性流产及继发性不孕的关系研究 

 
崔婷 

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血浆同型半胱氨酸(Hcy )水平与先兆流产、复发性流产及继发性不孕的关系。 

方法  选取 99 例先兆流产患者为先兆流产组，107 例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患者为复发性流产组，92

例继发性不孕者为继发性不孕组，200 例同期正常进行产前检查的健康孕妇为正常妊娠组，200 例

同期进行孕前检查的健康孕前女性为正常对照组，采用 OP162 微量荧光仪对所有受检对象血浆

Hcy 水平进行检测，比较分析各组 Hcy 水平、HHcy 百分率差异及 Hcy 水平与先兆流产、复发性流

产及继发性不孕的关系。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正常妊娠组血浆 Hcy 水平及 HHcy 百分率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复发性流产组、继发性不孕组血浆 Hcy 水平及 HHcy 百分率明显升高，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01)，高 Hcy 水平为复发性流产(OR=3.411)与继发性不孕(OR=3.652)的危险因素。先

兆流产组血浆 Hcy 水平及 HHcy 百分率较正常对照组有升高趋势，但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而与正常妊娠组相比，先兆流产组血浆 Hcy 水平及 HHcy 百分率明显升高（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高 Hcy 水平为先兆流产(OR=4.680）的危险因素。 

结论  Hcy 水平与先兆流产、复发性流产及继发性不孕密切相关，Hcy 水平升高可能是导致先兆流

产、复发性流产及继发性不孕的一个危险因素，在临床诊断和治疗中应多加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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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734 

临床免疫实验室自动化流水线系统的建立及应用 

 
张伟 

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构建临床免疫实验室自动化流水线检测系统，减轻实验室人员的工作负荷，提高检验结果的

准确性和时效性。 

方法  采用罗氏自动化免疫流水线工作模式进行临床标本的检测，替代传统单机检测模式 。 

结果  自动化流水线的应用实现了标本的自动审核，一些检测项目的自动稀释等，明显提高临床免

疫实验室的工作效率；另外，大大缩短了临床标本的周转时间（TAT），减少了患者抽血量，避免

了人为差错，降低了生物污染，保护操作人员健康。 

结论  通过建立罗氏自动化免疫分析流水线，优化了工作流程，提高了临床免疫实验室的生物安

全，明显提高实验室的工作效率和检验质量，提升了实验室管理水平和形象。 

 
 

PU-4735 

一例女性出现高睾酮水平的病例报告 

 
张伟 

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本病例报告对一例中年女性出现睾酮水平异常升高进行了调查研究。 

方法  一 40 岁女性患者血清总睾酮含量通过 Beckman CoulterUniCel®DxI800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仪检测高达 30.82nmol / L，但临床表现与其不符。 针对睾酮水平的异常升高考虑了异嗜性抗

体干扰并进行了研究；利用其他检测系统（Roche®、Siemens®Elecsys）对原始血清样品进行了

重新检测并进行了 LC-MS / MS 检测以确定真实睾酮水平。 

结果  Roche®和 Siemens®Elecsys 分析系统对原始血清样品重新检测均得到正常的睾酮水平。 

BeckmanCoulter®公司也排除了嗜异性抗体对睾酮检测干扰的可能性。 最后，LC-MS / MS 结果显

示总睾酮水平在正常范围内。 

结论  本病例报告强调了当出现与临床症状不相符的实验室结果时，需通过不同检测方法或者检测

系统重新进行检测，排除可能干扰，力求获得真实结果，避免误诊。 

 
 

PU-4736 

抗精子抗体是鉴定生殖相关精子蛋白的宝贵工具 

 
向代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对生殖相关精子蛋白的鉴定是重要的研究课题，大多数的研究集中于抗精子抗体的自然发生

及对生殖的影响，ASA 与 2-50%的不育有关，ASA 可能影响受精前后的阶段。 

方法  以精子蛋白作为免疫原制备的实验模型用于评价精子的功能。有部分研究进行追踪研究评价

不育患者生物样本中 ASA 对生育的影响。有研究认为卵泡液中 ASA 能影响顶体反应、阻碍精子-

透明卵带反应、并利用 ASA 鉴定精子本身参与了这些活动。 

结果  研究人员生成或利用前顶体素/顶体蛋白抗体显示精子蛋白酶体系。应用 ELISA 方法检测人血

清中前顶体素/顶体蛋白抗体，通过体外试验和基因免疫模型评价其对生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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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综述描述了 ASA 发展史、病因学、当前的检测策略及其对生殖的影响。通过自然产生、免

疫动物产生以及商业来源的 ASA 都是理解受精分子机制，更好的诊断/处置免疫性不育，发展免疫

疫苗方法等的宝贵工具。 

 
 

PU-4737 

POCT 血糖仪与全自动生化仪血糖检测结果的比对分析 

 
曹修娥,栾芳,高华,刘义庆,张炳昌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通过对 POCT 血糖仪和 Beckman Coulter AU58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血糖检测结果进行比

较，评价我院各临床科室目前使用的不同品牌 POCT 血糖仪检测血糖浓度的准确性，为临床提供

参考 

方法  根据《医疗机构便携式血糖检测仪管理和临床操作规范（试行）》，采用静脉比对试验。用

绿帽管（抗凝剂为肝素锂）采集 5 份静脉全血并进行 1-5 编号，血糖浓度要求覆盖高、中、低浓度

（1.5-28mmol/L），轻轻倒转，使其充分混匀，先取适量全血样用于血糖仪检测，剩余血样 15 分

钟内离心分离血浆，4℃保存，30 分钟内用 Beckman Coulter AU58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完成血浆

葡萄糖浓度的检测，检测结果分别记录于表格《便携式血糖仪与大型生化分析仪血糖结果比对试

验》 ，检测完毕后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偏差（%）=（血糖仪测定结果－生化分析仪测定结果）/

生化分析仪测定结果×100。判定标准：当血糖浓度小于 4.2mmol/L，测试结果应在±0.83mmol/L 偏

差范围内；当血糖浓度大于或等于 4.2mmol/L 时，测试结果应在±15%范围内。5 份标本比对，4

份及以上检测结果符合要求为比对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结果  本次我院参加比对的 POCT 血糖仪共计 103 台，其中品牌 1 有 70 台，合格率为 100%，品

牌 2 有 33 台，不合格的两台，合格率为 93.9% ，相比 2017 年度合格率均有大幅度提高。 

结论  POCT 血糖仪因其具有携带方便、操作简单、快速、准确等特点，目前被广泛应用于临床。

从本次比对结果来看两种品牌 POCT 血糖仪的合格率较去年有大幅度提高，说明我院加强了管

理。当然，部分血糖仪存在不合格现象，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继续加强对操作人员定期进行培训，

严格按 SOP 操作；按规定进行室内质控、室间质评，定期与检验科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比对，

确保其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同质化，为临床提供可靠参考。 

 
 

PU-4738 

医院检验科设备管理信息化设计 

 
徐亮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目前许多数医院检验科还存在着设备种类杂乱，管理难度大，重视程度不够的问题。面对设

备的升级或更新也很难提供有说服力的依据；在设备采购时在诸多品牌中如何选择一直困扰着我

们。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联合 LIS 信息系统开发一种能满足医院检验科设备管理信息化需求的系统

模块。 

方法  设备建档问题，我们是基于 LIS 系统将设备的台帐维护到系统的设备管理模块中，LIS 系统

具有填写方便，利于标准化，并且只要安装有 LIS 系统并连接院内网的电脑都可方便查阅。设备管

理问题、设备的使用情况、设备使用环境及冰箱冷库温湿度控制，针对医院检验科设备管理的客观

情况和未来规划，提出设计需求。将繁琐的流程、杂乱的数据汇集在一起。利用 LIS 信息系统强大

的数据处理能力，通过预先设置不同的公式，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分析，以图表的形式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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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该模块实现了医院检验科设备的无纸化管理和从采购、使用到报废全程的可控,减低了设备管

理者的工作强度。 

结论  该模块实现了设备使用过程信息化，为设备使用者和采购者提供了客观数据，降低了设备采

购工作的难度，提高了工作效率，促进了医院检验科设备的管理水平，符合现代医院检验科设备管

理信息化的要求。 

 
 

PU-4739 

阳离子通道，精子功能与男性生育 

 
向代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精子大量生理活动与精子离子通道有关，精子离子通道在受到各种不同的化学诱因作用后激

活从而产生不同的生理活动。如精子超活化、对卵子的趋向性、精子获能及顶体反应等。 

方法  精子阳离子通道(CatSper)，是具有精子特异性的离子通道，其与精子功能和生殖有密切关

系。精子阳离子通道是多模式的、化学敏感性钙通道，在精子超活化调节中起关键作用。 

结果  敲除模型和膜片钳技术显示精子阳离子通道对于男性生殖是不可或缺的，精子阳离子通道的

基因突变或缺失可能导致不育。在男性不育患者中已检出 CatSper1、2 的突变，并未检出

CatSper3、4 的突变。 

结论  CatSper 的限制性定位和表达利于发展基于配子的安全的非激素避孕方式。本综述介绍精子

阳离子通道的鉴定、结构、功能以及其活化机制。研究精子活力和男性生殖相关的离子通道蛋白复

合体的功能，对于进一步揭示男性生殖、不育和避孕有重大意义。 

 
 

PU-4740 

探讨先天性梅毒与基因分型的关系 

 
郑水华,杜明君,宋雅琴,唐喜军 

珠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统计分析珠海地区孕妇人群的梅毒螺旋体感染情况及基因分型，并探讨先天性梅毒与梅毒基

因分型的关系。 

方法  统计 2016-2017 年我院建档孕妇的梅毒检测人数 4414 例，其中有 42 例被确诊为现状梅毒，

她们产下的新生儿，有 9 例患有先天性梅毒。对梅毒阳性患者血液进行巢式 PCR 检测梅毒 arp 基

因和 tpr 基因并进行分型。 

结果  42 例现状梅毒的孕妇 25 例检测出 polA 基因阳性，9 例先天性梅毒患儿测出 polA 基因阳性

占 7 例；最后综合基因分型 14a 型 2 例（6%，2/32），13d 型 5 例（16%，5/32），14d 型 25 例

（78%，25/32），其中 7 例 polA 基因阳性的先天性患儿和母亲的型别全为 14d 型。 

结论  珠海地区梅毒流行基因型主要为 14d 型，同样在先天性梅毒中基因型也是 14 d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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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741 

唾液酸在儿童呼吸道感染中与 C-反应蛋白的相关性分析 

 
苏艳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研究唾液酸（sialic acid, SA）与 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在儿童呼吸道感染中的

相关性。 

方法  随机收集 2017 年 1 月至 6 月来我院小儿呼吸综合科住院患呼吸道感染的患儿 103 例，根据

其感染病原菌的不同将其分为病毒感染组 43 例、细菌病毒混合感染组 32 例、细菌感染组 25 例三

组。随机收集同期健康查体中心健康儿童标本 50 例作为正常对照组，运用酶法测定外周血清中 SA

浓度、免疫比浊法测定 CRP 浓度。运用 Man-Witney 检验 、Spearman 和 Kruskal-Wallis test 统计

学方法分析 SA 与 CRP 在儿童呼吸道感染中的相关性。 

结果  正常对照组与患儿组的年龄与性别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呼吸道感染组的 CRP

（ 26.19±38.15 ）与 SA （ 810.46±211.77 ）浓度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CRP(3.86±3.67) 与

SA(483.76±77.7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SA 在三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然后两两 t 检验，病毒感染组与混合感染组、病毒感染组与细菌感染组、混合感染组

与细菌感染组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儿童呼吸道感染中 SA 与 CRP 具有相关性
(r=0.81) 

结论  SA 在儿童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中有一定的诊断价值且其与 CRP 有较好的相关性 

 
 

PU-4742 

MicroRNA-326 regulates the formation of age-related 
cataract by targeting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1 to 

suppress beta-crystallin B2 expression 

 
Hanxiao Ren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miR-326 in regulating betaB2-crystallin during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ataract, and provide new ways for the early inter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ataract. 
Methods  Real-time PCR and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to compare the expression 
of miRNAs between CRYBB2-/-(KO) mice and wild-type mice (WT).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was used to confirm the target of miR-326. A miR-326 agomir and antagomir were constructed 
and co-transfected into HLEC-B3. While the expression of FGF1 and betaB2-crystallin were 
detected by quantitative RT-PCR and western blot. Lastly,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miR-326 in the 
regulation of Crybb2 expression and delay the progress of cataract in the lens of selenium-
deficient cataract model rat. 
Results Real-time PCR and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showed that miR-326 was significantly down-
regulated after betaB2 had been knocked out. FGF1 was confirmed to be a novel target of miR-
326 through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Overexpression of miR-326 in HLEC-B3 could reduce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FGF1 and betaB2-crystallin, on the contrary, they were apparently up-
regulated when the miR-326 antagomir was transfected into HLEC-B3. And miR-326 antagomir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size of cataract plaques in a rat model of selenium-induced cataract. 
Conclusions This work revealed that miR-326 antagomir ameliorated lens cataract possibly by 
preventing miR-326 from binding with 3’-UTR of FGF-1 mRNA and consequently increased FGF-
1 expression, and then upregulated CRYBB2 level. In coincidence with this demonstration, we 
proposed that miR-326 might control CRYBB2 gene expression via targeting 3’UTR of FG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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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n modulating the progress of lens cataract. miR-326–FGF1–CRYBB2 feedback loop 
cascade might be a novel target for ameliorating miR-326-related cataract disease. 
 
 

PU-4743 

检验医学实验课两种教学方法的对比分析 

 
姜波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两种教学方法比较，探讨在实验诊断学实验课内容中加入病例分析的可行性和教学效

果。 

方法  通过回顾性研究法，分析实验课内容加入和未加入病例分析的两个年级学生对教学满意度以

及期末考案例分析试题得分情况。 

结果   在实验课中加入病例分析后，学生对实验课的评价明显高于传统实验课（X2=65.48，

p<0.05），实验组期末试题中案例分析得分平均值明显高于对照组（t=3.05，p<0.05）。 

结论  实验课加入病例分析，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临床思维和综合分析能力，极大改善了教学效果。 

 
 

PU-4744 

西藏昌都市藏族人群高血压患病率及危险因素分析 

 
徐华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调查西藏昌都市藏族人群的高血压患病率及分析其危险因素。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0 月西藏昌都市人民医院体检的 1253 例藏族人群作为研究对

象，通过问卷调查、体格检查、生化检验收集数据，统计其患病率，并运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

秩和检验、卡方检验及 logistic 回归等处理，分析其高危因素。 

结果  调查人群的高血压患病率为 49.8%，其中男性患病率（51.2%）与女性患病率（48.5%）无

统计学差异（P>0.05），但 60 岁以上年龄段的男性患病率要高于女性患病率（P<0.05），且随着

年龄、海拔、体质指数（BMI）增长，患病率升高，糖尿病患者的高血压患病率也明显高于非糖尿

病者（P<0.05）。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龄、高海拔、高 BMI、糖尿病、心率增快、

高甘油三酯为危险因素。  

结论  西藏昌都市藏族人群高血压患病率较高，与其居住环境、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有密切关系，

需加强对高血压防治的健康教育，提高其相关医学知识，以及重点干预相关人群，提高其生活质

量。 

 
 

PU-4745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CYP2C9、ADRBl、AGTR1、CYP2D6 

和 ACE 基因多态性分析 

 
林芬,杨立业,张琳,许嘉欣 

潮州市中心医院 

 

目的  了解 CYP2C9、ADRBl、AGTR1、CYP2D6、ACE 基因多态性位点在潮州地区原发性高血

压患者和正常人群中的分布特征，并探讨 5 个基因多态性位点与原发性高血压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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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应用 PCR、琼脂糖凝胶电泳及基因测序，对 206 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和 137 例正常人群

CYP2C9(c.1075A>C) 、 ADRBl(c.1165G>C) 、 AGTR1(c.1166A>C) 、 CYP2D6(c.100C>T) 、

ACE(I/D)基因位点进行分析并比较两组的分布差异。 

结果  206 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CYP2C9(c.1075A>C)等位基因频率为 A96.4％、C3.6％，ADRB1 

(c.1166G>C)等位基因频率为 G74.3％、C25.7％，AGTR1 (c.1166A>C)等位基因频率为 A94.9

％、C5.1％，CYP2D6 (c.100C>T)等位基因频率为 C60%、T40%，ACE（I/D）基因多态性分布

为 II 型 48%、ID 型 44%、DD 型 8%，等位基因频率 I 为 70.4%，D 为 29.6%。 

结论   潮州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与正常人群 CYP2C9(c.1075A>C) 、ADRBl(c.1165G>C) 、

AGTR1(c.1166A>C)、CYP2D6(c.100C>T)、ACE(I/D)等位基因频率相比较无统计学差异。原发性

高血压人群 ACE(I/D)基因以 II 型所占频率最高而正常人群以 ID 型最为常见，II 型与 DD 型患者相

比较收缩压有统计学差异。 

 
 

PU-4746 

新生儿 ABO 溶血病、高胆红素血症与 UGT1A1 基因的研究分析 
 

林芬,张琳,方森海,许嘉欣,杨立业 

潮州市中心医院 

 

目的  新生儿 ABO 溶血病、高胆红素血症 UGT1A1 基因 Gly71Arg (UGT1A1*6，c.211G>A)突变、

c.-3275 T>G(UGT1A1*60)及(TA)n 位点多态性进行分析探讨。 

方法  收集 236 例新生儿样本的临床信息，将样本分为 ABO 溶血病组、ABO 溶血高胆红素血症

组、高胆红素血症组和对照组，提取 DNA，PCR 扩增 UGT1A1 基因 Gly71Arg、(TA)n 和 c.-3275 

T>G 位点，产物纯化后直接测序找出相应突变点。 

结果  高胆红素血症组 UGT1A1 基因 Gly71Arg 位点携带 A 等位基因的频率最高，与 ABO 溶血病

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1)。高胆红素血症组的孕

周低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高胆红素血症组更多采用母乳喂养，喂养方式相

比其它三组较有明显统计学差异（P<0.01 )。(TA)n 位点(TA)6 和(TA)7 等位基因频率在四组之间相

互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携带(TA)7 基因的样本均合并有 c.-3275 T>G 突变。 

结论  新生儿 ABO 溶血病可能与 UGT1A1 基因 Gly71Arg、(TA)n 位点突变没有相关性。高胆红素

血症与 Gly71Arg 突变相关，该基因检测有助于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原因的分析。 

 
 

PU-4747 

循环白细胞介素 21 在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中的价值研究 

 
董召刚,张义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检测溃疡性结肠炎不同病期外周血 IL-21 表达，观察其与 Th17、Th1 细胞亚群及细胞因子的

关系。 

方法  收集 UC 患者急性期 55 例，缓解期 21 例，健康者 23 例。采集静脉血，加入 PMA、离子霉

素、莫能霉素(终浓度 25 ng/mL、1 pg/mL、1.7μg/mL)，37℃培养 4h。抗体孵育后，流式细胞仪

检测 IL-21 细胞（CD3+CD8-IL-21+）、Th17 细胞（CD3+CD8-IL-17+）、Th1 细胞（CD3+CD8-

IFN-γ+）表达。ELISA 检测 IL-21、IL-17 和 IFN-γ。 

结果  UC 急性期 IL-21 细胞（4.84±1.21%）高于缓解期（2.03±0.85%）及对照（1.93±0.86%），

Th17 细胞（3.26±0.26%）高于缓解期（1.49±0.35%）及对照（1.01±0.12%），Th1 细胞

（21.68±2.85%）高于缓解期（12.08±2.65%）及对照（9.72±1.61%）。而 UC 缓解期与对照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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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各细胞亚群无显著差异。Th1 与 Th17（ r=0.58，P=0.01）、CD3+CD8−IL-21+ T 细胞

（r=0.64，P<0.01）正相关，Thl7 与 CD3+CD8−IL-21+ T 细胞正相关（r=0.71，P<0.01）。进一

步分析发现 Th1、Th17、IL-21 细胞与病变程度显著相关。IL-21 急性期（151.28±53.82 pg/mL）

显著高于缓解期（ 105.27±35.64 pg/mL ）及对照（ 72.14±26.28 pg/mL）； IL-17 急性期

（91.44±12.37 pg/mL）显著高于缓解期（73.28±7.42 pg/mL）及对照（62.37±5.94 pg/mL）；

IFN-γ 在三组中表达无显著差异。 

结论  IL-21 与 Th17、Th1 细胞协同作用参与 UC 发生发展，本研究将为阐明 UC 发病机制提供新

线索。 

 
 

PU-4748 

不同强度运动训练对脾气虚质大鼠免疫学指标研究 

 
邹明,高丕明,虞亚明,罗小兵,黄玉霞,季闻涛,郭莉 

四川省骨科医院 

 

目的  观察气虚体质不同强度运动训练时免疫学指标的变化，探讨其适宜运动强度。 

方法  将大鼠分为气虚质和对照组，每组再分为小强度、大强度和无训练组，气虚质组先采用限制

饮食结合干扰睡眠的方法建立模型，再对训练组采用电动跑台进行运动干预，每天一次，每次

30min，小强度负荷速度 15m/min，大强度负荷速度 30m/min，干预 7 天后采血测定免疫球蛋白

（IgA、IgG、IgM）、白介素 1-β（IL-β），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环磷酸腺苷（CAMP）、

环磷酸鸟苷（CGMP）。 

结果  对照组不同强度训练的 IgA、IgG、IgM、IL-β，TNF-α，CAMP、CGMP、CAMP/CGMP 无

明显变化。气虚质组 IgA、CGMP 小强度较大强度与未训练组均明显增加，且 IgA 大强度较未训练

组进一步明显下降；IgG 小强度较大强度明显增加，与未训练组虽无明显变化，但已出现增加趋

势；IL-β 大、小强度训练组较未训练组均明显下降，TNF-α 小强度训练较大强度训练明显降低，且

较未训练组有降低趋势，大强度训练较未训练明显增加；CAMP 大强度较小强度与未训练均明显增

加；CAMP/CGMP、IgM 各组均无明显变化。 

结论  通过不同强度训练气虚质动物模型的免疫学指标的变化，表明小强度训练可有效改善气虚质

者的免疫功能，而大强度训练则不利于免疫功能的恢复，可为中医治未病干预偏颇体质研究提供客

观参考依据。 

 
 

PU-4749 

减少医学实验室固态试剂损耗的研究 

 
马长剑,贡雪,杨厚禄,董艳 

沈阳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目的  实验室或生活中经常使用固态试剂，如药片、胶囊状试剂、颗粒状实验原料等。现有技术往

往不能精确倒出所用量，扔掉则会导致试剂浪费，如将取出的试剂重新回倒入试剂瓶内，又可能导

致瓶内试剂受到污染影响了其性能，或者在数药过程中，药品等试剂长时间暴露，也可能使药性改

变影响后续使用，需要改进。 

方法  设计了一种固态试剂的定量取出装置，包括活动扣盖、上部活动盖和下部固定盖；上部活动

盖为筒状，筒状上部活动盖的底部与下部固定盖为活动连接，上部活动盖与下部固定盖之间能够以

轴线为轴进行相对旋转；上部活动盖的内部设有若干卡槽，各卡槽内能够容纳规定量的固态试剂；

各卡槽围绕上部活动盖的轴线呈扇形分布，且仅分布于上部活动盖的一半区域范围内；所述下部固

定盖设于试剂瓶瓶口上，下部固定盖上设有若干通孔，试剂瓶内的试剂能够经由通孔进入与该通孔

相连通的卡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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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试剂瓶内的试剂经通孔进入与之相连通的卡槽内，试剂进入卡槽后，可旋转上部活动盖，将

试剂封闭在上部活动盖内。通过旋转下部固定盖使下部固定盖与上部活动盖的相对位置发生改变，

即可调节经由通孔进入卡槽内试剂的量。倒置后开启活动扣盖即可取出所需量的试剂。 

结论  通过在旋转至所需量程倒置使药物进入相关的卡槽，反转活动盖使药物封闭在活动盖内，打

开活动扣盖倒出所需数量的药物。实现瓶内试剂的定量取出，避免了试剂取出过程中导致的污染等

问题。 

 
 

PU-4750 

应用 PDCA 缩短生化检验实验室内周转时间 

 
鱼丽娟 

西安市儿童医院 

 

目的  针对临床和患者不满意度较高的生化检验实验室内周转时间（TAT），采取多种措施，提高

实验室工作效率和临床满意度。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我科生化检验实验室内周转时间不合格率。2017

年 1 至 6 月实验室内周转时间不合格率均显示严重超标。2017 年 7 月至 2017 年 10 月通过应用

PDCA 管理工具，购置生化流水线、采用分离胶采血管、人员宣贯培训，观察我科生化检验实验室

内周转时间（TAT）在改进前后的变化。 

结果  2017 年 7 月至 2017 年 10 月，生化检验 TAT 不合格率由 40%下降为 1.2%。TAT 中位数和

第 90 百分位数分别由 224 min 和 313 min 下降至 105 min 和 154 min。TAT 不合格率、TAT 中位

数、TAT 第 90 百分位数，应用 PDCA 前后各组数据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合理应用 PDCA 管理工具能够缩短实验室内周转时间，提高检验检测效率。 

 
 

PU-4751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临床检验基础实验教学改革与实践 

 
徐新波 1,徐新波 1 

1.烟台毓璜顶医院 

2.烟台毓璜顶医院 

 

目的  对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临床检验基础实验教学改革与实践进行进一步研究 

方法  对实验教学方法及其内容、评价体系进行改革，并以此为基础对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临床检验

基础实验教学尽行全面的改革 

结果  促使学生的临床岗位技能与实验技能进行全面提高，并且能够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结论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临床检验基础实验教学改革与实践有利于促使医学生的专业水平得到提

高，对于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专业医学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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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752 

4 种型号便携式血糖仪 

与东芝 2000FR 全自动生化仪血糖结果的比对 

 
孙静静 1,李海涛 2,秦明 1,杨海燕 1,孙长虹 1 

1.潍坊市坊子区人民医院 

2.潍坊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目的  对比四种型号的便携式（POCT）血糖仪与东芝 2000FR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糖值的差

异，为选购和使用血糖仪提供参考。 

方法  50 份不同浓度血糖标本，选自本院住院的糖尿病及门诊患者 EDTA 抗凝标本 2ml，红细胞压

积在 30~60%。高浓度样品选择浓度为 50%的葡萄糖用生理盐水稀释 10 倍后，加入 6-12 滴葡萄

糖，即可获得血糖浓度＞22.2mmol/L 的样品。低浓度样本选择温箱孵育获得血糖浓度＜2.8mmol/L

的样品。其中＜4.2mmol/L 6 例，4.2~11.1mmol/L 25 例，11.1~22.2mmol/L 16 例，≥22.2mmol/L 

3 例。从 EDTA 抗凝标本中取全血，用 A、B、C、D 四种型号血糖仪检测血糖。半个小时内分离血

浆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浆葡萄糖浓度，每个重复 3 次，取均值作为参考靶值，计算血糖仪测定值与

靶值间的相对偏差，上述步骤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操作 4。根据卫生部医疗机构便携式血糖仪管理和

操作规范。当血糖浓度＜4.2mmol/L 时，至少 95%的检测结果误差在±0.83mmol/L 的范围内，当血

糖浓度≥4.2mmol/L 时，至少 95%的检测结果误差在±20%范围内。按照上述标准，判定各型血糖

仪的结果是否符合要求，如果符合判定为合格，反之不合格。 

结果  A、B 型偏差符合 POCT 血糖仪应用准则。C、D 型血糖仪偏差不符合。建议临床科室更换上

述符合要求的血糖仪。 

结论  A、B 可以用于血糖水平的监测。 

 
 

PU-4753 

基于生物信息学的小细胞肺癌差异基因的筛选与分析 

 
赵梦瑶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利用生物信息学知识，以 GEO 数据库为基础对小细胞肺癌的差异表达基因做一

次初步筛选。 

方法  在 GEO 数据库的众多系列中选出了 GPL962 平台的 GSE1037 系列及 GPL570 平台的

GSE43346 系列，其中 GSE1037 中包含 9 个小细胞肺癌细胞样本及 19 个正常肺组织样本，

GSE43346 包含 23 个小细胞肺癌样本及 1 个正常肺组织样本。用 GEO2R 工具分别对两组系列进

行差异表达基因的整理，筛选出小细胞肺癌中表达上调 2 倍以上或下调至 1/2 以下的基因。在

DAVID 数据库中对这些差异基因进行功能注释、通路分析，用 STRING 在线分析软件对差异基因

分析得出蛋白质互作网络图，找出其关键基因。 

结果  找出了两个系列的 101 个共同差异基因，其中上调基因 78 个，下调基因 21 个。KEGG 通路

分析发现小细胞肺癌中差异表达基因主要参与了细胞周期、卵母细胞减数分裂、p53 信号通路等通

路，GO 分析发现上调基因主要参与细胞周期 M 期、非膜性细胞器发育，下调基因主要参与细胞定

位、细胞膜形成、细胞粘附等过程。 

结论  为小细胞肺癌的病因分析、发生发展机制等的研究提供可能的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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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754 

基于 RFID 技术的临床检验标本智能化采集 

及检验前管理系统的建立 

 
杨成 1,王杨 1,周琳 1,张男 1,邓少丽 2,陈鸣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目的  应用射频识别--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技术建立临床检验标本智能化采集及

检验前管理系统，实现标本检验前可视化跟踪与全局管控。 

方法  优化临床检验标本采集流程及检验前管理标准；设计并制造通用 RFID 标签，替换现有标本

条码；研发基于 RFID 识别的检验标本智能化采集终端，改造医院 LIS（Laboratory Information 

System）系统，建立检验标本自动化、智能化、可视化检验前管理平台。比较试点病区与常规病

区标本采集速度、信息录入速度、转运接收过程差错率及检验标本综合管理效果等。 

结果  建立了以全自动贴标仪和智能采血校核仪为核心的标本智能化采集终端，以标本批量识别

仪、全自动采血管分拣仪和大数据实时分析为核心的检验前智能管理平台；形成了“智能选管、自

动贴标、快速分拣、高效传输、可视化跟踪、全局管控”的标本检验前管理 RFID 整体解决方案，可

从选管、贴标、采血、录入、转运、接收、分拣 7 个环节简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试点病区

标本采集速度提高约 30%，信息录入速度提高 50 倍，转运接收过程零差错发生，检验标本综合管

理效率明显提升。 

结论  基于 RFID 技术的临床检验标本智能化采集及管理系统具有智能、高效等优点，可解决检验

标本采集及检验前管理复杂、耗时、易错等问题，实现标本检验前可视化跟踪与全局管控。 

 
 

PU-4755 

Apelin-13 在痛觉调控中的作用及机制 

 
许宁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究 apelin-13 在脊髓上水平痛觉调控的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1. 选取热甩尾实验作为实验模型，研究侧脑室注射不同剂量 apelin-13 对痛觉的影响。 

2．侧脑室注射 APJ 受体抑制剂 apelin13(F13A)，观察对 apelin-13 引起的镇痛作用的影响。 

3．侧脑室注射不同亚型阿片受体抑制剂，观察对 apelin-13 引起的镇痛作用的影响。 

4、侧脑室同时注射 apelin-13 及吗啡，观察 apelin-13 对吗啡引起的镇痛作用的影响。 

结果   

1. 侧脑室注射 apelin-13 产生剂量及时间依赖的镇痛效应。 

2. APJ 受体抑制剂 apelin13(F13A)阻断 apelin-13 引起的镇痛效应，表明 APJ 受体介导 apelin-13

引起的镇痛作用。 

3. 纳洛酮，β-FNA 及 naloxonazione 完全阻断 apelin-13 的镇痛作用；而 NTI 及 nor-BNI 对 apelin-

13 的镇痛作用没有影响，表明 u 阿片受体介导 apelin-13 引起的镇痛作用。 

4. 侧脑室注射 apelin-13 能增强吗啡引起的镇痛作用，并且这一作用能被纳洛酮逆转。 

结论   

1.神经肽 apelin-13 在脊髓上痛觉调控中发挥镇痛作用。 

2. Apelin-13 的镇痛作用是通过激活 APJ 受体及内源性阿片系统介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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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756 

Wnt2 与 Wnt3 在抑郁行为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许宁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究 Wnt 分子在束缚应激引起的抑郁样行为中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1. 选取慢性束缚应激(CRS) 作为实验模型，研究小鼠海马脑区 Wnt 分子在抑郁行为中作用。 

2．通过 Real-time PCR 及 Western blot 分别检测 CRS 后小鼠海马脑区不同 Wnt 分子 mRNA 及蛋

白的表达变化特征。 

3．通过慢病毒特异性敲除海马脑区 Wnt2 或 Wnt3，观察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神经再生及抑

郁样行为的改变。 

4、通过慢病毒过表达 Wnt2 或 Wnt3，观察对 CRS 引起的抑郁样行为的影响。 

5、注射抗抑郁药盐酸氟西汀，观察对 Wnt2 或 Wnt3 分子的影响；特异性敲除 Wnt2 或 Wnt3 后注

射盐酸氟西汀，观察抑郁样行为的变化。 

结果   

1. CRS 训练引起小鼠腹侧海马而非背侧海马脑区 Wnt2 及 Wnt3 特异性表达减少。 

2. 基础状态下，慢病毒特异性干扰腹侧海马脑区 Wnt2 或 Wnt3 引起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及神

经再生的损伤，并导致抑郁样行为的产生。 

3. 慢病毒过表达 Wnt2 或 Wnt3 能纠正 CRS 引起的抑郁样行为。 

4. Wnt2 和 Wnt3 能引起 CREB 的激活；Wnt3 与 Wnt3 之间存在 CREB 依赖的正反馈。 

5. 注射盐酸氟西汀能引起 Wnt2 与 Wnt3 表达的升高；敲除 Wnt2 或 Wnt3 阻断盐酸氟西汀的抗抑

郁作用。 

结论  腹侧海马脑区 Wnt2 和 Wnt3 在 CRS 引起的抑郁样行为中发挥抗抑郁作用。 

 
 

PU-4757 

Wnt3a 在恐惧记忆形成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许宁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究小鼠海马脑区 Wnt 分子在恐惧记忆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1. 选取场景性恐惧记忆(CFC) 作为实验模型，研究小鼠海马脑区 Wnt 在学习记忆中作用。 

2．通过 Real-time PCR 及 Western blot 分别检测 CFC 训练后不同时间点 Wnt mRNA 及蛋白的表

达变化特征。 

3．通过 Western blot 检测 Wnt/β-catenin 与 Wnt/Ca2+通路的激活情况。 

4. 通过脑内埋管技术实现特异性向海马脑区注射干预药物，观察小鼠行为的改变情况。 

5.通过 Lentivirus 载体系统构建，过表达持续激活型 β-catenin，并观察其在记忆形成中的作用。 

结果   

1. CFC 训练引起小鼠背侧海马脑区 Wnt3a 特异性表达增加。 

2. CFC 训练引起 Wnt3a 依赖的 Wnt/β-catenin 及 Wnt/Ca2+通路的激活及 Wnt3a 的释放。 

3. 训练前向海马脑区注射 Wnt3a 抗体损伤 CFC 记忆的获得。 

4. 训练后向海马脑区立即注射 Wnt3a 抗体损伤 CFC 记忆的整合。 

5. Wnt/Ca2+及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分别参与 CFC 记忆的获得及整合。 

6. 海马脑区注射重组 Wnt3a 增强 CFC 记忆的形成。 

7. β-catenin 作为 Wnt3a 的下游分子增强 CFC 记忆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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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 CFC 学习记忆训练能诱导小鼠海马脑区中 Wnt3a 特异性表达增加。 

2. CFC 学习记忆训练能引起海马脑区 Wnt3a 的释放，并且 Wnt3a 的释放早于 Wnt3a 的合成，同

时 CFC 训练能引起 Wnt3a 下游信号通路 Wnt/Ca2+及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的激活。 

3. Wnt3a 是 CFC 记忆形成的必要且充分条件。 

4. Wnt/Ca2+及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分别参与 CFC 记忆的获得及整合过程。 

5. 在海马脑区内过表达激活型 β-catenin 能特异性纠正 Wnt3a 抗体引起的 CFC 记忆整合的缺陷，

而对 CFC 记忆的获得没有影响。 

 
 

PU-4758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long noncoding RNA Z38 as a 
candidate biomarker in breast cancer 

 
zhenlin nie,Yishan Wang,Yanping Mei,Xin Lin,Guoxing Zhang,Shukui Wang 

Nanjing First Hospital，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 Z38 has been shown to promote cell proliferation and 
tumorigenesis in breast cancer. However, expression pattern and prognostic value of lncRNA Z38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remain elusive. 
Methods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SPRY4-IT1 in 110 self-paired specimens of breast cancer and 
adjacent normal breast tissues were measured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qRT-PCR),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overall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was further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normal breast tissues, Z38 was upregulated in breast cancer tissues. 
Furthermore, of 110 breast cancer patients, high Z38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umor-node-metastasis stage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Further analysis using the Cox 
regression model revealed that Z38 expression w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of overall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hazard ratio=4.74, 95% confidence interval 2.41-9.32). 
The nomogram presents a good prediction of the probability of overall survival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c-index:0.792), and its predictive efficiency was further confirmed by the calibration 
curve. 
Conclusions Our data highlighted the potential of lncRNA Z38 as novel candidate biomarker to 
identify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at high risk of tumor death. 
 
 

PU-4759 

评价不同比对方法在不同血细胞分析仪间比对试验的应用 

 
沙伟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江苏省第二红十字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

院） 

 

目的  探讨按照本实验室血细胞分析比对操作程序、WS/T406-2012 指南与 EP9-A2 指南在不同血

细胞分析仪间进行比对验证的效果及优缺点。 

方法  先对本实验室 Sysmex XE-2100D（仪器 1）和 Sysmex XS-900i（仪器 2）两台血细胞分析

进行性能评价，再按照本实验室血细胞分析比对操作程序、WS/T406-2012 指南与 EP9-A2 指南分

别对两台血细胞分析仪间白细胞计数（WBC）、红细胞计数（RBC）、血红蛋白（Hb）、血小板

计数（PLT）、红细胞比容（HCT）、平均红细胞体积（MCV）、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

（MCH）和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MCHC）的检测结果进行可比性分析，比较三种方法的比

对效果及方法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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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Sysmex XE-2100D（仪器 1）和 Sysmex XS-900i（仪器 2）本底计数结果分别为 WBC 

0.05×109/L、0.01×109/L；RBC 0×1012/L、0×1012/L；Hb 0g/L、0g/L；PLT 0×109/L、1×109/L。

携带污染率结果分别为 WBC 0.04%、0.02%；RBC 0.00%、0.00%；Hb 0.00%、0.00%；PLT 

0.08%、0.00%。按照 EP15-A2 指南分别对两台血细胞分析仪进行精密度验证，重复精密度和期间

精密度的结果均在厂家声明的范围之内。三种比对方法均表明仪器 1 和仪器 2 之间 WBC、RBC、

Hb、HCT、PLT、MCV 和 MCH 的检测结果具有可比性，但是 MCHC 检测结果的比对结果不理

想。 

结论  三种方法比对的效果基本一致，各具优点，实验室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及临床要求选用比对

方法。 

 
 

PU-4760 

女性不孕不育患者抗心磷脂抗体 

和抗 β2 糖蛋白Ⅰ抗体检测的临床意义 

 
陈醇 

沈阳市妇婴医院 

 

目的  探讨抗心磷脂抗体（aCL）和抗 β2糖蛋白抗体（anti-β2 GPⅠ）与女性不孕不育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5 月来我院生殖门诊就诊的 240 例不孕不育女性患者，其中原发

性不孕 120 例，继发性不孕 120 例，同时选取 80 例正常生育女性作为对照，采用免疫荧光法检测

各组血清中 IgG、IgM 型 aCL 和 anti-β2 GPⅠ。 

结果   aCL IgG 在原发性不孕组、继发性不孕组、对照组中阳性率分别为 7.5%、9.2%、1.3%。

anti-β2 GPⅠIgM 在原发性不孕组、继发性不孕组、对照组中阳性率分别为 11.7%、15.0%、

2.5%，这两项指标不孕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原发性不孕组与继发性

不孕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两项指标不孕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结论  aCL 和 anti-β2 GPⅠ属于抗心磷脂综合征抗体，容易引起早发性流产和不良结局妊娠，并且

与女性不孕不育有密切关系。 

 
 

PU-4761 

2 型糖尿病不同糖耐量患者血清 miR-103 的检测和临床应用 

 
臧素纲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医院/南通大学附属东台医院 

 

目的  检测 2 型糖尿病不同糖耐量水平患者和正常人血清中 miR-103 的表达水平，探讨 miR-103 在

2 型糖尿病不同糖耐量水平的三个糖耐量模式早期筛查及鉴别诊断方面的应用价值。 

方法  应用 poly(A)聚合酶加尾 SYBR Green I 实时定量逆转录荧光 PCR 法 2 型糖尿病不同糖耐量

水平患者及健康体检者血清中 miR-103 的表达水平,评价 miR-103 在 2 型糖尿病不同糖耐量水平患

者中的诊断效能。 

结果  2 型糖尿病不同糖耐量水平三个病例组的血清中 miR-103 表达水平和正常对照组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15、P=0.046、P=0.001，P <0.05），且三个病例组间 miR-103 表达水平的差异

也有统计学意义（P=0.001、P=0.001、P=0.036，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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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清标本 miR-103 可作为 2 型糖尿病诊断的新型生物学标志物，对不同糖耐量水平的诊断、

鉴别及 2 型糖尿病治疗方案的选择具有一定的临床参考价值。 

 
 

PU-4762 

2017 年分泌物阳性标本的病原菌分布情况及耐药性分析 

 
庄玉格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调查 2017 年本院分泌物阳性标本的病原菌鉴定、分布情况及主要致病菌的药敏结果，辅助

临床用药。 

方法  从 2017 年患者分泌物标本中分离培养出的病原菌，采用梅里埃 VITEK MS 和 VITEK 2 

Compact 进行病原菌的鉴定及药敏试验，收集、筛选、统计结果并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695 份标本中共分离出 414 株病原菌，阳性率约达 25%。阳性标本主要来源于创伤骨科和

内分泌科，主要诊断为糖尿病和外伤。随机选取的 300 份标本中共分离出 309 株病原菌，其中革

兰阳性菌 150 株（48.54％），革兰阴性菌 146 株（47.25％），真菌 13 株（4.21％），分别以金

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及白假丝酵母菌为主。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溶血葡萄球

菌对甲氧西林的耐药率分别为：26.9%、100%、100%。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ESBLs）的大肠埃

希菌检出率为 50％；产 ESBLs 克雷伯菌属的检出率为 26.1％。 

结论  创伤骨科或内分泌科和糖尿病或外伤患者应及时且多送检分泌物标本。阳性标本中主要致病

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铜绿假单胞菌。各致病菌的耐药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临床医生应该

给与足够的重视，结合药敏结果合理使用抗生素。 

 

PU-4763 

脾气虚质大鼠模型免疫学指标研究 

 
徐文 1,高丕明 2,虞亚明 2,罗小兵 2,黄玉霞 2,季闻涛 2,郭莉 2 

1.成都体育学院附属体育医院 

2.四川省骨科医院 

 

目的  通过观察脾气虚体质大鼠的免疫学指标的变化，探讨气虚质免疫功能的变化。 

方法  将大鼠分为气虚质组和对照组，采用限制饮食结合干扰睡眠的方法来建立大鼠脾气虚体质模

型，对照组正常饲养，造模干预时间共 28 天，成功造模后腹腔注射麻醉，于心脏负压采血管取血

测定淋巴细胞总数（LYMPH#）、淋巴细胞百分比（LYMPH%）、免疫球蛋白（IgA）、免疫球蛋

白（IgG）、免疫球蛋白（IgM）、白介素 1-β（IL-β），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环磷酸腺苷

（CAMP）、环磷酸鸟苷（CGMP）。 

结果  脾气虚质组较对照组 LYMPH#、LYMPH%、IgA、IgG，CGMP 均明显下降，IL-β， TNF-α

均较对照组明显增加，IgM、CAMP、CAMP/CGMP 无明显变化。 

结论  脾气虚质由于机体元气不足，脏腑功能衰弱致机体免疫功能低下而使机体易患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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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764 

首发精神分裂患者血清褪黑素、同型半胱氨酸 

及 IL-6 浓度变化及临床意义 

 
唐朝敏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研究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中褪黑素、同型半胱氨酸和白细胞介素-6 的浓度变化并探讨其

升高或降低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3 月于湘雅二医院入院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62 例，其中有首

发精神分裂患者 30 例作首发组，复发患者 32 例作复发组，收集其血清样本；收集 20 例同期来本

院健康体检者的血清样本作对照组。实验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清中的 MLT 浓度，用日立

7600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清中的同型半胱氨酸并以 Cobas E602 型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检测 IL-6 的浓度，并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首发精神分裂症组血清 MLT 的浓度[（26.46±17.96）pg/ml]较对照组[(62.65±44.76) pg/ml]明

显降低（P<0.01）,复发组血清 MLT 浓度[(20.57±12.74) pg/ml]也较对照组明显降低（P<0.01），

而首发组与复发组血清 MLT 浓度无显著性差异（P>0.05）；首发组的血清 Hcy 浓度

[(13.20±4.59)umol/L] 较对照组[(10.70±3.39) umol/L]明显升高（P<0.05），复发组血清 Hcy 浓度

[(13.96±4.33) umol/L]与对照组相比亦显著性升高（P<0.01），首发组与复发组血清 Hcy 浓度无显

著性差异（P>0.05）；首发组和复发组血清 IL-6 浓度[(2.40±1.51)pg/ml]和[(2.74±1.64) pg/ml]与对

照组相比均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确存在 MLT 及 Hcy 浓度异常，其血清 MLT 水平显著降低，Hcy 浓度

升高，二者在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及治疗中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PU-4765 

Myeloid blast crisis of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followed 
by lineage switch to B lymphoblastic leukemia 

 
Mingfeng Xiao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TCM University 

 
Objective Lineage switch is very rare in blastic crisis of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CML-BC). 
Here, we report a case of CML-BC in which the blast lineage switched from myeloid to B-
lymphoid. 
Methods  A 35-year-old male was initially admitted to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cause of abdominal distention for over a year and dizziness for 
one week. The blood count of peripheral blood, a bone marrow study, immunophenotyping by 
flow cytometry, and the Philadelphia chromosome were checked. 
Results Results from the blood count of peripheral blood, a bone marrow study, 
immunophenotyping by flow cytometry, and the Philadelphia chromosome were consistent with a 
diagnosis of myeloid blast crisis from CML. Imatinib was used in maintenance therapy and 
diminished the blasts. After three months, the blasts were increased in peripheral blood and bone 
marrow. The bone marrow study and immunophenotyping by flow cytometry revealed B-
lymphoblastic leukemia. Similar to the first admission, a chromosome study revealed a karyotype 
of 46,XY,t(9;22)(q34;q11) in all 20 cells analyzed, and a diagnosis of B-lymphoid blast crisis from 
CML was made. Despite treatment with chemotherapy of DVCP (Daunorubicin, Vincristine, 
Cyclophosphamide and Prednisone) in combination with dasatinib for three months, the patient 
did not achieve complete remission. The patient decided to give up treatment and was 
discharged from the hospital for economic r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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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is case demonstrated that the PH chromosome with p210 BCR/ABL1 fusion 
proteins may be a key molecule in CML-BC. Further research is needed to assess the frequency,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in CML-BC patients with lineage switch. 
 
 

PU-4766 

Quercetin-3-methyl ether induces apoptosis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cells by inhibition of 

STAT3/Mcl-1 pathway 

 
Longbin Cao1,2,Feng Qiu1 

1.Department of General Practice Center， Nanhai Hospital of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Foshan， 

Guangdong 528244， China 

2.Key Laboratory for Medical Molecular Diagnostics of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dong Medical University， 

Dongguan， Guangdong 

 
Results Quercetin-3-methyl ether inhibited the proliferation of CNE-2 and HNE-1 cell lines. 
Quercetin-3-methyl ether produced an obvious accumulation of cells in cell cycle G2/M phase 
mainly through cyclin B1. 
Quercetin-3-methyl ether induced apoptosis of CNE-2 and HNE-1 cells, accompanied with the 
increased caspase 3 activity. 
Quercetin-3-methyl ether modulated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Mcl-1, Bim and p-STAT3. 
Conclusions Quercetin-3-methyl ether has a significant inhibition of proliferation, a pronounced 
accumulation of G2/M phase of cell cycle and a dramatic induction of apoptosis in CNE-2 and 
HNE-1 cells by regulation of STAT3/Mcl-1 signaling pathway. This compound might be an ideal 
chemopreventive and therapeutic agent for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PU-4767 

如何做好室内质控 

 
张云丽 

辽宁省人民医院 

 

目的  室内质控操作是检验科质量保证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做好室内质控是对患者样本结果质量的

全面保证。 

方法  室内质量控制管理的几个方面：1.质量管理、2.操作手册、3.试剂管理、4 仪器管理、5.方法

性能评估、6.偏移的评估、7.质量控制计划 

结果  实验室室内质量控制管理 

一、质量管理：实验室应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的文件，明确分析前、分析中和分析后的必须步骤。实

验室应至少每半年评估分析前和分析后的标准操作规范（SOP）。实验室应规定标本的可接受标

准。 

二、操作手册：实验室应为操作人员编写所有分析物（项目）的操作手册，并放置在员工的操作台

边。 

三、试剂管理：实验室应按照厂商的要求使用和保存试剂。应明确标识试剂、校准品、和控制品。

实验室应使用厂商规定的配套试剂、配套校准品。 

四、仪器管理：实验室应按照厂商的推荐，对仪器进行维护保养。仪器使用中，进行了重大维护保

养或重要的技术服务后，应对仪器进行性能验证。 

五、方法性能验证：实验室内分析项目应验证或建立分析方法的分析性能，这里所说的分析性能验

证，是指实验室完全使用厂商提供的全套的仪器、试剂、校准品和操作程序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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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质量控制计划：实验室应对质量控制所有内容作出规定和形成操作规范文件（SOP）。实验室

应对用于检测患者样品的每个使用设备和仪器，均应进行性能评估和设计质量控制计划。七、每个

分析项目偏移的评估实验室应建立偏移评估的程序文件。实验室应建立确定可接受偏移的指南文

件。实验室应建立文件，规定对偏移处理的程序。实验室参加的 PT/EQA 计划，应按照这些计划的

规定实施。若实验室采用了多个检测系统或多种方法检测同一个分析项目的，至少每 6 个月进行不

同方法学及检测系统在实验室内的比对实验。 

结论  按照以上七个方面全面实行实验室室内质量控制是保证实验室检验结果质量的关键。 

 
 

PU-4768 

一种新型的具有线粒体靶向性的 AIE 分子 

在肿瘤光动力学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关淑娟,司徒博,郑磊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光动力学疗法作为一种非侵入性的治疗手段，在肿瘤的治疗中逐渐受到重视，寻找新型特异

性的光敏剂是该领域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LS01 分子是一种新型的具有线粒体靶向性的 AIE 分

子，本实验主要探索其作为光敏剂在肿瘤光动力学治疗方面的应用潜质。 

方法  运用光学成像技术，在共聚焦显微镜下观察 LS01 分子在细胞内的成像情况，同时利用显微

镜的光源对细胞进行持续的光照，加入 DCFH-DA 荧光探针以检测光照过程中活性氧的产生。同

时，通过细胞毒性实验以及细胞凋亡实验比较 LS01 分子在特定光源和避光条件下对细胞活性的影

响。 

结果  从共聚焦成像的结果观察到，LS01 分子能特异性靶向线粒体，在激光光源照射下，随时间延

长，细胞内会伴随着活性氧的产生。在光照条件下，随着 LS01 分子浓度的增加，细胞活性会降

低，而在避光条件下，LS01 分子浓度的变化没有使细胞活性发生较大波动，细胞活性维持在较高

的水平。 

结论  LS01 分子具有线粒体靶向性，具有作为新型光敏剂的潜质，在特定光源照射下，诱导活性氧

的产生，导致细胞的损伤或凋亡，有望应用于肿瘤的光动力学治疗中。 

 
 

PU-4769 

SMPD1 基因突变与帕金森病相关性研究 

 
宋娜 1,王伟 1,陈超 1,王学翔 2,韩发彬 1,2 

1.聊城大学/聊城市人民医院 

2.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基础医学研究所转化医学实验室 

 

目的  为了探讨遗传基因突变在帕金森病发病（PD）中的作用，我们对帕金森病患者 SMPD1 基因

全部外显子进行了研究。 

方法  我们对 110 例帕金森病患者进行全血分离 DNA，用 Sanger 方法对 SMPD1 基因的全外显子

测序分析，与 Genbank 提供的标准序列对比，寻找基因序列的变异。 

结果   在 110 例帕金森病患者中，我们发现 1 个病人具有新的杂合基因突变位点

Ex2:c.677C>A/p.P226Q，所编码的第 226 位氨基酸由脯氨酸改变为谷氨酸，突变功能分析发现提

示此突变可能致病。我们还发现 2 个病人携带新的的单核苷酸多态性变异突变（SNPs），

Ex1:c.107 T>C/p.V36A 和 Ex6:c.1522G>A/p.G508R，突变功能分析均提示没有致病性。另外发现

3 个 病 人 携 带 已 知 变 异 Ex2:c.T371T>G/p.L124R 、 Ex2:c.636T>C/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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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6:c.1598C>T/p.P533L。基因突变功能预测分析提示新的杂合突变 p.P226Q 和已知突变

p.P533L 很可能影响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导致 PD 发病。 

结论  在汉族帕金森病患者中 SMPD1 基因的突变率为 3.64%，提示 SMPD1 基因的突变可能与帕

金森病的发生相关，其作用机理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PU-4770 

Differential analysis of disease risk assessment using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with different analysis strategies 

 
Wenbo Xu1,Yang Zhao2,Shiyan Nian1,Lei Feng1,Xuejing Bai2,Xuan Luo2,Feng Luo2 

1.Yuxi People's Hospital of Yunnan Province 
2.The Six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mportance of confounding factor control on the results of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s 664 male coronary heart disease(CHD) patients and 400 healthy controls were 
assembled, 14 indexes(including: age, uric acid(UA), cholesterol(TC), triglyceride(TG),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 apolipoprotein 
A1(ApoA1), apolipoprotein B100(ApoB100), lipoprotein a(Lp(a)), homocysteine(HCY), total 
bilirubin(TBIL), direct bilirubin(DBIL), indirect bilirubin(IBIL), γ-glutamyl transferase(γ-GT)) were 
collected.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se indexes and CHD was assessed by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compare the results in different analysis strategies. 
Results 1)With no confounding factor control, 14 indexes were directly inputted in the analysis 
process, finally 11 indexes were retained. A model was obtained and some results were difficult 
to explain. For instance, the ApoB100’s Exp(B) value is 35.959, and the LDL-C showe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CHD (Exp(B) value is 0.396). 2)According to the application conditions 
of logistic analysis, weighed all the 14 indexes by the variance and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age, 
UA, TC etc. 7 indexes were finally stayed in the model. The model was verified b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 curve,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is 0.927. 
Conclusions When th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between risk factors and CHD, it is better to adopt strict confounding factor control 
to improv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analysis. 
 
 

PU-4771 

Breast cancer cells-derived IL-35 promotes tumor 
progression via induction of IL-35-producing induced 

regulatory T cells 

 
shengnan hao1,Xi Chen1,Fang Wang2,Qianqian Shao3,Jia Liu1,Hui Zhao1,Chao Yuan1,Hanxiao Ren1,Haiting Mao1 

1.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2.Dongying people’s hospital， Dongying， Dongying 

3.Qi Lu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We sought to identify the function of IL-35 secreted by breast cancer cells in tumor 
progression. 
Methods Human breast cancer tissues and breast cancer cell lines, MDA-MB-231, MCF-7, 
SKBR3 and T47D, were used for ex vivo studies. Human CD4+CD25- conventional T (Tconv) 
cells isolated from peripheral blood monocytes were cultured with supernatant of breast cancer 
cells. ELISA assay and immunocytochemistry was used identify IL-35 level of breast cancer cells. 
Level of p35 and EBI3 was quantified using flow cytometry and RT-PCR. The cytokine profil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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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detected by the commercially available Human High Sensitivity Panel. Molecules in JAK-
STAT pathway were evaluat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In this study, we demonstrated that breast cancer cells (BCCs) also expressed and 
secreted IL-35 and higher level of IL-35 in BCCs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of 
patients and was an independent unfavorable prognostic factor for breast cancer. Subsequent 
study revealed that BCCs-derived IL-35 inhibited conventional T (Tconv) cells proliferation and 
further induced suppressed Tconv cells into IL-35-producing induced regulatory T (iTr35) cells. 
Furthermore, BCCs-derived IL-35 promoted the secretion of inhibitory cytokine IL-10 and 
obviously decreased the secretion of Th1 type cytokine IFN-γ and Th17 type cytokine IL-17 in 
Tconv cells. Meanwhile, the expression of inhibitory receptor CD73 was also elevated on the 
surface of Tconv cells following the BCCs’ supernatant treatment. Mechanistically, BCCs-derived 
IL-35 exhausted Tconv cells and induced iTr35 by activat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STAT1/STAT3.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indicate functions of BCCs-derived IL-35 in promoting tumor 
progression through proliferation inhibition of tumor infiltrating Tconv cells and induction of iTr35 
cells in tumor microenvironment. This study highlights IL-35 produced by BCCs as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breast cancer. 
 
 

PU-4772 

谷草转氨酶异常升高病例分析 

 
王盛姣 

哈医大一院 

 

目的  通过一例临床实践工作中遇到的无症状性谷草转氨酶异常升高的病例探究谷草转氨酶测定的

影响因素。 

方法  临床实际工作中，患者体检过程中发现谷草转氨酶异常增高，达到 900U/L。谷丙转氨酶、乳

酸脱氢酶、心肌酶谱正常。于当地某三甲医院消化科就诊，医生就肝功化验单结果诊断为脂肪肝，

建议患者住院行保肝降酶保守治疗。患者治疗一周后复查肝功能，谷草转氨酶稍有下降，但效果不

明显。患者跟主管医生请假要去某一线城市出差，几天后患者回到就诊医院，拿出其在出差一线城

市三甲医院做的肝功能报告单，结果显示谷草转氨酶正常，遂向其初次就诊医院讨要说法，怀疑第

一次肝功能报告单结果的准确性。医院检验科工作人员遂将患者第一次做化验的血标本找出，在不

同的机器上进行比对。 

结果  发现急诊化验室强生 VITORS5600 检测结果与之前的结果相差无几，换到贝克曼库尔特

5800 生化全自动分析仪检测结果却是正常值。工作人员反复阅读 AST 检测说明书，查阅相关文献

资料发现少数情况下，AST 可与免疫球蛋白形成巨酶复合物，导致血清酶活性持续增高。检测巨酶

复合物需要磷酸吡哆醛的存在，恰巧第一家医院的试剂中还有这种辅酶，后面的试剂中不含有，所

以没有检测到巨酶复合物的存在。鉴于这种猜想将病人血清进行电泳分离，发现一条异常的 AST

区带位于 mAST 和 sAST 之间，将其分离纯化分子量为 250KDa，由一分子 Ig 和一分子 AST 复合

而成，判断其为巨酶复合物。 

结论  患者 AST 异常增高是由于巨酶复合物的存在影响了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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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773 

抗结核药物所致肝、肾、血液毒性的临床特征 

及其与基因多态性的关联性研究 

 
李引钰,胡雪娇,赵珍珍,彭武,刘堂喻哼,宋佳佳,应斌武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调查中国西部地区抗结核药物引起的药物不良反应（ATD-ADRs）的发生情况及特点，筛选

能用于评估 ATD-ADRs 发病风险的分子标志物以指导临床用药。 

方法  前瞻性地招募 1235 名高度可疑结核病住院患者，调查其肝脏、肾脏和血液中 ATD-ADRs 的

临床特征和遗传风险因素。最终纳入 644 名符合条件的受试者，采集患者的外周血并提取 DNA；

采用 SNPscan 试剂盒对药物代谢酶基因相关 SNPs (CYP2D6 rs1135840 ， CYP2C19 

rs3758580、 rs4244285、 rs4986894，NUDT15 rs116855232)和药物转运体基因相关 SNPs 

(ABCB1 rs1045642、rs1055302)进行基因分型；定期进行临床随访和监测患者的血液学和肝肾功

能指标，分析患者治疗期间发生 ATD-ADRs 的情况，进一步分析 ATD-ADRs 与患者临床特征、

SNPs 的相关性。 

结果  在我国西部地区，ATD-ADRs 的发生率为 16.5％，药物干预率为 10.4％。主要的 ATD-

ADRs 包括肝毒性（10.6％）和白细胞减少症（3.3％）。女性发生白细胞减少的风险较高，但急性

肾损伤的风险降低。 CYP2D6 rs1135840 的 GG 型与抗结核药物所致的肝毒性（ATDH）有关

(OR=2.52, 95%CI=1.43-4.44, P=0.009)，其阴性预测值为 93.7％，敏感性为 72.7％。NUDT15 

rs116855232 的 T 等位基因可增加白细胞减少症的发病风险 (OR=4.97,95%CI=2.06-11.97, 

P=0.003)，其阴性预测值为 98.1％，特异性为 81.9％。 

结论  结核病患者在抗结核治疗期间应定期进行血液检查以密切监测 ATD-ADRs 的发生，CYP2D6 

rs1135840 和 NUDT15 rs116855232 可分别作为 ATDH 和白细胞减少症的遗传风险标志物。 

 
 

PU-4774 

血型鉴定及 ABO 疑难血型鉴定相关探讨 

 
罗金云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目的  分析造成 ABO 血型正反定型不符的原因 

方法  统计 2017 年 10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1 日期间盛京医院血型鉴定结果为正反不符且由输血

科鉴定出具体原因及血型的病例，并收集患者的具体信息，包括血型、性别、年龄及影响因素，统

计分析这些信息与正反定型不符的关系。 

结果  本实验一共收集了 39 例正反定型不符病例，其中 A 型血患者 14 例，B 型血患者 17 例，AB

型血患者 7 例，O 型血患者仅 1 例。女性出现正反定型不符的数量为 26 例，男性为 13 例。未成

年人出现 7 例，成年人出现 22 例，老年人出现 10 例。不规则抗体造成的正反定型不符占据了绝大

多数，为 66.67%，蛋白干扰是第二位因素，占 15.38%；其次是抗原抗体减弱，占 12.83%。除这

三个因素外，少量患者是由于自身抗体和亚型等其他原因造成正反定型不符，均为 2.56%。 

结论  O 型血患者相对于其他血型患者出现正反定型不符的概率更低，男性相较于女性出现正反定

型不符的额概率也更低，造成 ABO 正反定型不符的主要因素是不规则抗体，其次是抗原抗体减弱

和蛋白干扰，另外还有自身抗体和亚型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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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775 

异丙酚抑制炎症反应的机制研究：lncRNA／ABCA1 途径 

 
王腾,胡炎伟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探究异丙酚，LncRNA，ABCA1 三者在炎症过程中的调控关系。 

方法  利用基因芯片，生物信息学分析方法进行初筛实验，real-time PCR 和免疫印迹（western 

blot）进行验证实验，证明了异丙酚可以通过 lncRNA- LOC286367 调节 ABCA1 的表达，进一步

发挥其抗炎作用。最后通过小鼠实验证明 lncRNA- LOC286367 具有促炎作用。 

结果  1）异丙酚可以抑制炎症反应；2）异丙酚调节 ABCA1 及 lncRNA- LOC286367 的表达；3）

异丙酚通过调节 LOC286367 的表达进而调控 ABCA1 的表达；4）ABCA1 和 LOC286367 参与异

丙酚处理后的脂多糖诱导的 THP-1 巨噬细胞中的炎症反应；5）异丙酚以依赖 LOC286367 的方式

调节 ABCA1 的表达，进而抑制炎症反应；6）LOC286367 促进脂多糖诱导的 BALB／c 小鼠的炎

症反应。 

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通过体外实验证明了异丙酚以长链非编码 RNA（lncRNA）依赖的方式调节

ABCA1 的表达，进而影响促炎细胞因子的表达，从而在炎症反应中发挥作用。而且通过体内试验

证明了 LOC286367 促进脂多糖诱导的 BALB／c 小鼠的炎症反应。 

 
 

PU-4776 

血栓弹力图在鉴别流产孕妇及指导治疗中的作用 

 
陈贞 1,欧依妮 2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长沙医学院 

 

目的  分析血栓弹力图(thrombelastogram，TEG)在鉴别复发性流产及先兆流产的异常孕妇与健康

孕妇中的作用以及其在后续治疗中的指导作用 

方法  将 100 名有复发性流产或先兆流产病史的异常孕妇与 80 名健康孕妇分别纳入实验组和对照

组，年龄在 18-45 岁之间，两组孕妇在年龄、孕周、身高、体重方面无统计学差异具有可比性，检

测其 TEG 值；分析比较两组孕妇 TEG 的各参数存在的差异，并进一步比较异常孕妇治疗前后

TEG 参数的变化，在治疗期间，主要使用的药物是抗凝药物，包括肝素钠以及低分子肝素钠，观

察流产孕妇的抗凝治疗效果。 

结果  流产孕妇与健康孕妇的 TEG 各参数存在明显的不同，一共六项参数发生明显变化，R、K 值

时间缩短（P<0.05），α 角、MA 值、CI 值、G 值的显著增加（P<0.05）。实验组使用药物治疗前

后对比，R、K 值明显增高（P<0.05），血凝块强度 CI 值、MA 值、G 值明显降低（P<0.05） 

结论   TEG 能早期鉴定复发性流产及先兆流产孕妇的异常高凝状态，并且能指导临床抗凝药物的合

理利用，有效预防不良妊娠和其它并发症的发生。 

 
 

PU-4777 

冰冻血浆 GDF11 水平调查分析 

 
王芳,付丽瑶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生长分化因子 11（Growth Differentiation Factor 11，GDF11）是一种与心血管疾病和衰老

相关的生物活性物质，有研究表明其血浆中水平与年龄存在密切相关。然而，目前仍缺乏冰冻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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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和储存对 GDF11 含量影响及因素分析的研究。本研究通过检测冰冻血浆中 GDF11 的水平，

比较其与健康人群血浆 GDF11 含量的差异，并分析与年龄、制备方式、储存时间和血型等因素的

关系。 

方法  检索 2018 年 1 月-3 月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健康体检人群的检验报告，选取血常规、凝血

及肝肾功能指标基本正常的人群为研究对象，并将他们按照性别和年龄分组，收集他们 EDTA-K2

抗凝血血浆。使用 ELISA 试剂盒检测血浆中的 GDF11 含量，利用统计学方法分析 GDF11 含量是

否与年龄相关。收集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输血科的库存冰冻血浆，按照献血员年龄、性别、制备方

式、血型、储存时间不同进行分组，检测血浆中 GDF11 含量，分析两组数据的差异。 

结果  在健康人群中，GDF11 含量与年龄呈中度负相关（r=-0.572, p<0.01)，献血者冰冻血浆中，

GDF11 含量与年龄也具有相关性（r=-0.567, p<0.01)；储存时间 1 个月,2 个月和 3 个月的血浆，

其 GDF11 含量与新鲜血浆无差别(p>0.05),储存时间 6 个月的血浆，其 GDF11 含量与新鲜血浆中

的含量相比明显下降(p<0.05)；普通冰冻血浆 GDF11 含量低于新鲜冰冻血浆(p<0.05)；血浆中

GDF11 含量与血型无关(p>0.05)。 

结论   血浆中 GDF11 水平随年龄的增加逐渐降低，且血浆的制备方式和储存时间对 GDF11 有显

著的影响。 

 
 

PU-4778 

cobas u 601 尿干化学分析仪 

与 AX-4280 尿干化学分析仪的一致性评价 

 
刘子惠,孔虹,刘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目的  比对分析 cobas u 601 和 AX-4280 尿液干化学分析仪检测结果的一致性。 

方法  分别用 cobas u 601 和 AX-4280 平行测定 200 例尿液常规标本。 

结果  对 200 份标本在两种型号尿干化学分析仪的检测结果进行比对，分析尿液干化学除尿比密项

目外各项指标的一般符合率和完全符合率，一般符合率均＞84.5%，葡萄糖、胆红素和亚硝酸盐的

完全符合率均＞90%，各指标的 Kappa 值均＞0.4， GLU、NIT 和酮体的 Kappa 值均＞0.7。 

结论  cobas u 601 和 AX-4280 检测结果一致性良好， 但尿液干化学分析仪只是筛检仪器， 还应

结合显微镜尿沉渣计数复核的结果以满足临床需要。 

 
 

PU-4779 

黄连素在代谢性疾病中的应用进展 

 
曹伟良 

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黄连素又称盐酸小檗碱，是从中药黄连中提取的一种天然异喹啉类生物碱，具有广谱抗菌作

用，在临床上广泛用于感染性疾病的治疗。此外，黄连素还可用于多种代谢性疾病如肥胖、甲状腺

功能亢进、代谢综合征、脂肪肝、糖尿病等的治疗，同时具有增强免疫机能及抗移植排斥反应的作

用。黄连素具有药源广泛易得，价格低廉、无不良反应、使用安全、方便等，所以其可能会有更加

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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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780 

The effect of microRNA-221/222 on cell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by target caspase-10 in prostate cancer cells 

 
lina wang 

Laboratory Medical Center，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miR-221/222 on caspase-10 expression, and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miR-221/222 in cell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in human prostate cancer cells. 
Methods We transfected prostate cancer cells with miR-221/222 mimics or inhibitors.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miR-221/222 were detected with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Cell proliferation 
was assessed by MTT assay. Apoptosis was induced with TNF-α/CHX treatment, and evaluated 
by Hoechst 33342 staining, propidium iodide (PI) 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caspase-3 activity 
measurement, and Western blot analysis. Luciferase activity assa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and Western blot were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miR-221/222 on caspase-10 
expression. 
Result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miR-221/222 could promote the proliferation of prostate cancer 
cells, including LNCaP and PC3 cells. After transfection and apoptosis induction, Hoechst 33342 
staining and PI flow cytometric assay showed that apoptosis was dramatically decreased in 
prostate cancer cells treated with miR-221/222 mimics. Moreover, caspase-3 activity was 
dramatically decreased, and the cleaved forms of caspase-3 were reduced, in the miR-221/222 
mimic-treated group. On the contrary, miR-221/222 knockdown sensitized the prostate cancer 
cells to TNF-α/CHX-induced apoptosis. In addition,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expressions of miR-221/222 and caspase-10 in prostate cancer cells. miR-221/222 could 
repress the expression of caspase-10, which was confirmed by the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Conclusions miR-221/222 promote cell proliferation and repress apoptosis, through suppressing 
caspase-10, in prostate cancer cells. Our results provide promising evidence for the miRNA-
based therapeutic strategy of prostate cancers. 
 
 

PU-4781 

早产儿伴宫内感染端粒长度的初步研究 

 
房雅伦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端粒酶长度与炎症感染的早产儿的相关性,研究早产发生机制。 

方法  选择医院自 2018 年 3 月-2018 年 5 月出生的 28-37 周内出生早产儿 100 例，为检验指标与

临床症状相符，诊断为早产儿伴宫内感染的患儿（包括弓形虫感染、风疹病毒、巨细胞病毒和单纯

疱疹病毒等感染原因），出生时间在 0-3 天内；正常对照组：出生 0-3 天的健康足月胎儿 30 例

（新生儿健康评分 10 分）。采集其外周静脉血，分离基因组 DNA。应用荧光定量 PCR 方法测定

其端粒酶相对长度，使用一般线性模型分析两组数据之间的差异。 

结果  预期为 实验组炎症感染的早产儿端粒酶长度短于正常对照组健康新生儿的端粒酶长度。 

结论  端粒是位于染色体末段的一种特殊结构,具有维持染色体稳定的功能。由位于染色体末端重复

的 TTAGGG 碱基序列组成, 是以自身 RNA 为模板,合成端粒重序列加至新合成的 DNA 链末端,以维

持染色体端粒长度的稳定,从而使细胞获得无限增殖的能力。胎龄在 37 足周以前出生的活产婴儿称

为早产儿，胎龄在 37-42 周内出生的活产婴儿为足月胎儿。新生儿有研究表明端粒长度是由基因控

制的,并受到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通过本研究可以推测：新生儿端粒长度与在母体内孕育时间有

关，可能由于胚胎在母体内病原体经血行通过胎盘屏障感染胎儿，使胚胎发育时端粒长度较短，导

致胚胎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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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782 

Application of Sigma-metric Run Size Nomogram to 
Establish Multistage Bracketed SQC of 8 Enzymes 

 
hengjian huang,Yu-ping ZENG ,Xue Guo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Bracketed statistical quality control(SQC) was proposed in 2016 CLSI (C24-
Ed4)document, for the purpose of reducing patient risks. Recently, Westgard has drawn a sigma-
metric run size Nomogram, which can visually recommend quality control(QC) rules and QC 
frequency of different sigma test items, and came up with multistage bracketed SQC. In this study, 
we intended to evaluate the sigma performance of  8 enzymes and apply multistage bracketed 
SQC 
Methods (1) Sigma Performance Calculation: Calculate sigma levels using formula:, where TEa 
is from the updated quality specification of the European Federation of Clinical Chemistry and 
Laboratory Medicine (EFLM) biological variation data issued in 2017 , bias is obtained through 
external quality assessment (EQA), and CV is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of internal QC data for 
consecutive 6 months. (2) Multistage bracketed SQC: Estimate the daily workload of each test 
item in our laboratory, and design the expected reporting QC intervals. According to the sigma-
metric run size Nomogram drawn by Westgard, determine “startup” and “monitor” QC rules of 
ALT, AST, GGT, ALP, LDH, CK, AMY, LIP based on different sigma performance. Design SQC 
schedules and apply them in our laboratory 
Results The sigma performance of 8 enzymes were 4.33, 4.89, 4.70, 2.76, 1.83, 9.72, 6.14, 3.35, 
respectively. For ALT, ALP, LDH and LIP with sigma less than 4.50, MR N4 QC rules were 
recommended in the whole QC schedule; For AST and GGT with daily workload of 1500-2000 
and sigma closed to 5,  MR N4 in the “startup” stage and 13S N2 in the “monitor” process were 
recommended. For CK and AMY with sigma more than 6, 13S N2 were suggested in the whole 
QC events 
Conclusions Multistage bracketed SQC is mainly determined by sigma performance, setting 
personalized multistage QC rules and frequency, which can monitor risks in the assay process 
and reduce patient harms. Nevertheless, utilization of tests with low sigma is costly and the best 
is to improve their sigma level in the laboratory 
 
 

PU-4783 

siRNA 靶向抑制 SPAG9 对 HepG2 细胞增殖、凋亡 

及 JNK 信号通路的影响 

 
罗书笛 2,1,任碧琼 1,2,刘俊龙 2,1,陈维 2,1 

1.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原：湖南省脑科医院） 

2.湖南中医药大学 

 

目的  探讨精子相关抗原 9（SPAG9）在肝癌细胞 HepG2 中表达对 HepG2 增殖分化及凋亡的影

响，并初步揭示 SPAG9 与 JNK 信号通路的关系。  
方法  采用细胞免疫荧光检测 SPAG9 在 HepG2 中的表达及定位，siRNA 技术敲低 SPAG9 的表

达，Western blot 检测转染后 SPAG9 及 JNK 蛋白的表达，CCK8（Cell Counting Kit-8）实验检测

肿瘤细胞的增殖能力，流式细胞术检测肿瘤细胞的周期及凋亡。 

结果  SPAG9 在 HepG2 中表达，定位于细胞质和细胞核。与对照组细胞相比，转染 SPAG9 

siRNA 使 JNK 蛋白的表达下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与对照组相比，转染 SPAG9 

siRNA 的 HepG2 增殖能力显著降低（P < 0.01），细胞凋亡显著增加（P < 0.01），细胞周期阻

滞于 S 期。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560 

 

结论   HepG2 细胞表达 SPAG9 蛋白，定位于细胞质和细胞核；SPAG9 促进 HepG2 细胞增殖分

化、抑制凋亡与 JNK 信号通路有关；敲低 SPAG9 的表达使 HepG2 细胞增殖阻滞于 S 期。  

 
 

PU-4784 

多阶段质量控制程序设计糖化血红蛋白测定仪的质控策略 

 
黄亨建,杨培,刘颖,蒙立业,周朝琼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患者风险参数 MaxE(NUF)，定义为在失控状态下所能接受的最大期望报告错误结果的数量，

应用多阶段质量控制程序（multistage QC procedure）的 Sigma-SQC 诺曼图设计糖化血红蛋白

（HbA1c）测定仪的质量控制策略，最大程度减少患者风险 

方法  限制 MaxE(NUF)≤1 的基础上，应用 Sigma 度量、质控规则、分析批长度（QC 频率）和

MaxE(NUF)相关联的图形工具即 Sigma-SQC 诺曼图。设计本室两台 HbA1c 测定仪多阶段 QC 策

略。评估本室两台 HbA1c 测定仪 Tosoh G8 的 Sigma 度量：计算公式 Sigma=（TEa-Bias）/CV，

应用 Sigma-SQC 诺曼图设计两台 HbA1c 测定仪的起始质控程序和过程监测质控程序 

结果  HbA1c G8-1 Sigma=4.3，起始质控程序： 13s/22s/R4s/41s多规则 N=4，分析样本量为 250，

13s N=2 为过程监测质控程序，分析批长度为 40。HbA1c G8-2 Sigma=4.6，起始质控程序：

13s/22s/R4s/41 N=4，分析样本量为 250，13s N=2 为过程监测质控程序，分析批长度为 80 

结论  HbA1c 测定仪的质量控制策略中采用起始质控程序和过程监测质控程序，MaxE(NUF)≤1 可以

最大程度地减少患者风险 

 
 

PU-4785 

计算实际西格玛值的新方法 

 
黄亨建,曾玉萍,郭雪,郭锐锐,杨岚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计算实际西格玛（sigma，σ）值，正确评估实验室检测项目分析性能 

方法  （1）结合室内质量控制（Internal quality assessment, IQC）与室间质量评价（External 

quality assessment, EQA），计算 westgard 两种 σ计算公式和下的 σ1与 σ2值。以 IQC 累积均值

X1与 EQA 靶值 μ2的比值（X1/μ2）为横轴，σ1、σ2为纵轴绘制散点图，比较 σ1、σ2的关系；方法

（2）以伯乐公司全球质控材料，批号为：45751 和 45753，仪器为罗氏 Combas8000 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累积到 2018 年 1 月份的均值作为靶值 μ1，结合 IQC 数据计算 Westgard 两种公式下检测

项目的 σ1、σ2值 

结果  方法（1）计算的 σ1与 σ2值并不相同，甚至相差很大，而且对 NA、CL、CA 三个 TEa 要求

高的检测项目，σ 值计算结果为负值。比较 σ1、σ2 的关系中，当 X1/μ2<1 时，σ1>σ2；当 X1/μ2>1

时，σ1<σ2。方法（2）中 X1 /μ1值接近于 1，σ1、σ2大小非常接近 

结论  结合 IQC 与 EQA 计算 σ时，应选取与质控材料同一浓度水平的测定值，这才能真实反映实

验室检测项目分析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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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786 

TLR-9 介导吗啡诱导的巨噬细胞凋亡及药物依赖 

 
冯一民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 TLR-9 在吗啡诱导的巨噬细胞凋亡及吗啡依赖中的作用及机制，为吗啡的戒断治疗及免

疫抑制的改善提供潜在的靶点。 

方法  1.体外及体内分析吗啡对 TLR-9 表达的影响：分别用吗啡处理小鼠巨噬细胞系 RAW264.7 及

分离获得的腹腔巨噬细胞及吗啡腹腔注射 BALB/C 小鼠后，实时定量 PCR 检测相关细胞及组织中

TLR-9 的表达水平。 

2，体内及体外分析 miR-146a 在吗啡诱导细胞凋亡中的作用：体外利用 TLR-9 的模拟物及抑制剂

处理细胞，TUNEL 分析及流式细胞术检测 TLR-9 对吗啡诱导的巨噬细胞凋亡的影响。体内实验用

TLR-9 敲基因小鼠进行吗啡腹腔注射，检测对细胞凋亡的影响。 

3.小鼠模型分析 miR-146a 在吗啡的药物依赖中的作用：分别在野生型及 TLR-9 敲基因小鼠中，通

过剂量递增法腹腔注射建立小鼠吗啡成瘾模型，采用吗啡受体抑制剂纳洛酮催瘾造小鼠吗啡成瘾戒

断模型，观察戒断模型小鼠的跳高、西狗样甩动、体重减轻指数、爪子震颤及腹泻等症状。 

结果  1.体内及体外实验均表明，吗啡能够时间及剂量依赖性地上调 TLR-9 的表达水平。 

2.TLR-9 激活下游信号通路介导吗啡诱导的巨噬细胞凋亡。 

3.小鼠吗啡成瘾-戒断模型中，TLR-9 介导吗啡诱导的药物依赖。 

结论  TLR-9 通过下游信号通路介导吗啡诱导的细胞凋亡及药物依赖，为进一步解释吗啡滥用所导

致的免疫系统破坏及神经系统药物依赖及成瘾提供了理论依据。 

 
 

PU-4787 

侵袭性垂体瘤脑组织中 circRNA 差异表达研究 

 
钱源 1,2,3,周芝熠 1,李晓娟 1,段勇 1,2,3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云南省内设研究机构实验诊断研究所 

3.云南省检验医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circRNA 是近年来确认的一类特殊的非编码 RNA 分子，是 RNA 研究领域较新的研究热点。

其通过与疾病相关联的 miRNA 相互作用。因此，本研究希望比较侵袭性型垂体瘤脑组织与非侵袭

性垂体瘤脑组织中 circRNA 表达的差异，初步探索 PRL 型垂体瘤患者脑组织中 miRNA 与 circRNA

的相互作用关系。 

方法   选取 2016-2017 年间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住院行微创垂体瘤切除术的 6 例侵

袭性垂体瘤脑组织和同期住院行相同手术的非侵袭性垂体瘤脑组织 6 例。通过抽提总 RNA，文库

构建，上机进行 HiSeq 测序，获得两组垂体瘤组织中的 circRNA 表达数据，利用 Pathway 分析差

异表达的 circRNA 所在的信号通路。 

结果  通过测序和数据分析后获得了 218 个侵袭性垂体瘤相关 circRNA，与对照组相比，有 83 个

低表达，135 个高表达。低表达的 circRNA 包括 hsa_circ_0000242、hsa_circ_0000354、

hsa_circ_0001134 、 hsa_circ_0001486 、 hsa_circ_0001488 、 hsa_circ_0003379 、

hsa_circ_0004512 、 hsa_circ_0005083 、 hsa_circ_0005162 、 hsa_circ_0006641 、

hsa_circ_0006648 、 hsa_circ_0007527 、 hsa_circ_0007770 、 hsa_circ_0008597 、

hsa_circ_0009563 、 hsa_circ_0010648 、 hsa_circ_0011498 、 hsa_circ_0012015 、

hsa_circ_0000992 、 hsa_circ_0001326 、 hsa_circ_0001649 、 hsa_circ_0004161 、

hsa_circ_0004666 、 hsa_circ_0005077 、 hsa_circ_0006323 、 hsa_circ_0006705 、

hsa_circ_0007315 、 hsa_circ_0010906 、 hsa_circ_0021412 、 hsa_circ_00698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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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a_circ_0070389 、 hsa_circ_0071106 、 hsa_circ_0072568 、 hsa_circ_0073434 、

hsa_circ_0077084 、 hsa_circ_0083443 和 hsa_circ_0089973 。 KEGG 显示两组在 EMT 、

mTOR、免疫炎症等信号通路上具有显著差异。 

结论  侵袭性垂体瘤组织中 miRNA 的异常表达参与了该病的发病机制。下一步需要进一步验证

miRNA 在侵袭性垂体瘤中的功能情况，阐述其在该病中的分子机制。 

 
 

PU-4788 

性垂体瘤脑组织中 miRNA 差异表达研究 

 
钱源 1,2,3,周芝熠 1,李晓娟 1,段勇 1,2,3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云南省内设研究机构实验诊断研究所 

3.云南省检验医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血循环中存在 miRNA，但是不清楚垂体瘤组织中的 miRNA 表达水平。因

此，本研究希望比较侵袭性型垂体瘤脑组织与非侵袭性垂体瘤脑组织中 microRNA 表达的差异，初

步探索 PRL 型垂体瘤患者脑组织中 miRNA 在该病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选取 2016-2017 年间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住院行微创垂体瘤切除术的 6 例侵

袭性垂体瘤脑组织和同期住院行相同手术的非侵袭性垂体瘤脑组织 6 例。通过抽提总 RNA，文库

构建，上机进行 HiSeq 测序，获得两组垂体瘤组织中的 miRNA 表达数据，利用 GO 以及 Pathway

分析差异表达的 microRNA。之后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鉴定其中 3 个 microRNA 在侵袭性

垂体瘤患者和非侵袭性的表达差异。 

结果  通过测序和数据分析后获得了 136 个侵袭性垂体瘤相关 miRNA，与对照组相比，有 80 个低

表达，56 个高表达。选取其中 3 个目标 microRNA，分别为 hsa-let-7e、hsa-miR-152、hsa-miR-

21。实时荧光定量 PCR 鉴定了这 3 个差异性表达的 miRNA 水平在实验组和对照组存在显著差

异。KEGG 显示两组在 EMT、mTOR、免疫炎症等信号通路上具有显著差异。 

结论  :侵袭性垂体瘤组织中 miRNA 的异常表达参与了该病的发病机制。下一步需要进一步验证

miRNA 在侵袭性垂体瘤中的功能情况，阐述其在该病中的分子机制。 

 
 

PU-4789 

MiR-21 对人滋养细胞系 HTR8 细胞生物学功能的调节作用 

 
钱源 1,2,3,周芝熠 1,李晓娟 1,段勇 1,2,3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云南省内设研究机构实验诊断研究所 

3.云南省检验医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研究 microRNA-21 过表达/抑制后对人滋养细胞生物学功能的影响，探讨 miR-21 在子痫前期

发病机制中可能的调控机制。 

方法  体外培养 HTR8/SV40 细胞，选择状态较好且传代次数较少的细胞进行实验，待细胞融合度

达 90%以上时，血球计数板计数后按照每孔 3×105 个细胞的数量均匀接种于 6 孔板中，37 度培养

箱培养过夜，待次日细胞密度达 60%～70%时，将 miR-21 mimic 和 miR-21 inhibitor 瞬时转染至

HTR8 细胞，同时转染 mimic-NC 和 inhibitor-NC 作为对照，通过 PCR 验证转染效率。转染成功

后，采用划痕实验检测 HTR8 细胞的迁移能力、流式细胞技术检测细胞凋亡水平、MTT 法检测细

胞的增殖能力。 

结果  与转染 NC 组比较，划痕试验中，HTR-8/SVneo 细胞转染 miR-21 mimic 后，细胞迁移率增

加；而转染 miR-21 inhibitor 后，细胞迁移速度减慢。流式细胞技术检测结果显示，转染 miR-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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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mic 48 小时后，抑制了 HTR8 细胞凋亡，转染 miR-21 inhibitor 后则促进了 HTR8 细胞的凋亡。

MTT 实验结果显示 miR-21 高表达或低表达对 HTR8 细胞增殖能力均无明显改变。 

结论  HTR8 细胞 miR-21 过表达可增加细胞迁移能力、抑制细胞凋亡，miR-21 低表达可抑制细胞

迁移能力、促进细胞凋亡。说明 microRNA-21 的异常表达可能通过诱导滋养细胞生物学功能发生

改变从而参与到子痫前期发生发展过程中。 

 
 

PU-4790 

维生素 D 诱导的 miR-21 表达量的变化与子痫前期的关系 

 
钱源 1,2,3,周芝熠 1,李晓娟 1,段勇 1,2,3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云南省内设研究机构实验诊断研究所 

3.云南省检验医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检测不同浓度维生素 D 处理人胎盘滋养细胞不同时间段后 microRNA-21 的表达情况，探讨

维生素 D 诱导的人滋养细胞 microRNA-21 表达量变化与子痫前期发病机制之间的可能性。 

方法  体外培养 HTR8/SV40 细胞，待细胞状态较好且融合度达 90%以上时，血球计数板计数后按

照每孔 2×105 个细胞的数量均匀接种于 6 孔板中，37 度培养箱培养过夜，待次日细胞融合度达到

30%左右后，给予维生素 D 药物处理。分别用 0.1nM、1nM、10nM、100nM 四个浓度的 α-1,25-

（OH）D3 处理 HTR8/SV40 细胞，并于药物作用 24h、48h、72h 后收细胞。QIAzol 法提 RNA、

Qiagen 公司 miScript II RT Kit 逆转录后进行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不同浓度、时间处理组的

HTR8/SV40 细胞中 miR-21 的表达情况。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α-1,25-（OH）D3 处理 HTR8 细胞后，miR-21 的表达量明显升高，但增加

水平随着维生素 D 浓度的增加和培养时间的延长而降低。MiR-21 表达量在 24h 0.1nM 处理组升高

最明显[（4.569 ± 0.4924）VS（1.009 ± 0.09076,）,t= 7.11 ,95%CI：2.17～4.95]，24h 1nM 处理

组表达水平 [（3.124±0.2801,）VS（1.009 ± 0.09076）, t=7.184，95%CI：1.298～2.933]。24h 

10nM 处理组表达水平变化无统计学意义 [（1.217±0.06481）VS（1.009±0.09076）,t=1.866，

95%CI：-0.1015 ～0.5178]，而在 100nM 处理组又有升高趋势，且有统计学意义 [（2.104 ± 

0.0405,）VS（1.009 ± 0.09076）,t=11.02，95%CI：0.8196～1.371]。 

结论  维生素 D 可能通过诱导人胎盘滋养细胞 miR-21 表达水平的变化，从而参与到子痫前期发生

发展过程中。 

 
 

PU-4791 

子痫前期胎盘中 HLA-G 与 HOTAIR 的相关性研究 

 
钱源 1,2,3,周芝熠 1,李晓娟 1,段勇 1,2,3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云南省内设研究机构实验诊断研究所 

3.云南省检验医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HLA-G 在母胎界面上的独特分布，是妊娠期的一种特异性免疫抑制因子，因此其与妊娠耐

受的关系非常密切。HLA-G 的低表达在子痫前期的发病机制中占有重要的作用，但引起 HLA-G 偏

低的因素及作用机制仍不清楚。长链非编码 RNA(lncRNA) 的表达或功能异常与人类疾病的发生密

切相关。其参与多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同源盒转录反义 RNA（HOX transcript 

antisense RNA，HOTAIR）是第一个被发现具有反式转录调控作用的 lncRNA，由 2007 年 Rinn 

等人首次发现。其是迄今为止为数不多、功能和机制研究较为明确的 LncRNA。本研究主要明确在

子痫胎盘中 HOTAIR 与 HLA-G 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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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已有的 50 例子痫前期胎盘和 50 例正常对照胎盘，检测 HOTAIR 和 HLA-G 的表达水

平。同时，在两研究组中进行差异性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分别对 HOTAIR 和 HLA-G 之

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采用 Trizol 法提取以上胎盘 RNA，逆转录为 cDNA 后，在 Oligo-dT 以及多

聚酶的条件下进行目的基因的扩增，以 GAPDH 为内对照，使用 SYBR Premix ExTaq 试剂盒，实

时荧光定量（qRT-PCR）检测胎盘组织中 HOTAIR 和 HLA-G 的表达水平。 

结果   

经过 t 检验后子痫前期病人 HOTAIR 的表达量明显小于正常对照（P < 0.0001）。子痫前期孕妇及

对照中 HLA-G 基因达差异分析，经过 t 检验后子痫病人 HLA-G 的表达量明显小于正常对照（P < 

0.0001）。在所有样本中进行 HOTAIR 表达量与 HLA-G 表达量的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其高度正

相关。R2=0.0904。 

结论  子痫前期胎盘中 HLA-G 表达降低与 HOTAIR 的正调控相关，子痫前期胎盘滋养细胞中的低

表达 HOTAIR 抑制了 HLA-G 在胎盘中的表达水平，可能引起了胎盘滋养细胞功能改变，参与了子

痫前期的致病机制。 

 
 

PU-4792 

重度子痫前期胎盘中 lncRNA 差异表达研究 

 
钱源 1,2,3,周芝熠 1,李晓娟 1,段勇 1,2,3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云南省内设研究机构实验诊断研究所 

3.云南省检验医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筛选长链非编码 RNA(lncRNA)在重度先兆子痫孕妇胎盘与同期分娩孕次产次一致的正常分娩

孕妇胎盘中差异表达，分析 lncRNA 在重度子痫前期中的可能作用，以及其作为分子标志物的可能

性。 

方法  选取 2014-2016 年间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分娩的 3 例重度子痫前期胎盘和同期分

娩孕次产次一致的正常分娩孕妇胎盘 3 例。通过抽提总 RNA 样品检测，文库构建，PCR 富集以及

PAGE 胶纯化回收，最后上机进行 HiSeq 测序，获得 lncRNA 的表达数据，利用 GO 以及 Pathway

分析差异表达的 lncRNA 功能分布，构建 lncRNA 与 mRNA 的共表达网络，并在该基础上通过 Cis-

和 Trans-预测可能与重度子痫前期相关的 lncRNA。 

结果  重度子痫前期孕妇胎盘中差异表达的 lncRNA 共有 6060 条，差异表达的 mRNA 共有 79799

条。GO 分析发现共表达 lncRNA 与 mRNA 差异的生物学过程主要为防御反应、细胞因子刺激应

答、病毒应答、免疫效应因子系统过程。Pathway 分析发现差异共表达的差异 mRNA 和 lncRNA

主要为 TNF 信号通路、T 细胞受体信号通路、mTOR 信号通路、HIF-1 信号通路和 B 细胞受体信

号通路。经过 Cis-Trans-预测发现，HLA-G、HLA-DOB、HLA-DMA、mTOR 等基因可能与重度子

痫前期的发生密切相关，与之密切相关的 lncRNA 也可能参与了重度子痫的发生。 

结论  重度子痫前期孕妇胎盘中差异表达的 lncRNA 可能与重度子痫前期的发生与发展密切相关，

未来可能成为重度子痫前期的潜在治疗靶点。下一步需要进一步验证与 mRNA 共表达的这些差异

lncRNA，阐述其在重度子痫前期过程中的分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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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793 

云南省母体维生素 D 水平与子痫前期的关系研究 

 
钱源 1,2,3,周芝熠 1,李晓娟 1,段勇 1,2,3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云南省内设研究机构实验诊断研究所 

3.云南省检验医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明确母体维生素 D 水平与子痫前期的关系。云南地区具有特殊的地理特征和气候环境，该地

区孕妇维生素 D 的的缺乏与子痫前期的关系研究未见报道。因此，本研究选取 2013.7-2016.7 在昆

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住院自然分娩的子痫前期妇女 50 例，选取同期自然分娩的正常妊娠

孕产妇 1050 例作为对照组。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法检测两组孕产妇妊娠血清 1,25（OH）2D3 的水平。对妊娠血清

1,25（OH）2D3 的水平与子痫前期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研究对象的早中晚孕中血清低于 50nmol/L 的比例为 80.7%、77.8%和 78.8%。中孕期的平均

水平为 37.7nmol/L。维生素 D 水平在不同的年龄组间具有显著差异 p<0.001。在体重方面，三组

间维生素 D 的水平差异显著 p<0.001。在季节方面，四季之间孕妇血清中维生素 D 水平具有显著

差异（p<0.001），其中在夏季的血清水平最高（ 44.8±15.2nmol/L），其次是秋季（40.2 

nmol/L），春季（33.8 nmol/L），冬季最低（30.6±9.9 nmol/L）。维生素 D 缺乏率在冬季最高，

为 93.9%，在夏季最低 60.9%。约 1.2%的妇女发展成为重度子痫。在 SBP、DBP 以及 24 小时尿

蛋白，孕周，母体分娩 BMI，胎儿出生 Apgar1 分以及 5 分评分，出生体重方面，正常组以及 PE

组均具有显著差异（p<0.001）。在中孕期，与正常妊娠的孕妇相比，后来发展成为 PE 的孕妇具

有显著降低的维生素 D 水平，但在血清钙含量上却不具有显著差异（p=0.129）。约有 1.4%中孕

血清维生素 D 水平低于 50 nmol/L 的孕妇发展成为 PE，在血清维生素 D 水平高于 50 nmol/L 的孕

妇组中仅有 0.6%发展成重度子痫。 

结论  孕期维生素 D 的缺乏是子痫前期发病的重要致病因子，与子痫前期的发病明显相关，孕期补

充维生素 D 水平可能会降低子痫前期的发病风险，改善妊娠结局。 

 
 

PU-4794 

303 对夫妻和胎儿染色体核型结果分析 

 
马忠蕊 1,2,3,杨继青 1,2,3,王珏 1,2,3,郭知 1,2,3,肖雪 1,2,3,张兰 1,2,3,李彬 1,2,3,杨建林 1,2,3,王艳梅 1,2,3,卢玲 1,2,3,钱源 1,2,3,马忠

蕊 1,杨继青 1,王珏 1,郭知 1,肖雪 1,张兰 1,李彬 1,杨建林 1,王艳梅 1,卢玲 1,钱源 1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云南省内设研究机构实验诊断研究所 

3.云南省检验医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对产前筛查高风险需要做产前诊断的 303 对夫妻外周血和胎儿羊水染色体进行核型分析，以

了解异常核型在高风险孕妇家庭中的分布情况。 

方法  为配合临床优生工作和降低染色体异常胎儿的出生，我院开展了外周血淋巴细胞培养和羊水

细胞培养，并用 G 显代做核型分析，进行遗传学检查。收集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4 月到我室做

产前诊断的产前筛查高风险夫妻 303 对，抽取夫妻双方静脉血，常规进行外周血淋巴细胞培养，同

时通过羊膜腔穿刺术抽取孕妇羊水 20ml，进行常规羊水细胞培养。G 显带制备染色体核型标本，

显微镜下计数 30 个中期分裂相，分析核型 5 个。 

结果  303 对夫妻和胎儿中，检出染色体异常核型 45 例，检出率为 14.85%。其中，父母核型正

常，胎儿为 21-三体核型特征的有 14 例；父母核型正常，胎儿为 18-三体核型特征的有 5 例；父母

核型正常，胎儿为 13-三体的有 2 例；父母为多态性核型，胎儿核型为一致多态性核型的有 13

例；父母为多态性核型，胎儿为正常核型的有 4 例；父母核型正常，胎儿核型为 46，XX，t（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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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q11；p10）der（10）（p11）有 1 例；父母核型正常，胎儿核型为：47，XXY、47，

XXX、47，XYY 各 1 例，父亲核型正常，母亲核型为 46，XX，t（9；15）（p22；q15），患儿

核型为 46，XX，der（9）t（9；15）（p22；q15）的 1 例；母亲核型正常，父亲核型为 46，

XY，t（2；10）（p21；q11），胎儿核型为 21-三体核型的 1 例。父亲核型正常，母亲核型为

47，XXX，胎儿核型正常的 1 例。 

结论  在羊水穿刺胎儿核型分析时同时比对其父母亲的外周血核型是非常有必要的。 

 
 

PU-4795 

肾移植术后 BKV 感染情况的初步研究 

 
雷蕴轩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近年来，医学界发现肾移植术后病人由于 BK 病毒(BK virus，BKV)在体内再次活跃复制而导

致的 BK 病毒相关性肾病（BK virus associated nephropathy, BKVAN），会引起移植肾功能异常

甚至丧失[1]。为达到早期发现和长期监测，本篇论文旨在通过对于几种 BK 病毒检测项目的比较，

为临床提供更高效的指导方法。 

方法  我们通过制定相关的入选和排除标准，筛选了于 2017 年 2 月至 2017 年 8 月间在湘雅二医院

进行尿液和血液 BK 病毒检测的患者。对医院内基础的 BKV 感染情况研究外，我们主要对以下几

个指标进行了分析：尿液 BKV DNA 载量、血液 BKV DNA 载量、肾功能相关指标、免疫抑制剂血

药浓度等等。 

结果  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 BK 病毒的再活跃集中出现在肾移植术后病人和少部分服

用免疫抑制剂的其他患者，就检测方法而言，尿液 BKV DNA 载量分析准确性更好而血液载量分析

特异性更好，肾功能相关指标中，肌酐的结果与 DNA 载量分析结果具有相关性。 

结论  通过危险因素分析，我们发现 FK506 为主的免疫抑制方案明显增加了 BK 病毒活跃的可能

性，是肾移植术后 BKV 感染的一种危险因素，若有从病毒血症发展到 BKVAN 的可能性，应调整

或更换免疫抑制剂;对于 BKV 感染的判定，需要多方面的检测，而尿液和血液 BKV-DNA 检测是准

确度、特异性较好的选择。 

 
 

PU-4796 

孕晚期母亲血清维生素 D 水平与子痫前期关系的 meta 分析 

 
钱源 1,2,3,周芝熠 1,李晓娟 1,段勇 1,2,3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云南省内设研究机构实验诊断研究所 

3.云南省检验医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系统评价孕晚期母亲血清维生素 D 水平与子痫前期发病的相关性。 

方法  检索万方、知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爱思唯尔、pubmed 数据库，收集有关孕晚

期母亲维生素 D 水平与子痫前期关系的病例对照研究。按纳入与排除排除标准筛选文献、评价文献

质量、提取数据。采用 RenMan 软件对纳入的文献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共 8 项研究纳入分析。结果显示，实验组血清维生素 D 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D=-6.20,95%CI(-6.76～-5.64)]。其中，有四篇文献病例组将子痫前期分成轻度与重度两个亚

组，有一篇病例组为重度子痫前期,轻度子痫前期[MD=-5.76,95%CI（-6.28～-5.24）]和重度子痫前

期[MD=-9.32,95%CI(-11.57～-708)]孕晚期维生素 D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有三

篇文献病例组为子痫前期，维生素 D 水平低于对照组[MD=-4.09,95%CI(-5.49～-2.70)]，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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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孕晚期低维生素 D 水平与子痫前期的发生有密切关系。 

 
 

PU-4797 

基于 RNA-seq 技术的重度子痫前期 

胎盘组织 circRNA 差异表达分析 

 
钱源 1,2,3,周芝熠 1,李晓娟 1,段勇 1,2,3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云南省内设研究机构实验诊断研究所 

3.云南省检验医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研究环状 RNA 在重度子痫前期患者胎盘组织与正常胎盘组织中表达的差异性。 

方法  选取 3 例重度子痫前期患者、3 例正常妊娠孕妇，应用通量测序技术检测实验组与对照组胎

盘组织中 circRNA 的表达情况，使用 miRanda 软件对筛选出的 circRNA 进行 miRNA 结合位点预

测。 

结果  本实验共检测了 3007 个 circRNA 的表达谱，实验组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表达的

circRNA 共有 89 个，其中表达上调的有 44 个，表达下调的有 45 个。筛选出的 circRNA 中，多数

具有 has-let-7、mir-100、mir-101、mir-103 家族成员的结合位点。 

结论  胎盘组织中 circRNA 的表达失调可能参与了重度子痫前期的发生及发展过程。 

 
 

PU-4798 

眶上外侧入路治疗急性期前循环动脉瘤 

 
王顺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颅内动脉瘤是脑血管病中主要疾病之一，颅内动脉瘤破裂患者 12 个月内的死亡率为 27%。

本研究探讨颅内前循环动脉瘤破裂急性期显微手术眶上外侧入路的临床应用。 

方法   选取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经治的颅内前循环动脉瘤的 38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

中，年龄在 35～61 岁，平均年龄（48.1±7.8）岁。男性 14 人，女性 24 人。所有患者均行头颅

CTA，检查确认颅内前循环动脉瘤，在急性期进行了眶上外侧入路显微手术。术后患者常规治疗，

并随访 6 个月。数据采用 SPSS 17.0 统计分析软件。采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38 例病人，一共 47 个动脉瘤，其中大脑前动脉 2 个，前交通动脉 18 个，后交通动脉 16

个，中动脉 8 个，颈内动脉 C1 段 3 个。眶上外侧入路手术切口长度平均（10.54±1.14）cm，术中

动脉瘤破裂 2 例，均成功夹闭破裂及未破裂动脉瘤。平均手术时间（146.3±21.86)min。除去 2 例

死亡病例，平均住院时间（10.1±5.7）天。出院时 GCS 预后评分,恢复良好 32 例（84.2％），轻

度残疾 2 例（5.3%），重度残疾病 2 例（5.3%），无植物生存病例，死亡 2 例（5.3%）。动脉瘤

位置在后交通动脉和大脑中动脉的 24 例病人平均手术切口长度较在其他位置的 14 例病人长

（11.19±0.66 VS 9.41±0.90 cm，P<0.0001），平均手术时间长（127.9±15.28 VS 157.1±17.56 

min，P<0.0001）。出院时恢复情况未见显著性差异（P=0.8460）。 

结论  颅内前循环动脉瘤破裂急性期的眶上外侧入路是一种较安全、微创的方法，动脉瘤位置影响

手术切口和时间，但是对预后未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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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799 

anti-TNF-alpha antibody attenuates subarachnoid 
hemorrhage-induced apoptosis in the hypothalamus by 

inhibiting the activation of erk 

 
Ling Ma,Haiting Mao 

Clinical Laberatory Center，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SAH) can induce apoptosis in many regions of the brain 
including the cortex and hippocampus.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apoptosis in the 
hypothalamus after SAH. Although some antiapoptotic strategies have been developed for SAH, 
such as anti-tumor necrosis factor-alpha (TNF-ɑ) antibody,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is condition have yet to be elucidated.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whether SAH could induce apoptosis in the hypothalamus and identify the potential molecular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actions of anti-TNF-ɑ antibody, as a therapeutic regimen, upon 
apoptosis. 
Methods SAH was induced in a rat model. Thirty minutes prior to SAH, anti-TNF-ɑ antibody or 
U0126, an 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 (Erk) inhibitor, was microinjected into the left 
lateral cerebral ventricle. In addition, phorbol-12-myristate-13-acetate was injected 
intraperitoneally immediately after the anti-TNF-ɑ antibody microinjection. Then,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Western blotting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caspase-3, bax, bcl-2, phosphorylated Erk (p-Erk) and Erk. Finally, anxiety-like 
behavior was identified by using open field. 
Results Levels of caspase-3, bax and bcl-2, all showed a temporary rise after SAH in the 
hypothalamus, indicating the induction of apoptosis in this brain region. Interestingly, we found 
that the microinjection of anti-TNF-ɑ antibody could selectively block the elevated levels of bax, 
suggesting the potential role of anti-TNF-ɑ antibody in the inhibition of SAH-induced apoptosis in 
the hypothalamus. Moreover, we found that Erk activation was necessary for apoptosis after SAH 
and that the microinfusion of anti-TNF-ɑ antibody could inhibit apoptosis by suppressing the 
increase of p-Erk in the hypothalamus. Finally, our data indicated that the infusion of anti-TNF-ɑ 
antibody could improve anxiety-like behavior. 
Conclusions Collectively, our data demonstrate that anti-TNF-ɑ antibody attenuates 
apoptosis in the hypothalamus by inhibiting the activation of Erk,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eatment of SAH. 
 
 

PU-4800 

滨州地区铜绿假单胞菌耐药性分析 

 
步晶晶 

滨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我院铜绿假单胞菌对常用抗生素的耐药情况，为临床预防感染及合理选用抗生素提供实

验依据。 

方法  收集本院 2011-2013 年间各临床科室送检的标本，按常规方法对其进行细菌的分离、培养

后，采用 BD PHOENIX-100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K—B 法进行细菌鉴定和药敏试验。药敏试验结

果判定标准按 2012 年版《抗微生物学药物敏感性试验执行标准》规定执行。 

结果  铜绿假单胞菌的检出率为 4.26%。 

结论  铜绿假单胞菌对临床常用抗生素的耐药率较高，应当加强药敏监测，为指导临床合理选用抗

生素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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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01 

乳腺癌治疗过程中激素受体状态的改变 

 
公娉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在中国，乳腺癌的发病率逐年上升，乳腺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也是女性常见的死

亡原因。手术治疗是其主要的治疗方式，化疗、放疗、内分泌治疗、靶向治疗等个体化综合治疗策

略的不断成熟使得乳腺癌获得了理想的疗效和预后，但仍有一部分患者出现复发和转移。乳腺癌激

素受体状态的测定是内分泌治疗选择的基础。但是，乳腺癌患者的激素受体状态缺乏大数据的统

计。本研究旨在大数据分析山东省乳腺癌患者激素受体状态，研究乳腺癌患者雌激素受体、孕激素

受体等生物标志物在乳腺癌原发肿瘤、新辅助化疗、复发转移过程中的变化，探讨生物学特性改变

的临床意义以及对预后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5 年-2016 年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收治的乳腺癌患者 5305 例，回顾性分析其

临床病理资料，术前接受穿刺的患者 71 例，接受新辅助化疗的患者 301 例，复发转移患者 39

例。用免疫组织化学的方法进行同时检测患者手术前后、新辅助化疗前后、复发转移灶以及原发灶

的 ER 等生物标志物的变化以及其生存情况。 

结果  1. 4786 例乳腺癌患者中，ER 阳性的患者有 3439 例，ER 阴性的患者有 1329 例； PR 阳性

的患者有 3603 例，PR 阴性的患者 1613 例。 

2. ER 阳性的患者十年的无病生存率显著优于 ER 阴性的患者；  PR 阳性的患者十年无病生存率显

著优于 PR 阴性的患者；  HR 阳性患者十年无病生存率明显优于 HR 阴性的患者。 

3.新辅助化疗前后 HER-2 的表达无统计学差异；但与 PR 的表达前后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且化疗

后多从阳性变为阴性。 

4. 复发转移患者 ER、PR 表达下调的患者无复发生存率较好，与此同时，HER-2、Ki67 不变的患

者无复发生存更好，但都没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中国的乳腺癌患者激素受体状态阳性占大多数，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可能改变激素受体的状

态，乳腺癌复发转移的患者，也可能出现激素受体状态的改变，所以新辅助化疗前后和复发转移前

后激素受体状态对比分析评价是有必要的。 

 
 

PU-4802 

孕中期唐氏血清学筛查结果分析 

 
陈建芸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 院检验科 

 

目的  分析孕中期唐氏血清学筛查结果，研究孕周和孕妇年龄及各筛查指标对筛查结果的影响与筛

查风险率的关系。 

方法  根据孕妇年龄将 7118 例孕妇分为≤20 岁、21~25 岁、26~30 岁、31~35 岁、36~40 岁、>40

岁六个组；根据孕周分 14~14+6、15~15+6、16~16+6、17~17+6、18~18+6、19~19+6、20~20+6、

21~21+6 八个孕周段。不同年龄组和各孕周筛查指标用(X±S)表示，评估胎儿唐氏综合症（DS）、

18 三体综合征、开放性脊柱裂（OSB）的风险。用 SPSS22.0 软件进行不同孕龄、孕周的组间统

计学分析。  

结果  7118 例孕中期唐氏筛查的孕妇中筛查高风险的孕妇共 554 例，总高风险率为 7.78%

（554/7118），其中唐氏综合症（DS）高风险共为 327 例，高风险率为 4.59%（327/7118），开

放性脊柱裂（NTD）高风险 178 例，高风险率 2.50%（178/7118），18 三体综合征高风险率

0.93%（66/7118）。标本血清 AFP 与孕周（r=0.991，P<0.001）、uE3 浓度与孕周均呈线性正相

关（r=0.999，P<0.001），浓度均随孕周的增加而升高；而 HCG 的浓度则与孕周呈线性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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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915，P<0.05），其浓度随孕周的增加而逐渐降低；血清标志物的 MoM 值与 DS 高风险率

在年龄分组下的统计学分析中有均有显著的相关性（P<0.05），而在孕周分组下的统计学分析中

则显示无相关性（P>0.05）。 

结论  通过 7118 例孕中期唐氏筛查结果分析，对不同孕周和孕龄的孕产妇提供三种疾病的风险参

考值，为优生优育提供数据借鉴。 

 
 

PU-4803 

GRM4 正向别构调节剂抑制乳腺癌细胞的增殖并促进细胞凋亡 

 
李林海,肖斌,郭梓璇,赖斯华,古丽米热•安外尔,符玉文,陈建芸,孙朝晖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目的  代谢型谷氨酸受体 4（Glutamate Metabotropic Receptor 4，GRM4）在多种恶性肿瘤中高表

达并与肿瘤患者的预后相关，但 GRM4 在乳腺癌中的生物学作用仍不清楚。本研究拟探讨 GRM4

的两种正向别构调节剂 VU 0364439 及 VU0364770 对乳腺癌细胞的增殖及凋亡的影响，进而为乳

腺癌的靶向治疗提供思路 

方法   在体外培养的乳腺癌细胞 MDA-MB-231、MCF-7 和 SK-BR-3 中分别单独加入 VU 

0364439、VU0364770 以及联合使用两种试剂，利用 CellTiter-Glo®发光细胞活力测定法定量检测

各组乳腺癌细胞的增殖活性；利用 Annexin V-PI 双染法检测各组乳腺癌细胞的凋亡水平；通过

qPCR 技术测定 GRM4 基因在 6 种乳腺癌细胞中的表达情况，在 GRM4 表达水平最高的细胞中单

独加入或联合使用 VU 0364439 及 VU0364770，用 qPCR 检测 GRM4 基因表达的改变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单独使用及联合使用 VU0364439 及 VU0364770 显著抑制乳腺癌细胞 MCF-

7、MAD-MB-231 和 SK-BR-3 的增殖水平，并促进 MCF-7 细胞凋亡现象的发生；联合使用与单独

使用 VU0364439 及 VU0364770 对乳腺癌细胞增殖及凋亡的作用差异无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意义（P

＞0.05）；qPCR 实验表明 GRM4 在 MCF-7 细胞中的表达水平最高；在 MCF-7 细胞中分别单独

使用或联合使用 VU 0364439 及 VU0364770 均能激活 GRM4 的表达 

结论  GRM4 的正向别构调节剂能够抑制乳腺癌细胞增殖并促进细胞凋亡，其作用可能是通过激活

GRM4 基因的表达引起的，本研究为探索 GRM4 在乳腺癌中的作用机理以及开发新的乳腺癌靶向

治疗方法奠定了基础。 

 
 

PU-4804 

HER2 亚型乳腺癌细胞与正常乳腺细胞的 circRNA 表达谱分析 

 
李林海,肖斌,木合塔尔•阿米尔,孙朝晖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目的  探讨 circRNA 在 HER2 亚型乳腺癌细胞与正常乳腺细胞中表达谱的差异 

方法  分别提取 HER2 亚型乳腺癌细胞 SK-BR-3 和正常乳腺细胞 MCF10A 的总 RNA，使用

NanoDrop ND-1000 对总 RNA 质量进行检测，用核糖核酸酶 R 除去线性 RNA 并富集 circRNA；

利用随机引物法扩增富集的 circRNA 并转录成荧光 cRNA；将荧光标记的 cRNA 与 circRNA 微阵

列芯片上的 circRNA 探针进行杂交反应，通过扫描读取芯片上的荧光信号得到不同细胞中 circ 

RNA 的表达谱；提取原始数据并对采集到的阵列图像进行分位数归一化及聚类热图、火山图分

析； 

结果  提取的 SK-BR-3 与 MCF10A 细胞的总 RNA 完整性较好、纯度较高；通过读取荧光表达信号

发现，SK-BR-3 与 MCF10A 中的 circRNA 表达谱明显不同。数据统计结果显示：与正常乳腺细胞

MCF10A 相比，在 HER2 亚型乳腺癌细胞 SK-BR-3 的 12910 条 circRNA 中，6584 条 circRNA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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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水平上调，71 条 circRNA 表达水平接近，6254 条表达水平下调。差异表达 1.5 倍以上的

circRNA 有 96 条，其中 39 条上调，57 条下调；差异表达 2 倍以上的有 9 条 

结论  与正常乳腺细胞比较，HER2 亚型乳腺癌细胞中的一些 circ RNA 表达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些

差异表达 circRNA 可能是 HER2 亚型乳腺癌有潜力的诊断或治疗靶标。 

 
 

PU-4805 

miR-221/222 基因多态性与心力衰竭的关系 

 
苏明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X 染色体 miR-221/222 编码基因多态性对其表达的调控作用，并初步探讨其表达及多态

性与心力衰竭的关系。 

方法  分别收集男性心力衰竭患者及健康对照外周血，分离血细胞和血浆。提取外周血白细胞基因

组 DNA，经 PCR 扩增目的 DNA 片段、Sanger 测序等分别统计相应 SNP 基因型在各组中的分布

差异。分别提取各组血浆总 miRNA,采用 TaqMan 探针法检测 miR-221/222 的表达强度在心力衰竭

及对照组中的差异。分别按照 miR-221/222 基因簇 SNP 位点进行分组，观察心力衰竭患者中这些

变异位点对血浆 miR-221/222 表达水平的影响。 

结果  miR-221/222 基因簇周围 SNP 位点 rs2858059、rs2858060、rs2858061 及 rs34678647 的

各基因型在心力衰竭患者及对照人群中分布无显著差异。rs113054794 位点在所有观察对象中仅有

C 基因型。在 miR-221/222 靶基因 p27 及 DDIT4 的 3’非翻译区，miR-221/222 结合部位中包含的

SNP 位点 rs182069485 及 rs72808106 在所有观察对象中均分别为 G/G 基因型和 A/A 基因型，无

显著多态性。血浆 miR-221/222 在心力衰竭患者中均升高，且 miR-222 基因周围 SNP 位点

rs34678647 的 T 基因型患者 miR-222 表达水平较 G 基因型更高。 

结论  血浆 miR-221/222 水平在心力衰竭患者中升高，miR-222 基因 rs34678647 的 SNP 位点影响

血浆 miR-222 表达水平。miR-221/222 基因簇周围 SNP 位点 rs2858059、rs2858060、rs2858061

及 rs34678647 分布在心力衰竭中无显著差异。 

 
 

PU-4806 

基于 NGS 的新式 HPV-16 整合位点检测方法在口咽癌中的建立 

 
陈翰祥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目的  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与口咽癌发病的关系愈发密切。在临床检验中，虽可通过分子生

物学手段检测 HPV 表达及分型，但目前并没有一种高效的方法对 HPV 在患者基因组中的整合位点

进行快速诊断。为此，我们利用高通量测序（NGS）手段，建立一个便捷的 HPV-16 整合位点检测

方法，为临床检测和治疗提供支持。 

方法  设计双向共 38 条引物覆盖完整的 HPV-16 基因组。利用基于 Multiplex-PCR 的方法对待测样

本进行 DNA 文库构建，富集含有 HPV 的宿主基因组序列，继而通过高通量测序、数据分析得到

HPV-16 在宿主基因组中的整合位点。DNA 文库构建与纯化过程在 96 孔板中统一完成，对每个样

本加入独特的分子索引，同时对大批量患者标本进行检测。 

结果  得到我国口咽癌患者 HPV-16 阳性感染率为 67%。在 HPV-16 阳性的 UM-SCC-47 细胞系中

成功构建 HPV-16 病毒整合位点检测模型，确定了 DNA 片段化、酶切、连接、Multiplex PCR 等反

应体系，并用于 105 例口咽癌患者 FFPE 标本检测。完成数据分析程序的编写与测试，得到约数十

个 HPV-16 整合位点，主要包括 TP63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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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口咽癌患者中 HPV 阳性率逐年增高。通过本方法可快速、无偏倚的对数十例口咽癌患者进行

HPV-16 整合位点的检测分析。同时，可将本方法运用到宫颈癌乃至其他及外源 DNA 整合水平的

检测中，为基础研究和临床诊断提供有力支持。 

 
 

PU-4807 

一例由布鲁氏菌引起的感染性心内膜炎病例报告 

 
姚瑶 

昆明市延安医院 

 

目的  布鲁氏菌是一类人畜共患病病原菌，该细菌可侵犯机体多个脏器系统，其中以骨骼系统较为

常见，而引起心血管系统，如布鲁氏菌心内膜炎（Brucella endocarditis,BE）疾病较为少见，且布

鲁氏菌心内膜炎是布鲁氏菌病的严重并发症，是布病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通过该病例，结合相关

文献来提高临床工作者对布鲁氏菌病的认识。 

方法  本文通过介绍我院首例布鲁氏菌感染性心内膜炎的病例：患者，男，47 岁，农民，因”反复

发热半年伴胸闷气促 1 月余”于 2017 年 11 月 6 号入我院。心脏超声检查显示:1 主动脉瓣病变并赘

生物形成,主动脉瓣轻-中度关闭不全并轻度狭窄，主动脉瓣内径增宽 2 二尖瓣病变，二尖瓣重度关

闭不全 3 三尖瓣轻-中度关闭不全 4 左心室舒张功能降低 5 少量心包积液。初步诊断为感染性心内

膜炎，主动脉瓣赘生物，主动脉瓣关闭不全，二尖瓣关闭不全，三尖瓣关闭不全，心包积液，心功

能Ⅱ-Ⅲ级（NYHA 分级）。该患者多次血培养结果为阴性，手术后送检的赘生物培养检出马耳他

布鲁氏菌。 

结果  该患者布鲁氏菌心内膜炎与其它文献报道的同类严重病情不同，住院期间一般情况稳定，手

术后恢复较好，无并发症发生。我们分析认为很大程度是由于该患者在入我院前就已在传染病医院

按布病的诊断规范治疗过，同时该患者心脏上没有先天的缺陷和基础疾病，此次是以首发心膜炎来

就诊，但是来我院就诊时未将布鲁氏菌病的情况告知我院医生。 

结论  临床医生在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常规送检血培养后未找到病原学的时候，除了首先考虑 IE 常

见的病原菌外，也要考虑特殊病原菌，尤其是细胞内寄生菌；另外，患者病史信息的详细采集也是

非常重要，如流行病学接触史，既往病史等。近年来，流行病学地区的布鲁氏菌病的发病率呈现上

升趋势，同时，散发的病例也逐年增多，因此，提高布鲁氏菌的认识，对临床工作者非常重要，早

诊断治疗不仅减少患者负担及并发症，同时可协助相关部门控制布鲁氏菌感染源的控制，防止疫情

扩散。 

 
 

PU-4808 

The effect of vitamin D levels and vitamin D receptor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on serum lipid profile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West China 

 
Hongjian Xie,Yang Xian,Xiaojuan Liu 

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most of obesity could lead to dyslipidemia. Obesity closely correlates with vitamin 
D and vitamin D receptor (VDR).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reveal the effects of obesity, 
serum vitamin D level and VDR Fok I genotype on serum lipid profile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west China. 
Methods 452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ere recruited from 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to participate in this cross-section study. All the participa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 obese group and non-obese group according to the body mass index (BMI). Serum VD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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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um lipid level and VDR Fok I gene polymorphism were detected in the laboratory. Based on 
the level of Serum vitamin D, all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 VD normal group, VD 
insufficiency group and VD deficiency group. All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ere classified into TT 
genotype and C allele carriers on the basis of the different expression of VDR Fok I gene. The 
impact of obesity, VD level and VDR Fok I genotype on lipid level was investigated by analysis of 
the experiment data. All data were analyzed by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 and One-way 
ANOVA, and adjusted for age by covariance test. 
Results  1. The concentrations of serum VD in the obese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non-
obese group. The levels of serum total cholesterol(TC), triglyceride(TG),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 low-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LDL-C), Apolipoprotein-A1(Apo-A1), 
Apolipoprotein-B(Apo-B), LDL-C/HDL-C, TG/HDL-C in the obese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non-obese group. 2.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genotype distribution and allele frequency of 
VDR Fok I site between Obese and non-obese group. 3. In all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serum VD level and lipid profile between C allele carriers and TT genotype in 
non-obese group. However, in obese group, the C allele carriers had much lower concentrations 
of TC, TG, Apo-B, TC/TG, LDL-C/HDL-C, TG/HDL-C than TT genotype. 4. The concentration of 
HDL-C and Apo-A1 in the VD deficienc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compared with the 
insufficiency and normal group. Moreover, the VD insufficiency and deficiency group had higher 
concentration of TC and LDL-C compared with VD normal grou.5. In non-obese group, C allele 
carriers had higher TC, HDL-C, Apo-A1 in vitamin D deficiency group compared with TT genotype. 
In obese group, C allele carriers had lower concentrations of TC, TG, Apo-B, TC/HDL-C, LDL-
C/HDL-C and TG/HDL-C in VD deficiency group than TT genotype. 
Conclusions  The level of lipid is influenced by mutation of VDR Fok I gene, the level of vitamin 
D and obesity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west China. The effect of the mutation of VDR 
genotype could be reinforced when the subjects had low concentration of VD.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VDR genotype effect on lipid level requires a further research. 
 
 

PU-4809 

检测分枝杆菌的实验室方法比较 

 
陈建芸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 院检验科 

 

目的   对目前分枝杆菌的检测方法进行比较分析，提供分枝杆菌检测方法的选择依据。 

方法  依据检查方法分细菌学检查、分子生物免疫学检测方法，细菌学检查法分为涂片法和培养

法；分子生物学方法分为荧光定量 PCR、基因芯片法。 

结果  传统的实验室检测方法涂片法简单、方便、价廉，但影响因素多，灵敏度和特异性差；培养

法需要几个星期或更长的时间，时间长，阳性培养率低，两种方法都不能具体鉴别哪种分枝杆菌；

荧光定量 PCR 方法快速、灵敏度高的优势、基因芯片法灵敏度高、特异性好，能快速鉴别哪种分

枝杆菌感染。 

结论  基因芯片法灵敏度高、特异性好，能快速鉴别分枝杆菌感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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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10 

手足口病患儿血清中 IL-6、IL-10、TNF-α  

和 MCP-1 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李溪,徐舒敏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手足口病（HFMD）患儿血清细胞因子 IL-6、IL-10、TNF-α 和 MCP-1 表达的变化，并

探讨其临床意义。 

方法  将 63 例 HFMD 患儿根据病情分为轻症组 31 例和重症组 32 例，另选取同期健康体检儿童 32

例设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分别检测各组 IL-6、IL-10、TNF-α 和 MCP-1 的

表达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重症组、轻症组中 IL-6、IL-10、TNF-α 和 MCP-1 水平明显升高（P 均＜

0.05）。而与轻症组相比，重症组 IL-6、IL-10、TNF-α 和 MCP-1 水平明显升高（P 均＜0.05） 

结论  IL-6、IL-10、TNF-α 和 MCP-1 均参与了手足口病发病过程，其表达的变化可能与疾病的严

重程度密切相关。 

 
 

PU-4811 

IL-35, a novel biomarker for protecting breast cancer cell 
survival via induction of autophagy in hypoxia/serum 

deprivation 

 
Xi Chen1,Shengnan Hao1,Jia Liu1,Hui Zhao1,Zhonghua Zhao2,Fang Wang1,Haiting Mao1 

1.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2.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inzhou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IL-35，a new member of IL-12 fami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umorigenesis and 

tumor immunity. However, it remains unknown that the impact of IL-35 on the survival of breast 
cancer cells (BCCs) under hypoxia and serum deprivation (H/SD) environment. 
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IL-35 and its receptor was examined by immunocytochemistry, 
immunofluorescence and flow cytometry. The survival and autophagy of BCCs were analyzed in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IL-35 under H/SD condition. Then we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survival and pro-autophagic effects of IL-35 on BCCs. The level of cell survival was 
assessed by CCK-8, cell cycle, Annexin V-FITC/PI staining and western blot of cyclin D1, cyclin 
E1, caspase 3, Bcl-2 and Bax protein. Autophagy flux was analyzed by multiple autophagy 
related proteins and substrates. Cell autophagy was identified by monodansylcadaverine (MDC) 
staining and western blot detection of the autophagy markers of LC3B, p62. The signal pathway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we demonstrated that IL-35 and its receptor were detectable on BCCs. Exogenous IL-35 
protected BCCs from undergoing apoptosis and induced autophagy during H/SD condition, while 
blockade autophagy inhibiting the pro-survival effect of IL-35. Furthermore, IL-35 rescued BCCs 
from H/SD condition-induced apoptosis via induction of autophagy through activation of 
PI3K/AKT/mTOR pathway. 
Conclusions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insight into the effect of IL-35 for the survival of breast 
cancer cells under H/SD condition that extends its pro-tumor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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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12 

The participation of Breg cells in preserving peripheral 
immune tolerance during pregnancy 

 
Jia Liu,Xi Chen,Shengnan Hao,Hui Zhao,Mao Haiting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We aimed to explore the participation of two new Bregs subsets including 
CD19+CD5+CD1dhi B cells (B10) and IL-35+ Breg cells in maintaining successful pregnancy and 
the generation and regulation of these cells by pregnant-associated cytokines including 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 (hCG), estradiol (E2) and IL-35. 
Methods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was applied to compare the percentage of B10 cells in the 
serum from pregnant and non-pregnant females. Normal pregnancy (NP) and abortion-prone (AP) 
mice models were constructed and the spleen was obtained. The percentage of B10 cells in 
lymphocytes and the IL-10 expression levels in CD19+ B cells from mice spleen was compared 
by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Then splenic CD19+B cells were co-cultured with rIL-35 or other 
pregnancy-associate hormones (estrogen and rhCG). CCK8 were performed to analyze the 
proliferation of these CD19+B cells. Real time RT-PCR and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to analyze their expression of IL-10 and IL-35. 
Results We first observed an augmentation of Breg cells in the serum from pregnancy compared 
with non-pregnant control. The serum from pregnancy induced the up-regulation of IL-10 
production in CD19+ B cells from non-pregnant women. Then we demonstrated the expansion of 
B10 cells and elevated IL-10 production of CD19+ B cells in the spleen of normal pregnant mice 
compared to that in abortion-prone pregnant mice. Further analysis showed that both IL-35 and 
rhCG inhibited the proliferation of splenic B cells and mediat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B10 
population. IL-35 and hCG also induced the IL-10 and IL-35 production in B cells from mice 
spleen. Besides, hCG resulted in the phosphorylation of STAT3 while IL-35 induced the activation 
of both STAT1 and STAT3 in splenic B cells.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hCG and IL-35 may contribute to the pregnant 
immune tolerance by mediating the generation of B10 and IL-35+ Breg cells. 
 
 

PU-4813 

IL-35 secreted by human placental trophoblast help 
preserve the maternal-fetal tolerance and relative 

mechanisms 

 
Jia Liu,Xi Chen,Shengnan Hao,Hui Zhao,Haiting Mao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We aimed to explored the role of IL-35 secreted by trophoblast cells in modulating the 
proliferation and polarization of Teff cells in maternal-fetal interface. 
Methods  RT-PCR, ELISA, immunocytochemical and immunofluorescent staining were appli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and secretion of IL-35 in trophoblast cells. CCK8 were performed to 
analyze the proliferation of Teff cells. RT-PCR, western blot and flow cytometry assays were 
c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conversion of Teff cells. Flow cytometry and multi-analyte suspension 
array were performed to analyze the inhibitory phenotype and cytokines secretion profile of iTR35. 
Normal pregnancy (NP) and abortion-prone (AP) mice models were constructed to further 
compare the level of IL-35 and iTR35 in vivo. Then, AP mice were intraperitoneally injected with 
mouse recombinant IL-35 to validate the role of IL-35 in modulating fetal resorption rate. 
Results  Both of the villous and extravillous trophoblast cells were able to express and secrecte 
IL-35. IL-35, from the suspension of trophoblast cells, could suppress the proliferation of human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576 

 

Teff cells and further convert Teff cells into iTR35. IL-35 mediated the suppression and 
conversion of Teff cells through phosphorylation of STAT1 and STAT3. In vivo assay showed that 
higher levels of IL-35 expression and iTR35 in decidua were observed in NP mice than that in AP 
mice. Exogenous IL-35 administration to AP females attenuated the fetal loss via facilitating 
iTR35 conversion.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rophoblast cells may suppress the proliferation of 
placental Teff cells and induce its conversion into iTR35 via secreting IL-35 and hence play 
critical roles in maintaining maternal-fetal tolerance. Our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revelation of 
unique immune-defense mechanism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immune-tolerance theory in 
maternal-fetal interface. 
 
 

PU-4814 

miR-598-3p 通过 RMP 调节 

抑制肿瘤细胞的恶性增殖和侵袭迁移 

 
周围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系统阐述肺癌胃癌中 miR-598-3p 调节肿瘤增殖和侵袭转移的作用机理及其与靶基因 RMP 的

关系 

方法  通过一系列细胞增殖与侵袭迁移实验证明 miR-598-3p 能够抑制肺癌胃癌细胞的增殖和侵袭

转移；同时在上述细胞系中瞬时表达 RMP，检测 RMP 是否能逆转 miR-598-3p 的抑癌功效，从而

确定 miR-598-3p 与 RMP 的调控关系；最后通过比较 miR-598-3p 表达和 RMP 干扰的稳定细胞系

中转录组的差异，富集下游增殖与迁移信号通路，找出候选基因与通路，明确 miR-598-3p 调节肿

瘤细胞增殖和侵袭转移的机制。 

结果  过表达 miR-598-3p 后肿瘤细胞中 RMP 的 3’UTR 荧光素酶活性明显受到抑制，反之抑制

miR-598-3p 表达后荧光素酶活性上调；Western blot 实验结果表明，过表达 miR-598-3p 的肿瘤细

胞中 RMP 表达显著降低；使用 q-RT-PCR 在肺癌和胃癌标本中检测了 miR-598-3p 和 RMP 的表

达水平，发现 miR-598-3p 主要在肿瘤组织中呈低表达并且与 RMP 的表达呈负相关；细胞增殖实

验表明，miR-598-3p 过表达能显著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能力。反之敲除 miR-598-3p 的表达后，细

胞增殖能力显著提高；进一步通过 transwell 和划痕实验分析细胞侵袭迁移能力发现，miR-598-3p

过表达能显著抑制肿瘤细胞的侵袭迁移能力；通过 Western blot 分析下游通路后发现，当 miR-

598-3p 过表达后 p70s6k1、Bad、p65 和 IκB 磷酸化水平显著降低，说明细胞增殖及 NF-κB 通路

受到抑制；另一方面 Snail 的表达量显著下调而 E-cadherin 表达上调说明肿瘤细胞迁移受到抑制。 

结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 miR-598-3p 与其靶基因 RMP 在肺癌和胃癌组织呈负相关表达，并且 miR-

598-3p 能够在体外通过抑制靶基因 RMP 的表达有效抑制肿瘤的恶性增殖和侵袭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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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15 

1 例输血不良反应的调查 

 
彭雄 1,陈泽惠 1,2 

1.云梦县中医院 

2.云梦县人民医院 

 

目的  个案交流 

方法  临床资料：患者：男；年龄：48 岁；有长期输血史，否认过敏史；曾就诊于北京协和医院，

完善相关检查后诊断为：系统性硬化症（局限型）CREST 综合征 并消化道受累 胃窦血管扩张 缺

铁性贫血；意义未明的单克隆球蛋白血症（MGUS）；系统性淀粉样变性不除外。目前遵北京协和

医院医嘱口服"美卓乐"8mg 维持。后曾因消化道出血就诊于武汉协和医院及我院，经治疗后好转出

院；近 7 天来感全身乏力呈进行性加重，一般生活不能自理，为求进一步治疗，遂以"系统性硬化

症、重度贫血"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入院。输血前检查：体温：36.7℃,脉搏:65 次/分,呼吸:18 次/

分,血压:100/60mmHg；白细胞：6.20×109/L，红细胞：2.01×1012/L↓，血红蛋白：53.0g/L↓，红细

胞压积：19.50%↓，血小板：187×109/L，提示重度贫血。神清,精神差。血型：A,型，RhD 阳性，

抗筛：阴性。 

结果  个案交流 

结论  输血是在临床上作为治疗和辅助治疗的重要手段，任何血液成分的输注在一定条件下都可能

对受血者有一定的危险性；必须严格掌握适应症，减少不必要的输血[3]。输血科日常使用凝胶卡工

作过程中，不能忽视低资历员工试管法操作技能的培训，降低弱抗体漏检概率。《临床输血技术规

范》规定：输血过程应先慢后快，再根据病情和年龄调整输注速度，并严密观察受血者有无输血不

良反应[4]，本院护理人员严格执行相关规范要求及时发现并处理；调查发现，临床医师对非传染性

输血不良反应的诊断流程不清晰，输血科应加强相关培训，制定符合医院实际工作的处置流程，非

传染性输血不良反应快速鉴定方法应用于实际工作中，确保输血安全有效[5]。 

 
 

PU-4816 

RMP 调节肝癌细胞丙酮酸代谢诱导 MDSCs 活化 

促进肿瘤免疫逃逸的机制研究 

 
周围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免疫逃逸是恶性肿瘤复发与转移的重要原因，肿瘤中酸性微环境是诱导免疫逃逸的关键因

素。但目前对肿瘤细胞如何调节酸性微环境的产生和酸性微环境在活化肿瘤免疫逃逸中的作用机制

不甚清楚。 

方法  通过靶向代谢组质谱分析，比较了 RMP 过表达、RMP 敲除及野生型肝癌 HepG2 细胞的糖

代谢组差异；进一步通过 iTRAQ 蛋白质谱技术分析比较上述细胞的蛋白质表达谱数据，经基因功

能注释、富集差异蛋白所参与的信号通路后，初步确定了 RMP 所参与调节的代谢通路。进一步将

这些通路中关键蛋白的表达与代谢组数据对照分析，初步确定 RMP 调节代谢的下游靶基因。另一

方面，通过免疫荧光染色检测 RMP 过表达或敲除小鼠移植瘤中 MDSCs 的浸润；分选荷瘤小鼠外

周血、脾脏及肿瘤组织中 MDSCs 并检测 RMP 表达。 

结果  iTRAQ 蛋白质谱分析及靶向代谢组质谱分析表明，肝癌细胞高表达 RMP 并诱导自身糖代谢

模式改变，由原本的氧化磷酸化模式转变为需氧糖酵解模式；上调 RMP 表达促进肝癌细胞丙酮酸

和乳酸合成并诱导髓源性抑制细胞(MDSCs)的浸润；在荷瘤小鼠中，与外周血和脾脏相比，肿瘤来

源的 MDSCs 中 RMP 表达上调且与肿瘤大小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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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聚焦 RMP 调节肿瘤微环境酸化和 RMP 诱导 MDSCs 活化两大关键点，系统研究了

RMP 促进肝癌免疫逃逸的作用机制，以此揭示肿瘤糖代谢与肿瘤免疫逃逸的联系。为形成以调控

RMP 为核心的肿瘤精准治疗新策略奠定理论基础并提供实验依据。 

 
 

PU-4817 

代谢型谷氨酸受体 4 的真核表达及其在乳腺癌细胞增殖中的作用 
 

肖斌,陈丽丹,孙朝晖,廖扬,杭建峰,陈建芸,张蓉,李林海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目的  建立代谢型谷氨酸受体 4 （mGluR4） 在乳腺癌细胞 MCF-7 中高表达的模型， 探索

mGluR4 的亚细胞定位及其在乳腺癌增殖中的作用。 

方法  提取 MCF-7 细胞总 RNA 并逆转录为 cDNA； PCR 扩增 mGluR4 基因； 利用无缝克隆技术

快速构建以 pENTER 为载体的 mGluR4 重组表达质粒； 通过 Western 印迹和免疫荧光实验检测

mGluR4 在 MCF-7 细胞中的表达及定位； 利用 CCK8 实验观察 mGluR4 对 MCF-7 细胞增殖的影

响。 

结果  构建了能够在 MCF-7 细胞中高表达的 mGluR4 真核表达质粒， 免疫荧光结果显示 mGluR4

定位于细胞膜和细胞质， CCK8 实验表明高表达 mGluR4 显著促进乳腺癌细胞的增殖能力。 

结论  为探索 mGluR4 的相关功能制备了必要工具， 为研究 mGluR4 在乳腺癌增殖中的分子机制奠

定了基础。 

 
 

PU-4818 

Analysis of the miRNA–mRNA–lncRNA network in human 
estrogen receptor-positive and estrogen receptor-negative 

breast cancer based on TCGA data 

 
Bin Xiao1,Weiyun Zhang1,Lidan Chen1,Jianfeng Hang1,Lizhi Wang1,Rong Zhang1,Yang Liao1,Jianyun 

Chen1,Qiang Ma2,Zhaohui Sun1,Linhai Li1 
1.Guangzhou General Hospital of Guangzhou Military Command of PLA 

2.Southern medical univercity 

 
Objective Estrogen receptor-positive (ER+) and ER-negative (ER−) subtypes of breast cancer 
have distinct clinical outcomes because they respond differentially to endocrine therapies. We 
aimed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icroRNA (miRNAs),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 and mRNAs in different ER subtypes as well as to identify prognosis-related 
RNAs. 
Methods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miRNAs, lncRNAs, and mRNAs between breast cancer and 
normal samples were compared using data from The Cancer Genome Atlas databas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iRNAs, lncRNAs and mRNAs between ER+and ER−samples were also 
screened. An ER subtype-related miRNA–lncRNA–mRNA network was constructed. lncRNAs 
and mRNAs in this network were further subjected to an analysis of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patient 
prognosis. 
Results Sets of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iRNAs, lncRNAs, and miRNAs between breast cancer 
and normal samples were identified among which 14 miRNAs, 78 lncRNAs, and 475 mRNAs 
wer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between ER subtypes.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RNA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ant ER subtype-related miRNA–lncRNA–mRNA network consisted of 14 
nodes, among which LINC0092 and chromosome 2 open reading frame 71 (C2orf71) were 
correlat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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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prognosis of breast cancer. LINC0092 was co-expressed with SFRP1 and RGMA and 
regulated by hsa-miR-449a and hsa-miR-452–5p. C2orf71 was co-expressed with LINC00511 
and regulated by hsa-miR-184. Cross-talk among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iRNAs, lncRNAs, and 
miRNAs may be an important feature in ER+and ER−subtypes of breast cancer. 
Conclusions LINC0092 and C2orf71, two of these cross-talking RNAs, may serve as novel 
prognostic predictor of breast cancer because of their close associations with prognosis. 
 
 

PU-4819 

基于标准化的六西格玛理论性能 

验证图规范实验室尿液定量化学检验项目性能 

 
蒋叶,杨璐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采取基于标准化的六西格玛理论性能验证图规范实验室尿液定量化学检验项目性能的可

行性。 

方法  （1）允许总误差的计算：参照卫生部室间质评的评价标准作为所有尿液定量化学项目的允许

总误差。（2）不精密度数值描述：收集 2016 年 1-12 月江苏省人民医院生化专业组尿液定量分析

所有月度 CV 值，取其平均值完成计算。（3）偏倚数值描述：收集 2016 年参加卫生部尿液定量化

学室间质评的 5 个偏倚的绝对值的平均值进行计算。按照公式 σ ＝ （TEa-︱Bias︱）／CV，计算

每个检测项目的 σ 水平。 

结果   尿钠、尿氯、尿糖、尿尿素、尿肌酐、尿尿酸、尿蛋白、尿钙检测水平评价为世界一流，尿

镁评价为优秀，尿磷、尿钾、尿淀粉酶评价为欠佳。 

结论  实验室可以采用基于标准化的六西格玛理论性能验证图来规范尿液定量化学检验项目性能，

提高尿液定量化学检验项目的准确性。 

 
 
 

PU-4820 

长沙市气传真菌的分布特点及其与儿童特应性皮炎发病的关系 

 
何谢玲,刘娜,祝兴元,汤建萍 

湖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调查分析长沙市区气传真菌的种类、数量、不同季节飘散规律，探讨其与儿童特应性皮炎的

关系。 

方法  于 2014 年 11 月-2015 年 10 月，在本院门诊楼 4 楼楼顶安放取样器，采用空气曝片法，每

日曝片 1 张，对收集到的玻片进行真菌的鉴定和计数。记录同期长沙地区的温度、湿度及可吸入颗

粒物(PM10)。对同期我院特应性皮炎的患者进行发病季节的调查，并分析其与气传真菌浓度之间

的相关性。 

结果  全年共观察到真菌种类 67 种，收集到真菌孢子 36425 个，全年优势真菌为枝孢属、黑粉

菌、链隔孢、粘菌纲、小戴顿菌和小球腔菌。气传真菌飘散的高峰为 10 月-12 月、2 月-5 月。我院

全年诊断长沙市儿童特应性皮炎 1039 例，其中新发病例 773 例，复发 266 例。发病高峰期为 10

月-12 月、3-8 月。所有 AD 患儿接受真菌特异性 IgE 检测 1014 人次，110 次检测结果为阳性，阳

性率为 10.85%。 

结论  长沙地区气传真菌孢子数与长沙全年温度不相关，与湿度和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呈正相关，相

关性有统计学意义（P＜0.05）。长沙地区儿童特应性皮炎发病与真菌孢子数呈正相关，相关性有

统计学意义（P＜0.05），与长沙地区的温度、湿度及 PM10 无相关性。AD 患儿数与优势菌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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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戴顿属相关，与其他 5 类优势菌均无相关性。真菌 IgE 检测结果阳性的患儿数与小戴顿属、小球

腔菌及孢子总数均相关，且有统计学意义。而真菌 IgE 的阳性率与各优势菌及孢子总数均无相关

性。长沙地区气传真菌可能能促进儿童特应性皮炎的发病。 

 
 

PU-4821 

神经酰胺调节 EAAT-2 参与精神分裂症 

免疫炎性反应及其对神经元损伤的影响 

 
顾丽泽,凌卫明 

无锡市第七人民医院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免疫炎症反应异常在精神分裂症发病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但对其分子机制的认识尚不全面。 

方法  本研究拟采用大鼠侧脑室注射神经酰胺（ceramide）激动剂柔红霉素(DNR)诱导其过表达，

通过旷场试验、Morris 水迷宫观察其精神分裂症样行为学改变，检测脑组织海马中促炎症因子 IL-

1β、IL-6、TNF-α mRNA 水平以及谷氨酸转运体 EAAT-2 的蛋白水平变化，抑制 NF-κB 后再次检

测上述指标。采用尼氏染色观察神经元损伤情况。 

结果  大鼠侧脑室注射 ceramide 激动剂 DNR 后，ceramide 在海马 CA1 区显著积累，行为学表现

出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特征，与此同时诱导其学习记忆功能受损；促炎症因子 IL-1β、IL-6、

TNFα 的 mRNA 水平升高；EAAT-2 蛋白表达显著降低。尼氏染色结果显示，ceramide 积累后大

鼠海马 CA1 区神经元损伤。NF- κB 抑制剂 PDTC 可改善 ceramide 积累引起的行为学异常表现，

下调促炎症因子 mRNA 水平，上调 EAAT-2 蛋白表达，缓解神经元损伤。 

结论  实验结果提示精神分裂症发病机制中神经酰胺可能通过 NF-κB /TNF-α 途径介导 EAAT-2 表

达降低，引起神经元兴奋性毒性作用，最终导致神经元损伤。 

 
 

PU-4822 

两个凝血因子Ⅺ缺陷症家系的分子遗传学研究 

 
翁妙珊 

潮州市中心医院 

 

目的  对 2 个遗传性凝血因子Ⅺ（FⅪ）缺陷症家系进行凝血指标检测和基因突变分析，探讨其分

子发病机制。 

方法  检测 2 个先证者及其家系成员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FⅪ活性（FⅪ：C）等凝血

指标；应用 PCR 对 2 个先证者 FⅪ基因所有的外显子及其侧翼序列进行扩增，对 PCR 产物直接测

序，针对 2 个先证者的突变位点，对其家系成员进行相应的基因突变检测。 

结果  先证者 1APTT 为 97.4s， FⅪ：C 为 0.6%，基因测序发现其 FⅪ基因 5 号外显子负一位存在

c.326－1G>A 剪接突变及 10 号外显子 c.1107C>A(p.Tyr351X) 复合杂合突变；先证者 2 APTT 为

86.0s，FⅪ：C 为 1.7%，基因测序发现其 FⅪ基因 8 号外显子存在 c.841C>T(p.GlnX)及 10 号外

显子 c.1107C>A(p.Tyr351X) 复合杂合突变。家系分析表明先证者 1 的外婆、母亲及哥哥均存在

c.326－1G>A 杂合剪接突变，奶奶及父亲则存在 c.1107C>A 杂合无义突变；先证者 2 的母亲及儿

子均存在 c.1107C>A 杂合无义突变，女儿则存在 c.841C>T 杂合无义突变。 

结论  FⅪ基因 c.326－1G>A 剪接突变、p.Tyr351X 和 p.Gln263X 是导致 2 个遗传性 FⅪ缺陷症家

系的分子发病机制，c.326－1G>A 剪接突变为国际首次报道，c.1107C>A(p.Tyr351X)为两个家系

所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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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23 

咸阳地区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初步调查 

 
马晨语,高玉芳,徐晓丽,万婷,徐丹 

咸阳市中心医院 

 

目的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yperhomocysteinemia，Hcy）高水平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

关，尤其在老年性疾病如骨质疏松、老年痴呆以及冠心病的筛查中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解咸阳地区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流行病学特征，以便针对不同性别、年龄以及科室建立合适的血清 Hcy 参考

区间。 

方法  我们收集了咸阳市某三级医院 889 例实验对象血清样本，用 TBA-2000FR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对血清 Hcy 含量进行检测。 

结果  按照性别、年龄和科室将纳入研究的样本进行分组比较，结果显示：1、男性血清 Hcy 水平

均高于同年龄阶段女性血清 Hcy（P<0.05）。2、随着年龄增加，男性与女性血清 Hcy 水平均有一

定程度的升高（P<0.05）；但神经内外科 40-59 岁与 60 岁以上男性患者血清 Hcy 无显著差异

（P>0.05）。3、神经内外科以及心血管内科患者血清 Hcy 水平均显著高于同年龄阶段体检中心查

体者血清 Hcy。 

结论  不同性别及年龄阶段受检者血清 Hcy 水平存在差异，这与机体激素水平、MTHFR 基因的差

异以及日常饮食习惯有一定的关系。对于该结果的分析有助于各地区检验科根据年龄、性别以及不

同科室建立合适的 Hcy 参考区间，对于更好的服务临床科室，服务患者具有重要意义。 

 
 

PU-4824 

乙型肝炎后肝硬化早期门脉高压实验室指标变化规律的研究 

 
何永建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探讨乙型肝炎后肝硬化患者未成熟血小板分数（IPF）、高荧光强度未成熟血小板分数(H-

IPF)、白蛋白（ALB）、纤维蛋白原(Fbg)、肝脏门静脉内径、腹水生成和脾脏大小等指标在门脉高

压形成过程中的变化规律。 

方法  纳入南方医院 80 例乙型肝炎后肝硬化患者作为病例组，48 例健康人群作为对照组，分别对

IPF、H-IPF、ALB、Fbg、肝脏门静脉内径、腹水生成和脾脏大小等指标进行分析。 

结果   病例组 ALB、Fbg 均低于正常值（P<0.05）；对照组 IPF、H-IPF 明显低于病例组

（P<0.05）；病例组中，血小板减少组 IPF、H-IPF、门静脉内径均大于血小板正常组

（P<0.05）；ALB 与门静脉内径相关性较弱；脾大患者的 ALB 明显低于脾正常患者。腹水患者的

ALB 明显低于非腹水患者。 

结论  IPF、H-IPF 可以有效地评估乙型肝炎后肝硬化门脉高压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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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25 

HIV 阳性男男性行为者的 Rush poppers 使用状况及其 

与 HIV 高危性行为的关联性 

 
梅竹 1,王泓懿 1,毛翔 1,张永惠 1,贾月如 1,姜拥军 1,耿文清 1,徐俊杰 1,汪宁 2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目的  探讨艾滋病病毒（HIV）阳性男男性行为者（MSM）中 Rush poppers（简称 Rush）的使用

情况与 HIV 传播相关高危性行为的关联性。 

方法  通过访谈式问卷调查 2012-2016 年知晓自己感染状况的沈阳 HIV 阳性 MSM 的相关信息。采

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使用 Rush 与 HIV 传播相关高危性行为的关联性。 

结果  共调查了 528 名 HIV 阳性 MSM，其中知晓 HIV 确认阳性中位时间为 5 个月，近 3 个月

Rush 使用率为 30.9%(163 人)。与未使用 Rush 者相比，使用者具有年龄≤24 周岁（22.1% vs. 

14.8%，P=0.040)的比例更高、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85.3% vs. 77.0%，P=0.029)比例更高等特

征。Rush 使用者未将 HIV 感染状况告知偶然性伴比例高于对照组(99.1% vs. 96.5%, P=0.039)。多

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相对于非 Rush 使用者,通过互联网寻找 MSM 性伴[调整比值比

（ aOR ） =6.8 ， 95% 可信区间（ CI ） =2.6~17.9 ） ] ，有外地 MSM 性伴（ aOR=2.2 ，

95%CI=1.1~4.2），安全套使用率低（ aOR=3.9， 95%CI=2.2~7.0），有多个 MSM 性伴

（aOR=1.5，95%CI=1.0~2.3）是研究对象使用 Rush 的独立关联因素。 

结论  HIV 阳性 MSM 知晓 HIV 感染状态后 Rush 使用率高，使用 Rush 的 MSM 更倾向于通过互联

网寻找性伴，安全套使用比例低且性伴数更多，易造成 HIV 的传播扩散，需加强相关监测和防控。 

 
 

PU-4826 

基于乳酸杆菌的 HIV 单链抗体表达体系优化及抗体活性评价研究 

 
安明晖,韩晓旭,田文,尚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当前基于 HIV 抗体的被动免疫策略在 HIV 预防和治疗上具有一定的效果，但如何保证长效的

抗体是抗 HIV 被动免疫疗法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乳酸杆菌是人胃肠道益生菌，作为载体可递呈

HIV-1 抗体，使之伴随乳酸杆菌黏膜定植而稳定长效分泌。本研究通过改造乳酸杆菌表达体系，获

得高效分泌 HIV-1 单链抗体的工程化重组乳酸杆菌，并体外验证重组菌分泌抗体的表型。 

方法  本研究宿主菌为人直肠黏膜常驻菌-植物乳酸杆菌 WCFS1，骨架质粒为红霉素抗性的、同时

具有乳酸杆菌和大肠杆菌复制子的乳酸杆菌表达质粒 plp0373_（Amy）。首先构建双抗性乳酸杆

菌表达质粒，在氨卞青霉素条件下，以大肠杆菌作为克隆载体进行质粒改造。用启动子 Pldhl 替换

原启动子 PsppA，插入 HIV 单链抗体基因，构建同源启动子和信号肽的乳酸杆菌表达质粒，电转

乳酸杆菌感受态细胞，筛选出阳性重组菌落。在 MRS 培养基中培养单菌落，收集菌液，检测菌液

OD600 和菌落计数评价重组菌的体外成长能力和活性；离心收集上清，ELISA 和 WB 检测上清中

抗体的表型，并用假病毒中和实验检测上清的抗病毒能力。 

结果  通过大肠杆菌克隆系统构建了含有 HIV 单链抗体基因的同源启动子和信号肽的表达质粒，经

电转和抗生素筛选，获得高效分泌单链抗体的植物乳酸杆菌 WCFS1 重组菌。菌液 OD600 和菌落

计数证明重组菌具有与野生菌相似的生长能力及活性。ELISA 和 WB 实验证明上清中存在 HIV 特

异性单链抗体。多个亚型 HIV-1 假病毒中和实验发现各重组菌培养上清均具有中和能力。 

结论  本研究通过基因改造构建的重组乳酸杆菌能高效分泌对多个亚型 HIV-1 假病毒具有中和作用

的单链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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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27 

医学实验室的规划与设计理念和实践 

 
黄文瑶 

深圳市龙岗区第三人医院 

 

目的  为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规划与设计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方法  文献关键指标复习、案例分析。 

结果  通过规范划分清洁区、缓冲区和污染区，合理布局人流、物流、信息流和气流，集中安排供

电、供水、供气、供冷/供热和监控，从而达到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简单化、人性化和无害

化等六大建设目标，概括为“3 区 4 流 5 中 6 化”。 

结论  医学实验室规划设计的理念概括为：规范、安全、实用、方便、环保、美观。 

 
 

PU-4828 

检验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实践与探索 

 
吴蕾,徐婷,赵鸿,戎国栋,黄珮珺,王芳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随着医学检测技术的迅速发展，检验医学的地位明显提高。本文旨在探讨我院检验学部住院

医师的规范化培训制度和管理方法，以期为同仁提供一定的参考，为持续改进规范化培训工作奠定

基础。 

方法  以江苏省人民医院检验学部为例，介绍我院检验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背景、现状、制

度、方案、实践及考核，结合我院多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经验，对培训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

分析并提出改进建议。 

结果  我院检验学部严格按照制度和方案的要求进行检验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使培训的住院

医师在理论、操作、综合能力及素质方面有所提高，同时通过严格规范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

的开展，也为各教学医院提供一定的培训管理思路。 

结论  目前部分医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入临床各科室工作，间歇性甚至不进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此种形式不利于专科医师的长远发展；同时各培训学员在培训期间待遇、职称晋升等方面受到

限制，打击了各学员参加住院医师规培的积极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在医师成长过程中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检验专业的规培工作是提高检验医师队伍素质的一条重要途径，对培养高层次的医学

检验人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建立完善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是目前培养医学人才的趋

势所在，而省内甚至全国各医院检验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较少，在如何培养检验医师人才

方面缺乏足够的经验，至今仍未形成统一的培训制度及模式，因此有待于通过进一步实践及探索，

为检验医师培训的发展提供更好的途径。 

 
 

PU-4829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OCT Method and 
Chemiluminescence for Detection of Troponin I 

 
Xuesong Fan,Jianxun He,Yang Jin,Yuan Gui,Xiaoli Zeng,Hui Yuan 

Beijing An Zhen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measurement of troponin I by POCT and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so as to determine the accuracy of results and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of clinical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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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152 serum samples of suspected AMI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4 groups: negative 

group(≤0.028ng /ml)(n=83), low concentration group(0.028ng /ml～0.3ng /ml) (n=16), medium 

concentration(0.3ng/ml～10.00ng/ml) (n=40) and high concentration group(＞10.00ng/ml) (n=13), 

based on the values measured by the Abbott system.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ardiac troponin I 
(cTnI) in three POCT methods, Beckman and domestic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analyzer were compared, to evaluate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every detection system.  
Results There was a good correlation between POCT test system and Abbott detection system (r

＞0.80, P＜0.05). Beckman DXI800 and domestic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analyzer 

had strongcorrelation with Abbott detection system (r＞0.975, P＜0.05). Beckman DXI800 and 

domestic chemical detection system have a good correlation with Abbot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analyzer in each concentration group. POCT detection systems have a poor 
correlation in negative group and low concentration group with Abbott detection system, but have 

preferably in the medium concentration group (r＞0.70, P＜0.05) and high concentration group (r

＞0.80, P＜0.05). Beckman DXI800 and domestic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analyzer 

have a good consistency with Abbott detection system, with high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incidence rate (Kappa＜0.80, P＜0.01); in the POCT systems only A system has a good 

consistency with Abbott (Kappa＞0.75, P＜0.01). 

Conclusions When the cTnI were detected by POCT, there was a good correlation with the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nalyzer in medium and high concentration group, but poor in the 
low concentration group. In POCT system only system A is in good agreement with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nalyzer. The Beckman DXI800 and the domestic chemiluminescent 
immunoassay D have good correlation and detection consistency with the Abbott detection 
system. 
 
 

PU-4830 

二甲基亚砜对铜绿假单胞菌生物膜影响的研究 

 
谭芮辰,佘鹏飞,陈丽华,王妍乐,伍勇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目的  探讨二甲基亚砜（Dimethyl Sulfoxide, DMSO）对铜绿假单胞菌生物膜形成的影响，并对其

机制进行研究。 

方法  利用酶标仪比色测定 DMSO 对铜绿假单胞菌 PAO1 浮游菌生长的影响；96 孔板构建生物

膜，结晶紫染色对生物膜形成及分散进行半定量，显微镜下观察拍照。接下来检测 DMSO 对

PAO1 起始粘附力、运动能力及对细胞活力的影响。结晶紫染色检测 DMSO 联合亚抑菌浓度的抗

生素对 PAO1 生物膜形成的影响，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进一步利用转录组测序技术对 DMSO

与抗生素联用组及单独使用抗生素组的 PAO1 生物膜菌株进行测序，筛选出差异表达基因，荧光定

量 PCR 对差异表达基因进行验证。 

结果  当 DMSO≤2.5%时，对细胞活力没有影响。DMSO≤2%时，对 PAO1 生长没有影响，DMSO

浓度为 1%时，能抑制和分散 PAO1 生物膜，对黏附力及运动性均有一定影响。0.5%DMSO 不能

协同增强阿米卡星（Amikacin, AMK）对 PAO1 生物膜形成的抑制作用，但能协同氧氟沙星

（Ofloxacin, OFLX）抑制 PAO1 生物膜形成。利用 RNA-seq 对 OFLX 组及 OFLX 与 DMSO 联用

组测序筛选出了 197 个差异表达基因，主要集中在代谢、翻译，其中与生物膜形成相关基因集中在

群体感应系统，有 pqsA、pqsB、pqsC、pqsD、phnB、lasB 六个基因下调。 

结论  DMSO 能抑制 PAO1 生物膜形成，并对其有分散作用，其机制主要通过抑制 PAO1 的起始黏

附力及运动能力。DMSO 能协同增强氧氟沙星对生物膜的抑制作用，其机制主要为下调 pqsA、
pqsB、pqsC、pqsD、phnB、lasB 六个群体感应系统相关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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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31 

AST 和 ALP 标准物质互换性评价 

 
欧元祝,唐立萍,虞啸炫,林斐然,刘文彬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对 AST、ALP 两个国家二级标准物质（GBW(E)090919 和 GBW(E)00920）与新鲜人血清样

本的互换性进行评价。 

方法  根据 EP14-A3 的评价方式进行标准物质互换性的评价。用参考方法和 10 种常用的进口和国

产 AST 常规检测试剂及 9 种常用的进口和国产 ALP 常规检测试剂分别对 25 份新鲜单人份血清样

本和待评价标准物质进行测量，每个样本重复测量 2 次后计算均值；以参考方法结果为Ｘ轴，常规

方法结果为 Y 轴，当单人份血清测定结果的数量关系符合线性时，对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计算

回归标准误、对于相应的Ｘ值其 Y 值的预测值和双侧 95％预测区间，待评价标准物质的 Y 值与预

测区间比较以评价互换性，并计算各常规检测系统测定标准物质的结果与参考方法定值的偏倚。 

结果  互换性结果显示 AST 的 10 种常规试剂检测系统测定的标准物质的结果和 ALP 的 9 种常规检

测系统测定的标准物质的结果均在参考方法定值的 95%的预测区间内。AST 的 10 种常规试剂检测

系统中 7 种试剂的标准物质的检测结果与参考方法定值的结果的偏倚在 5.5%的允许偏倚范围内，

超出允许偏倚范围的 3 种均为国产试剂；ALP 的 9 种常规试剂检测系统中只有 3 种试剂的标准物质

的检测结果与参考方法定值的结果的偏倚在 10%的允许偏倚范围内，分别为 1 种进口试剂和两种

国产试剂。 

结论  互换性实验显示 AST、ALP 二级标准物质在 AST、ALP 常规常用检测系统上与新鲜人血清互

换性良好，可用于临床常规检测系统的溯源性传递。 

 
 

PU-4832 

Effect of quantitative assessment-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bowel function and life quality of 

patients with neurogenic bowel dysfunction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Xuewei Zhuang 

Shandong University Qilu Hospital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quantitative assessment-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bowel function and life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neuro/ genic bowel dysfunction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Methods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egular nursing and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quantitative assessment-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 Recovery of 
bowel function, quality of life and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Scores for bowel fun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cores for the quality of lif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Finally, the satisfaction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s We concluded that quantitative assessment-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 contributes 
to recovery of bowel fun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life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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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33 

PD-1 基因多态性与急性前葡萄膜炎的相关性研究 

 
郑美琴 1,2,李彧钰 2 

1.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2.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 

 

目的  急性前葡萄膜炎（AAU）为 T 细胞介导的自身免疫病。程序性死亡受体 1（PD-1）是抑制 T

细胞的重要负向调控因子，在维持内环境平衡中发挥调控作用。 

本研究旨在明确 PD-1 基因多态性与急性前葡萄膜炎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患者 166 例和健康对照 231 例。选取的 3 个 SNP（rs10204525、rs2227982、

rs41386349）采用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或测序的方法进行分型。通过卡方检验对两组之间的等

位基因和基因型的频率进行比较，P 值采用 Bonferroni 矫正。 

结果  分析发现 rs10204525 中 GG 基因型在患者中明显升高，而 rs2227982 和 rs41386349 的各

基因型、基因频率在两组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分层分析发现 HLA-B27 阳性患者中，rs41386349

的 CC 基因型明显升高；HLA-B27 阴性患者中，rs2227982 的 TT 基因型明显高于对照组；而不伴

发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中 rs2227982 的 TT 基因型明显高于对照组，CT 基因型频率显著降低；在

女性中，发现 rs2227982 的 TT 基因型明显高于对照组。 

结论  在本研究中证实了 PD-1 的基因多态性与急性前葡萄膜炎之间的相关性。 rs10204525 的 GG

基因型是 AAU 患者的危险因素，而 rs41386349 和 rs2227982 两位点的各基因型与疾病的相关性

作用则与患者的性别、是否伴随强直性脊柱炎等情况有相关。 

 
 

PU-4834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急性期血压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研究 

 
庄学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研究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首诊血压及入院 72h 内血压的自然变化规律，探讨其相关的影响因

素，以期对卒中急性期血压管理提供临床循证依据,合理的指导治疗和判断预后。 

方法  前瞻性研究 109 例发病 48h 内收入我院急诊室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进行首诊血压及入院后

72h 的动态血压监测，并研究相关影响因素。首诊血压值≥140/90mmHg 即为病室血压升高。按血

压值分为血压升高组与血压正常组，再将血压高组分为有高血压病史与无高血压病史 2 个亚组，比

较两组的血压水平。使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评分（NIHSS）评价患者入院时的神经功能缺损

情况，格拉斯哥昏迷评分法（GCS）评价患者入院时的昏迷程度，看其与血压高低水平的相关性。 

结果  （1）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急性期约有 86.2%的患者出现病室血压升高，血压高于正常值水平

或原有高血压病患者的血压高于病前基础血压水平； 

(2)既往高血压病史、年龄、高盐饮食、意识状态、神经功能缺损严重程度是卒中发病后血压升高

重要的影响因素（P<0.05）；而性别、体重指数、睡眠时间、脑卒中病史、心脏病史、糖尿病

史、吸烟饮酒等对发病后的血压影响不大。 

(3)缺血性脑卒中急性期入院 0 小时至 72 小时内（未给予降压药治疗），血压大多自发下降至稳定

水平。其中，收缩压（SBP）在入院 0 小时至 12 小时下降较快，而舒张压（DBP）在入院后 0 小

时至 24 小时下降较快，提示发病后 12 小时血压的波动较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急性脑卒中患者的血压波动较大,大多数为病室血压升高，但随发病时间延长,血压呈自然下降

的趋势;缺血性卒中患者的血压水平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年龄、既往高血压病史、意识状态、神经

功能缺损严重程度、高盐饮食是血压升高重要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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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35 

SDF-1α induced by spherical silica nanoparticles promotes 
the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of BEAS-2B cells via 

AKT pathway 

 
Zijie Liu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arcinogenesis of spherical silica nanoparticles 
Methods human mononuclear cells (THP-1) and human bronchial epithelial cells (BEAS-2B) 
were co-cultured in transwell chambers. After treatment with Benzo[a]pyrene-7, 8-dihydrodiol-9, 
10-epoxide (BPDE) and SiNPs, the subcutaneous tumorigenicity and 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of BEAS-2B cells were analyzed. Cytokine microarrays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cytokines released from THP-1 cells, and the function of cytokine was studied in vitro and in vivo. 
Results  SiNPs could significantly promote tumorgenesis and EMT, induce the release of SDF-
1α, and activate the AKT pathway in BEAS-2B cells. After neutralizing SDF-1α with specific 
antibody, the EMT of BEAS-2B cells and the phosphorylation levels AKT(ser473) and GSK-3β 
decreased.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iNPs combined with BPDE promoted the EMT of BEAS-
2B cells via the AKT pathway by inducing the release of SDF-1α from THP-1 cells. 
 
 

PU-4836 

The effect of clean intermihent catheterization to patients 
after orthopaedic surgery on urinary retention 

 
Xuewei Zhuang,Yanyan Zhang 

Shandong University Qilu Hospital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clean intermittent catheterization (CIC) versus continuous 
bladder catheterization on the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UTI), urinary retention after extubation and 
comfort degree of patients. 
Methods We reviewed all the patients with post-operative urinary reten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The Second People Hospital of Huaian during from 2015 to 2016. We collect the 
data regarding the rate of UTI and urinary retention again. The comfort degree is evaluated and 
collected by the nurse using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Results  Ninety patients were identified. Forty patients underwent the continuous bladder 
catheterization (group CBC) versus fifty patients managed by CIC (group CIC). When comparing 
the two management groups,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ate of UTI (P=0.032) and 
urinary retention after extubation (P=0.018).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s found between group CC 
and group CIC in the comfort degree (P=0.022). 
Conclusions CIC is a reliable and effective method of let-off urine in patients with post-operative 
urinary retention. CIC effectively prevents urinary tract complications caused by continuous 
bladder cathete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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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37 

特发性弱精症患者标志蛋白的筛选和验证 

 
尹丝璐 

湖南光琇医院 

 

目的  基于蛋白质组学的方法，筛选和验证特发性弱精症潜在的蛋白标志物。探究 DNAJB13 突变

对特发性弱精症的影响机制。 

方法  基于 iTRAQ 的结果，筛选出统计学差异明显的，且在三组中上调趋势和下调趋势明显的蛋白

作为候选靶标。利用质谱筛选候选蛋白质中特异性的肽段，初步建立部分蛋白质谱多反应监测

（MRM）的研究方法。 

结果  分析 iTRAQ 的结果，通过蛋白肽段筛选确定 18 个蛋白作为特发性弱精症的潜在蛋白标志

物。利用 MRM 技术比较不同组别精子蛋白表达量的差异。结果显示：在弱精组和正常组比较中，

存在 1 个蛋白表达增加：ACR；存在突变的特发性弱精症患者和正常组相比较，有 8 个蛋白表达减

少：ATP5D，DNAJB13，SPACA9，HK1，NME5，RSPH9，TUFM，SPESP1；在弱精组和突

变组比较中，存在 12 个蛋白表达减少：ATP5D，DNAJB13，SPACA9，TUFM，ACR，

SLC25A5，HK1，RSPH9，NME5，SPESP1，SPACA4，NDUFV2。对比 iTRAQ 和 MRM 的结

果，三组变化趋势一致且一直下调的蛋白：SPACA9，HK1， SPESP1。 

结论  通过比较 iTRAQ 和 MRM 的检测结果，SPACA9 ，SPESP1，HK1 三个蛋白，和正常组相比

较，特发性弱精组和存在突变的特发性弱精组中表达水平都有明显下调的趋势。其中 HK1 和

DNAJB13 存在相互作用，通过糖代谢途径影响精子运动。 

 
 

PU-4838 

上海地区 ALP 正确度验证调查结果分析 

 
唐立萍,欧元祝,虞啸炫,刘文彬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通过 ALP 正确度验证计划的调查分析，了解上海地区 ALP 正确度验证的整体情况,从而了解

上海地区各实验室 ALP 检测结果的准确情况。 

方法  经过离心过滤处理分装得到高低浓度正确度控制血清样本 A、B，通过冷链运输发放给临床实

验室，对样品连续检测三天，每天两次。与发放的正确度控制品同步，用 IFCC 一级参考方法为正

确度控制品赋值，得到靶值。计算单个实验室每个样品均值与靶值的偏倚 Bias%，以行标 10%为

允许偏倚判断标准。 

结果  83 家临床实验室实验室统计结果显示，A、B 样本各实验室均值与靶值的偏倚分别有 60.2%

和 62.7%在允许偏倚范围内。24 家三级医院两个样本偏倚范围分别是-24.7%～14.1%及-30.8%～

13.4%，两个 A 样本均有 70.8%(17)在允许偏倚范围内；41 家二级医院两个样本偏倚范围分别是-

34.5%～44.8%及-34.2%～44.9%，两个 A 样本均有 61.0%(25)在允许偏倚范围内；8 家一级医院

两个样本偏倚范围分别是-35.4%～60.8%及-35.5%～61.8%，两个 A 样本均只有 37.5%(3)在允许

偏倚范围内；10 家未定级医院两个样本偏倚范围分别是-19.3%～14.5%及-19.6%～14.5%，两个

A 样本分别有 60.0%(6)和 70.0%（7）在允许偏倚范围内。A 和 B 两个样本均在允许偏倚范围内的

医院为 57.8%，其中三级医院 62.5%，二级医院 58.5%，一级医院 37.5%，未定级医院 60.0%。 

结论  所调查的三级医院、二级医院实验室及未定级医院的偏倚符合率未见明显差异，一级医院的

偏倚符合率明显较低，且偏倚范围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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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39 

Comparison and evaluation of testing results for different 
coagulation analyzers 

 
Xuewei Zhuang,Yi Zhang,Chuanxin Wang 

Shandong University Qilu Hospital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a newly installed fully automatic coagulation analyzer 
and compare the consistency of its testing results with the confirmed clinical automatic 
coagulation analyzer at our department. 
Methods Precision,1inearity and carryover of the newly installed coagulation analyzer were 

evaluated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required standards． 

Results   For the newly installed coagulation analyzer，the normal and abnormal plasma values 

of relative inter-precision were：1.10％ and 1.44％ for prothrombin time(PT);1.58％ and 0.94％ 

for 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1.69％ and 4.22％ for fibrinogen(FIB)；1.58％ 

and 1.38％ for thrombin time(TT) respectively．Intra-precision were：0.75％ and 0.45％ for 

prothrombin time(PT);0.39％ and 0.45％ for 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1.34％ 

and 1.59％ for fibrinogen(FIB)；0.88％ for thrombin time(TT) respectively．                

The linear regression equation of FIB actual and theoretical values was Y =0．9929x-O．

0937(P>0．05))．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ntercept and 

0(P>0.05)and between linear slope and l(P>0.05)．The carryover was 0.17％．PT,APTT,FIB and 

TT have good  correlation(r=0.990, 0.984, 0.995,0.962) between two analyzers. The testing 

results of bias of PT，APTT，FIB and TT for two analyzers were 1.91%、2.73%、0.29%、
1.51% within the acceptable defined bias in CLIA′88.   
Conclusions The newly installed coagulation analyzer have good precesion, 1inearity and 
carryover .These two coagulation analyzer have good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etection results of 
clinical samples. The consistency and comparability are satisfied for clinical detection. 
 
 

PU-4840 

中国男男同性恋 HIV 相关神经认知功能障碍的临床特征初探 

 
康婧,耿文清,丁海波,尚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初步探讨中国男男同性恋 HIV 神经认知功能障碍的临床特征。 

方法  纳入年龄、文化程度匹配的 84 个 HIV 感染和 30 个 HIV 阴性男男同性恋，进行全面的神经心

理成套成套测验，包含六个认知领域，共 12 个分测验。同时测评日常生活能力及抑郁状态，根据

Frascati 标准进行该人群 HIV 相关神经认知功能障碍的诊断。 

结果  26 例（约占 31.0%）HIV 感染者符合 HIV 神经认知功能障碍，按疾病严重程度可分为无症状

神经认知障碍 9 例（10.7%）、轻微症状神经认知障碍 14 例（16.7%）和艾滋病相关痴呆 3 例

（3.6%）。学习记忆、工作记忆、执行功能、言语流利度、信息处理速度、精细运动能力的异常

均与 HIV 神经认知功能障碍有显著的相关性（p 均<0.05），而执行功能异常、运动功能异常、言

语流利度与 HIV 神经认知功能障碍的严重程度明显相关（p 均<0.05）。自觉认知功能损害与 HIV

神经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及严重程度均明显相关（p 均<0.05）。 

结论  HIV 神经认知功能障碍在中国男男同性恋 HIV 感染者中很常见，以轻度症状为主。各认知领

域异常均可能提示患有 HIV 神经认知功能障碍，而皮质下功能异常可能提示神经认知功能障碍程度

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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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41 

肿瘤坏死因子与肿瘤的研究进展 

 
张林 

烟台毓璜顶医院 

 

目的  本文通过对 TNF-α 与肿瘤的研究做一综述，为生物学和医学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本文分别从 TNF-α 的分子结构、TNF-α 的分布、TNF-α 的生物学活性、TNF-α 与肿瘤（皮肤

癌、乳腺癌、肝癌和肺癌）的关系，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和分析。 

结果  TNF-α 作为炎性因子，不仅只在炎症中表达增高，在肿瘤以及癌前病变中的表达也呈升高的

趋势。 

结论  TNF-α 参与到全身各系统炎症与肿瘤性疾病的发生与发展之中。TNF-α 在组织器官从炎症发

展到癌变的过程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在恶性肿瘤的转移、浸润方面也具有关键作用。因此，

TNF-α 表达水平的增高预示着炎症反应的发生以及进一步加重，并提示有癌变倾向，对诊断早期病

变有指导性价值。 

 
 

PU-4842 

Ginsenoside Rh2 inhibits human A172 glioma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duces cell cycle arrest status via 

modulating Akt signaling pathway 

 
Kaifei Li 

Laboratory Medicine Center，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Glioma is the most common primary malignant tumor in the brain, with not 
completely elucidated pathogenesis. Chemotherap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postoperative remission and prolonging survival time. However, the blood brain barrier and the 
toxic side effects of chemotherapy limit the use of most chemotherapeutic drugs, which contribute 
to therapeutic resistance and tumor recurrence. It is imminent to explore new therapeutic drugs. 
Ginsenoside Rh2 (G-Rh2) is a dammarane glycosides compound extracted from herbal red 
ginseng. The existing evidence suggests that G-Rh2 exerts antitumor effect in multiple tumors, 
but the mechanisms in glioma have not been fully understood.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ole and concret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G-Rh2 in glioma, providing a 
basis for subsequent research. 
Methods     A172 and U87MG Glioma cell lines were artificially cultured in vitro. CCK-8 assay 
was used to confirm the effect of G-Rh2 on cell viability and cytotoxicity with the increased 
concentration of G-Rh2 and the prolongation of treatment period. Meanwhile, cell morphology 
was observed by inverted microscope. Clone formation assay was perform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G-Rh2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A172 cells. Proportion of apoptosis and cell cycle 
distribution were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with Annexin V-PI double staining and PI staining, 
separately. Western blot experiment was used for protein quantitative analysis after G-Rh2 
treatment, including apoptosis related markers: Caspase 3, Cleaved-caspase 3, p53; cycle 
related proteins: CDK2/Cyclin E, CDK4/Cyclin D, cyclin kinase inhibitor p27, and total Akt, p-Akt 
(ser473). 
Results 1. With the increased concentration of G-Rh2 and the prolongation of treatment period, 
the absorbance was decreased gradually (p<0.05). The IC50 of A172 and U87MG cells exposure 
on G-Rh2 for 24 h was 60.0 and 57.2 µM, respectively. 
2. After G-Rh2 treatment, the A172 cell morphology were changed: Scattered and fragmented 
shapes, reduced cell density and increased cell gap. G-Rh2 inhibits the formation of A172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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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nes. With the increase of drug concentration, the number of clones and the colony size 
gradually decreased (p<0.05). 
3. After G-Rh2 treatment, the proportion of apoptotic cells was increased (The treatment group: 
13.37%±3.69% and the control group: 3.73±1.32%, p<0.05). Cell cycle distribution analysis 
showed the proportion of A172 cells in G1 phase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ntrol: 
47.94±1.63%, 30 µM: 51.48±7.05% and 60 µM: 80.66±7.50%). Correspondingly, proportion of S-
phase was markedly decreased (30 µM: 37.07±8.50% and 60 µM: 7.29±0.20%)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40.40±4.35%) (p<0.05). 
4. Upon treatment with a series of concentrations of G-Rh2, the CDK4/Cyclin D and CDK2 were 
decreased gradually (p<0.05) and no obvious change on Cyclin E and p27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 Further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otal-Akt and p-Akt (Ser473)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s     G-Rh2 decreased the viability of glioma cells in a dose- and time-dependent 
manner. This anti-tumor effect was achieved by regulating Akt signaling pathway to induced cell 
cycle arrest and activate p53 pathway to induce cell apoptosis. These findings provide 
mechanistic details of how G-Rh2 acts on glioma cells and suggest that G-Rh2 may function as a 
potential anti-cancer drug for glioma treatment. 
 
 

PU-4843 

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在肺癌诊断、 

鉴别诊断及治疗监测中的应用价值 

 
吴少华,孙萍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目的  比较 6 种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在我院肺癌诊断、治疗监测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电化学发光免疫法检测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140 例肺癌患者和

140 例年龄性别相匹配的肺良性疾病对照组患者的血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NSE )、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 Cyfra21- 1)、糖类抗原 199( CA199)、糖类抗原 125( CA125)、血清鳞状细胞癌抗原

( SCC - Ag )、癌胚抗原( CEA), 观察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对肺癌的诊断、治疗监测及判断预后的价

值。 

结果  肺癌组肿瘤标志物水平均显著高于肺良性疾病组( P 均< 0.05); 6 种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的灵

敏度和准确度分别为 93.3%、87.3%, 均优于单项检测。 

结论  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可提高肺癌诊断的灵敏度和准确度, 有助于肺癌的诊断。 

 
 

PU-4844 

磷酸可待因滥用与 MSM 人群 HIV 感染及相关高危行为的关联性 

 
彭二磊 1,2,毛翔 1,2,李佳明 1,2,姜拥军 1,2,耿文清 1,2,徐俊杰 1,2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中国医学科学院艾滋病免疫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了解男男性行为（MSM）人群磷酸可待因的滥用情况，分析滥用磷酸可待因与 HIV 感染及相

关高危行为的关系。 

方法  采用访谈式问卷收集 2012 年 6 月到 2013 年 6 月，中国 7 城市 MSM 人群的社会人口学、性

行为、磷酸可待因及其他药物滥用行为等信息。采集静脉血检测 HIV 抗体。 

结果  4492 名 MSM 调查对象中，84 名（1.87%）自报近半年内有磷酸可待因滥用经历。滥用者近

半年内发生同性商业性行为（AOR=3.431，95% CI：2.104-5.593）、肛门出血（AOR=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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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CI：1.243-3.387）、安全套破裂（AOR=2.735，95% CI：1.578-4.741）、群体性行为

（AOR=4.573，95% CI：2.454-8.521）、使用 rush（AOR=2.759，95% CI：1.763-3.387）和存

在部分特定性病症状（AOR=4.926，95% CI：2.880-8.426）的风险均显著更高。使用过 rush

（AOR=1.509，95% CI：1.219-1.869）、肛门出血（AOR=1.595，95% CI：1.246-2.041）和存

在部分特定性病症状（AOR=1.689，95% CI：1.192-2.392）与 HIV 感染呈正相关。未发现滥用磷

酸可待因与 HIV 感染之间的显著关联性(OR=1.289，95% CI=0.588-2.825）。 

结论  尽管 MSM 群体中磷酸可待因滥用还不普遍，但相关滥用者容易发生与 HIV 感染相关的各类

高危行为，间接增加其 HIV 感染风险。卫生部门需进一步加强关注和监测 MSM 群体的磷酸可待因

滥用情况，控制该人群 HIV 的流行和扩散。 

 
 

PU-4845 

HIV-1 早期感染 WB 带型出现规律分析 

 
王亚男,楚振兴,张博雯,徐俊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旨在了解 HIV-1 感染早期蛋白印迹试验(western blot ,WB)带型出现的规律，对 HIV-1 抗体检

测不确定者的最佳检测策略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2009 年 3 月至 2017 年 8 月，在沈阳市组建高危男男性接触者(MSM)前瞻性开放队列并随

访，平均 1.5 个月随访 1 次，从中发现 HIV-1 早期感染者并组建队列，随访频率为发现 HIV-1 抗原

/抗体阳转后的第 1、第 2、第 3、第 4 周和第 2、第 3、第 6 个月等以后 3 个月/随访 1 次。通过访

谈式问卷调查 MSM 人群的无保护性行为发生时间等特征。采集静脉血，应用 3rd ELISA、4rd 化学

发光法筛查，阴性者进行集合核酸检测(NAAT)、对于 HIV-1 筛查阳性和 NAAT 检测阳性标本进行

WB 检测。HIV 感染时间的估计：首次 HIV 筛查阳性和末次筛查阴性之间，优先选用准确回忆起高

危暴露时间，其次选择两次筛查时间中点为估计感染时间。 

结果  2850 例 MSM 参加了队列筛查和随访，发现 HIV-1 早期感染者 190 例；早期感染者平均年龄

30.6±10.1 岁。WB 带型最先出现的是 p24，最早出现在感染 10 天，中位时间为感染 33 天(IQR27-

40)天，其次为 gp160，最早出现在感染 18 天，中位时间 38 天(IQR30-51)天，然后是 gp120，最

早出现在感染 26 天，中位时间 52 天(IQR39-71)天，p31 为第六个出现的带型，出现中位时间

74.5 天(IQR54-91.75)天；WB 诊断为阴性的时间为感染 19.9±10.2 天，不确定为 41.7±20.7 天，

阳性为 63.1±30.6 天。 

结论  沈阳 MSM HIV-1 感染早期 WB 带型出现的规律被发现，结合行为史，对其接受后续临床服

务链有指导意义。 

 
 

PU-4846 

安捷伦 Mx3000pTM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HCV-RNA 检测系统的性能验证 

 
王娇 

湖北省中医院光谷院区(原:湖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目的  验证 Mx3000pTM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HCV-RNA 检测系统的性能，确定该系统是否稳定可

靠，是否满足临床需求。  

方法   对 Mx3000pTM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进行性能评价，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精密度、正

确度、线性、测量和/或可报告范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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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Mx3000pTM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HCV-RNA 检测系统的批内精密度 （批内 CＶ）分别为

0.22%（低浓度）、1.39%（高浓度）；批间精密度（批间 CＶ）为 4.84%(中值)；准确度评估以

参加能力验证/室间质评的项目来判断，项目 PT 成绩为 100%，通过；线性范围为 3.43×102～

9.21×108IU/ml；临床可报告范围为 103～108 IU/ml 

结论  Mx3000pTM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HCV-RNA 检测系统具有良好的精密度、准确度、线性范

围、临床可报告范围，可用于临床标本检测。 

 
 

PU-4847 

DNAJB13 杂合突变导致精子鞭毛（MMAF）形态结构异常 

并可能造成特发性弱精症 

 
石林 1,李维娜 2 

1.中南大学 

2.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 

 

目的  Dnajb13(DnaJ heat shock protein family (Hsp40) member B13)属于Ⅱ型热休克蛋白 40 家族

成员（heat shock proteins 40，HSP40s）。有研究表明 Dnajb13 在隐睾小鼠模型中上调并且在睾

丸中高度表达，纯合突变小鼠在性成熟前死亡。然而，在特发性弱精症患者发现 DNAJB13 突变

（NM_153614.2）还未见报道。利用临床医学全外测序和 Sanger 测序以求发现男性不育相关基因

突变并进行后续研究探讨突变蛋白功能。 

方法  收集我院 2010 年至 2013 年来自精子库的 92 例特发性弱精症患者和 200 例正常生育力男性

外周血进行 DNAJB13 突变筛查，其次运用生物信息学，间接免疫荧光分析，巴氏染色，CASA，

免疫电子显微镜，Co-IP 分析，透射电子显微镜，iTRAQ 和多反应监测系统（MRM）等方法对

DNAJB13 突变进行深入研究。 

结果  我们在 9 例（10％）特发性弱精症患者中发现 DNAJB13c.106T> C，p.Ser36Pro 杂合突

变，在对照组 200 名正常男性中没有发现该突变。对突变患者和正常男性精液进一步用巴氏染色，

CASA 分析和精子功能检测，发现 DNAJB13 突变精子头部（空泡）变形较大，胞浆残留过多，中

段不灵活，鞭毛跳动不对称以及异常的精子顶体反应。免疫电镜观察到 DNAJB13 突变导致精子鞭

毛（MMAF）超微结构多形态和结构异常，iTRAQ 和 MRM 用于分析多个弱精症相关蛋白，精子结

构蛋白 NME5，RSPH9，精卵结合和融合蛋白 SPESP1 以及能量代谢蛋白 HK1 的蛋白含量变化，

这些蛋白在 DNAJB13 突变的特发性弱精症患者的精子中显着降低。 

结论  这项研究表明，DNAJB13 可能参与精子发生和精子运动以及可能是造成特发性弱精症的病

因。 

 
 

PU-4848 

尿培养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侯素君,李建新,尹盟盟,程美娇 

日照市中医医院 

 

目的  探讨尿路感染常见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分析 2012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连续三年送检的中段尿标本中分离的 1017 株病原菌的

分布及耐药性。应用美国 BD-Phoenix 100 全自动细菌分析仪及对应药敏板进行菌种鉴定及药敏试

验，应用 WHONET5.6 软件进行耐药性统计分析。 

结果  1017 株病原菌中，革兰阳性球菌 196 株占 19.27%，革兰阴性杆菌 722 株占 70.99%，真菌

99 株占 9.74%；排在前五位的细菌是大肠埃希氏菌、肠球菌、肺炎克雷伯氏菌、白色假丝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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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革兰阳性球菌以粪肠球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屎肠球菌为主，未

发现万古霉素耐药株；革兰阴性杆菌以大肠埃希氏菌为主，对亚胺培南、美洛培南敏感率 100%。 

结论  尿路感染病原菌以肠杆菌和肠球菌为主，耐药性普遍提高，掌握医院内尿培养病原菌的分布

及耐药性，可以指导临床合理选择抗菌药物。 

n" >9.74%；排在前五位的细菌是大肠埃希氏菌、肠球菌、肺炎克雷伯氏菌、白色假丝酵母菌、凝

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革兰阳性球菌以粪肠球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屎肠球菌为主，未发现万

古霉素耐药株；革兰阴性杆菌以大肠埃希氏菌为主，对亚胺培南、美洛培南敏感率 100%。 

 
 

PU-4849 

2125 份血液细菌培养及耐药性分析 2125 份血液细菌培养 

及耐药性分析 

 
侯素君,李建新,王均梅,郑楠,战祥彩 

日照市中医医院 

 

目的  分析我院住院患者血培养标本中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以便指导用药，提高诊疗效果。 

方法  对我院 2012 年 11 月-2014 年 11 月 2125 份血液标本的细菌培养及药敏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2125 份血液标本分离出病原菌 233 株，阳性率 10.96%；其中革兰阳性球菌 57 株，占

24.46%，革兰阴性杆菌 174 株，占 74.68%，革兰阳性球菌以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和金黄色葡萄

球菌为主 ，MRCNS 和 MRSA 检出率分别是 84.2%、40.0%，对青霉素、红霉素、克林霉素等耐

药率>80.0%；革兰阴性杆菌以大肠埃希氏菌、肺炎克雷伯氏菌、铜绿假单胞菌为主，产 ESBLS 大

肠埃希氏菌和肺炎克雷伯氏菌检出率分别是 35.85%、28.13%，对亚胺培南敏感率 100%。 

结论  病原菌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具有多药耐药性，因此应及时送检血培养，指导临床合理选择

用药。 

ment--> 
 
 

PU-4850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of reexamination of 6800 alarm 
samples 

 
Fengchao Wen 

Yant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in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evaluate the reexamination results of 6800 alarm samples. 
Methods 1233 blood samples from May 1 to May 10, 2017 were detected and evaluated by 
Merry 6800 blood cell analyzer.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examination rate of 1233 specimens was 26.54, the false 
negative rate was 1.05, the false positive rate was 13.62, and the true positive rate was 12.03. 
Conclusions The reexamination rules for the Merry 6800 Hematology Analyzer are true and 
effective, so that the experimenter can check the results within the effective time. Indeed 
abnormal specimen for re-examination, speed up the work, to ensure the accuracy of blood 
routine. On the one hand, it is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work, it is the standard of inspection 
worker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responsible to patients, it is a win-win choice. Although the 
determination principle of each type of blood cell analyzer is different, the threshold value of 
clinical related items is set artificially and has high stability. But from the receipt data, we found 
that, in fact, each individual's blood cell indication is extremely specific, and even if it is artificially 
set, there are still many types of cells that cannot be identified by the instrument, thus interfering 
with the normal cell count. If there's a nuclear red, it interferes with the instrument's blood.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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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counts; platelet aggregation, cell debris and other phenomena may affect the platelet count. 
We also find that the three classification count is only through the size of cell size, counting, even 
by the current mature five classification techniques, the final manual microscopy and the 
instrument results are different.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blood of a lot of blood disease patients. 
In the liquid, the blood cells may appear neutrophils, heterocyst, and Plasmodium infection. When 
the above situation occurs, the instrument can not be classified, counted and differentiated. It can 
not provide specific indications for the clinic in time and provide effective clinical guidance. In fact, 
the detection of analyzer only provides a primary screening, the real cell morphological 
classification, still need manual smear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To sum up,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analyze the result of the 6800 alarm sample, which can detect the missing components of the 
instrument and see whether the alarm is real or not. Therefore, we must insist on the re-
examination of blood routine alarm samples to ensure the truth and reliability of the test results. 
 
 

PU-4851 

As2O3 在肿瘤治疗中的不良反应防治策略研究进展 

 
梁永娟 

日照市中医院 

 

目的  As2O3 在肿瘤治疗中的不良反应机制及减少不良反应的方法  做一综述. 

方法  三氧化二砷(As2O3)作为一种化疗药物,在多种肿瘤的治疗中取得了一定的疗效,被广泛应用于

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中. 

结果  本文就 As2O3 在肿瘤治疗中的不良反应机制及减少不良反应的方法  做一综述. 

结论  As2O3 在肿瘤治疗中的不良反应机制及减少不良反应的方法  做一综述. 

 
 

PU-4852 

HIV 感染者早期抗病毒治疗后 CD4+T 细胞及其亚群老化的研究 

 
孙羽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HIV 感染者 CD4+T 细胞表面 CD57 表达增多，它是细胞衰老的一项指标，其表达增多意味着

细胞老化、增殖能力下降、即将进入程序性死亡阶段，因此 HIV 感染者 CD4+T 细胞高表达 CD57

可能提示机体的免疫衰老。目前对 HIV 感染者早期抗病毒治疗后 CD4+T 细胞及其亚群老化改变的

报道十分有限。 

方法  以 HIV 感染者为研究对象，开展早期治疗，并与慢性期治疗相对比，检测 CD4+T 细胞及效应

型记忆 CD4+T 细胞（CD4+TEM）（CD45RA、CCR7）中 CD57 的表达。 

结果   早期治疗组 CD57+CD4+T 细胞百分数显著低于慢性治疗组（P=0.018），早期感染组

CD57+CD4+T 细胞百分数低于慢性感染者（P<0.001），且与正常人无差异，慢性感染组

CD57+CD4+T 细胞百分数显著高于正常人（P<0.001）。早期治疗组 CD57+CD4+TEM 细胞百分数

与正常人无差异。慢性治疗组 CD57+CD4+TEM细胞的百分数高于正常人（P=0.004），但低于慢性

感染组（P=0.005）。慢性感染组 CD57+CD4+TEM 细胞百分数高于早期感染组及正常人

（P<0.001，P<0.001）。 

结论  HIV 感染者早期抗病毒治疗后，CD4+T 细胞及效应记忆型 CD4+T 细胞的老化水平显著低于慢

性治疗组。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596 

 

PU-4853 

凝血相关指标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 

加重期继发肺动脉高压中的表达 

 
康俊辉 

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凝血相关指标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AECOPD）继发肺动脉高压（PH）中的

表达。 

方法  通过超声心动图测定 124 例 AECOPD 患者肺动脉收缩压（PASP），据此将患者分为正常

组、轻度、中度及重度 PH 组，采取自动血凝仪测定凝血 4 项指标，经由免疫比浊法测定血清 D-二

聚体（D-D）。以健康体检正常人员为对照组。 

结果   AECOPD 患者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纤维蛋白原（FIB）、D-D 水平均显著大

于对照组（P＜0.05）；AECOPD 合并不同程度 PH 患者凝血酶原时间（PT）、凝血酶时间

（TT）、APTT 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FIB、D-D 水平及死亡率比较差异显著（P＜

0.05）；中度、重度 PH 组患者 FBI、D-D 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组、轻度 PH 组（P＜0.05），死亡

率显著高于正常组（P＜0.05）。 

结论  FIB、D-D 等凝血相关指标对 AECOPD 继发 PH 诊断有重要作用。 

 
 

PU-4854 

2011-2014 年医院感染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侯素君,李建新,王新玲,周绪云 

日照市中医医院 

 

目的  分析医院 2011-2014 年医院感染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以便指导用药，加强医院感染监测和

预防。 

方法  对医院 2011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临床标本中分离的 5185 株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性进行统

计和分析，数据应用 WHONET5.6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革兰阳性球菌 816 株占 15.74%，革兰阴性杆菌 3574 株占 68.93%，真菌 795 株占

15.33%；革兰阳性球菌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对青霉素、红霉素、克林霉素耐药率>80%，未发

现万古霉素耐药株；革兰阴性杆菌以大肠埃希氏菌、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氏菌、鲍曼不动杆

菌为主，具有多药耐药性，其中以鲍曼不动杆菌更为显著；真菌以白色念珠菌为主，对 5-氟胞嘧

啶、氟康唑、伊曲康唑、伏立康唑几乎全敏感体; 

结论  医院感染病原菌中革兰阴性杆菌呈增高趋势，对常用抗菌药物耐药性高，定期进行细菌耐药

性监测，根据药敏试验选择抗菌药物对有效的治疗及耐药菌株的减少有重要意义、伊曲康唑、伏立

康唑几乎全敏感 体;mso-ascii-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mso-hansi-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mso-bidi-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font-size:9.0000pt;mso-font-kerning:1.0000p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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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55 

真空采血法质量控制对检测结果准确性的重要意义 

 
侯艳娇,薛万华,宁爱华,姜建阁,边奕鑫 

德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医院血液标本的规范化管理是医院管理的重点和难点, 为提高检验服务质量, 为临床提供准确

可靠的实验诊断依据。本文研究了真空采血的质量控制，以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方法  真空采血法，利用人静脉与试管的压力差,通过双向针头将患者的血液由静脉直接导入密闭的

真空试管内，以达到抽取血液样品的目的。利用真空采血法，分别从采血前、采血中、采血后三个

阶段进行质量控制，并归纳总结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4 月德州市人民医院真空采血系统进行采

血的临床资料, 观察采血质量的控制效果。 

结果  真空采血法分别从采血前、采血中、采血后进行质量控制，对一次性采血成功率、避免凝

血、防止溶血、标准采血量、自动化分析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能有效减少分析前误差，保证了实

验分析前的质量控制。 

结论  真空采血法从采血前、采血中、采血后均进行质量控制,能显著提高检测血液标本质量,对保证

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具有重要意义。真空采血法质量控制，有利于标本采集技术的不断地完善和发

展。能够为患者疾病的诊断治疗及预后判断提供真实、有效的依据。有必要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中

推广应用。 

 
 

PU-4856 

急性热应激引起大鼠附睾早期微环境的变化 

 
王晓梅 

山东省日照市中医医院 

 

目的  研究热应激引起大鼠附睾早期微环境的变化。 

方法  建立大鼠附睾热应激动物模型，42℃水浴 30min，随后提取实验组和对照组附睾头部蛋白， 

利用双向凝胶电泳分离、质谱鉴定大鼠附睾受热后差异变化的蛋白；进一步通过生物信息学、

western blot 和免疫组化等方法进行深入验证。 

结果  蛋白质组学研究二维电泳图谱能检测到 92 个蛋白，经过质谱分析得出其中有 24 个蛋白具有

意义，其中有 12 个蛋白上调，12 个蛋白是下调的。热应激组与正常组有着显著的差异蛋白，这些

具有意义的差异蛋白经过免疫组化、western blot 分析法、也得出同样的结论。 

1.0000pt;" >附睾受热后差异变化的蛋白；进一步通过生物信息学、western blot 和免疫组化等方法

进行深入验证。 

结论  热应激能导致附睾早期微环境变化尤其是对附睾蛋白差异表达对精子在附睾中的成熟过程有

着显著的影响。 

调，12 个蛋白是下调的。热应激组与正常组有着显著的差异蛋白，这些具有意义的差异蛋白经过

免疫组化、western blot 分析法、也得出同样的结论。1.0000pt;" >附睾受热后差异变化的蛋白；进

一步通过生物信息学、western blot 和免疫组化等方法进行深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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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57 

CYP2C9 和 VKORC1 基因多态性 

对心脏病患者华法林剂量的影响 

 
陈紫萱,郑李梅,张志珊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市第一医院 

 

目的  研究泉州地区人群 CYP2C9 与 VKORC1 基因多态性对心脏病患者瓣膜置换术后华法林抗凝

治疗的意义，探讨华法林个体化用药的影响。 

方法   选取泉州市第一医院华法林抗凝治疗的 181 例心脏瓣膜病患者，检测 CYP2C9 与 VKORC1

基因型以及凝血功能、血脂、血压水平，同时记录患者一般资料，华法林稳定剂量。 

结果  181 例心脏瓣膜病患者中，CYP2C9 基因型分布情况 CYP2C9 *1/*1、CYP2C9 *1/*3 及

CYP2C9 *3/*3 分别为 96.7%、3.3%、0%。VKORC1 基因型分布情况 VKORC1-1639AA、

VKORC1-1639GA、VKORC1-1639GG 分别为 81.8%、16.6%、1.6%。基因型为 CYP2C9 *1/*1

患者华法林稳定剂量与基因型为 CYP2C9 *1/*3 的患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84±1.03）mg VS

（2.12±0.34）mg，P＞0.05］。VKORC1-1639AA 型患者华法林稳定剂量小于 VKORC1-1639GG

或 VKORC1-1639GA 的患者［（2.55±0.75）mg VS（4.02±1.21）mg，P<0.05］,差异具有显著

性。另外，华法林稳定剂量与年龄、血脂、VKORC 基因型呈正相关（r>0，P<0．05），分别可解

释 4.2％、3.4％和 30.5％的个体间华法林稳定剂量的差异。 

结论   泉州地区人群在抗凝治疗初期，VKORC1 基因多态性对心脏瓣膜病患者华法林剂量有一定的

影响。  

 
 

PU-4858 

我院 2011-2016 年就诊患者铜绿假单胞菌耐药性分析 

 
宋北平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 

 

目的  为掌握 2011-2016 年滨医烟台附院微生物室收到的送检标本中检出的铜绿假单胞菌，并分析

该菌的耐药情况。通过对铜绿假单胞菌的耐药性分析,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方法  对检验科 2011 年-2016 年分离出的铜绿假单胞菌应用法国梅里埃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进行微

生物学培养，并对菌株进行耐药性检测。 

结果  六年共检出的铜绿假单胞菌有 1498 株，占比 11.05%。临床分离菌在前五位的分别是大肠埃

希菌（24.39%）、铜绿假单胞菌（11.15%）、肺炎克雷伯菌（8.92%）、鲍曼不动杆菌

（8.67%）、金黄色葡萄球菌（7.14%），而它的主要来源为 ICU、神经外科、呼吸科、肿瘤科、

手足外科等科室。有 80.11%的菌株是在痰液中检出的，而在其他体液以及血液中也有一定的分离

率。铜绿假单胞菌对大多数广谱青霉素类不敏感；对头孢类抗生素耐药率较高；对喹诺酮类抗菌药

耐药率较低，在 5.54%-29.10%之间；对氨基糖苷类抗生素敏感性较高；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敏感

率较高。 

结论  应对细菌的耐药性进行监控，从而更好的指导用药。铜绿对阿米卡星、托布霉素、庆大霉素

等氨基糖苷类抗生素以及复合制剂头孢哌酮/舒巴坦的敏感率较高。近几年未见耐药率的升高。虽

然铜绿假单胞菌对喹诺酮类、某些头孢菌素类以及碳青霉烯类抗菌药有一定敏感性，但近年来铜绿

假单胞菌对这些抗菌药耐药率不断升高，应减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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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59 

液基薄层细胞学联合 TTF-1、CK5/6 

在非小细胞肺癌所致恶性胸腔积液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任美英,王翠峰,文荣,付玉华,景学芬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采用液基薄层胸腔积液细胞形态学与免疫组织化学甲状腺转录因子(TTF-1)和细胞角蛋白

5/6(CK5/6)在胸腔积液中的表达，探讨这两种方法联合诊断非小细胞肺癌所致恶性胸腔积液与病理

诊断结果的一致性，以及在非小细胞肺癌所致恶性胸腔积液分型中的临床诊断价值。 

方法  采用液基薄层细胞学制片技术对 500 例胸腔积液进行细胞学涂片，通过显微镜下对细胞形态

的观察，结合临床资料综合分析，初步判断为非小细胞肺癌所致的胸腔积液 81 例，并利用免疫组

织化学染色技术结合细胞形态学的诊断对非小细胞肺癌所致恶性胸腔积液的腺癌、鳞癌、大细胞癌

进行组织学分型，并以病理结果作为金标准,比较细胞形态学诊断联合免疫组织化学 TTF-1、CK5/6

的结果与大病理金标准的一致性。 

结果  初筛 500 例胸腔积液，81 例为非小细胞肺癌所致的恶性积液，其中腺癌 69 例、鳞癌 10

例、大细胞癌 2 例。液基薄层胸腔积液细胞形态学与免疫组织化学 TTF-1、CK5/6 这两种方法在非

小细胞肺癌所致的恶性积液的病理分型上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且免疫组织化学检测与病理结果

的一致性较形态学更好,并在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符合率均高于形态学。在非小细胞肺癌

所致的恶性积液中，TTF-1 在腺癌中表达的敏感性为 89.78%,特异性为 94.9%；CK5/6 在鳞癌中表

达的敏感性为 90.3%，特异性为 93.1%；两者联合检测与病理金标准比较，阳性符合率 91.74%。 

结论  液基薄层胸腔积液细胞形态学可以作为初筛其良、恶性质的方法；TTF-1、CK5/6 分别作为

指导肺腺癌、鳞癌诊断的指标具有重要价值；液基薄层胸腔积液细胞形态学与免疫组织化学这两种

方法联合检测对于非小细胞肺癌所致恶性积液的病理诊断及其分型诊断更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PU-4860 

TLR-induced NF-κB activation regulates 
 NLRP3 expression in murine macrophages. 

 
Yu Qiao 

RIZHAOSHIZHONGYIYIYUAN 

 
Objective NLRP3 inflammasome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the activation of caspase-1 and 
maturation of IL-1β. 
However, the specific cis- and trans-regulatory elements that determine the extent 
of NLRP3 expression are not well defined. 
Methods the corresponding NF-κB binding sites (nt -1303 to -1292 and -1238 to -1228) were 
identified in the NLRP3 promoter. Finally, EMSA and ChIP assays demonstrated LPS-induced 
NF-κB binding to the NLRP3 promoter.  
Results Therefore, out results delineated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involved in TLR-
induced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of NLRP3. 
Conclusions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involved in TLR-induced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of NLR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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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61 

Puerarin Suppresses the Self-Renewal of Murine 
Embryonic Stem Cells by Inhibition of REST-MiR-21 

Regulatory Pathway. 
 

Mengmeng Yin 
Rizhaoshizhongyiyiyuan 

 
Objective Puerarin shows a wide range of biological activities, including affecting the cardiac 
differentiation from murine embryonic stem (mES) cells.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its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action on the self-renewal of mES cells. This study aimed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puerarin on the self-renewal and pluripotency of mES cells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Methods RT-PCR and real-time PCR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transcripts of core transcription 
factors, specific markers for multiple lineages, REST and microRNA-21 (miR-21). Colony-forming 
assay was performed to estimate the self-renewal capacity of mES cells. Western blotting and 
wortmannin were employed to explore the role of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in the inhibitory 
action of puerarin on REST transcript. Transfected mES cells with antagomir21 were used to 
confirm the role of miR-21 in the action of puerarin on cell self-renewal. 
Results Puerarin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percentage of the self-renewal colonies, and 
suppressed the transcripts of Oct4, Nanog, Sox2, c-Myc and REST. Besides, PECAM, NCAM 
and miR-21 were up-regulated both under the self-renewal conditions and at day 4 of 
differentiation. The PI3K inhibitor wortmannin successfully reversed the mRNA expression 
changes of REST, Nanog and Sox2. Transfection of antagomir21 efficiently reversed the effects 
of puerarin on mES cells self-renewal.> 
Conclusions Inhibition of REST-miR-21 regulatory pathway may be the key mechanism of 
puerarin-induced suppression of mES cells self-renewal. 
nog and Sox2. Transfection of antagomir21 efficiently reversed the effects of puerarin on mES 
cells self-renewal. > 
 
 

PU-4862 

HIV 合并血流感染者病原菌分布及临床特征分析 

 
张可依,陶传敏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分析 HIV 合并血流感染者的病原菌分布、临床及实验室指标特征和转归，为掌握 HIV/AIDS

合并血流感染的特征、临床合理用药、治疗并发症以及改善预后提供证据。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纳入 2012 年 9 月至 2017 年 1 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HIV/AIDS 合并血流

感染患者，与同期未合并血流感染患者的流行病学、临床及实验室资料进行比对分析。 

结果  从 HIV/AIDS 合并血流感染患者中分离得到 55 株菌，以新型隐球菌（21.8%）、马尔尼菲青

霉菌（14.6%）、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14.6%）和非伤寒沙门菌（12.7%）为主，均存在不同程

度的耐药。住院患者最常见的合并感染部位是呼吸系统，最常见的合并症是肺部感染或肺炎，此外

可见低蛋白血症、电解质紊乱、贫血及其他病毒感染。纳入研究的实验室指标包括 CD4+ 和 CD8+ 

T 细胞、HIV RNA 载量、血常规、炎性指标和肝肾功，其中合并与未合并血流感染患者的血小板计

数存在显著差异（P=0.000）。在合并血流感染后的 1 个月内（P=0.003）和 3 个月内

（P=0.001），患者死亡率显著增高。 

结论  HIV/AIDS 合并血流感染的病原菌独特，需要特别关注，HIV/AIDS 合并血流感染主要对患者

短期生存造成影响，同时应注意血小板减少症等合并症，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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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63 

血清载脂蛋白 A-1、B、E 与特应性皮炎的相关性研究 

 
唐满玲,周娟,蒋最明,顾敏,林伟,李见红,胡卫,李娟,罗文辉 

株州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索血清载脂蛋白 A-1、B、E(APOA-1、APOB、APOE)的含量与特应性皮炎的发生是否具

有相关性。 

方法  收集于本院（2016.01-2017.06）皮肤科就诊的特应性皮炎患者血液标本共 230 例，其中男

性 84 例，女性 146 例，年龄分布 1-69 岁，平均年龄 23.9±16.4 岁，检测患者血清中过敏原和总

IgE 水平。收集同期健康体检者（无过敏性疾病史）新鲜血清样本 100 例，男性 47 例，女性 53

例，年龄分布 15-72 岁，平均年龄 33.9±13.3 岁。所有样本均检测血清 APOA-1、APOB、APOE

的浓度。 

结果  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对实验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患者血清中载脂蛋白 A-1 水

平升高显著增加特应性皮炎的发病风险，但其与 IgE 的水平高低无显著相关性；载脂蛋白 B 校正年

龄、性别后不再与特应性皮炎的发病显著相关，但其浓度升高显著增加血清总 IgE>200IU/mL 的风

险；载脂蛋白 E 无论校正混杂因素与否，都不与特应性皮炎的发病显著相关，且其与血清中 IgE 浓

度也无相关性。 

结论  载脂蛋白 A-1 可能是独立于 IgE 介导的参与特应性皮炎发病的危险因子；载脂蛋白 B 因受年

龄、性别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其与特应性皮炎的发病风险尚不明确；载脂蛋白 E 与特应性皮炎的发

病风险无显著相关性。 

 
 

PU-4864 

535 例在职女性医务人员宫颈癌筛查的结果分析 

 
张桂前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在职女性医务人员人乳头瘤病毒（HPV）的感染情况及细胞学改变，为该人群宫颈癌的

流行病学研究和早期防治提供基础资料。 

方法采用多重荧光 PCR 技术检测 14 种常见高危型 H

（31,33,35,39,45,51,52,56,58,59,66,68,16,18）和巴氏涂片、薄层液基细胞涂片（TCT）检测细胞

学改变。 

结果  535 例女性在职医务人员 HPV 阳性 47 例，阳性率为 8.78%。其中 HPV16 型阳性 6 例，阳

性率为 1.12%；HPV18 型阳性 3 例，阳性率为 0.56%；其它 12 种高危型 38 例，阳性率为

7.10%。535 例受检者巴氏涂片 534 例为Ⅰ级，1 例为Ⅱ级(阳性率为 0.18%)，该例患者 HPV 检测

为 52 型阳性。535 例受检者 TCT 检测：526 例为良性细胞改变，9 例为无确诊意义的不典型细

胞，阳性率为 1.68%，这 9 例受检者中有 8 例 HPV 检测阳性（分别是 16 型 3 例，18、52、39、

68、31 型各 1 例），1 例受检者 HPV 检测阴性。 

结论  在职医务人员有必要进行宫颈癌的定期筛查，HPV 和 TCT 联合检测是一个有效筛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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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65 

CXCR 家族蛋白在不同乳腺癌亚型中的表达及临床预后分析 

 
王晓雅,肖斌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目的  研究 CXCR 家族蛋白在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与患者预后的相关性，为乳腺癌的临床诊断、

治疗及预后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登陆 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数据库下载 CXCR 家族蛋白在正常组织以及乳腺

癌组织中的表达数据，利用 SPSS24.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找出表达具有显著性差异的

蛋白，用 GraphPad Prism6 绘制统计图,登陆 PRECOG 网站下载各蛋白的预后图。 

结果  除 CXCR1 外，其余蛋白在乳腺癌组织中表达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CXCR2P1、

CXCR3、CXCR4、CXCR5、CXCR6 在乳腺癌组织中高表达，CXCR2、CXCR7 在乳腺癌组织中

低表达；CXCR3 蛋白在亚型 HER2、LuminalB 中有表达差异，CXCR2、CXCR2P1、CXCR4、

CXCR5、CXCR6、CXCR7 蛋白在亚型 HER2、LuminalA、LuminalB、TNBC 中均有表达差异；

CXCR3、CXCR4、CXCR7 蛋白的表达与患者的预后相关。 

结论  CXCR3 蛋白、CXCR4 蛋白和 CXCR7 蛋白在乳腺癌组织和正常组织中的表达有显著性差

异，且其表达与乳腺癌患者预后相关，可能是乳腺癌分子诊断或靶向治疗的潜在靶标。 

 
 

PU-4866 

HBV preS2 通过 miR-338-3p 

上调 TAZ 的表达促进肝细胞肝癌的发生 

 
刘鹏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目的  HBV 编码的反式激活因子 HBX 和 preS2 在肝细胞肝癌的发生中有重要作用。Hippo 通路的

下游分子 YAP 在 HBx 介导的肝细胞肝癌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本研究中，我们研究了 preS2 能否通

过激活 Hippo 通路促进肝细胞肝癌的发生。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 preS2 能够在蛋白水平而非

mRNA 水平促进 TAZ 的表达。preS2 在 HCC 细胞系中抑制 miR-338-3p 的表达。miR-338-3p 

mimics 抑制 TAZ 的表达，而 miR-338-3p inhibitor 上调了 TAZ 的表达，提示 TAZ 是 miR-338-3p

的一个靶基因。过表达 TAZ 促进 HCC 细胞系的生长。在 HCC 细胞系中敲除 TAZ 的表达削弱了

preS2 促进 HCC 细胞系增殖和迁移的能力。因此，preS2 通过抑制 miR-338-3p 上调 TAZ 的表

达。TAZ 对 preS2 促进 HCC 细胞系的增殖和迁移是必要的。 

方法  HBV 编码的反式激活因子 HBX 和 preS2 在肝细胞肝癌的发生中有重要作用。Hippo 通路的

下游分子 YAP 在 HBx 介导的肝细胞肝癌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本研究中，我们研究了 preS2 能否通

过激活 Hippo 通路促进肝细胞肝癌的发生。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 preS2 能够在蛋白水平而非

mRNA 水平促进 TAZ 的表达。preS2 在 HCC 细胞系中抑制 miR-338-3p 的表达。miR-338-3p 

mimics 抑制 TAZ 的表达，而 miR-338-3p inhibitor 上调了 TAZ 的表达，提示 TAZ 是 miR-338-3p

的一个靶基因。过表达 TAZ 促进 HCC 细胞系的生长。在 HCC 细胞系中敲除 TAZ 的表达削弱了

preS2 促进 HCC 细胞系增殖和迁移的能力。因此，preS2 通过抑制 miR-338-3p 上调 TAZ 的表

达。TAZ 对 preS2 促进 HCC 细胞系的增殖和迁移是必要的。 

结果  preS2 通过抑制 miR-338-3p 上调 taz 的表达。 

结论  TAZ 对 preS2 促进 HCC 的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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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67 

ARAP1/AT1R 信号通路在糖尿病肾病系膜细胞损伤中的作用 

 
徐莉,范秋灵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明确血管紧张素 II（AngII）I 型受体相关蛋白 1（ARAP1）在糖尿病肾病中的作

用机制。阐明 ARAP1 通过活化 AngII I 型受体（AT1R）促进糖尿病肾小球系膜细胞炎症和纤维化

反应。 

方法  10 只 10 周龄雄性 db/m（BKS.Cg-leprdb/+）小鼠作为正常对照组（db/m），10 只同周龄雄性

2 型糖尿病 db/db 小鼠（BKS.Cg-leprdb/leprdb）为糖尿病肾病动物模型组（db/db）， 20 周龄取材。

观察 db/db 小鼠肾脏 ARAP1/AT1R 信号通路活性，NOX2、NOX4、8-OHdG，FN、ColIV、

ColI、TGF-β 的表达变化和肾脏超微结构和病理损伤的变化。体外培养大鼠肾小球系膜细胞

（HBZY-1），向系膜细胞转染 ARAP1 抑制质粒观察 ARAP1/AT1R 信号通路活性、细胞氧化应激

和纤维化水平变化。 

结果  糖尿病 db/db 小鼠体重、血糖和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比率增高；肾小球基底膜增厚，足突融

合；细胞外基质聚集，并伴有 ARAP1 和 AT1R 表达上调，氧化应激相关蛋白 NOX2、NOX4、8-

OHdG 和纤维化相关蛋白 TGF-β、FN、ColIV、ColI 表达显著增高。体外抑制 ARAP1 的表达可显

著缓解高糖诱导的系膜细胞氧化应激反应和纤维化水平。 

结论  糖尿病环境下 ARAP1 可通过活化 AT1R 促进肾小球系膜细胞氧化应激反应和纤维化水平，

导致尿白蛋白排泄率增加和肾脏病理损伤。 

 
 

PU-4868 

The reduced fertility and abnormal uterus development in 
the pearl mouse 

 
Kailin Li1,Renwei Jing2,Jingye Zhang3,Lijun Feng3 

1.Central Research Laboratory，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PR China. 

2.Basic Medical College，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Qixiangtai Road， Tianjin， 300070，PR China. 

3.School of Life Science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PR China. 

 
Objective Infertility becomes a bigger and bigger heath and social problem suffered by many 
couples in the modern world. Female infertility could be caused by many reasons including 
abnormal development of uterus which is essential in fertilization, implantation of embryos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fetus. The pearl (pea) mouse mutant was first identified as a model for the 
Humansky-Pudlack Syndrome and bears mutation in the beta3A subunit gene of the AP-3 
complex, which plays core function in the biogenesis and function of various lysosomal related 
organelles. 
Methods Physiological / biochemical analysis:Mating experiment: Litter size and total 
fertility. Behavioral analysis: Mating and parenting behavior.Measurement of hormone level: 
Serum level of estradiol and progesterone.Histological analysis:Gross anatomy: size and shape 
of  ovarian/oviduct/uterine /breast and other  organs like heart, liver and kidney etc.Histology: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above organs. 
Cellular  analysis:Egg analysis: Oogenesis and the ability of eggs to recognize/ fuse with the 
sperms.Uterine epithelial/stroma  cells: Interaction of the two kind of cells.Molecular analysis:Key 
genes/proteins: The expression level  and  location of Wnt, β-catenin, Hoxa10 and Hoxa11 
etc.Effect of AP-3:The role that AP-3 vesicle transport system plays in the  reduced fertility 
of  pe  female. 
Results Through large scale mating, we found that female pearl mouse also displayed reduced 
fertility due to smaller litter size but normal pregnant incidence. Abnormal uterus in both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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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dult mice were observed with short and thin uterine horns indicating abnormal development. 
Histological studies revealed that the uterine endometrial layer and the stoma layer are both 
thinner than normal control, while the myometrium is relatively normal. We examined some key 
players in uterine development, including Hoxa10, Hoxa11 and Wnt5a, and found they were all at 
lower levels. The pearl mouse could serve as a model for infantile uterus, a common problem in 
female infertility. 
Conclusions The AP-3/vesicle trafficking pathway may affect the uterus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Wnt signaling pathway. 
 
 

PU-4869 

肾移植患者术后 BK 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 

 
龙璐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研究活体肾移植术后 BK 病毒感染情况，搜集临床资料，分析肾移植术后 BK 病毒感染的危险

因素。 

方法  选择 2017 年 3 月-2018 年 3 月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进行同种异体肾移植术的患者 293 例作

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 187 例，女性 106 例，并自愿接受 BK 病毒检测，应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肾移植术后患者血或尿液的 BK 病毒 DNA 载量，根据检测结果将患者分成两个组：BK 病毒

DNA 阳性组（n=21，尿液或血液及尿液 BK 病毒同时阳性）、BK 病毒阴性组（n=272，血液及尿

液 BK 病毒 DNA 均为阴性）。比较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巨细胞感染情况、中性粒细胞与淋巴

细胞的比值（NLR）、平均血小板（MPV）、血肌酐浓度、血尿素与尿酸浓度、患者有无糖尿病、

患者有无肺部感染以及供肾冷缺血时间等临床因素，应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影响肾移植

术后患者 BK 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 

结果  肾移植患者术后 BK 病毒感染的阳性率为 7.17%，患者的年龄为 15-67 岁，平均年龄为

42.16±10.82，通过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患者的年龄（P=0.014）、患者有无糖尿病

（P=0.048）、有无肺部感染（P=0.003）、供肾冷缺血时间（P=0.023）与 BK 病毒感染具有显著

相关性，将其列为危险因素。 

结论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BK 病毒操作简单、易行、灵敏度高，可作为肾移植术后 BK 病毒感

染的筛查指标。本研究表明肾移植患者中高龄、有糖尿病史、术后发生肺部感染以及供肾冷缺血时

间过长会增加患者 BK 病毒感染的风险。 

 
 

PU-4870 

Aspirin inhibits colon cancer cell migration through the 
transnuclear entry-regulated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Shenghang Jin,Xianguo Wu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The mechanism most likely responsible for the initiation of tumor metastasis, 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is not well understood.  
Methods During EMT, epithelial cells lose polarity, adhesion to surrounding cells, and migration, 
becoming mesenchymal cells. Canonical Wnt signaling is implicated in controlling gene 
transcription, and body pattern formation during development, but it also plays a role in 
carcinogenesis by regulating E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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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Here we show that the expression of several positive regulators of EMT and Wnt 
signaling are repressed by aspirin treatment in SW480 tumor cells, and that this reduction is due 
to changes in the localization of ZEB1 and Slug. 
Conclusions We also demonstrate that aspirin is an effective inhibitor of EMT, reducing the 
viability and migration ability of SW480 tumor cells, including cells induced by TGF-β1 
 
 

PU-4871 

DNMT3A 基因突变对急性髓系白血病预后影响的 meta 分析 

 
章梁君 1,曹悦 2 

1.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2.成都医学院 

 

目的  系统评估 DNMT3A 基因突变对 AML 患者生存预后的影响。 

方法  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件数据库、中国知识资源总库、维普资讯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纳入国内关于 DNMT3A 基因突变和 AML 预后水平的相关文献的临床对照实验进行研究，检索时限

为 2008 至 2017 年。剔除不符合要求的文献，计算入选文献的异质性质，漏斗图检验偏倚。采用

Revman5.3 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共纳入 12 个研究，共 1323 例患者。Meta 分析结果显示：AML 患者 DNMT3A 基因突变组第

一 疗 程 缓 解 率 和 总 生 存 率 较 之 未 突 变 组 更 低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OR=0.67 ，

95%Cl:0.46~0.99,P=0.04 和 OR=0.44，95%Cl:0.27~0.72,P=0.001）；AML 患者 DNMT3A 基因

突变组完全缓解率较之未突变组无明显差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0.75，95% Cl：

0.45~1.24，P=0.26）。 

结论  DNMT3A 基因突变是 AML 患者第一疗程缓解率和总生存率的危险因素，但 DNMT3A 基因突

变对 AML 患者的完全缓解率无明显影响。该研究结果提示 DNMT3A 基因突变可作为 AML 患者的

一个预后不良因素，但还需进一步扩大样本量、提高文献质量来证实。 

 
 

PU-4872 

Establishment of toehold integrated molecular beacon 
system for versatile none-enzymatic application 

 
Zhenping Liu,Xuchu Wang,Zhihua Tao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Molecular beacon (MB) is an oligonucleotide hybridization probe with hairpin shaped 
structure, and the specificity and instantaneity of nucleic acid hybridization enable it to prevalent 
application. However, general integrations of additional module sequences always interfere the 
performance of MB and increase the complexity of sequence design. 
Methods Herein, we construct and characterize a toehold integrated molecular beacon (ToMB) 
strategy for nucleic acid hybridization, where the reaction rate can be flexibly regulated by target 
induced MB conformational switch. 
Results By using this basic mechanism, the ToMB is capable of identifying nucleic acids with 
highly retained specificity and wider linearity range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molecular beacon 
system. We further applied ToMB to construct hybridization chain reaction system, and a basic 
OR logic gate to explore the programmability and versatility of ToMB.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trongly suggest that the novel ToMB can act as a powerful nano-
module to construct universal and multifunctional biosensors or molecular compu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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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73 

1030 例疑似地中海贫血患者的基因检测结果分析 

 
张莹莹,李林海,孙朝晖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目的  通过对 1030 例疑似地中海贫血基因的缺失类型和 β 地中海贫血基因突变类型进行分析, 推测

广州地区近几年来地中海贫血发生率及主要基因类型。 

方法  对 2012-01/2016-12 月来作者医院进行 α 地中海贫血和 β 地中海贫血检测的 1030 份血样，

采用裂口聚合酶链反应（Gap-polymerase chain traction,Gap-PCR）法检测突变型地中海贫血基

因类型。并对地中海贫血的发生率及主要基因类型进行分析。 

结果  α 地中海贫血 和 β 地中海贫血的基因检出率分别为 28.74%和 27.38%。α 地中海贫血主要类

型的基因构成比依次为：--SEA/a 型：72.64%；-a3.7/aa 型：13.18%；-a4.2/aa 型：6.42%及-a3.7/--
SEA 型：4.73%。β 地中海贫血主要类型的基因构成比依次为：CD41-42(-TTCT)/N 型：23.05%；

IVS-II-654(C→T)/N 型：23.05%；-28(A→G)/N 型：6.74%及 CD17(A→T)/N 型：6.03%。a 地中

海贫血基因缺失复合 b 地中海贫血基因突变检出率为 1.94%。 

结论  广州地区地中海贫血以静止型和轻型为主，早期的地中海贫血基因检测有利于提示孕妇进行

产前干预，避免重症患儿出生。 

 
 

PU-4874 

五种基因型 α、β-地中海贫血之间 

红细胞及网织红细胞参数的比较 

 
唐荣芝,杨莉婷,肖斌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目的  探究各种常见基因型的地中海贫血携带者红细胞参数和网织红细胞参数是否存在差异。 

方法   对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 月期间，在本院进行地中海基因检测且无其他影响红细胞参数及

网织红细胞参数疾病的患者进行筛查。α-地中海贫血基因的诊断用 Gap-PCR 法，β-地中海贫血基

因的诊断用 PCR 探针法。符合条件并确诊的 α、β-地中海贫血携带者共 143 例，其中男性--

SEA/αα 型 27 例、-α3.7/αα 型 5 例、CD41-42 杂合子 9 例、IVS-Ⅱ-654 杂合子 7 例、-28 杂合子 4

例；女性--SEA/αα 型 50 例、-α3.7/αα 型 11 例、CD41-42 杂合子 14 例、IVS-Ⅱ-654 杂合子 10

例、-28 杂合子 6 例。另外利用 Sysmex XN-3000 血细胞分析仪检测各地中海贫血携带者的红细胞

参数和网织红细胞参数共 12 项。使用 SPSS20.0 软件分析各基因型地贫的红细胞参数和网织红细

胞参数差异。 

结果  在各基因型地贫携带者中，多种基因型之间红细胞平均体积（MCV）,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

（MCH）, 网织红细胞中荧光比率（MFR）,网织红细胞血红蛋白（RET-HE）存在显著性差异。东

南亚型和 3.7 型同为 α-地贫，但 MCV,MCH,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浓度（MCHC）,RET-HE 均存在

显著性差异。而 3.7 型几乎所有参数都接近或者位于正常人群参考范围内。男性和女性的 41-42 型

和 654 型的各红细胞参数无显著差异，而两基因型在红细胞压积（HCT）,MCV,MCH,RET-HE 等

参数上与其他基因型的差异显著。 41-42 型和 654 型的 MFR 和未成熟网织红细胞（IRF）高于其

他基因型。虽同为 β-地贫，-28 型的 MCV 和 MCH 稍高于 41-42 型和 654 型。  

结论   α、β-地中海贫血携带者的红细胞参数和网织红细胞参数在各亚型之间的表达水平不尽相

同，红细胞参数和网织红细胞参数可作为鉴别 α、β-地中海贫血亚型的辅助诊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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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75 

E2F 家族蛋白在不同亚型乳腺癌中的表达及其预后价值分析 

 
唐欣萍,肖斌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目的  探讨 E2F 家族蛋白在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特点及其与患者预后的联系，从而为临床判断预后

及治疗提供更充分的理论依据。 

方法  利用癌症基因组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公共数据库查找并下载乳腺癌患者

E2F 家族蛋白的测序数据，并用 SPSS24.0 和 GraphPad Prism 软件分析 E2F 蛋白在不同亚型乳

腺癌中的表达情况，并在 PRECOG 系统中下载乳腺癌有差异表达的 E2F 蛋白的预后图。 

结果  通过对 TCGA 数据库中乳腺癌相关数据的分析发现, E2F1、E2F2、E2F3、E2F5、E2F7 和

E2F8 蛋白在乳腺癌组织中高表达（P<0.0001），E2F4 蛋白和 E2F6 蛋白的表达在乳腺癌中差异

无显著性（P＞0.05）。其次， E2F2 蛋白、E2F3 蛋白、E2F8 蛋白在不同乳腺癌亚型（Her2、

LuminalA、LuminalB、TNBC）之间均存在差异（P<0.05）；E2F1 蛋白在 Her2 与 TNBC 亚型之

间无统计学意义（P=0.1192） ,在其余亚型之间都有统计学意义（P<0.05）；E2F5 蛋白在

LuminalA 与 LuminalB 亚型之间无统计学意义（P=0.1235）,在其余亚型之间都有统计学意义

（P<0.05）E2F7 蛋白中， Her2 和 LuminalA、LuminalB 亚型之间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

其余亚型之间都有统计学意义（P<0.05）。最后，E2F1、E2F2、E2F3、E2F5、E2F7 和 E2F8

蛋白在乳腺癌组织中表达与患者生存预后呈负相关,表达越高，患者预后更差； 

结论  本文通过对 TCGA 数据库中乳腺癌数据集的分析，确定了 6 个与乳腺癌进程密切相关的 E2F

蛋白。E2F1、E2F2、E2F3、E2F5、E2F7 和 E2F8 蛋白它们在乳腺癌组织的表达均高于正常组

织，均有显著性差异，且其表达与患者预后呈负相关，希望能为乳腺癌分子诊断或靶向治疗提供依

据。 

 
 

PU-4876 

4 种常用 POCT 血糖仪的性能评价与结果比对 

 
孙德华,毛欣茹,郑磊,艾育华,李文源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评价该院 POCT 血糖仪与生化分析仪血糖检测结果的一致性，评价 4 种常用 POCT 血糖仪的

精密度及线性范围。 

方法  参照《便携式血糖仪临床操作和质量规范中国专家共识》（简称《共识》）的比对方案，用

肝素锂抗凝全血标本对 30 台 POCT 血糖仪与检验科 C501 大生化仪进行比对试验，对 4 台不同品

牌型号的 POCT 血糖仪进行批内精密度、日间精密度及线性范围试验及结果分析。 

结果  27 台 POCT 血糖仪通过了第 1 次比对试验，另 3 台 POCT 血糖仪经校准后通过了第 2 次比

对试验；4 种  POCT 血糖仪批内精密度及日间精密度检测结果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均为

0.05~0.18mmoL/L 和 1.66%~4.99%；4 种 POCT 血糖仪分别在 0.75~32.30、0.70~33.00、

0.65~30.80、0.68~32.99mmol/L 呈线性。 

结论  该院 30 台 POCT 血糖仪与生化仪比对结果一致性良好；4 种常用 POCT 血糖仪的精密度和

线性范围均符合《共识》中的要求，完善的 POCT 质量管理体系是血糖监测系统准确性和可靠性

的保证。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608 

 

PU-4877 

评价血细胞比容、维生素 C 

和半乳糖等干扰因素对３种便携式血糖仪的影响 

 
孙德华,毛欣茹,郑磊,艾育华,李文源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评价血细胞比容（HCT）、维生素 C（Vc）和半乳糖等干扰因素对 3 种便携式血糖仪的影

响，为临床选择合适的血糖仪提供一定参考。 

方法  选取该院检验科肝素锂抗凝的静脉血标本 20 份用于血糖仪准确度验证，选取 2 名健康志愿者

的空腹静脉全血标本各 5 份用于干扰物试验，参考罗氏 C501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检测结果，对

Nova StatStrip Xpress 血糖仪、拜安进血糖仪、罗氏卓越血糖仪进行准确度验证，评价 HCT、Vc

和半乳糖对以上 3 种便携式血糖仪检测结果的影响。 

结果  Nova StatStrip Xpress 血糖仪和罗氏卓越血糖仪检测准确度均符合 ISO15197:2013 标准要

求，拜安进血糖仪检测准确度仅符合 ISO15197:2003 标准要求。在不同水平 HCT、Vc、半乳糖干

扰下，Nova StatStrip Xpress 血糖仪检测结果均符合 ISO15197:2013 标准要求；拜安进血糖仪检

测低浓度血糖时受到 10mg/dL Vc 干扰，其余检测结果均符合 ISO15197:2003 标准要求；罗氏卓

越血糖仪对 HCT 的抗干扰性能符合 ISO15197:2013 标准要求，但受 Vc 和半乳糖干扰较大。 

结论  3 种便携式血糖仪的准确度和抗干扰性能不同，临床应根据患者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血糖

仪，确保血糖检测的准确性。 

 
 

PU-4878 

心力衰竭家兔肌浆网兰尼碱受体的变化 

 
张晓录 

1.烟台毓璜顶医院 

2.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家兔慢性心力衰竭(心衰)时心肌肌浆网兰尼碱受体(RyR2)表达和其释钙功能的改变。  

方法  16 只家兔随机分为 2 组，假手术组、心衰组各 8 只，通过超容量负荷联合压力负荷建立家兔

心衰模型，于术后 7 周观察左心室结构、血流动力学的变化及 SERCA2 的表达和功能的改变。 

结果  与假手术组比较，心衰组左心室重量指数、左心室舒张末压显著升高(P<0.05)，左心室短轴

缩短率及左室射血分数明显降低(p<0.05)；心衰组 RyR2 表达和其释钙功能显著低于假手术组 

(P<0.05)。 

结论   RyR2 表达和其释钙功能降低可能是心力衰竭发生的机制之一。 

 
 

PU-4879 

6672 例尿培养结果及耐药性分析 

 
杜娟,张灿梅,蒙健伟 

云南省大理州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尿培养的病原菌分布特征及主要病原菌的耐药情况，为经验性治疗尿路感染提供合理用

药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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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4 月期间的尿培养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分离菌株采用 Vitek 2 

Compact 细菌鉴定药敏分析仪、纸片扩散法及 ATB 手工药敏条进行鉴定或药敏试验，按照 2016

年版 CLSI 的标准进行药敏结果判读。数据统计分析采用 WHONET5.6 统计软件完成。 

结果   共收集 6672 例尿培养结果，分离出非重复菌株 1199 株，其中革兰阴性菌 881 株

（73.5%），革兰阳性菌 207 株（17.3%），真菌 111 株（9.2%）。分离率排列前 5 位的是大肠

埃希菌，屎肠球菌、肺炎克雷伯菌、白色念珠菌和粪肠球菌。大肠埃希菌对阿莫西林/克拉维酸、

头孢哌酮/舒巴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他啶、头孢吡肟、厄他培南、亚胺培南、美罗培南、

阿米卡星及呋喃妥因耐药率在 30.0%以内。屎肠球对青霉素 G 及氨苄西林高度耐药，粪肠球菌对

青霉素 G 及氨苄西林耐药率仅为 2.3%。 

结论  尿路感染病原菌以大肠埃希菌为主导，经验性用药可选择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哌拉西林/他唑

巴坦、头孢他啶及呋喃妥因。但因不同种类细菌耐药率存在较大差异，且真菌引起的尿路感染也占

一定比例，故在使用抗菌药物治疗之前做清洁中段尿培养显得很重要。 

 
 

PU-4880 

染色体核型分析联合间期荧光原位杂交检测 

对多发性骨髓瘤临床诊断价值的研究 

 
华佳敏,周燕苹,岳永奇,徐玉兵 

上海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目的  探讨细胞遗传学染色体核型分析技术联合间期荧光原位杂交（FISH）对多发性骨髓瘤

（MM）患者异常核型检测的灵敏度及其在临床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的分析了 88 例确诊 MM 患者同时采用常规细胞遗传学染色体核型分析方法及 FISH 技

术（使用经浆细胞富集后的细胞）检测患者核型异常情况，比较两者的阳性率。 

结果  在进行常规染色体核型分析的 88 例患者中有 6 例（6.8%）发现异常核型；其中 4 例为复杂

核型。81 例为正常核型，1 例（1.13％）未见分裂相。在同时进行 FISH 检测的这 88 例患者标本

中 49 例（55.68％）存在异常核型。联合进行常规染色体核型分析和 FISH 检测的 88 例患者异常

核型检出 51 例（58％）。  

结论  常规染色体核型分析联合间期荧光杂交技术检测可显著的提高 MM 患者异常检出率，为临床

治疗和预后评估提供线索。 

 
 

PU-4881 

肺炎链球菌的临床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杜娟,桑卫洪,李薇,张灿清,张灿梅 

云南省大理州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肺炎链球菌的临床分布特征、对常用抗生素的耐药现状。 

方法  收集 236 株临床分离的肺炎链球菌，采用触酶试验、奥普托欣试验及 Vitek 2 细菌鉴定仪作

细菌鉴定，ATB STREP 5 药敏条及纸片扩散法进行药敏试验，并对其临床分布及药敏结果作分

析。 

结果  肺炎链球菌主要分布于呼吸科及小儿科，痰液为主要标本来源，老年及儿童为易感患者。该

菌对青霉素、阿莫西林、头孢噻肟、左氧氟沙星、复方新诺明、克林霉素、红霉素、万古霉素、氯

霉素、奎奴普丁 /达福普汀及四环素的耐药率分别为 5.6%、7.7%、4.3%、2.1%、71.4%、

92.3%、92.7%、0%、4.3%、1.3%及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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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青霉素仍为治疗肺炎链球菌下呼吸道感染的首选药物，应避免选用复方新诺明、克林霉素、

红霉素及四环素等药物。 

 
 

PU-4882 

产单核细胞李斯特菌引起肝硬化患者败血症 1 例并文献分析 

 
陈丽华,伍勇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目的  探讨产单核细胞李斯特菌（Listeria monocytogenes, LM）引起肝硬化患者败血症的临床特点

和诊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诊断为 LM 败血症肝硬化患者的临床资料，并查阅文献。 

结果  本例患者以腹胀、头痛起病，伴有发热，予以护肝、护胃、止血、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等对症

支持治疗。血培养检出 LM 生长。患者基础情况差。因 HIV 初筛试验阳性，入院 2 天后患者家属即

要求出院。 

结论  肝硬化患者并发败血症时，要考虑感染 LM 的可能。血培养有助于诊断。 

 
 

PU-4883 

两例云南宣威肺癌全基因组测序的研究 

 
郭翀 1,2,王潇 1,2,张艳亮 1,2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云南省检验医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我国云南宣威地区的肺癌发病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可能与室内烟煤烟有关，但其复杂的

发病机制目前仍然不完全明了。全基因组测序技术可有效检测出导致肿瘤发生发展的基因突变。本

研究拟探讨部分肿瘤相关基因在宣威肺癌发生、发展、浸润、转移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为进一步深

入研究宣威肺癌的发病机制提供一定的基础。 

方法  使用 Complete Genomics 的复合探针-锚定分子连接（unchained combinatorial probe 

anchor ligation，cPAL）测序技术对 2 例云南宣威肺癌患者的癌组织及癌旁组织样本进行全基因组

测序。使用生物信息学软件 MAS 3.0 对相关候选基因进行基因本体（gene ontology，GO）功能富

集度分析、信号通路分析，寻找与宣威肺癌相关的信号通路及重要基因网络。 

结果  两例宣威肺癌的全基因组测序均存在大量的体细胞突变，其中非同义置换率与同义置换率的

比例（Ka/Ks）均为 0.95。两例样本单个核苷酸的改变均发生较高的 C·G-A·T 颠换率和较低的

A·T-C·G 颠换率，且比率接近 2：1。34 个候选基因的生物信息学分析显示相关候选基因主要涉及

细胞粘附、细胞增殖、细胞周期调控、MAPK 信号通路、Wnt 信号通路、TGF-beta 信号通路、

Calcium 信号通路。 

结论  本研究的测序结果和综合分析为宣威肺癌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突变图谱。由于仅对两例标本进

行测序，并不能确定上述研究的体细胞突变是否为驱动突变，需要扩大样本测序和进一步的功能实

验加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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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84 

Homoharringtonine could induce quick protein synthesis 
of PSMD11 through activating MEK1/ERK1/2 signaling 

pathway in pancreatic cancer cells. 
 
Lele Wang1,Linlin Zhao1,Guo Wei1,Dieter Saur3,Barbara Seidler3,Junyan Wang4,Chuanxin Wang1,Tonggang QI1 

1.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2.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Tibet， Central Laboratory， Lhasa， China 

3. The II. Medizinische Klinik und Poliklinik der Technischen Universität München， München， Germany 

4.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Dezhou People's Hospital， Dezhou， China 

 
Objective 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 (PDAC)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devastating 
disease with the 5-year survival rate less than 6%.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if inhibiting 
protein synthesis directly with homoharringtonine (HHT) could induce acute apoptosis in 
pancreatic cancer cells through quick depletion of multiple short- lived critical members of the 
central proteome, example, PSMD11(26S proteasome non-ATPase regulatory subunit 11).   
Methods The cytotoxity of HHT was studied in vitro and in vivo with MTT, Western Blot, Hoechst 
33342 staining, RT-PCR,  TUNEL,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ouse model of pancreatic cancer.  
Results It was shown that although HHT could inhibit proliferation and growth of MiaPaCa-2 and 
PANC-1 cells in a time- and dose- dependent manner, only part of pancreatic cancer cells could 
be induced to die through acute apoptosis. Mechanistic studies showed that HHT could induce 
quick protein synthesis of PSMD11 through activating MEK1/ERK1/2 signaling pathway in 
pancreatic cancer cells. Inhibiting MEK1/ERK1/2 pathway with sorafenib could improve the 
cytotoxity of HHT in vitro and in a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ouse model of pancreatic cancer.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quick induction of PSMD11 or other acute apoptosis 
inhibitors through activation of the MEK1/ERK1/2 signaling pathway may be one of the important 
surviving mechanism which can help pancreatic cancer cells avoid acute apoptosis, it may hav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targeted therapy of 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  
 
 

PU-4885 

乙状结肠癌患者血脂水平变化及其诊断价值探究 

 
冯杰 1,于帆 1,2,高艳红 1,王坤 1,颜光涛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检验科 

2.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医学检验系 

 

目的  分析乙状结肠癌患者血脂相关指标的变化，探讨指标对该病的临床意义和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解放军总医院手术治疗的乙状结肠癌患者 118 例、乙状结

肠息肉 92 例和健康对照 344 例的临床资料，对患者基本信息及血脂指标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单因素统计分析显示乙状结肠癌患者的总胆固醇（TC）、总甘油三脂（TG）、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HDL-C）、磷脂（PL）、载脂蛋 AⅠ(ApoAⅠ)、载脂蛋 AⅡ(ApoⅡ)和载脂蛋 C-III 

(ApoC-III)含量显著低于乙状结肠息肉组与正常对照组（P<0.05）；乙状结肠癌患者血清脂蛋白

（a）(Lp（a）)、载脂蛋 B（ApoB）则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TC+ApoB 组合对乙状结肠癌

的诊断较优，ROC 曲线下面积(AUC=0.77, 95% C.I., 0.70~0.83)，敏感度为 70.3%，特异度为

72.8%，其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乙状结肠癌的诊断准确度为 71.9%。 

结论  血清总胆固醇和 ApoB 是较为理想的血液检测指标组合，有助于乙状结肠癌的早期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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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86 

妊娠妇女甲状腺疾病筛查的意义 

 
王素红,白书堂 

聊城市复退军人医院 

 

目的  探讨妊娠妇女进行甲状腺功能筛查的价值。 

方法  对妊娠妇女甲状腺疾病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概述 

结果  对所有的早孕妇女或孕前妇女进行甲功的筛查，能及早、及时、尽可能多的发现妊娠期甲状

腺疾病 

结论  对所有的早孕妇女或孕前妇女进行甲功的筛查，能及早、及时、尽可能多的发现妊娠期甲状

腺疾病，及早干预，从而减少对母亲健康及子代智力的影响，减少妊娠并发症的发生。 

 
 

PU-4887 

Akt, mTOR and NF-κB pathway activation in Treponema 
pallidum stimulates M1 macrophages 

 
Li-Rong Lin,Yong Lin,Xiao-Zhen Zhu,Man-Li Tong,Hui-Lin Zhang,Li-Li Liu,Tian-Ci Yang 

Center of Clinical Laboratory， Zhongshan Hospital， Medical College of xiame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polarization of macrophages and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involved during the 
early process of syphilis infection remain unknown.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reponema pallidum (T. pallidum) treatment on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and the Akt-
mTOR-NFκB signaling pathway mechanism involved in this process. 
Methods M0 macrophages derived from the phorbol-12-myristate-13-acetate-induced human 
acute monocytic leukemia cell line THP-1 were cultured with T. pallidum. 
Results T. pallidum induced inflammatory cytokine (IL-1β and TNF-α) expression in a dose- and 
time-dependent manner. However IL-10 cytokine expression decreased at the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Additionally, the expression of the M1 surface marker iNOS was upregulated with 
incubation time, and the expression of the M2 surface marker CD206 was low (vs. PBS treated 
macrophages, P < 0.001) and did not fluctuate over 12 h. Further studies revealed that Akt-
mTOR-NFκB pathway proteins, including p-Akt, p-mTOR, p-S6, p-p65, and p-IκBα,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T. pallidum- treated macrophages than in the PBS-treated macrophages 
(P < 0.05). In addition, inflammatory cytokine expression was suppressed in T. pallidum-induced 
M1 macrophages pretreated with LY294002 (an Aktspecific inhibitor) or PDTC (an NF-κB 
inhibitor), while inflammatory cytokine levels increased in T. palliduminduced M1 macrophages 
pretreated with rapamycin (an mTOR inhibitor).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T. pallidum promotes the macrophage transition to 
pro-inflammatory M1 macrophages in vitro. The present study also provides evidence that Akt, 
mTOR and NF-κB pathway activation in T. pallidum stimulates M1 macrophages. This study 
provides novel insights into the innate immune response to T. pallidum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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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88 

外泌体生物参考物质—脂质体初探 

 
崔曼曼,李博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探究脂质体 (liposome, LPs) 作为外泌体 (exosomes) 生物参考物质的可行性。 

方法  采用薄膜分散法，以磷脂酰胆碱、聚乙二醇-磷脂酰乙醇胺、胆固醇为膜材，合成 LPs，加入

荧光量子点 (quantum dots, QDs) 进一步合成纳米探针 LP-QDs；通过纳米颗粒追踪技术 (NTA)、

透射电子显微镜 (TEM)、纳米流式分析仪 (nano-FLM)鉴定并对比 LPs、LP-QDS、exosomes 的形

貌、粒径分布。 

结果  40℃下合成的 LPs 粒径集中分布在 107nm 左右，与 exosomes 具有相似粒径分布；加入

QDs 后，LP-QDs 粒径增加且具有荧光。 

结论   LPs 与 exosomes 膜性结构和粒径分布相似，有望成为理想的生物参考物质用于 exosomes 

检测仪器校准、方法评价及结果验证，提高 exosomes 分析的准确性。此外，我们还成功制备出包

裹量子点的纳米探针 LP-QDs，其独特的膜性结构和荧光性不仅可使其成为自带荧光标记的新型

exosomes 生物参考物质，而且其经修饰后将成为可应用于多重检测的荧光探针，具有广阔的生物

学应用价值，有待进一步探究。 

 
 

PU-4889 

甲状腺癌相关免疫组化的研究进展 

 
谭婕 

湖北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学院 

 

目的  综述目前甲状腺癌相关的各类免疫组化方法的研究进展。 

方法  从甲状腺癌主要的四种分型，包括甲状腺乳头状癌、甲状腺滤泡性癌、甲状腺未分化癌及甲

状腺髓样癌中分析与其相关的各种免疫组化标志物。 

结果  1、甲状腺乳头状癌的免疫组化标志物目前有 bax、胞浆半乳凝集素-3 等相关性较高 

2、甲状腺滤泡状癌的免疫组化标志物目前有 CD44v6 

3、甲状腺未分化癌本身细胞恶性较高，形态较易识别，相关免疫组化标志物较少，无密切相关

性。 

4、甲状腺髓样癌免疫组化标志物目前有降钙素及 CD24 

结论  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的准确率比联合检测分子标志物低，但高于超声检测。用免疫组化的方

法检测这些蛋白在肿瘤组织中的表达可以为临床病理诊断提供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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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90 

Left Atrial Appendage Thrombus Formation in a Patient on 
Dabigatran Therapy Associated with ABCB1 and CES-1 

Genetic Defect 

 
Xiaowei Ma1,Gu Zhichun1,Zheng Xiao-Yuan2,Shen Long1,Shi Fang-Hong1,Li Hao3 

1.Renji Hospital 
2.Wuxi Fourth People's Hospital 

3.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Objective Dabigatran, directly targeting thrombin, is widely used for the prevention of stroke in 
nonvalvular atrial fibrillation (NVAF). We reported a rare case of left atrial appendage thrombus 
formation in a persistent NVAF patient despite the 31 months uninterrupted treatment with 
dabigatran 110 mg twice daily.  
Methods ABCB1 (rs4148738, rs2235046, rs1128503, rs10276036, rs1202169, rs1202168, and 
rs1202167) and CES1 (rs8192935, rs2244613, and rs4122238) and CES1P2 (rs4580160 and 
rs4784563) polymorphisms were determined by Sanger sequencing. 
Results The patient is a carrier of ABCB1 variant alleles with 7 heterozygote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rs4148738, rs2235046, rs1128503, rs10276036, rs1202169, rs1202168, 
rs1202167) as well as CES-1 variant alleles with 2 homozygote SNPs (rs2244613 and rs4122238) 
and 2 heterozygote SNPs (rs8192935 and rs4580160), which may contribute to the changes of 
dabigatran plasma concentration. In addition, Drug-drug interaction with atorvastatin may also 
play a role to decrease dabigatran plasma concentration. 
Conclusions There are only four such cases till date, of which had thrombus in the left atrium, 
reported in the literature. We firstly reported the documented case in a Chinese patient carrying 
multiple alleles of ABCB1 and CES-1, who suffered from thrombus in the left atrial appendage 
despite long-term anticoagulation with dabigatran. More clinical data are required to elucidate the 
impact of CES-1 and ABCB1 polymorphism on dabigatran pharmacokinetics, especially for Asian. 
 
 

PU-4891 

Association of BRAFV600E Mutation and US features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in Papillary Thyroid 

Microcarcinoma in Chinese 

 
Xiaowei Ma,Dai Yingxing,Li Min,Zheng Bing 

Renji Hospital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frequency of the activating mutation BRAFV600E and ultrasounds 
characteristics in Papillary Thyroid Microcarcinoma(mPTC) and the association of the mutation 
with the lymphatic metastasis status.To evaluate the frequency of the activating mutation 
BRAFV600E and ultrasounds characteristics in Papillary Thyroid Microcarcinoma(mPTC) and the 
association of the mutation with the lymphatic metastasis status. 
Methods BRAFV600E was characterized in 105 PTC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mPTC. Genotyping 
was performed on DNA extracted from thyroid tumour tissue using Sanger sequencing, and 
allele-specific amplification PCR was used to resolve equivocal result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ultrasounds characteristics and BRAFV600E mutation status of mPTC was then correlated with 
lymphatic metastasis status. 
Results 65.6% (21/32) BRAFV600E(ARMS-PCR) positive was detected in Lymph node metastasis 
positive group and 72.6%(53/73) BRAFV600E(ARMS-PCR) positive was detected in negative group. 
The BRAFV600E (Sanger) was found significantly more frequently (P =0.043) in lymph node 
metastasis negative group than in postive group, but not in ARMS-PCR method(P=0.471).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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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itivity was 77.3%, specificity was 55.6%, efficiency was 61.8%, postive predictive value(PPV) 
was 85.7%,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NPV) was 58.5%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prediciton(P=0.009) after adjusting the cut off value of ARMs-PCR.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d lower percentage of BRAFV600E alleles indicates a poorer 
disease outcome on mPTC. 
 
 

PU-4892 

hsa-circ-0006473 suppresses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of ovarian cancer cells 

 
Xiaowei Ma,Yue Jin,Chao Wang,Jun Ma,Qiubo Hu,Zilong Qiu,Yu Wang 

Renji Hospital 

 
Objective Our study was aimed to identify circRNA expression in ovarian cancer and to explore 
the function of ovarian cancer-related circRNAs. 
Methods We developed an in-house computational pipeline to identify and characterize the 
circRNA expression from 9 paired-end RNA-seq data. 
Results A total of 5 circRNAs were differentially down-expressed in ovarian cancer tissue. hsa-
circ-0006473 increased with ARHGAP10 mRNA in ovarian cancer. Overexpression of hsa-circ-
0006473 suppressed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of ovarian cancer cell.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provide evidence that circular RNA hsa-circ-0006473 regulated 
ARHGAP10 expression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ovarian cancer. We propose that hsa-circ-
0006473 could be used as a potential target in ovarian cancer. 
 
 

PU-4893 

Correlation between polymorphisms in tolllike receptor 
genes and the activity of hepatitis B virus among 

treatment-naïve patients: a case-control study in a Han 
Chinese population 

 
Yong Lin,Mei-Jun Chen,Jian-Jun Niu 

Zhongshan Hospital， Medical College of xiamen University 

 
Objective Because of the high prevalence and absence of cure for infection, chronic hepatitis B 
virus (HBV) infection has been acknowledged as a pressing public health issue. Toll-like 
receptors (TLRs) activate the human innate immune system and the polymorphisms in TLRs may 
alter their function.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LR 
polymorphisms and disease progression of chronic HBV infection. 
Methods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211 treatment-naïve patients with chronic HBV infection were 
recruited, and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each individual.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was employed to genotype the selected 
TLR polymorphisms after human genome extraction. In addition, HbsAg, TNF-α, and IL-6 levels 
were quantified using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LR polymorphisms and hepatitis activity, liver 
function parameters, HbsAg level, and cytokine level. 
Results We did not observe any mutations in rs4986790, rs4986791, and rs5743708 among all 
study subjects. A logistic regression revealed that mutations in rs3804099 and rs4696480 were 
associated with milder hepatitis activity. Consistent with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improved l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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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parameters and reduced level of both HbsAg and cytokines were also correlated with the 
mutant carriers of rs3804099 and rs4696480. 
Conclusions TLR mutation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milder hepatitis activity among 
patients with chronic HBV infection. Therefore, we conclude that the activation of TLR pathways 
may further intensify the inflammation of hepatocytes, and leads to progression of disease. 
 
 

PU-4894 

延安市婴幼儿 HCMV 感染 DNA 定量检测流行病学分析 

 
白利芬 1,杨娟娟 2 

1.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 

2.延安大学医学院 2014 级检验班 

 

目的  了解延安市近年来婴幼儿人巨细胞病毒(HCMV)感染的发生率及特点，为预防和治疗 HCMV

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延安市延安大学附属医院的 1283 例疑似感染

HCMV 0～3 周岁婴幼儿的 HCMV DNA 定量结果及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HCMV DNA 定量结果中 1283 份样本有 129 份标本阳性，标本阳性检出率 10.05%。HCMV

感染的性别分布：男性多于女性；HCMV 感染的年龄分布：先天性感染组的新生儿 3 例（占

2.33%）、围生期感染组 117 例（90.70%）、出生后感染组 9 例（占 6.98%）；HCMV 感染的季

节分布：129 例阳性病例中春季和冬季明显高发于其他季节；HCMV 临床诊断分布:肺炎患者 107

例占 82.94%，其中肺炎 16 例，支气管肺炎 91 例；婴儿肝炎 10 例占 7.75%、其中黄疸 7 例、肝

病 3 例；其他占 9.31%。 

结论  延安市近年来婴幼儿人巨细胞病毒(HCMV)感染主要累及器官是肺脏和肝炎，男性较女性更易

感，春秋季发病率高，围生期感染高发，应加强季节预防，控制易感人群，并警惕肺炎、肝炎婴幼

儿，指导临床诊治。 

 
 

PU-4895 

鸡骨香抗肿瘤萜类成分研究 

 
林兆民 1,郭燕霞 1,张璐 1,高冬芳 1,林兆民 1,郭燕霞 1,张璐,高冬芳 1 

1.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以抗肿瘤活性为指导，从民间中药鸡骨香的干燥根中找寻具有肿瘤细胞增殖抑制作用的萜类

化合物，并对其活性机制进行研究。 

方法  以 MTT 法测试肿瘤细胞增殖抑制作用，以此活性结果为指导，分离过程中只选择活性部位，

直至分到纯化合物。柱层析法分离并纯化化合物，包括正相硅胶，葡聚糖凝胶，反相硅胶，制备高

效液相等柱层析，通过各种波谱方法确定化合物结构：核磁共振，高分辨质谱，紫外光谱，红外光

谱等。 

结果  从中药鸡骨香提取物中分离得到了 15 个萜类化合物，鉴定了其结构。进一步的抗肿瘤活性筛

选结果显示部分化合物呈现出很好的活性。 

结论  中药鸡骨香中含有具有抗肿瘤活性的萜类化合物，值得进一步进行研究，为药物研发打下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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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96 

血清降钙素原检测（PCT）与 C-反应蛋白（CRP） 

在老年细菌性肺炎诊断及严重程度评估中的应用分析 

 
郭骏戈,段勇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析血清降钙素原（PCT）以及 C 反应蛋白（CRP）检测对老年感染性肺炎的诊断及疾病严

重程度的评估价值。 

方法  对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间收治入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患有老年肺炎患

者当中的 400 例展开回顾性的分析，其中包括了 130 例细菌性肺炎患者（A 组）、140 例病毒性肺

炎患者（B 组）以及 130 例支原体肺炎患者（C 组），另选 150 例同期收住于本院呼吸科的非肺炎

患者作为对照组。在根据英国胸科协会的肺炎 CURB-65 评分将 A 组按严重程度分为 3 个亚组。统

计各个亚组患者的血清降钙素原 PCT 以及 C 反应蛋白（CRP）检测的结果，对各个结果展开对比

分析。 

结果  血清 PCT 与 CRP 的表达水平在 A、B、C 三组与对照组间对比均具有差异性，结果存在统计

学意义（P<0.05）；并且细菌性肺炎组的患者其病情程度越重，则血清 PCT 以及 CRP 的水平相

应也越高。以血清 PCT 值 0.5μg/L 和 CRP 值 10mg/L 为阳性阈值，血清 PCT 以及 CRP 对诊断细

菌性肺炎灵敏度分别为 90.9%，86.8%，血清 PCT 以及 CRP 的灵敏度间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但是血清 PCT 以及 CRP 特异度分别为 90.4%，77.5%，血清 PCT 特异度显著高于

CRP，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血清降钙素原（PCT）与 C-反应蛋白（CRP）水平对于老年细菌感染性肺炎患者病原学诊断

上具有较高价值，可作为老年细菌性与非细菌性感染肺炎的鉴别。 

同时 PCT 与 CRP 可作为老年细菌感染性肺炎患者病情严重程度评估指标。而且应用血清 PCT 对

老年细菌感染性肺炎进行诊断特异度高于血清 CRP。 

 
 

PU-4897 

Knockdown of long noncoding RNA GHET1 inhibits cell-
cycle progression and invasion of gastric cancer cells 

 
Ying Xia1,2,Zhiqiang Yan3,Ying Wan2,Sixi Wei2,4,Ying Bi2,4,Juanjuan Zhao2,4,Juanjuan Liu2,Dezhong Joshua 

Liao5,Hai Huang2,4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First Hospital Attached to Guiyang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Department of Clinical Biochemistry， School of Clinical Laboratory Science，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3.Department of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4.Department of Clinical Biochemistr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5.Department of Patholog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ole of long non-coding RNA GHET1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gastric cancer, and discuss the feasibility of being a potential therapeutic-target of 
gastric cancer (GC). g P21 expression and downregulating cyclin and CDK expression to inhibit 
the G0/G1 to S phase transition. Our findings may provide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gastric cancer.  d invasion of GC cells in vitro，and due to the decreased expressions of PCNA, 

CDK2, CDK4 . Finally, Western blo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expression of cell cycle-related 

proteins such as PCNA、CDK2、CDK4. 

Methods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was used to examine GHET1 expression in 
GC cell lines (AGS, SGC-7901, BGC-823, MGC-803 and HGC-27),in tissues ,in normal gastric 
epithelial cell line (GES-1) and adjacent non-tumorous tissues. Series of methods were us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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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e the biological role of GHET1 in GC cells. MGC803 and AGS cells were transfected 
using GHET1 siRNA. Then, the CCK-8, flow cytometry, cell scratch healing test and transwell 
assay were employed to identify if the knockdown of GHET1 have an influence on gastric cancer 
cell lines. Finally, Western blo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expression of cell cycle-related proteins 

such as PCNA、CDK2、CDK4. 

Results  We found that GHET1 was over-expressed in GC tissues compared to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and correlated with the invasion of GC and TNM stage. Knockdown of -GHET1 mediated 

by si-RNA suppressed the proliferation, cell cycle, migrationand invasion of GC cells in vitro，and 

due to the decreased expressions of PCNA, CDK2, CDK4 . Finally, Western blo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expression of cell cycle-related proteins such as PCNA、CDK2、CDK4.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our findings show that the downregulation of GHET1 not only 
inhibits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gastric cancer cells, but also inhibits their proliferation, at 
least in part by upregulating P21 expression and downregulating cyclin and CDK expression to 
inhibit the G0/G1 to S phase transition. Our findings may provide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gastric cancer.  
 
 

PU-4898 

Development of tissue inflammation accompanied by 
NLRP3 inflammasome activation in rabbits infected with 

Treponema pallidum strain Nichols 

 
Xiaozhen Zhu,Man-Li Tong,Hui-Lin Zhang,Yong Lin,Li-Li Liu,Tian-Ci Yang 

Zhongshan Hospital， Medical College of xiamen University， 201-209 Hubin South Road， Siming District， 

Xiamen City 

 
Objective The inflammasome responses in Treponema pallidum infection have been poorly 
understood to dat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the nucleotide-binding 
leucine-rich receptor protein 3 (NLRP3) inflammasom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issue inflammation 
in rabbits infected with T. pallidum. 
Methods Forty-five rabbi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a blank group or an infection group, and 
the latter was divided into no benzathine penicillin G (BPG) and BPG treatment subgroups. 
Rabbits in the infection group were injected intradermally with 0.1 mL of a 107/mL T. pallidum 
suspension at 10 marked sites along the back, and the blank group was treated with normal 
saline. The BPG treatment subgroup received 200,000 U of BPG administered intramuscularly 
twice, at 14 d and 21 d post-infe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lesions was observed, and biopsies of 
the injection site and various organs, including the kidney, liver, spleen, lung, and testis, were 
obtained for NLRP3, caspase-1, and interleukin-1β (IL-1β) mRNA analysis during infection. Blood 
was also collecte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IL-1β concentration.  
Results Rabbits infected with T. pallidum (both the BPG treatment and no BPG treatment 
subgroups), exhibited NLRP3 inflammasome activation and IL-1β secretion in cutaneous lesions, 
showing a trend in elevation to decline; NLRP3 mRNA expression reached a peak at 18 d in the 
BPG treatment subgroup and 21 d in the no BPG treatment subgroup and returned to “normal” 
levels [vs. the blank group (P > 0.05)] at 42 d post-infection. The trend was similar to the change 
in cutaneous lesions in the infected rabbits, which reached a peak at 16 d in the BPG treatment 
subgroup and 18 d in the no BPG treatment subgroup. NLRP3, caspase-1, and IL-1β mRNA 
expression levels were slightly different in different organs. NLRP3 inflammasome activation was 
also observed in the kidney, liver, lung, spleen and testis. IL-1β expression was observed in the 
kidney, liver, lung and spleen; however, there was no detectable level of IL-1β in the testes of the 
infected rabbits. 
Conclusions This study established a clear link between NLRP3 inflammasome activ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issue inflammation in rabbits infected with T. pallidum. BPG therapy 
imperceptibly adjusted syphilitic inflam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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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99 

毛狗骨柴化学成分及抗肿瘤活性研究 

 
林兆民,郭燕霞,高冬芳,张璐,陈元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以抗肿瘤活性为指导，从民间中药毛狗骨柴的枝叶中找寻具有肿瘤细胞抑制作用的化合物，

并对其活性机制进行研究。 

方法  MTT 法测试肿瘤细胞抑制作用，柱层析法分离并纯化化合物，包括正相硅胶，葡聚糖凝胶，

反相硅胶，制备高效液相等柱层析，通过各种波谱方法确定化合物结构：核磁共振，高分辨质谱，

红外光谱，紫外光谱，圆二色普，X-单晶衍射等。 

结果  从毛狗骨柴的枝叶提取物中分离得到了 20 个化合物，鉴定了其结构，均为二萜类化合物。抗

肿瘤活性筛选结果显示部分化合物呈现出很好的活性。 

结论  中药毛狗骨柴中含有具有抗肿瘤活性的二萜类化合物，值得进一步进行研究，为药物研发打

下基础。 

 
 

PU-4900 

LncRNA Expression in CD4+ T Cells in Neurosyphilis 
Patients 

 
Lili Liu,Yong Lin,Man-Li Tong,Hui-Lin Zhang,Tian-Ci Yang 

Center of Clinical Laboratory， Zhongshan Hospital， Medical College of xiamen University 

 
Objective 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several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 are involved 
in regulating the immune response to cope with pathogenic invasion. To date, the roles of 
lncRNAs in the CD4+ T cell response to Treponema pallidum (T. pallidum) infection in 
neurosyphilis patients remain unknown. 
Methods The mRNA and lncRNA expression profiles of CD4+ T cells that were isolated from 
neurosyphilis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were analyzed by microarray. 
Results A total of 2258 lncRNAs and 1728 mRNAs were identified as over-expressed or under-
expressed, respectively (fold change > 1.5) in the CD4+ T cells of neurosyphilis patients 
compared to the healthy controls. The lncRNA-mRNA co-expression network showed that 59 
lncRNA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long with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mRNAs. Among the 59 
gene pairs, the LOC79999 mRNA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RP11-160E2.16, RP11-
160E2.11, and RP11-160E2.19 lncRNAs, and the NKX1-1 mRNA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RP11-1398P2.1, RP11-160E2.19, and XLOC_003422 lncRNAs. The following five mRNAs 
were correlatedwith two differential lncRNAs: DUSP16, AP000349.1, FAM115C, TIMM8A, and 
SMCHD1. Gene Ontology (GO)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coding genes 
were mainly involved in biological processes and the top 4 terms that associated with above-
mentioned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coding genes were as follows: defense response to fungus, 
defense response to bacterium, killing of cells of other organism and disruption of cells of another 
organism. A subsequent pathway analysis was also conducted, and several pathways, including 
the T cell receptor, MAPK, and TGF-beta signaling pathways,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RNAs. 
Conclusions This study reveals the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profiles of lncRNAs in the CD4+ T cell 
response to the T. pallidum infection in neurosyphilis patients. LncRNAs are involved in key 
biological processes that comprise the CD4+ T cell response to the T. pallidum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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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901 

264 例中国女性乳腺癌卵巢癌易感基因 BRCA1/2 变异情况分析 

 
刘楚,韩帅,洪金金,李凤杰,彭汭,蒋青霞,王玥,祁鸣 

杭州迪安医学检验中心 

 

目的  分析中国女性 BRCA1/2 基因变异情况，为临床乳腺癌卵巢癌风险评估提出可靠依据 

方法  收集受检者相关的基本临床信息，QIAGEN 血液基因组 DNA 提取试剂盒提取受检者 EDTA

抗凝外周血基因组 DNA，高通量测序多重 PCR 扩增法检测并分析 BRCA1/2 基因变异情况，

Sanger 测序法验证检测出的致病位点，SPSS 18.0 软件对变异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共 264 例受检者：  

正常人 204 例，9 人检测出致病性位点突变，占比 4.41%，其中 4 人的致病位点变异位于 BRCA1

基因，5 人的致病位点变异位于 BRCA2 基因； 

乳腺癌患者 48 例，14 人检测出致病性位点突变，占比 29.17%，与 Goidescu IG 等[1]检测出的致

病性位点突变比例为 27.69%基本一致，其中 6 人的致病位点变异位于 BRCA1 基因，8 人的致病

位点变异位于 BRCA2 基因，值得注意的是，有 3 例均为 c.3109C>T (p.Gln1037*)无义突变； 

卵巢癌患者 11 例，6 人检测出致病性位点突变，占比 54.44%，比 Juvet LK 等[3]检测出的致病性位

点突变比例为 39%稍高，其中 5 人的致病位点变异位于 BRCA1 基因，1 人的致病位点变异位于

BRCA2 基因，具体结果见表 1。 

综上，乳腺癌和卵巢癌患者有致病性位点的比例均明显高于正常人（P<0.05）（图 1）。正常人和

乳腺癌患者各自检测出 BRCA1 和 BRCA2 基因致病性位点突变比例基本一致，卵巢癌患者检测出

BRCA1 基因致病性位点突变比例明显高于 BRCA2 基因（P<0.05）（图 2）。 

结论  乳腺癌和卵巢癌患者有致病性位点的比例均明显高于正常人，且正常人和乳腺癌患者各自检

测出 BRCA1 和 BRCA2 基因致病性位点突变比例基本一致，而卵巢癌患者检测出 BRCA1 基因致

病性位点突变比例明显高于 BRCA2 基因。 

 
 

PU-4902 

Association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with metabolic 
and inflamation profile in Type 2 Diabetes 

 
qili ji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To evaluate, in a group of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DM2), an association of 
Helicobacter pylori (H. pylori) infection with metabolic parameters and inflammations. 
Methods The study is a hospital-based, analytic observational study and performed through a 
cross-sectional method. DM2 patients aged 18-65 and recruited from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 were included into the study. Our research protocol was 
approved by ethical committee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 and a signed informed consent was 
filled by each participants according to n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guidelines. Exclusion criteria 
were as follows: (1) patients over 65 years; (2) women patients who were currently pregnant or 
breast feeding; (3) patients with a history of gastrointestinal tract surgery; (4) patients who 
currently using antisecretory drugs (proton-pump inhibitor or H2 receptor blockers); (5) patients 
who had undergone or were currently undergoing H. pylori eradication therapy; (6) patients 
obliged to continuous use of antibiotics for various reasons. We compiled a brief checklist 
covering demographic data (age, gender). We also checked the Laboratory parameters. 
GLU (Glucose Oxidase method), TC (CHOD-PAP substrate method), TG (GPO-PAP enzymatic 
method), HDL-C (selective inhibition method), LPa (latex-enhanced immunoturbidimetry), Apo A, 
Apo B and HsCRP (Turbidimetric immunoassay) and HCY (Enzyme method) were measured on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Juvet%20LK%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931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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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kman Coulter UniCel DxC 800 Synchron. LDL-C was calculated by the Friedewald formula. 
HbA1c was determined by ion-exchange HPLC method (HLC-723G8 automatic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analyzer). Commercially available human ELISA assay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plasma Ghrelin and leptin(eBioscience Inc. USA) were performed according to 
manufacturers’ instructions. The leukocyte and platelet counts were determined by Flow 
cytometry, and Mindray BC-5800 automatic blood cell analyzer was used for the detection.In all 
patients, the diagnosis of H. pylori infection was determined by positive serology for H. pylori IgG-
antibody using commercial ELISA kit and serum titer >15AU/mL was considered positive. 
Measurement of specific anti-H. pylori IgG reveals an immune response that represent either a 
current infection or a previous exposure, since IgG disappear only several months after 
eradication of the microorganism. Then we analyzed the subjects by dividing them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H. pylori infection as H. pylori-positive patients and H. pylori-
negative patient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H. pylori infection and demographic factors, 
biochemical and anthropometric indicators was investigated in all patients. 
Results A total of 72 DM2 patients with a mean age of 54(±7)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including 44 males and 28 females. The presence of H. pylori infection was diagnosed in 47 of 

72 diabetic patients (65.28% ， males 68.18% and females 60.71%). The demographic and 

laborato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population, divided into two HP positive and 
negative groups, are displayed in Tables.Patients infected with H. pylori and non-infected with H. 
pylori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terms of gender and age. The level of GLU, TC, TG, HDL-
C, Apo A, Apo B, HsCRP, HCY, leukocyte and platelet count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H. pylori positive and negative groups (P > 0.05), although CRP levels determined by 
high-sensitivity assay showed mild and variable increases in H. pylori infection. Diabetic 
patients infected by H. pylori showe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serum Lpa (297.83 ±299.51 vs 
154.24 ± 83.63, p < 0.05) and decreased Leptin (4.59 ± 7.55 vs 9.82 ± 10.76, p < 0.05) than non-
infected patients (Table 1). HbA1c, the major fraction of glycated haemoglobin, is a most valuable 
glucose monitoring index for patients with diabetes.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glycemic 
control and the presence of H. pylori was detected. Patients with H. pylori infection had higher 
HbA1c level (9.21 ±2.15 vs 8.00 ± 1.77, p < 0.05). Additionally, 55.6% of the patients with 
HbA1c ≤7% were H. pylori negative, 72.2% of the patients with HbA1c >7% were found to be H. 
pylori positive (Table 2), indicating that H. pylori-infected group had worse glycemic control. 
Conclusions H. pylori affects metabolic status in type 2 diabetic patients and might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iabetes. 
 
 

PU-4903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NFKBIA Polymorphisms and the 
Progression of Chronic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among 

the Chinese Han Population 

 
Yong Lin,Jan-Jun Niu 

Zhongshan Hospital， Medical College of xiamen University 

 
Objective Based on the involvement of nuclear factor-κB inhibitor alpha (NFKIBA) in the NF-κ B 
pathway,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host immunity, we evaluated whether NFKIBA 
polymorphisms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disease progression of chronic hepatitis B virus (HBV) 
infection. 
Methods We collected blood samples from a total of 212 treatment-naïve patients with chronic 
HBV infection. NFKBIA polymorphisms were determined by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s 
were employed to quantify the serum levels of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and interleukin-
6(I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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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Un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revealed that carriers of the TT genotype at rs2233406 
had a greater risk (OR = 5.57, 95% CI = 2.14–14.52) of chronic HBV infection progression. A 
similar association was observed for the rs2233409 polymorphism, in which the OR for the TT 
genotype was 4.06 (95% CI = 1.70–9.71) compared to that for the wildtype CC genotype. 
Mutations at rs2233406 and rs2233409 also impact liver function parameters and cytokine levels. 
However, null associations were observed between these parameters and rs696 polymorphism.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reduced NFKBIA function leads to activation of the NF-
κB pathway, and   consequently causes inflammation and liver damage among patients with 
chronic HBV infection. 
 
 

PU-4904 

Serum Levels of Matrix Metallproteinase-9 and Tissue 
Inhibitors of Metalloproteinase-1 correlates with disease 

activity in Multiple Sclerosis 

 
Huijuan Geng,Xuguang Zhang,Zhen Shen 
Weifang Medical College Affiliated Hospital 

 
Objective To assess serum levels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9 (MMP-9) and tissue inhibitors of 
metalloproteinase (TIMP)-1 of multiple sclerosis (MS) patients, and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with 
disease active stage. 
Methods Four groups of subjects were tested: MS, other inflammatory neurological disorders 
(OIND), non-inflammatory neurological disorders (NIND) and health control (HC). MMP-9 and 
TIMP-1of serum were measur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Specifically, 
We also resonance imaging (MRI) evidence of disease activity. 
Results Serum MMP-9 concentrations were higher in MS than in NIND and in HC

（P<0.05,<0.001, respectively）,serum TIMP-1 concentrations were lower in MS than in NIND, in 

OIND and in HC（P<0.001,<0.001,<0.001,respectively） . serum MMP-9 and MMP-9/TIMP-1 

ratio mean levels were increased in MS patients with MRI disease activity compared to patients 
with non-active disease (P<0.05,<0.05, respectively),The differences of serum mean 
concentrations of TIMP-1 between MS patients with MRI disease activity and patients with non-
active disease did not reac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s To investigate serum  levels of MMP-9 and TIMP-1 is valuable in assessing 
disease activity of MS. 
 
 

PU-4905 

精益六西格玛管理在临床生化实验室的应用 

 
张家红,李花,宋鉴清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精益六西格玛管理方法在临床生化实验室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精益六西格玛管理方法应用于临床生化室的管理中。管理方法实施从标本周转时间

（Turnaround time，TAT）和医生、患者及员工满意度两方面评价。 

结果  本院临床生化实验室在实施精益六西格玛管理方法前后 TAT 差异显著（P<0.01），实施后的

三个阶段 TAT 无显著差异(P>0.05)；医生、患者及员工满意度实施前后差异显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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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将精益六西格玛管理方法应用于临床生化实验室明显缩短标本周转时间，减少患

者等待时间，使其得到临床及时诊疗，明显提高医生、患者及员工的满意度，提高效

率。 

 
 

PU-4906 

湖南地区冠心病患者 MTHFR C677T 多态性 

与血浆同型半胱氨酸及血脂水平关系的研究 

 
张贞,谢小兵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分析湖南地区中老年冠心病患者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methylenetetrahydrofolate 

reductase,MTHFR）C677T 基因多态性与血浆同型半胱氨酸及血脂水平的相关性，为本地区研究

冠心病病因病机及诊断提供参考。 

方法  以 351 例初诊为冠心病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并设置健康对照组 147 例，分别检测各组血浆

Hcy 及血脂水平，并采用 PCR-金磁微粒层析法测定 MTHFR C677T 基因型，统计分析冠心病患者

MTHFR C677T 基因型以及各基因型与血浆同性半胱氨酸及血脂水平的相关性。 

结果  冠心病组的血浆 Hcy 水平，以及 MTHFR C677T 基因 CC、CT、TT 三种基因型频率和 C、T

两种等位基因频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冠心病组 TT 型、CT 型血浆 Hcy

水平高于 CC 型（P＜0.05）；健康对照组的 TT 型血浆 Hcy 水平明显高于 CT 型及 CC 型（P＜

0.05）。 

结论  MTHFR C677T 基因多态性是冠心病发病的危险因素，与血浆 Hcy 水平密切相关，TT 型纯

合突变和 T 等位基因使 Hcy 水平显著升高，而血脂水平与 MTHFR C677T 基因多态性无明显相关

性。因此血浆 Hcy 水平及 MTHFR C677T 多态性可以作为本地区研究冠心病病因病机及其遗传机

制的重要参考指标。 

 
 

PU-4907 

类风湿关节炎中医证型与检验指标相关性分析 

 
李琦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目的  探讨类风湿关节炎中医证型与检验医学指标的相关性。 

方法  根据中医证型相关诊断标准，于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风

湿科中符合入选标准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分为湿热内蕴组、风湿闭阻经络组、瘀血阻络组和气虚血

瘀组，分析各组间血常规、血沉及相关免疫检测指标水平。 

结果   湿热内蕴组免疫球蛋白 M（IgM）水平高于瘀血阻络组（P<0.05），瘀血阻络组总补体活性

（CH50）水平高于湿热内蕴组（P<0.05），瘀血阻络组的平均血红蛋白含量（MCH）水平高于湿

热内蕴组（P<0.05），气虚血瘀组 MCH 水平高于湿热内蕴组（P<0.05）。 

结论  瘀血阻络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体液免疫功能弱于湿热内蕴组，湿热内蕴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

补体功能弱于瘀血阻络组；与其他组相比，湿热内蕴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贫血程度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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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908 

Micro RNAs 异常表达谱与前列腺癌的关系 

 
李琦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目的  前列腺癌是男性泌尿生殖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日益增长，严重威胁着男性

的健康。 

方法  微小 RNA(microRNAs, miRNAs)是一类由 21～25 个核苷酸组成的内源性、非编码单链

RNA，通过与靶基因的 mRNA 结合发挥作用，从而调控细胞的整个代谢过程，如转移、侵袭、炎

症反应、细胞周期以及凋亡等。 

结果  目前，miRNAs 对前列腺癌等肿瘤疾病进程的调控及功能研究已成为生物医学最热门的研究

领域之一。 

结论  本文就 miRNAs 异常表达对前列腺癌所发挥作用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合论述，为其进一步

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及思路。 

 
 

PU-4909 

不同型号希森美康血常规分析仪的临床检验结果对比评价 

 
付强 

广州市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东圃院区检验科 

 

目的  评价不同型号希森美康血常规分析仪的临床检验结果对比。 

方法  研究显示，门诊患者新鲜全血 60 份参照 EP9-A2 文件，选择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东圃院区

提供的文件，使用希森美康 Xs800i 血细胞分析仪当做对比仪器，实施系统检测，并和 XT1800i 血

细胞分析仪检测结果进行分析和对比。 

结果  根据表 1 研究显示，  Xs800i 以及 XT1800i 精密度在仪器厂商设定的范围内，可接受性和偏

倚具有合理性，（P＜0.05）。 

结论   Xs800i 以及 XT1800i 血细胞分析仪在 HCT、MCV、Hb、WBC、PLT 检测结果中具有可比

性，根据白细胞分类的结果，应注意之间的对比。 

 
 

PU-4910 

改良临床检验中白细胞校正公式 

 
曾凡华 

深圳市龙岗区第三人民医院 、 

 

目的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经常会碰到增生性贫血的患者，如地中海性贫血的患者，他们的有核红

细胞在血液中所占有核细胞比率有的高达 60%以上，也就是说白细胞比率不到一半的数目。给临

床白细胞测定带来不便，影响白细胞计数，应校正除去有核红细胞数，然而我们应用传统的白细胞

校正公式计算出的白细胞数与实际白细胞数有一定的差异。这样的误差曾经让我们迷茫了一个世

纪。为此我们建议用改良的白细胞校正公式 

方法  传统公式：白细胞校正数/L=M×（100/100+N） 

或白细胞校正数/L=X× 100/100+Y   

校正公式中：M（或Ｘ）为未校正前白细胞数；N（或Ｙ）为在进行白细胞分类时，分类 100 个白

细胞同时计数到有核红细胞数。Ｎ（Ｙ）；在白细胞分类时，计数 100 个白细胞的同时计数到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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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红细胞数。这里就有个问题。当计数到第一百个白细胞的同时，有很多的有核红细胞和白细胞出

现在同一个视野里，要不要计数？这一点给我们校正白细胞的误差带来了难度。用传统的白细胞校

正公式计算出来的白细胞校正数明显的偏低 

改良的白细胞校正公式 

白细胞校正数=Χ×（100%-Y%） 

                      =Χ×（1.0-Y%） 

 Χ=未校正的白细胞数 

  Y=有核红细胞% 

在有核细胞分类时，（把有核红细胞当成白细胞的一种来区分），计数 100 个有核细胞的同时记

录分类到的有核红细胞所占比率数%和白细胞比率%。这样更加简单明朗 

结果  讨论；在白细胞分类时，计数 100 个白细胞的同时计数到的有核红细胞数。我们提出一个问

题，当分类到第一百个白细胞的同时，又有很多的有核红细胞和白细胞出现在同一个视野里，要不

要计数有核红细胞数？传统的白细胞校正公式的合理性有待讨论。这一点我们建议国家检验医学委

员会权威人士能认真讨论这个一问题。 

传统白细胞校正公式;白细胞校正数/L=未校正的白细胞数×（100/100+有核红细胞） 

改良的白细胞校正公式；白细胞校正数/L =未校正的白细胞×（100%-有核红细胞%） 

结论  为此，改良白细胞校正公式是 

白细胞校正数/L=未校正的白细胞数×（1-有核红细胞%） 

 
 

PU-4911 

2017 年惠州地区手足口病 实验室结果 

与重症手足口病临床特点分析 

 
李娟 

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广东医学院附属惠州医院 

 

目的  对 2017 年惠州市手足口病相关实验结果进行分析，总结手足口病例的流行病学特点及实验

室检测结果，为及早救治提供依据。 

方法  采集 2017 年我院送检的疑似手足口病患者的肛拭子、咽拭子和脑脊液等标本 2250 份，应用

荧光 RT-PCR 技术检测样本中的肠道病毒（EV）、肠道病毒 71 型（EV71）、柯萨奇病毒Ａ16

（coxA16）。 

结果  2017 年共测得 887 份阳性标本，分型最高是 EV 型 722 例，占比 81.4%；有夏季高峰期 5-7

月及秋季小高峰期 9-10 月；男女患病比例为 1.89：1；0-2 岁男女患儿皆是手足口病的高发人群，

1 岁患儿患病率最高。共有 121 例重症手足口病，占 13.64%；男女比例 2.36：1；0-2 岁男性患儿

易发展为重型，EV 型与 71 型分别占 42.15%；所有重症患儿均出现了发热症状，76.03%出现了高

热。89.25%合并中枢神经系统受累，表现为易惊、抽搐、四肢抖动等。95.86％重症手足口病患者

存在着临床并发症，以脑炎、肠炎和支气管肺炎为主，尤以脑炎居多，占 89.66％。 

结论  男性患病率高于女性，以 0-2 岁为主，有明显季节性，EV 型占比重，提示有新型病毒流行，

重症患者易合并中枢神经系统受损，脑炎是最常见的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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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912 

IRAK4 介导的 NF-κB 活化在结肠癌化疗抵抗中的作用研究 

 
李琼 1,2,张道祥 2,赵荣平 1,李敏 1,Kian-Huat Lim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南院 

2.Division of Oncology，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目的  NF-κB 信号通路在结肠癌的侵袭转移及耐药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调控作用。但其具体的激活

途径仍然未知。本研究拟探讨 IRAK4 及其下游的 NF-κB 信号通路在结肠癌化疗抵抗中的作用。 

方法  首先采用 Western blot 及免疫组化的方法检测结肠癌细胞株及临床标本中 IRAK4 ，IRAK1 及

NF-κB/p65 磷酸化水平。采用 Western blot 及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的方法检测 IRAK4 抑制剂对 NF-

κB 信号通路的影响。进一步采用克隆形成实验检测 IRAK4 抑制剂对结肠癌细胞增殖的影响。采用

体外及体内实验的方法检测结肠癌化疗药物与 IRAK4 抑制剂具有一定的协同效应，其内在机制是

否与对细胞凋亡的调控有关。 

结果  与结肠正常细胞（CCD18、FHC）比较，大部分结肠癌细胞株中 IRAK4 ，IRAK1 及 NF-

κB/p65 磷酸化水平明显增加。并且免疫组化的结果显示，临床标本中 IRAK4 与 NF-κB/p65 磷酸化

水平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性（P <0.01）。IRAK4 抑制剂可明显降低 IRAK4 ，IRAK1 及 IKKa/b 的磷

酸化水平及 NF-κB 荧光素酶的活性（P<0.01）。在功能实验中，IRAK4 抑制剂可明显抑制结肠癌

细胞的克隆形成能力（P<0.01）。并且，细胞实验证实 IRAK4 抑制剂与结肠癌的化疗药（5-FU、

奥沙利铂与伊立替康）合用，可通过对细胞凋亡的调控，发挥一定的协同效应（P<0.01）。动物

实验的结果也证实，两者合用可明显减小荷瘤裸鼠肿瘤的体积（P<0.01）。 

结论  IRAK4 及其下游 NF-κB 信号通路的激活，可通过对细胞凋亡的调控，从而影响结肠癌细胞耐

药。但对 IRAK4 及其下游 NF-κB 信号通路对结肠癌化疗药耐受的具体调控过程需要我们进一步研

究予以揭示。本研究为结肠癌的治疗提供了一个新的手段，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PU-4913 

阴道分泌物常规标本不合格情况及与 BV 小瓶比对结果 

 
赵运转,张国军 

北京天坛医院 

 

目的  分析阴道分泌物常规标本不合格的情况；并分析玻片法和 BV 小瓶棉签法检测阴道分泌物常

规结果的一致性，以解决玻片法标本不合格时，为避免重新采样同时不影响检验质量的标本替代方

法，以及远距离运送检查时，特别是还没有专用一次性密封采样管时，为避免玻片干燥能否用只取

BV 小瓶检测阴道分泌物常规，而不送玻片涂片标本。 

方法  分析 500 例玻片法阴道分泌物常规标本的合格情况；分析合格的玻片法标本的阴道分泌物常

规结果与 BV 小瓶棉签涂抹在载玻片上然后镜下观察阴道分泌物常规的结果的一致性，包括滴虫，

真菌和阴道清洁度。采用 SPSS17.0 软件对两组结果进行配对卡方检验的 McNemar 检验和 Kappa

检验。判断两种方法的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及两种方法的一致性。 

结果  1.阴道分泌物标本的不合格率为 6.2%，其中干片和细胞少占 83%。BV 小瓶涂抹后所有标本

均合格。2. 玻片法和 BV 小瓶棉签法检测滴虫结果的差异及一致性：McNemar 检验 P>0.05，差异

没有统计学意义。Kappa 检验：K=0.908, P<0.05，两种方法的一致程度高。3. 玻片法和 BV 小瓶

棉签法检测真菌结果的差异及一致性：McNemar 检验 P>0.05，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Kappa 检

验:K=0.925， P<0.05，两种方法的一致程度高。4. 玻片法和 BV 小瓶棉签法检测阴道清洁度结果

的差异及一致性：McNemar=3.584，P>0.05，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Kappa 检验 :K=0.789, 

P<0.05，两种方法的一致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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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玻片法检测阴道分泌物常规的不合格率较高，当标本不合格时可以取 BV 小瓶中的棉签涂抹

检测阴道分泌物常规，既可以纠正标本不合格的问题，还能保证检验结果的质量，还避免了重新采

样。 

 
 

PU-4914 

KRJ 自动粪便检验仪在消化道出血及寄生虫感染检测中意义 

 
朱丹萍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 

 

目的  评价科瑞杰（KRJ）自动粪便检验仪在消化道出血及寄生虫感染方面的检测价值。 

方法  收集 2016 年 7 月-2017 年 3 月于本院就诊的 700 例患者的粪便标本，分别采用 KRJ 自动粪

便检验仪法和传统手工法进行潜血（血红蛋白和转铁蛋白）、寄生虫或虫卵检测，并比较二种方法

的检出率。 

结果  KRJ 自动粪便检验仪法检测出 21 例寄生虫或虫卵（肝吸虫卵 18 例、钩蚴 1 例、钩虫卵 1 例

和绦虫卵 1 例），检出率为 3%;采用传统手工法只检测出 13 例（肝吸虫卵 10 例、钩蚴 1 例、钩虫

卵 1 例和绦虫卵 1 例），检出率为 2.57%。KRJ 自动粪便检验仪法检测粪便寄生虫或虫卵的检出

率显著高于传统手工法，P<0.05。KRJ 自动粪便检验仪法检出 115 例血红蛋白阳性和 97 例转铁蛋

白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16.43%和 13.86%；采用传统手工法检出 113 例血红蛋白阳性和 100 例转

铁蛋白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16.14%和 14.29%。两种方法在血红蛋白和转铁蛋白的检测上无显著

性差异，P﹥0.05。 

结论  在传统手工法基础上改良的 KRJ 自动粪便检验仪，在寄生虫感染检测方面效率更高，且具有

操作标准化等优点，能够更好适应临床需求。 

 
 

PU-4915 

2012-2015 年江苏省五市男男性行为者 

HIV 主要流行毒株原发耐药特征研究 

 
赵彬 1,韩晓旭 1,钟平 2,尚红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目的  获得江苏省五市男男性行为者（MSM）HIV 感染者中主要流行病毒亚型中原发耐药毒株流行

情况。 

方法  收集 2012-2015 年江苏省五市 MSM 人群未经治疗的 HIV 感染者血浆样本，分析 HIV 流行亚

型，进行基因型耐药检测。构建基于 pol 区序列分子传播网络，探寻原发耐药毒株在网络中的传播

情况。 

结果  共获得 195 条 CRF01_AE（66.1%），72 条 CRF07_BC（24.4%）和 28 条 B（9.5%）亚型

序列。三个亚型共检出耐药毒株 32 例（分别为 CRF01_AE：19 例， CRF07_BC：7 例和 B：6

例），检出针对蛋白酶（PI），核苷类（NRTI）以及非核苷类（NNRTI）药物的耐药毒株分别为

14，11 和 13 例。其中在 CRF01_AE 与 CRF07_BC 亚型中各检出 1 例可导致我国二线治疗方案中

PI 类药物 LPV 的低度耐药的毒株， 19 例（95%，19/20）针对我国一线治疗方案中 NRTI 和

NNRTI 的耐药毒株（分别为 CRF01_AE：12 例，  CRF07_BC：2 例和 B：5 例）。构建

CRF01_AE 亚型分子传播网络，获得 25 个传播簇（传播簇尺寸=2-32），成簇率为 49.2%

（96/195），其中仅有 4 例（2.1%，4/195）耐药毒株处于分子网络中，分别位于 3 个传播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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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出现在一个传播簇中（传播簇尺寸=8）的两个耐药毒株携带不同耐药位点（Q151L，

G190GE）。 

结论  江苏省五市 MSM 人群中主要流行亚型耐药毒株是针对我国一线治疗方案中 NRTI 和 NNRTI

药物，可能与我国广泛开展的抗病毒治疗相关，但尚未出现集中传播。应加强治疗前 HIV 耐药检

测，防止耐药株进一步传播。 

 
 

PU-4916 

长链非编码 RNA NBR2 在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朱玉翠,张晓彤,周亚男,曹源,胡成进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实验诊断科 

 

目的  长链非编码 RNA（long non-coding RNA，lncRNA）是长度大于 200bp，并不编码蛋白质的

功能性 RNA 分子，其数量繁多、结构多样、作用机制复杂，参与多种类型肿瘤的发生、发展。

lncRNA-NBR2（neighbor of BRCA1 gene 2）是近年来新发现在肿瘤中异常表达的基因，其在乳

腺癌中表达情况少见报道。本研究旨在探讨 lncRNA-NBR2 在乳腺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的表达及其

临床意义。 

方法  首先，利用 TANRIC 数据库分析 lncRNA-NBR2 在乳腺癌各分子分型中的表达水平，

lncRNA-NBR2 的表达与 ER、PR、Her-2 的关系。其次，利用 KMplot 分析平台对 lncRNA-NBR2

进行生存分析。最后，选取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的乳腺癌组织 42 例及癌旁组织 32 例，采用

qRT-PCR 方法验证 lncRNA-NBR2 在乳腺癌中的表达水平。 

结果  使用公共数据库分析结果显示，在乳腺癌各分子分型中 Her-2 阳性型的乳腺癌表达水平最低

（P<0.001），ER、PR 阴性患者 lncRNA-NBR2 表达水平较 ER、PR 阳性患者低（P<0.001），

Her-2 阳性患者 lncRNA-NBR2 表达水平较 Her-2 阴性患者低（P<0.001）；lncRNA-NBR2 高表达

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较低表达者明显延长（P<0.01）；通过

临床样本验证，lncRNA-NBR2 在乳腺癌组织中表达水平[0.05（0.02，0.11）]明显低于癌旁组织

[0.12（0.07，0.56）]（Z=-2.471，P<0.01）。 

结论  lncRNA-NBR2 参与调节乳腺癌的发生、发展，有望成为乳腺癌的高效靶点，为乳腺癌的治

疗、预后评估提供科学依据。 

 
 

PU-4917 

Barrett 食管和食管腺癌组织的表达谱芯片分析研究 

 
吕静,王冀邯,郭磊,赵和平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红会医院 

 

目的  本研究以公共数据库数据集分析为手段，对 Barrett 食管（BE）和食管腺癌（EAC）发病机

制进行研究，寻找相关生物学标志物。 

方法  使用 R 语言分析 NCBI/GEO 数据库中数据集 GSE1420 和 GSE26886，寻找 BE/EAC 差异

表达基因（倍数改变大于 1.5，p＜0.05），并绘制转录-调节蛋白互作网络，筛选出代表性基因并

探讨其对疾病诊断价值。 

结果  在测试数据集 GSE1420 中，BE 和 EAC 相关差异表达基因分别为 924 个和 2295 个，其中

大部分表达上调。使用 TRED 数据库预测上述基因中的转录因子各为 17 个和 27 个，其中 ATF3、

E2F3、FOXA2、HOXB7、NFIB、PPARG 和 STAT1 在两组中均表达上调，PAX9、TFAP2B、

TFAP2C、HLF 和 HOXA4 的表达下调。借助 STRING 和 Cytoscape 软件绘制转录-调节网络：

EAC 网络含 146 个调节关系和 129 个节点，其中 68 个表达上调和 51 个表达下调；10 个节点为转

录因子，1 个转录因子可调节多个基因，如 TFAP2A 对 79 个基因有潜在调节作用。此外，转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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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SP3、MYBL2 和 TFAP2A 均可调节 CLO1A1 基因。同样绘制 BE 网络。在验证数据集

GSE26886 中，得到 BE 和 EAC 相关差异表达基因，分别与相应网络中基因求交集，结果显示大

多数网络中基因存在于相应交集中，而交集中所有基因在两个数据集中具有相同表达趋势，双聚类

图提示结果可靠。将差异表达水平大于 5 倍作为筛选标准，得到表达上调基因，其中 REG1A、

MMP1、CA2 和 ANPEP 与 BE 相关，TIMP1 和 COL1A1 与 EAC 相关。绘制各基因在两组数据集

中相应 ROC 曲线，得到其对疾病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和曲线下面积，提示 REG1A、MMP1 和

CA2 对 BE 有较好诊断价值，TIMP1 和 COL1A1 对 EAC 有较好诊断价值。 

结论  采用生物信息学方法筛选出基因 REG1A、MMP1 和 CA2 对 BE 具有较好诊断价值，TIMP1

和 COL1A1 对 EAC 具有较好诊断价值。这些基因或可作为生物学标记物来对疾病进行诊断或预

测，并为寻找治疗靶点提供参考。 

 
 

PU-4918 

根据 Ig/TCR 基因重排 RQ-PCR 的方法 

分析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微小残留病 

 
高琳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根据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存在特异的 Ig/TCR 基因重排构建白血病细胞的特异定量检测方

法. 

方法  利用欧洲 BIOMED2 体系和方法分析了我院 17 例 B 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免疫球蛋白轻、重链

基因的重排序列并针对每一位患者设计白血病细胞特异的引物和探针，建立 RQ-PCR 体系，来监

测治疗后体内残留白血病的细胞。 

结果  17 例患者均发现了特异性的 Ig/TCR 基因重排序列，据此构建的 RQ-PCR 反应体系对于大部

分患者白血病微小残留病的检测敏感度可以达到 10-5，符合国际标准、满足临床需要并有高度特异

性。本研究对患者 MRD 水平进行了随访检测，在早期 MRD 水平较高时其结果与流式细胞仪、骨

髓形态学或 PCR 检测 BCR-ABL 融合基因结果较一致,提示我们建立的方法能够准确地反映体内白

血病负荷。在部分随访病例的治疗方案选择上，即是否需要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以及移植

后微小残留病的监控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结论  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存在特异的 Ig/TCR 基因重排，成功利用 RQ-PCR 检测 Ig/TCR 单克

隆重排的方法对 ALL 患者 MRD 的水平进行连续监测，其结果为临床治疗提供了重要依据 

 
 

PU-4919 

东北地区汉族人群冠心病中 CYP2C19 基因多态性分析 

 
张晶雅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中国东北地区汉族人群冠心病患者中 CYP2C19 基因多态性的频率分布情况。 

方法  采用 PCR 毛细电泳片段分析法对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自 2017 年 11 月 18 日起

至 2018 年 5 月 15 日共 362 例冠心病患者 CYP2C19 临床样本进行分型检测。 

结果  经统计，362 例冠心病患者 CYP2C19 基因型检出结果覆盖所有 CYP2C19*2、CYP2C19*3

和 CYP2C19*17 等位基因位点，其中，CYP2C19*1/*1 型 143 例（39.5%），CYP2C19*1/*2 型

147 例（ 40.6% ）， CYP2C19*1/*3 型（ 5.5% ）， CYP2C19*2/*2 型 25 例（ 6.9% ），

CYP2C19*2//*3 型 10 例（2.8%），CYP2C19*3/*3 型 2 例（0.6%），CYP2C19*1/*17 型 10 例

（2.8%），CYP2C19*2/*17 型 4 例（1.1%）和 CYP2C19*3/*17 型 1 例（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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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中国东北地区汉族人群 CYP2C19 基因型频率分布与吴瑛[1]、蒋兴然[2] 及张爱玲[3]等报告结果

相似，符合 2013 CIPC 指南[4]对于亚洲人群 CYP2C19 基因型多态性的频率统计。 

 
 

PU-4920 

热休克蛋白 90α 在膀胱癌中的表达和意义 

 
季健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研究热休克蛋白 90α（HSP90α）在膀胱癌中的表达和意义。 

方法  收集血浆标本侵袭性膀胱癌组 55 例，非侵袭性膀胱癌组 52 例及健康对照组 64 例，应用荧

光实时定量 RT-PCR 法检测血浆 HSP90α 的 mRNA 表达量，并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

测血浆 HSP90α 表达量；收集侵袭性膀胱癌组织 32 例、非侵袭性膀胱癌组织 25 例及正常膀胱粘

膜组织 20 例，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检测 HSP90α 的表达。 

结果  荧光实时定量 RT-PCR 法显示膀胱癌组血浆 HSP90α 的 mRNA 表达量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P<0.01）,并且与膀胱癌浸润程度密切相关（侵袭性膀胱癌组 vs. 非侵袭性膀胱癌组 P<0.01）。

ELISA 检测示膀胱癌组血浆 HSP90α 表达量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P<0.01）,但与膀胱癌浸润程度

无明显相关（侵袭性膀胱癌组 vs. 非侵袭性膀胱癌组 P>0.05）。免疫组织化学检查显示 HSP90α

在膀胱癌组织及正常膀胱粘膜组织中均表达，但膀胱癌组织阳性细胞百分率显著高于正常膀胱粘膜

组织（P<0.01），而侵袭性膀胱癌组织与非侵袭性膀胱癌组织间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HSP90α 在膀胱癌中高表达，提示其在膀胱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可作为膀胱癌

靶向治疗的分子靶标。 

 
 

PU-4921 

产妇新生儿巨细胞病毒感染相关指标分析 

 
董晓龙,代娣,郭晓临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近年来产妇和新生儿巨细胞病毒感染率越来越高。因而巨细胞病毒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至

关重要。本实验通过统计免疫生化及分子生物学相关指标，总结最优诊疗方案。 

方法  本实验采用荧光定量 PCR 方法对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2 月来院就诊疑似 CMV 感染人群

进行 HCMV 核酸及相关免疫生化指标进行检测，共 4689 例。 

结果  在 4689 例疑似 HCMV 感染的患儿中，CMV-DNA 阳性检出率为 3.5%（164/4689）；164 例

阳性标本中，其中尿液阳性检出率为 37.8%（62/164）；乳汁阳性检出率为 50.0%（82/164）；

血清阳性检出率为 12.2%（20/164）； 乳汁 CMV 阳性标本中，小儿的尿液 CMV 阳性检出率为

24.2%（15/62）。免疫检测的 CMV-DNA 阳性标本 IgM 阳性率 16.3%（13/80），CMV-DNA 阴性

标本中 IgM 阳性率为 0.6%（7/1209）（X2=6.78,P<0.01）；CMV-DNA 阳性标本中 IgG 阳性率为

97.5% （ 78/80 ） ， CMV-DNA 阴 性 标 本 中 IgG 阳 性 率 为 11.2% （ 135/1209 ） ，

（X2=6.54,P<0.05）。CMV 阳性的标本中，肝功指标 AST，ALT,DBIL,GGT,ALP 均高于 CMV-

DNA 阴性标本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CMV-DNA 阴阳性组间，淋巴细胞升高时，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结论  免疫检测表明抗体 IgG,IgM 对于确诊 HCMV 感染有意义，但在 CMV-DNA 阴性标本中出现假

阳性结果，暴露 CMV 抗体具有滞后性缺点。相较之下，实时荧光 PCR 法对病毒核酸进行定量分

析，准确度更高，灵敏度更强。生化检测表明小儿肝功变化与 CMV 感染有关。同时由于 CMV 在

尿液中存在时间节律性排出，故应采集不同节点进行检测，此外加强产妇乳汁 CMV 检测，可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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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新生儿 CMV 感染检查有效性。以上结果提示当患儿存在黄疸，高胆红素血症等症状，且淋巴

细胞存在异常时，应高度怀疑 CMV 感染，应免疫学检测与 CMV 核酸检测联合检查，实现巨细胞

病毒检查准确性。 

 
 

PU-4922 

Activation of Adventitial Fibroblast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Aortic Transplant Vasculopathy in Rat 

 
Jian Ji1,Weicheng Hu1,2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Qilu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250012， China 

2.Institute of Pathology and Pathophysiolog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250012， China 

 
Objective Transplant vasculopathy (TV)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obstacle to long-term success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 Increasing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role of adventitia in vascular 
diseases. We evaluated the role of 
adventitial fibroblas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V. 
Methods Thoracic aortas from Sprague–Dawley (SD) rats transplanted into the abdominal aortas 
of Wistar rats worked as allografts, and isografts (SD to SD) were control. Grafts were removed 
on days 3, 7, and 14 for histologic, morphometric,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detection of vimentin, 
α-smooth muscle actin, Ki-67, CD3,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 (TGF-β1), 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 (MCP-1),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7 (MMP-7), and quantitative real-
time reverse transcriptas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for TGF-β1, MCP-1, MMP-7,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and interleukin-1β. 
Results In the allografts, neointima thickness and neointima/media thickness ratios were slightly 
increased at 7 days 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t 14 days. Immunostaining of vimentin and α-
smooth muscle actin showed adventitial fibroblasts activ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into 
myofibroblasts. Ki-67-positive nuclei were observed in the adventitia 3 days after allografting and 
subsequently in the neointima.Nomore than 4% CD3-positive cells were found in adventitia in all 
the groups. Compared with isografts, TGF-β1, MMP-7, and MCP-1 were expressed in the 
adventitia before neointima formation and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allografts at all time 
points.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and interleukin-1βwere also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adventitia in 
allografts.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adventitial fibroblasts are activated and can 
produce cytokines and chemokines before the neointimal hyperplasia. They may exert a potential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ointimal hyperplasia in TV. 
 
 

PU-4923 

2017 年南方医院儿科住院患者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谢兴焕 

南方医科大学 

 

目的  了解南方医院 2017 年儿科住院患者分离的病原菌的分布情况及药敏情况，为儿科医生选择

合适的抗生素提供参考。 

方法  利用南方医院检验系统导出儿科住院患者病原菌培养阳性标本的 ID 号和样本号，利用样本号

查询相应的鉴定及药敏结果，鉴定及药敏结果主要是由 BD Phoenix100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测

定，手工鉴定和 K-B 法药敏是对仪器检测无法检测的结果的补充；真菌鉴定通过真菌显色平板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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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药敏采用 K-B 法。超广谱内酰胺酶（ESBLs）和耐甲氧西林葡萄球菌（MRS）的诊断参照

《临床微生物检验》。 

结果  分离的 225 株的病原菌以革兰阳性菌为主（116 例，占 51.6%），其中优势菌为屎肠球菌

（43 例，占 19.1%），以粪便中分离为主，是白血病患者菌群失调导致的。革兰阴性菌无明显优

势菌，大肠埃希菌（16 例，占 19.0%）和肺炎克雷伯杆菌（15 例，占 17.9%）相对较多，真菌以

白念珠菌为主。共检出 9 株 EBSLs 阳性菌，其中大肠埃希菌（5/16）、肺炎克雷伯杆菌（3/15）

及产酸克雷伯菌（1/3）；葡萄球菌对甲氧西林的耐药率分别为 53.3%、75.0%，且溶血葡萄球菌

和人葡萄球菌全部耐药。革兰阳性菌对万古霉素、替考拉宁的敏感率高，对氨苄西林和青霉素耐药

率高。革兰阴性菌对头孢类耐药率高，对碳青霉烯类敏感性好。 

结论  儿科分离病原中屎肠球菌为优势菌，是白血病患者菌群失调的结果，病原菌耐药率高，多重

耐药情况严重，提醒我们监测儿科病原菌耐药情况的变动，为用临床用药提供参考。 

 
 

PU-4924 

浅析 2017 年我院体液标本不合格原因及改善情况 

 
赵靖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临床 2017 年送检不合格体液标本及标本不合格率 

方法  选取我院 2017 年份送检临检组的 360000 份标本作为分析对象，分析标本不合格原因，并统

计不合格率。 

结果  标本不合格原因主要包括：标本量少、标本凝固、采血管错误、送检不及时、标本条码无

效、送检患者信息栏无申请科室、无申请医生、无临床诊断、无住院号、无检测项目等。其中，

2017 年标本不合格率逐月递减。 

结论  临床送检体液标本不合格原因有很多，其中，标本凝固占 50％，标本量少占 20％，采血管

错误 2％，送检不及时占 3％，标本条码无效 5％，临床医生开单错误 20％.临床各科室应高度重

视，加强标本质量控制。当然，临床送检标本不合格率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PU-4925 

血液分析仪全血细胞计数结果比对参照对象选择 

 
王青,赵强,缪颖波,诸佩超,宋颖,周维,周舜,许蕾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寻找合适的血液分析仪全血细胞计数结果比对参照对象。 

方法  选择 20 份正常新鲜血液，用本实验室 5 个不同品牌 15 个型号血液分析仪分别检测，比较不

同参数与指定比对仪器 sysmex K-4500 及所有仪器检测结果均值的差异。 

结果  以 sysmex K-4500 和所有仪器检测结果均值为比对参照对象时，不同参数比对不合格仪器分

别有：白细胞计数（WBC）4 台和 0 台；红细胞计数（RBC）3 台和 1 台；血红蛋白（HGB）4 台

和 3 台；红细胞比容（HCT）6 台和 3 台；血小板计数（PLT）6 台和 4 台。 

结论  所有血液分析仪检测结果的均值更适合于作为全血细胞计数结果比对的参照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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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926 

HucMSC Exosome Confers Protection Against Ultraviolet 
Irradiation Induced Acute Photo-damage via Modulation of 

SIRT1 Pathway 

 
Peipei Wu 

School of Medicine， Jiangsu University 

 
Objective Skin is the major protective organ of the body, however, which often suffering from 
various endogenous or exogenous injuries. Ultraviolet radiation (UVR), a major cause of skin 
stem cell damage, can contribute to depletion of stem cells (Epidermal stem cells and Dermal 
pluripotent stem cells) and damage of stem cell microenvironment, eventually leading to sunburn, 
erythema, photoaging and photocarcinogenesis. Human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
derived exosomes (HucMSC-Ex) have been reporte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s in skin tissue 
regeneration and repair, however, the roles of HucMSC-Ex in UVR-induced acute skin photo-
damage repair and its mechanisms are largely unknown. 
Methods Herein, we examined the benefit of hucMSC-Ex administrated by subcutaneous in a rat 
acute skin photo-damage model. 
Results  We found that hucMSC-Ex-treated can elicit noted antioxidant and anti-apoptotic effects 
against UVR and H2O2-induced intracellular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production, DNA 
damage and acute inflammation. SIRT1 is a member of a highly conserved gene family (sirtuins) 
encoding 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 (NAD)+-dependent deacetylases, it has been found 
to function as a deacetylase for numerous protein targets participate in various cellular pathways, 
including inflammatory response, oxidative stress, glucose and lipid metabolism ,cell senescence 
and apoptosis. Our study shown that SIRT1 expression level in skin keratinocytes (HaCaT) 
decreased in a time- and dose-dependent manner under oxidative stress. However, hucMSC-Ex 
reverses this phenomenon. Activation of SIRT1 significantly attenuated UVR- and H2O2-induced 
HaCaT cytotoxic damage by promoteing autophagy. Moreover, we further explored that the 
photoprotective effect provided by hucMSC-Ex-derived 14-3-3ζ was potential associated with 
modulation of SIRT1–dependent antioxidant response.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hucMSC-Ex is a new potential agent for preventing 
and/or treating UVR-induced skin photo-damage and photoaging. 
 
 

PU-4927 

2015-2017 年广州市 291 例登革热的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 

 
谢争华 1,刘朵朵 1,唐诗欢 1,袁颖 1,陈月 2,陈满君 1,丁细霞 1,余楠 1 

1.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2.广州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目的  分析 2015～2017 年广州市登革热患者的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特征，为诊治登革热提供参

考依据。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 2015～2017 年收治的 291 例登革热患者的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对部分标

本进行登革病毒（DENV）核酸分型和 DENV 分离培养。 

结果  52 例核酸分型显示：1、2、3、4 型 DENV 感染分别为 36、5、1 和 1 例，另有 1 型、4 型混

合感染 8 例，2 型、4 型混合感染 1 例。291 例登革热病例中，普通登革热 258 例（88.66%），重

症登革热 33 例（11.34%）。临床表现以发热（98.28%）、皮疹（34.02%）、乏力（31.96%）为

主，重症登革热出血、咳嗽、咳痰、呕吐和腹痛更明显（均 P<0.05）。实验室检查主要为白细胞

减少（69.42%）、血小板减少（51.89%）、ALT 升高（52.92%）、AST 升高（42.27%）。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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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热 TBil、AST、血肌酐、C 反应蛋白（CRP）和降钙素原（PCT）升高更明显（均

P<0.05）。 

结论  2017 年再次出现登革热流行；高龄为重症登革热的危险因素；PCT 和 CRP 可能是重症登革

热的预示指标。 

 
 

PU-4928 

强直性脊柱炎患者 HLA-B27、CRP 和 ESR 检测的相关分析 

 
肇玉博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强直性脊柱炎（AS)患者人类白细胞抗原 B27(HLA-B27)、C 反应蛋白（CRP）与红细胞

沉降率（ESR）水平及相关性。 

方法  选取 77 例 AS 患者为病例组和 59 例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对于两组的全血标本进行 HLA-

B27、CRP、ESR 的结果分析。并比较 HLA-B27、CRP 与 ESR 在 AS 患者组和健康对照组体检者

中的阳性率，分析三者对于 AS 诊断的相关性。 

结果  HLA-B27、CRP 以及 ESR 在 AS 患者组的阳性率为 93.5%、81.8%、72.7%；健康对照组的

阳性率为 3.4%、5.1%、6.8%。和健康对照组比较，AS 组的三项指标都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HLA-B27 是对于 AS 的诊断有高灵敏度、高特异性的一项实验室检测指标，对于对于强直性

脊柱炎的诊断具有重要的意义。CRP 和 ESR 二者可以反应疾病的活动情况，对于 AS 的辅助诊断

也是具有重要性。 

 
 

PU-4929 

糖皮质激素衍生物抗炎效果与副作用 

 
张璐,高冬芳,陈元,郭艳霞,郭艳霞,王鹏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糖皮质激素的抗炎作用在急性和慢性炎症性疾病中有着广泛的应用。然而，许多系统性副作

用阻止其长期和超生理剂量的使用在临床上。因此，不断致力于设计具有改进的靶位点特异性的药

物递送系统，从而不仅增加药物疗效，而且减少副作用。化学修饰方法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方法，通

过改变药物的理化性质来增强炎症部位的抗炎作用和可及性。在最近开发的用于药物释放的位置

中，将介绍三种具有良好抗炎活性、设计合理和易于配制的系统，并详细描述它们在体内/外研究

中的方式。 

 
 

PU-4930 

血细胞分析的质量控制 

 
宁爱华 

山东省德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血细胞分析的质量控制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与总结血细胞分析的全面质量控制 

结果  为临床提供客观、稳定、准确的数据，使其作出正确的判断，血细胞分析的全面质量控制尤

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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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细胞分析的全面质量控制包括分析前质量控制、分析中质量控制、分析后质量控制，分析

前质量控制是前提条件、分析中质量控制是必要条件、分析后质量控制是充分条件，三者缺一不

可。 

 
 

PU-4931 

人脐带 MSC 来源的 exosome 

调控泛素化水平修复 IBD 作用及机制研究 

 
邬芸冰 

江苏大学 

 

目的  建立人脐带 MSC 来源的 exosome（hucMSC-ex）治疗 DSS 诱导的小鼠 IBD 模型，明确

hucMSC-ex 调控泛素化水平治疗 IBD 的作用，并且探讨人脐带 MSC 来源的 exosome 下调泛素化

水平修复 IBD 作用的分子机制 

方法  DSS 诱导的小鼠 IBD 模型组和 DSS 诱导损伤+HucMSC-ex 组饮用高压灭菌纯净水配制的

3%DSS 水，且 DSS 诱导损伤+HucMSC-ex 组从饮用 3%DSS 水的第 3 天、第 6 天、第 9 天经每

只小鼠尾静脉注射 100ug 人脐带 MSC 来源的 exosome，当观察到阳性小鼠有明显便血以及体重

减轻等症状时，断颈处死所有小鼠。每天称量小鼠体重、观察小鼠的粪便变化以及病理分析等评价

IBD 变化的指标；处死小鼠后观察小鼠的脾脏及结肠的大体观，提取 RNA 和蛋白等标本，采用

RT-PCR、Real-time PCR、Western blotting 和 ELISA 等方法检测 TNF-α 、 IL-1β、 IL-6、

mTOR、TGF-β1、STAT3、NEDD8 以及 NF-κB 等分子的表达水平，HE 染色和免疫组化染色分析

结肠粘膜损伤程度以及 PCNA 等蛋白的表达 

结果  HucMSC-ex 组小鼠与阳性出组小鼠相比，发现其 PCNA 的表达有所上调，相关炎性分子 IL-

6、IL-1β、TNF-α 表达下调。在此过程中，类泛素化修饰蛋白 NEDD8 的表达水平与阳性组相比也

有所下调 

结论  HucMSC-ex 下调类泛素化蛋白 NEDD8 的表达从而达到缓解肠炎的作用,这一研究为炎症性

肠病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案 

 
 

PU-4932 

HPV 整合引起的宿主靶基因功能异常参与宫颈癌的发生 

 
张瑞阳 1,陈福祥 1,鲁凤民 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北京大学医学部 

 

目的  本研究通过综合分析 HPV 病毒宿主整合序列，探究 HPV 在人类基因组上的整合特点，并通

过对 HPV 整合影响的宿主靶基因的功能注释分析，探明 HPV 整合靶基因在宫颈癌发生中所起的作

用。 

方法  文献检索收集 HPV 整合位点。通过 GO 及 KEGG pathway 数据库对整合靶基因进行功能注

释分析。Real-time PCR 检测整合靶基因在宫颈癌组织及细胞系中的表达，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周

期分布，EdU 掺入实验检测细胞增殖。 

结果  通过文献检索收集到 499 个 HPV 整合位点。通过对这些整合位点分析，我们发现 HPV 整合

在人类基因组中染色体上的分布有热点区域，并且整合易发生在基因内部尤其是外显子区、基因密

集区域和转录活跃区等与基因功能密切相关的区域，这样的整合特点为 HPV 整合影响宿主基因的

表达和功能提供了前提条件。随后通过对整合靶基因进行功能条目和信号通路聚类分析发现，这些

基因显著富集于肿瘤相关功能条目和信号通路，如“血管生成”、“细胞分化”、“转录调控”、“细胞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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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基因表达”、“细胞死亡调控”、“细胞粘附”、“ErbB 信号通路”、“mTOR 信号通路”、“癌症信号

通路”等与肿瘤发生发展相关的条目。可见，受 HPV 整合影响的整合靶基因与宫颈癌密切相关。进

一步对 HPV 整合片段与整合靶基因的互作机制研究发现，HeLa 细胞中整合的 HPV 片段与下游靶

基因 MYC 存在远程调控作用，且通过 CRISPR-Cas9 技术敲除整合的 HPV 片段可以下调 MYC 基

因的表达，引起 HeLa 细胞发生凋亡，进一步证明了整合靶基因在宫颈癌中的重要作用。最后，为

了从整合靶基因中筛选出更多的宫颈癌相关基因，通过对整合靶基因进行定量分析发现，部分整合

靶基因在宫颈癌组织中异常表达。对异常低表达的整合靶基因 MPPED2 进行功能研究发现，其可

作为抑癌基因抑制宫颈癌细胞的细胞周期转换及细胞增殖。 

结论   HPV 整合可通过影响整合位点周围宿主靶基因功能参与宫颈癌的发生。 

 
 

PU-4933 

西格玛度量在肿瘤标志物质量评价和控制中的作用 

 
李德红 1,司玉春 1,鲁彦 1,2,周爱花 1,袁秀梅 1,王彩虹 1,颜丽 1,杨兴文 1 

1.甘肃省人民医院检验中心 

2.中国解放军第一医院检验科 

 

目的  应用西格玛度量评价肿瘤标志物质量水平及质量控制改进。 

方法  统计 2016 年 7-12 月肿瘤标志物 CEA、AFP、CA125、CA153、CA199、TPSA、FPSA、

Fer、βHCG 的室内质控和卫生部临检中心室间比对计划（PT）第二次的数据，计算各项目的高浓

度、低浓度及平均 σ 值，未达到 6σ 的项目，根据不同的 QGI，采取改进措施，比较改进前后各项

目的 σ 值和 QGI。 

结果  2017 年肿瘤标志物中 σ 度量达到 6 以上的项目数（2 个，22.2%）高于 2016 年（0, 0%）；

优秀质量的项目数由 2016 年的 1 个（11.1%），上升至 2017 年的 3 个（33.3%），2016 年 3σ

值的项目经过改进都达到 4σ。 

结论  西格玛(σ)度量可作为评价肿瘤标志物项目质量水平的指标，并可作为指导实验室改进流程，

保证检测系统最佳性能，达到实验室肿瘤标志物项目最高质量水平的管理工具。 

 
 

PU-4934 

HucMSC 来源的外泌体转运 miR-373 缓解肝纤维化 

 
蔡梦洁 

江苏大学 

 

目的  microRNA（miRNA）是非编码单链小 RNA，参与基因的转录后调控，在肝纤维化进程中发

挥关键作用。本研究旨在探讨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的外泌体转运 miR-373 修复肝纤维化的作

用及机制，为肝纤维化的治疗提供新的手段。 

方法  1）采用 miRNeasy serum/plasma kit 提取健康人和肝纤维化患者血清 exosome 以及健康小

鼠和肝纤维小鼠肝组织及血清 exosome 中的 miRNA，采用定量 PCR 检测两组血清 exosome 和组

织中 miR-373 的表达。2）过表达或敲减肝星状细胞(LX-2)中 miR-373，通过定量 PCR、Western 

blot 和细胞免疫荧光检测细胞中 Col1、Col3、Col4 和 FAP 的表达差异。腹腔注射 CCl4 建立肝纤

维化小鼠模型，并采用 hucMSC-ex 进行移植治疗。 

结果  HucMSC-ex-miR-373 可显著下调 LX-2 中胶原分子、TGF-βR2 和下游 p-smad2/3 的表达。

相比于 hucMSC-ex，hucMSC-ex-miR-373 进一步降低组织 TGF-βR2、p-smad2/3 及胶原蛋白的

表达，更显著地改善肝纤维化 

结论  肝纤维化患者血清 exosome 内 miR-373 与肝纤维化进展相关，hucMSC-ex 可通过转运 miR-

373 调控肝星状细胞 TGF-βR2 表达，抑制胶原合成，修复肝纤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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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935 

基于 WS/T 406 标准 Sysmex XS-1000i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性能验证 

 
高伟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验证和评价 Sysmex XS-1000i 型全自动血液分析仪的性能，以确定检验结果的准确可靠。 

方法  按照 ISO15189 的要求，参考卫生部的行业标准 WS/T406-2012 的验证方案，对仪器的携带

污染、精密度、正确度、线性、参考区间进行验证和评价。 

结果  XS-1000i 型全自动血液分析仪的精密度良好，批内精密度和日间精密度均小于行标要求。携

带污染率最高为 0.19%，符合厂家要求<1.00%。仪器检测线性范围：白细胞计数为（0~150.62）

×109/I，红细胞计数为（0~7.70）×1012/L 血红蛋白为（0~242）g/L，血小板计数为(0~1301）

×109/L，红细胞压积为（0~72.4）%。本底计数、正确度、生物参考区间验证结果均符合要求。 

结论  Sysmex XS-1000i 型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在正确度、精密度、本底计数、携带污染率、线性范

围等方面均达到了相关标准的要求，可用于临床血液标本检测,能够为临床提供准确可靠的检测结

果。 

 
 

PU-4936 

白藜芦醇预处理的间质干细胞对急性肾损伤的保护及机制研究 

 
张荣雪 

江苏大学 

 

目的  急性肾损伤是一种具有高发病率和高病死率的临床综合征，但现有方法疗效不佳，本文旨在

研究小分子药物白藜芦醇预处理人脐带间质干细胞对 AKI 疗效的增强作用，并探讨其相关机制。 

方法  构建顺铂诱导的 AKI 大鼠模型，经尾静脉分别注射 DMSO 或 RES 预处理的 hucMSC

（DMSO-/RES-hucMSC）。通过血 Cr、BUN 水平，肾组织切片 HE 染色、肾小管损伤评分、

Western blot、免疫组化和 TUNEL 比较 RES 处理前后 hucMSC 对 AKI 治疗效果的差异。体外细

胞模型采用大鼠肾小管上皮细胞 NRK-52E，经顺铂处理后与 DMSO-/RES-hucMSC 共培养。采用

流式细胞术、Western blot、免疫组化和 TUNEL 观察 NRK-52E 的凋亡情况 

结果  RES 促进 hucMSC 自分泌 PDGF-DD，活化下游 ERK 通路，抑制 hucMSC 凋亡，促进

hucMSC 增殖。反之，敲减 PDGF-DD 削弱 RES 对 hucMSC 的抗凋亡和促增殖作用。RES 促进

hucMSC 旁分泌 PDGF-DD,上调 RES-hucMSC 组大鼠肾组织中 PDGF-DD 和 PDGFR-b 的水平，

活化了肾小管上皮细胞 ERK 通路；而敲减 PDGF-DD 减弱 RES-hucMSC 对 AKI 大鼠的修复作

用。RES-hucMSC 的 CdM 促进 HUVEC 增殖和迁移，且 RES-hucMSC 组大鼠肾组织中 CD31 的

表达显著上调。但敲减 PDGF-DD 后，CdM 对 HUVEC 的迁移和增殖作用减弱，且肾组织中 CD31

的水平降低 

结论   RES 通过促进 hucMSC 分泌 PDGF-DD，增强 hucMSC 生存力，活化肾小管上皮细胞 ERK

通路，促进内皮细胞血管生成，进而提高了 hucMSC 在 AKI 中的修复效率，为增强干细胞疗效提

供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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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937 

人脐带间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 

在 2 型糖尿病治疗中的作用与机制研究 

 
孙瑶湘 

江苏大学医学院 

 

目的  2 型糖尿病的发病率呈不断增高的趋势，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现有的治疗方案

用于 T2DM 的疗效不尽如人意。本研究利用脐带间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对 T2DM 大鼠模型进行干

预并探讨其发挥作用的途径与机制 

方法  构建 T2DM 模型，分别用脐带间质干细胞（hucMSC）, exosome 分泌被抑制的 hucMSC

（hucMSC-GW4869），去除 exosome 的 hucMSC 上清 （hucMSC-ex free CM），hucMSC 全

上清 （hucMSC-CM），成纤维细胞来源 exosome （HFL1-ex），PBS，hucMSC-ex 联合胰岛素

（hucMSC-ex+Inuslin），胰岛素 （Insulin）干预 T2DM 大鼠，健康 SD 大鼠用 PBS 或 hucMSC-

ex 干预做为对照，观测 hucMSC-ex 在 T2DM 大鼠模型中的作用。 

结果  hucMSC-ex 尾静脉注射能显著降低 T2DM 大鼠血糖水平，其作用类似于 hucMSC 及

hucMSC-CM；PBS 组，hucMSC 去 ex 的上清组对于糖尿病大鼠血糖没有明显的调节作用。 

结论  1、hucMSC-ex 间接增强 T2DM 大鼠胰岛素靶组织对胰岛素的应答能力，提高组织中胰岛素

信号通路的活化水平，增加胰岛素靶组织对葡萄糖的利用以实现机体血糖稳态，此过程可能与降低

T2DM 大鼠体内前炎症因子的水平相关。2、hucMSC-ex 增加肌组织中 GLUT4 的表达，并在胰岛

素作用的情况下增加肌组织中葡萄糖的摄取及酵解，降低外周血中葡萄糖的含量。3、hucMSC-ex

通过增加肝糖原合成来促进肝细胞利用及储存葡萄糖，进而平衡机体血糖水平。4、hucMSC-ex 抑

制 STZ 诱导的 β 细胞凋亡，保护 T2DM 大鼠的胰岛素分泌功能。我们认为 hucMSC-ex 是

hucMSC 降低 T2DM 大鼠血糖的主要旁分泌途径，可能替代细胞疗法成为糖尿病的治疗提供新的

可能方法 

 
 

PU-4938 

基于 Naths 全自动核酸 

提取平台的高灵敏 HBV DNA 方法学性能评价 

 
崔蕾蕾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通医学院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对基于 Naths 全自动核酸提取平台的高灵敏 HBV DNA 核酸定量检测试剂的性能指标进行验

证。 

方法  选取 2017 年第二次江苏省时间质评样本进行检测，偏差应≤±0.4log 值；批内精密度：使用

高值 H（E6 次方）、低值 L（E4 次方）临床混合样本各 1 份，分别重复检测 20 次。批间精密

度：使用高值 H（E6 次方）、低值 L（E4 次方）临床混合样本各 1 份，连续检测五天，每天各检

测 4 次，共做 5 批次总计检测高值和低值各 20 例。批内及批间精密度 CV 值均应≤5%。  使用

HBV DNA 为阴性的血清 10 倍稀释高值样本（1.00E+09 IU/ml）到接近试剂盒标明的最低定量限，

每个梯度进行 3 次重复检测。通过计算测量值与其理论值的线性相关系数得直线回归 Y=bX+a，要

求 R2>0.98 ，slope b 在 1± 0.1 则可判断检测方法在实验所涉及的浓度范围内成线性。使用 HBV 

DNA 为阴性的血清稀释定量值为 2.00E+03 IU/ml 的样本至试剂盒标注的检测下限 2.00E+01 

IU/ml，重复检测 20 次。检出率≥95%则验证通过。对已知定量结果（E7 和 E5）的临床样本分别

用正常阴性血清及异常无病毒载量的血清（分别加入甘油三酯，胆红素，血红蛋白）进行 10 倍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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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干扰物质的浓度按照说明书的技术参数设定。其 10 倍稀释样本定量结果对数值与正常阴性血

清 10 倍稀释样本定量结果对数值的偏差应≤±0.4log 值。 

结果  准确度共检测 5 例样本，检测结果对数值与靶值偏差均≤±0.4log，高值批内精密度 0.96%，

批间精密度 1.39%；低值批内精密度 1.38%，批间精密度 2.89%，均低于 5%，在 2.00E+01 

IU/mL ~1.00E+09 IU/mL 范围内，y = 0.9258x + 0.4998，R2 = 0.9993，满足 R2>0.98，slope 

b=0.9258，在 1± 0.1 范围内，浓度值在 2.00E+01 IU/ml 的样本，检出率 100%，加入干扰物质的

样本其 10 倍稀释样本定量结果对数值与正常 10 倍稀释样本定量结果对数值的偏差≤±0.4log 值。 

结论  准确度、精密度、线性范围、检测下限、抗干扰指标均通过验证。 

 
 

PU-4939 

细菌耐药监测网信息建设与数据质量保证 

 
刘晓雷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细菌耐药监测网运行过程中数据质量保证的方法与途径。 

方法  应用 Python 语言于在线平台增设数据一致性校验、数据库自动维护作业及操作人员权限提示

等功能。 

结果  在数据层面初步实现了全省细菌耐药监测用户上传、存储、入库及备份管理等功能的相关质

量保证，为促进抗菌药物合理使用发挥了及时、客观、积极的作用。 

结论  导致临床抗菌药物治疗无效的病倒逐年增多，而细菌耐药监测能够为合理应用抗生素提供区

域性、客观性及时效性的重要依据，达到延缓细菌耐药性的产生。自 2012 年至今河北省临床检验

中心独立研发耐药监测系统，并入国家网络平台后仍继续探索数据质量保证体系，为监测网的运行

与发展提供一定思路。 

 
 

PU-4940 

浅谈止凝血检验实习中的带教体会 

 
宋军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医疗实验室实习是医学检验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该专业医学生将所学医学检验理论与

临床实践相结合的的重要阶段。为了提高止凝血检验相关专业课程的教学质量，增强实习学生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文中总结实际工作经验，从岗前培训、质量控制、人工自动并重及信息挖

掘等方面分类讨论实习教学中的重点、难点与注意事项，以帮助实习时期学生们提高学习兴趣、培

养专业素养及临床思维能力。 

方法  医疗实验室实习是医学检验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该专业医学生将所学医学检验理论与

临床实践相结合的的重要阶段。为了提高止凝血检验相关专业课程的教学质量，增强实习学生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文中总结实际工作经验，从岗前培训、质量控制、人工自动并重及信息挖

掘等方面分类讨论实习教学中的重点、难点与注意事项，以帮助实习时期学生们提高学习兴趣、培

养专业素养及临床思维能力。 

结果  医疗实验室实习是医学检验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该专业医学生将所学医学检验理论与

临床实践相结合的的重要阶段。为了提高止凝血检验相关专业课程的教学质量，增强实习学生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文中总结实际工作经验，从岗前培训、质量控制、人工自动并重及信息挖

掘等方面分类讨论实习教学中的重点、难点与注意事项，以帮助实习时期学生们提高学习兴趣、培

养专业素养及临床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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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医疗实验室实习是医学检验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该专业医学生将所学医学检验理论与

临床实践相结合的的重要阶段。为了提高止凝血检验相关专业课程的教学质量，增强实习学生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文中总结实际工作经验，从岗前培训、质量控制、人工自动并重及信息挖

掘等方面分类讨论实习教学中的重点、难点与注意事项，以帮助实习时期学生们提高学习兴趣、培

养专业素养及临床思维能力。 

 
 

PU-4941 

多种教学方法在医学检验专业见习中的应用 

 
王丽芳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临床实验室见习是医学检验专业医学生将医学检验理论学习过渡到临床实践当中的重要阶

段，是将基础知识框架同现实应用体系进行融会贯通的过程。为了提高医学检验专业学生见习的教

学质量，增强见习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文中总结了多年来的实际工作经验，汇总了传

统授课、现代信息技术教学、以问题为基础式学习、实例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在见习中的具体应用

与注意事项，以帮助见习时期学生们提高的学习兴趣、培养专业素养及临床思维能力，全方位构建

心理方面及专业层面的自信心，更加顺利地进入实习阶段。 

方法  临床实验室见习是医学检验专业医学生将医学检验理论学习过渡到临床实践当中的重要阶

段，是将基础知识框架同现实应用体系进行融会贯通的过程。为了提高医学检验专业学生见习的教

学质量，增强见习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文中总结了多年来的实际工作经验，汇总了传

统授课、现代信息技术教学、以问题为基础式学习、实例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在见习中的具体应用

与注意事项，以帮助见习时期学生们提高的学习兴趣、培养专业素养及临床思维能力，全方位构建

心理方面及专业层面的自信心，更加顺利地进入实习阶段。 

结果  临床实验室见习是医学检验专业医学生将医学检验理论学习过渡到临床实践当中的重要阶

段，是将基础知识框架同现实应用体系进行融会贯通的过程。为了提高医学检验专业学生见习的教

学质量，增强见习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文中总结了多年来的实际工作经验，汇总了传

统授课、现代信息技术教学、以问题为基础式学习、实例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在见习中的具体应用

与注意事项，以帮助见习时期学生们提高的学习兴趣、培养专业素养及临床思维能力，全方位构建

心理方面及专业层面的自信心，更加顺利地进入实习阶段。 

结论  临床实验室见习是医学检验专业医学生将医学检验理论学习过渡到临床实践当中的重要阶

段，是将基础知识框架同现实应用体系进行融会贯通的过程。 

 
 

PU-4942 

Label-free Amplified Detection of Nucleic Acids by 
DNAzyme Integrated Molecular Beacon Probe 

 
Xuchu Wang1,Yan Jiang1,Yiyun Wang2,Zhengping Liu2,Pan Yu1,Yibei Dai1,Yiwen Sang1,Zhihua Tao1 

1.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Nucleic acids are promising biomarkers for disease diagnosis and therapeutic 
decision-making. 
Methods In this work, the authors presented a label-free and self-amplifiable molecular beacon to 
achieve easy and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nucleic acids. Specifically, a peroxidase-mimicking 
DNAzyme sequence is linked to the 3’ end of molecular beacon that greatly enhances hemin 
peroxidation with an initial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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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Introduction of target nucleic acid opens the stem-loop conformation of molecular 
beacon and expose the complementary region for DNAzyme sequence bind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3’ end of DNAzyme sequence is extended by polymerase resulting in an embedded 
conformation that shows less peroxidase activity. And during the polymerization, the target is 
displaced into the next cycle. 
Conclusions By combing peroxidase-mimicking DNAzymes and molecular beacon, the 
proposed probe is capable of discriminating varieties of gene mutations with high resolution. 
Furthermore, this probe can detect target nucleic acid as low as 0.105 nM in an isothermal 
manner, showing capacity to further exploit a simple and portable biosensor for nucleic acid 
detection. 
 
 

PU-4943 

Syncytin 对小鼠淋巴瘤细胞 EL4 细胞凋亡的影响及其机制探索 

 
孙鹥,范欣,徐亚,井敏敏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人类内源性病毒 W 家族囊膜蛋白基因 syncytin 对白血病细胞凋亡的影响及其信号机制。 

方法  我们通过对小鼠淋巴瘤细胞 EL4 细胞瞬转和稳转 syncytin，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变化，利用

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细胞周期及线粒体膜电位情况，用试剂盒检测 PKC 和 Caspase 活性。 

结果  syncytin 过表达后细胞形态和 PKC 活性无明显改变，细胞凋亡明显增加，线粒体膜电位去极

化增加，Caspase-3 活性增强。 

结论  syncytin 可诱导小鼠淋巴瘤细胞 EL4 细胞线粒体途径细胞凋亡，在白血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

发挥重要作用。 

 
 

PU-4944 

二甲双胍对博来霉素诱导的硬皮病小鼠模型的治疗作用 

 
王艳林,梁朝珺,赵向聪,罗静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二甲双胍对博来霉素（Bleomycin，BLM）诱导性的硬皮病小鼠的治疗效果及其可能的

作用机制。 

方法  建立博来霉素诱导的 C57BL/6 小鼠硬皮病模型，随机分为 MET 治疗组（200mg/kg，

100mg/kg，50mg/kg)，模型组及对照组。皮下注射 BLM, 间隔 2 小时后，腹腔注射相应浓度的

MET，而正常组在相应时间点注射生理盐水，治疗 4 周，处死小鼠，取脾淋巴细胞进行流式细胞分

析, 而皮肤组织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法（Immunohistochemistry，IHC）分析和测定相关的生物学参

数（羟脯氨酸含量和实时定量 PCR）。 

结果  （1）二甲双胍治疗组真皮厚度、胶原沉积及皮肤局部 α-SMA+蛋白表达水平较 BLM 模型组

显著下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且 PCR 结果显示 α-SMA 和胶原（collagen）含量呈

部分剂量依赖性显著降低，而羟脯氨酸的含量无明显降低。（2）二甲双胍治疗抑制脾 IL-17+ T 

（Th17）细胞、IFNγ+Th1（Th1）细胞、IL-4+Th2（Th2）细胞和滤泡辅助性 T（follicular helper, 

Tfh）细胞等效应 T 细胞的相对数量，相反上调 CD4+CD25+Foxp3+ Treg 细胞的相对数量，有效恢

复二者平衡。（3）二甲双胍治疗显著降低皮肤局部炎性因子 IL-17 的浸润，同时提高了 Foxp3 的

表达水平，而且检测 Th17、Treg 细胞关键转录因子 RoRγt 和 Foxp3 的基因表达水平，亦得到相

似的结果，其中 RoRγt 的 mRNA 含量呈剂量依赖性。（4）二甲双胍治疗抑制脾生发中心 B 细胞

的形成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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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二甲双胍可以有效缓解硬皮病小鼠皮肤的纤维化症状，其治疗作用可能与调控效应 T 细胞与

Treg 细胞平衡及生发中心 B 细胞有关，这对系统性硬化症（SSc）患者具有潜在治疗作用。 

 
 

PU-4945 

Alteration of CCR6+CD95+CD4+ naïve T cells in HIV-1 
infected patients: Implication for clinical practice. 

 
Hong Sun,Wenqing Geng,Hualu Cui,Guoxin Liang,Yajing Fu,Zining Zhang,Yongjun Jiang,Haibo Ding,Junjie 

Xu,Hong Sh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profound deficiency of Th17 cells contributes to HIV disease progression. The 
mechanisms of their perturbation remain unclear. Recently, CCR6+CD95+CD4+ naïve T cells 
(CCR6+CD95+CD4+ TNA), identified as pre-committed Th17 precursors, were recognized as a 
subpopulation of CD4+ T cells with stem cell properties.  
Methods CD4+ T cell counts were measured using a FACSCalibur Flow Cytometer. A Roche 
Amplicor Monitor Standard Assay was used to detect plasma HIV RNA. Following phenotypical 
identification, we evaluated the level of CCR6+CD95+CD4+ TNA in patients during 
chronic HIV infection and following antiretroviral therapy (ART) using flow cytometry.  
Results The levels of CCR6+CD95+CD4+ TNA were decreased during chronic HIV infection and 
correlated with CD4+ T cell counts. Immunological responders harbored higher frequency of 
CCR6+CD95+CD4+ TNA, which was associated with CD4/CD8 T cell ratio. Immunological non-
responders with lower frequency of CCR6+CD95+CD4+ TNA failed to exhibit a correlation between 
CCR6+CD95+CD4+ TNA and CCR6+CD95+CD4+ TCM, and displayed elevated ratio of 
CCR6+CD95+CD4+ TCM/TNA. The number of CCR6+CD95+CD4+ TNA was increased following early 
ART.  
Conclusions Conclusively, we demonstrated that loss of CCR6+CD95+CD4+ TNA during chronic 
HIV infection and its likely linkage with inefficient immune recovery following ART. These findings 
highlight the significance of maintaining TSCM for clinical benefit. Therapeutic strategies including 
early treatment and adoptive TSCM therapy to enhance the recovery of CD4+ TSCM, especially 
Th17 precursors, would be favorable to strengthening gut barrier and immune reconstitution. 
 
 

PU-4946 

联合检测 CA153、HE4 和 SCC 在宫颈癌诊断中的应用 

 
梁雅茹,林细杰 

清远市人民医院 

 

目的  检测宫颈癌患者血清中的糖类抗原 153（CA153）、人附睾分泌蛋白-4（HE4）、鳞状细胞

癌抗原（SCC）的含量，探讨三项指标各自在宫颈癌患者血清中的表达情况及联合检测三项指标对

于宫颈癌的辅助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宫颈癌患者 60 例（宫颈癌组）、宫颈上皮瘤良性病变患者 60 例（CIN 组）、健康对照

组 60 例，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 CA153、HE4 浓度，利用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 SCC 浓度。 

结果  宫颈癌组的血清 CA153、HE4、SCC 表达和阳性率高于 CIN 组和对照组，CIN 组的表达水

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宫颈癌组血清分别单独检测 CA153、

HE4、SCC 的灵敏度分别为：16.91%、35.12%、30.64%；  特异性：39.12%、50.62%、

69.12%；三者联合检测宫颈癌患者血清灵敏度为 70.9%，特异性：80.23%。 

结论  检测血清中 CA153、HE4、SCC 的表达水平对于宫颈癌的辅助诊断具有一定的价值，联合检

测三项指标可提高诊断宫颈癌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对宫颈癌的早期辅助诊断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643 

 

PU-4947 

二甲双胍对博来霉素诱导的硬皮病小鼠模型的治疗作用 

 
王艳林,梁朝珺,赵向聪,罗静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二甲双胍对博来霉素（Bleomycin，BLM）诱导性的硬皮病小鼠的治疗效果及其可能的

作用机制。 

方法  建立博来霉素诱导的 C57BL/6 小鼠硬皮病模型，随机分为 MET 治疗组（200mg/kg，

100mg/kg，50mg/kg)，模型组及对照组。皮下注射 BLM, 间隔 2 小时后，腹腔注射相应浓度的

MET，而正常组在相应时间点注射生理盐水，治疗 4 周，处死小鼠，检测相关实验室指标。免疫组

织化学法（Immunohistochemistry，IHC）观察小鼠皮肤的厚度、α-SMA 及组织病理学改变，检测

羟脯氨酸含量来评估疗效。采用 IHC、流式细胞术、实时定量 PCR（Real-time PCR）检测小鼠皮

肤局部效应 T 细胞、调节性 T 细胞（regulatory T cell, Treg）及生发中心 B 细胞的细胞、蛋白及基

因水平的变化。 

结果  （1）二甲双胍治疗组真皮厚度、胶原沉积及皮肤局部 α-SMA+蛋白表达水平较 BLM 模型组

显著下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羟脯氨酸的含量无明显降低。（2）二甲双胍治疗抑

制脾效应 T 细胞的相对数量，相反上调 CD4+CD25+Foxp3+ Treg 细胞的相对数量，有效恢复细胞

平衡。（3）二甲双胍治疗显著降低皮肤局部炎性因子 IL-17 的浸润，同时提高了 Foxp3 的表达水

平，而且检测 Th17、Treg 细胞关键转录因子 RoRγt 和 Foxp3 的基因表达水平，亦得到相似的结

果，其中 RoRγt 的 mRNA 含量呈剂量依赖性。（4）二甲双胍治疗抑制脾生发中心 B 细胞的形

成 (P<0.01)。 

结论  二甲双胍可以有效缓解硬皮病小鼠皮肤的纤维化症状，其治疗作用可能与调控效应 T 细胞与

Treg 细胞平衡及生发中心 B 细胞有关，这对系统性硬化症（SSc）患者具有潜在治疗作用。 

 
 

PU-4948 

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乳腺癌血浆外泌体微 RNA 表达谱差异 

 
黄希颖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乳腺癌一类危害女性身心健康的常见疾病，且呈现年轻化趋势。目前的诊断方法不利于疾病

的早期发现，且诊断结果重复性不乐观。目前有研究显示，细胞外囊泡之一的外泌体，其内富含

microRNA，这些 microRNA 受到外泌体双层脂质膜的保护，因而具备一定的稳定性，是较为理想

的分子标志物。目前，已有多种肿瘤均已检测到肿瘤特异性外泌体 miRNA(exosomal miRNA)。然

而，在乳腺癌患者中未见此外泌体 miRNA 报道。 

方法  本研究探讨乳腺癌患者血浆外泌体 miRNA 表达谱差异及新 miRNA 序列。采用高通量测序技

术对 7 例乳腺癌患者组及 7 例健康对照者组血浆外泌体 miRNAs 进行测序，利用 Mireap 预测软件

进行新 miRNAs 分析，通过 edger 差异分析软件筛选组间差异 miRNA，获得 54 个已知的差异表达

miRNAs 以及 2 个新 miRNAs，选择 4 个差异表达的 miRNAs。 

结果  在两组(各 6 例)的血浆外泌体样本中，进行实时荧光定量 PCR(qRT-PCR)验证，验证结果与

测序结果一致。对差异表达的外泌体 miRNA 进行靶基因预测及其 GO(Gene Ontology)和信号通路

富集分析，发现靶基因聚集的生物学功能多数参与生物进展过程的调控。 

结论  结果显示，乳腺癌患者与健康对照者的血浆外泌体 miRNA 存在着差异性表达。差异性表达

的 miRNA 特异性很高，对进一步阐明乳腺癌疾病发生与发展的分子机制、研发新的无创诊断方

法、新的诊断标记物和有效治疗乳腺癌的方法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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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949 

IFN-γ 和 IL-17 在结核病患者 γδ T 细胞中的表达及意义 

 
盛玲玲 1,金辉 1,刘东红 1,李柏青 2 

1.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蚌埠医学院 

 

目的  探讨正常人(HC)，结核病患者（TB）两组人群外周血结核杆菌耐热性抗原（Mtb-HAg）刺激

后 γδ T 细胞产生 IFN-γ 和 IL-17 的变化及意义。 

方法  分别选取 12 例 HC 作为对照组，12 例 TB 作为实验组，采集两组人群外周血进行分离

PBMC,经 Mtb-HAg 刺激扩增培养后，收集 Mtb-HAg 体外扩增效应性 T 细胞，Mtb-HAg 作为刺激

剂，设定阴性对照组和实验组分别刺激培养 2 h，再加入莫能霉素（Monensin）阻断培养 4 h，收

集细胞加入荧光抗体进行表面分子和胞内染色，上流式细胞仪检测对照组和实验组 γδ T 细胞产生

IFN-γ 和 IL-17 细胞的相对比例。 

结果  HC 组，TB 组各阴性对照组和实验组 γδ T 细胞均可以产生 IFN-γ，用 Mtb-HAg 再刺激时，

γδ T 细胞中产生 IFN-γ 的细胞均显著高于未用 Mtb-HAg 刺激组（P < 0.001），且 HC 组和 TB 组

有显著差异（P < 0.001）；HC 组 γδ T 细胞中产生 IL-17 的细胞呈现降低趋势，与阴性对照组比

较无统计学差异，而 TB 组 γδ T 细胞中产生 IL-17 的细胞也呈现降低趋势，且有统计学差异（P < 

0.01）。 

结论  TB 患者 PBMC 培养的 γδ T 细胞对 Mtb-HAg 刺激有较强的反应能力，而产生 IL-17 的能力

降低。 

 
 

PU-4950 

NKT 细胞和 CD3+CD56﹣T 细胞腹水中表达水平 

对良恶性腹水的鉴别价值 

 
金辉 1,盛玲玲 1,郑佳 1,李柏青 2,燕善军 3 

1.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蚌埠医学院 

3.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流式细胞仪对不同腹水中 NKT 细胞和 CD3+CD56
﹣
T 细胞的检测，探讨在不同腹水中淋

巴细胞亚群的分布差异。 

方法  收集肝硬化腹水 20 例，结核腹水 16 例，恶性腹水 24 例。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各组腹水中

NKT 细胞和 CD3+CD56
﹣
T 细胞表达水平差异。 

结果   ①：恶性腹水组 NKT 细胞表达水平为（5.13±7.76）%，明显高于结核性腹水组

（0.36±0.38）%及肝硬化性腹水组（0.27±0.28）%，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肝硬化腹水组和结核性腹水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 > 0.05）。②：恶性腹水组 CD3+CD56
﹣
T 细

胞表达水平为（25.82±20.11）%，结核性腹水组 CD3+CD56
﹣
T 细胞表达水平为（17.87±12.82）

%。肝硬化性腹水组 CD3+CD56
﹣
T 细胞表达水平为（2.83±2.81）%。恶性腹水组、结核性腹水组

CD3+CD56
﹣
T 细胞表达水平明显高于肝硬化腹水组，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

核性腹水组与恶性腹水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 > 0.05）。③：恶性腹水组胃癌、肝癌、卵巢癌病

人的腹水，NKT 细胞和 CD3+CD56
﹣
T 细胞表达水平无统计学差异（P >0.05）。 

结论  NKT 细胞表达水平在良恶性腹水中存在显著差异，在肝硬化和结核性腹水中不存在统计学差

异，可作为判定良恶性腹水的辅助诊断指标。CD3+CD56-T 细胞表达水平在肝硬化腹水和结核性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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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恶性腹水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结核性腹水和恶性腹水之间不存在统计学差异，在前者基础

上，可对所致腹水的三种病因进行鉴别诊断。 

 
 

PU-4951 

731 例泌尿系统结石成分分析 

 
刘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探讨本地区泌尿系结石患者结石成分现状，为泌尿系结石病临床防治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我院门诊及住院送检的共 731 例泌尿系结石患者标本，应用红外光谱分析确定结石成

分，并结合临床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731 例泌尿系结石患者中，男性患者 475 例，女性患者 256 例，男女比例为 1.85:1。年龄分

布 1 岁-96 岁，平均（46.14±15.79）岁；发病部位肾脏结石 540 例，输尿管结石 128 例，膀胱结

石 48 例，尿道结石 15 例。单一成分结石占 41.74%，混合成分结石占 58.26%。含钙类结石 640

例（87.55%），非含钙结石中以无水尿酸最多，为 76 例（10.4%）。 

结论   应用红外光谱分析泌尿系结石简单、快捷、准确，本地区泌尿系结石以含钙结石为主，其次

为无水尿酸结石，以此为结石病的防治提供了重要依据。 

 
 

PU-4952 

商品 MH 琼脂平板与自配 MH 琼脂培养基的对比分析 

 
张宇琼 

苏州市立医院本部 

 

目的  体外药物敏感试验在抗生素的合理使用及减缓细菌耐药性产生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纸片扩

散法（K-B 法）是 WHO 推荐的定性药敏试验的基本方法，在临床微生物实验室中广泛应用，该方

法操作简单，价格低廉，但影响因素较多，MH 琼脂是最适用于 K-B 法药敏试验的培养基，其质量

是影响药敏试验准确性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微生物实验室使用的 MH 培养基有商品化和自配两种

形式，国产培养基质量良莠不齐，批间稳定性不够
【1，2】

。我国《实验室认可准则在微生物检测实

验室的应用说明》中要求实验室必须建立有效的培养基质控程序，对无论是商品化培养基或者干粉

自配培养基均需进行质量评价。为保证检验质量，本研究对微生物实验室购买的商品化 MH 琼脂平

板和自配 MH 琼脂培养基的质量进行了比较分析。 

方法  通过药敏试验及胸腺嘧啶或其核苷含量测定对商品化培养基和干粉自配培养基性能进行检

测，评价其质量。 

结果  本实验中应用头孢类、氨基糖苷类、喹诺酮类等抗生素对质控菌株进行药敏试验，商品 MH

琼脂平板和自配 MH 琼脂培养基所获得的抑菌圈直径均在允许范围之内；胸腺嘧啶或其核苷含量合

格；二价阳离子浓度均在允许范围内。 

结论  两种琼脂培养基由于初始性状不同，在实际应用中有各自的特点。实际工作中，为保证药敏

结果准确可靠，对每一批新应用于临床标本的培养基，均应进行相应的性能测验，各项指标检测合

格后方能用于临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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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953 

血清 ADAMTS-9 水平检测及临床意义 

 
马洪蕊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通过检测各类冠心病患者及健康人血清中含血小板凝血酶敏感蛋白的解聚蛋白样金属蛋白酶

( ADAMTS9）的水平, 探讨水平测定在预测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发生的价值。 

方法  选择 40 例急性心肌梗死( A M I)患者, 50 例不稳定型心绞痛(UAP) 患者, 40 例稳定型心绞痛

(SAP) 患者, 32 例健 康人, 采集临床资 料,取 外 周 血,使 用 ELISA 法 检 测 血 浆 A DA M T S-1 水 

平。  

结 果 ADAMTS9 水 平 在 冠 心 病 组  ( 100.71±37.06)Eg/L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 ( 47. 

04±11.79)Eg/L,P<0.05 。 ADAMTS9 在 SAP 组 ( 69. 33±15.87)Eg/L,U A P 组

( 93.43±21.36)Eg/L,AM 组(141.18±31.01)Eg/L,显 示 AADAMTS9 水平 有随冠心病 临床症状的加

重而增高的趋势, P< 0.05。经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后结果显示,在所有入选者中(162 例)及在冠心

病组(130 例)中,ADAMTS9 均与 ACS 独立相关。ROC 曲线分析,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曲线下

面积 92.9%(95% CI :88.6%-97.1%),ADAMTS9 曲线下面积为 94.0%(95%CI:90.7%-97.3% ).提示

ADAMTS9 在预测 ACS 的发生方面不劣于甚至略优于 HS-CRP。 

结论   ADAMTS9 可作为预测 ACS 发生的指标之一。 

 
 

PU-4954 

西安地区正常妊娠妇女孕早、中、晚期血常规检测 

指标参考区间的调查分析 

 
荆晶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  分析西安地区正常妊娠妇女在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的血常规检测结果，为建立临床参考

区间提供实验室数据支持。 

方法  选取该院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2 月门诊 1197 例正常妊娠妇女按照各自孕周分为孕早期、

孕中期、孕晚期，分别对三个孕期的孕妇进行白细胞(WBC）、红细胞（RBC）、血红蛋白

（HB）、血细胞比容（Hct）、红细胞平均体积（MCV）、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MCH）、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MCHC）、血小板（PLT）的测定和统计分析，并与作为空白对照组的

300 例非孕健康育龄期妇女的相应检测指标进行比较。 

结果  正常育龄期妊娠妇女在不同孕期 RBC、HB、Hct、MCV、MCH、MCHC 的水平均低于正常

对照组，孕晚期下降达到孕期最低水平（P<0.05），不同孕期之间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P<0.05）。正常育龄期妊娠妇女 WBC 水平随孕周的增加逐渐升高，至孕晚期达最高水平，不同

孕期之间 WBC 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正常育龄期妊娠妇女 PLT 水平较健康对照组显著

降低，在孕晚期达最低水平（P<0.05）。 

结论   妊娠妇女血常规指标明显不同于非孕健康育龄期妇女，各临床实验室应建立妇女妊娠各期血

常规指标参考区间，有利于诊断妊娠贫血、感染和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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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955 

妊娠早、中、晚期孕妇血凝指标及血小板的变化 和其临床意义 

 
荆晶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  探讨正常育龄期妇女在妊娠早、中、晚期各项凝血指标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该院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4 月门诊 330 例正常妊娠妇女按照各自孕周分为孕早期、孕

中期、孕晚期，分别对三个孕期的孕妇进行凝血酶原时间 (PT）、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

（APTT）、纤维蛋白原（FIB）、凝血酶时间（TT）、D-二聚体（D-Di）、纤维蛋白降解产物

（FDP）及血小板（PLT）的测定和统计分析，并与作为空白对照组的 110 例非孕健康育龄期妇女

的相应检测指标进行比较。 

结果  孕中期、孕晚期组 PT、APTT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孕中期

组、孕晚期组 FIB、D-Di 和 FDP 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正常育龄期妊

娠妇女 PLT 水平较健康对照组显著降低，在孕晚期达最低水平（P<0.05），孕晚期血小板的降低

与 D-Di、FDP 的升高呈直线相关（P<0.05）。 

结论  随着妊娠妇女孕期时间的延长，其凝血功能逐渐增强，使孕晚期妇女血液呈高凝状态，高凝

状态易诱发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等血栓性并发症，因此孕妇应在怀孕期间，尤其是临产前检

测机体凝血功能，以便临床及时救治。 

 
 

PU-4956 

Low Platelet to White Blood Cell Ratio signifies Poor 
Prognosis for Liver Failure 

 
Jiao Gong,Yusheng Jie ,Cuicui Xiao,Shuguang Zhu,Wenying Zhou,Bo Hu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Platelet to white blood cell ratio (PWR) w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predictor for 
outcomes in some diseases. However, the prognostic role of PWR is still unclear in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 related acute-on-chronic liver failure (ACLF). In this study, we evaluated the clinical 
performances of PWR in predicting prognosis in HBV-related ACLF.  
Methods A total of 530 subjects were recruited, including 97 healthy controls and 433 with HBV-
related ACLF. Liver function, prothrombin time activity (PTA), 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 (INR), 
HBV DNA measurement, and routine hematological testing were performed at admission.  
Results At baseline, PWR in patients with HBV-related ACLF (14.03 ± 7.17)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ompared to those in healthy controls (39.16 ± 9.80). Reduced PWR values were 
clinic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severity of liver disease and the increased mortality rate. 
Furthermore, PWR may be an inexpensive, easily accessible, and significant independent 
prognostic index for mortality on multivariate analysis (HR = 0.660, 95% CI: 0.438–0.996, ) as 
well as 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 (MELD) score.  
Conclusions The PWR values were markedly decreased in ACLF patien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and associated with severe liver disease. Moreover, PWR w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indicator for the mortality rate in patients with ACLF. This investigation highlights that 
PWR comprised a useful biomarker for prediction of liver sev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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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957 

Olympus AU5831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体液样本基质效应评估 

 
张德太,石伍和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通过回收试验评估 Olympus AU5831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胸水、腹水、脑脊液、穿剌液等

标本类型中多项生化检测项目的基质效应。 

方法  收集临床新鲜的胸水、腹水、引流液和脑脊液，使用 Olympus AU5831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

测系统测定乳酸脱氢酶（LDH）、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淀粉酶（AMY）、总胆固醇

（CHOL）、总蛋白（TP）、白蛋白（ALB）、葡萄糖（GLU）和脑脊液蛋白（CSF-PRO）等项

目，通过回收试验计算回收率评估各种体液的基质偏差大小。 

结果  在本实验中，使用 Olympus AU5831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清样本的检测程序对新鲜体液

标本以上各项目测定的回收率均在（100%±10%）范围内，在临床可接受范围之内。 

结论  使用 Olympus AU5831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清样本的检测程序测定新鲜体液标本的基质

效应在可接受偏差之内，测定结果准确可靠。  

 
 

PU-4958 

泉州地区地中海贫血基因突变类型分析 

 
蒋燕成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市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泉州地区人群中 α-地中海贫血和 β-地中海贫血的基因突变类型以及常见地中海贫血基因

携带率等，为泉州地区地中海贫血筛查及诊断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对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0 月在泉州市第一医院检验科进行地中海贫血基因检查的 4226

例疑似地中海贫血患者，采用 PCR 和反向点杂交方法（RDB）检测血样中 β-地中海贫血基因 17

个常见位点突变类型和常见的 3 种缺失型 α-地中海贫血基因以及 3 种非缺失型 α-地中海贫血基

因，对检出的突变基因型及其分布频率进行分析 

结果  4226 例样品中地贫基因总携带率为 12.92%，其中 α-地贫基因携带率为 8.16%，β-地贫基因

携带率为 4.76%；检出 3 种缺失型 α-地贫基因和 3 种非缺失型 α-地贫基因，其构成比依次为

68.98%（SEA）、22.61%（a3.7）、1.16%（a4.2）、2.32%（Hb CS）、2.61%（Hb WS）、

2.32%（Hb QS）；检出 β-地贫基因突变类型 9 种，最常见的 3 种突变类型依次为 IVSⅡ-654

（C→T,42.29%）、CD41-42（-TTCT,33.83%）、CD17（A→T,12.94%） 

结论  本研究描述了泉州地区人群常见的 α-地贫和 β-地贫突变类型，为制订泉州地区地贫的预防计

划和开展优生工作提供参考，对提高人口出生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PU-4959 

TGF-β1 通过 PI3K/AKT 信号通路 

调节滋养层细胞 HMGA1 表达的研究 

 
刘昕,张展,王萍,高峻峻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目的   研究 PI3K/AKT 信号通路在转化生长因子 β1( TGF-β1) 诱导滋养层细胞细胞表达 HMGA1 的

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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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培养 HTR-8/SVneo 细胞株，给予 TGF-β1 不同浓度刺激 24 h、48 h; 先经 PI3K/AKT 信号

通路抑制剂 Wortmannin( 0. 1μmol /L) 预处理 1 h，再予 10 ng/mL TGF-β1 48 h，收集细胞，采用

real-time PCR 及 Western blot 法检测 HMGA1 的表达情况。(2)将有效合成的 HMGA1- siRNA 转

染 HTR-8/SVneo 细胞和 TGF-β1 诱导后的细胞，沉默 HMGA1 基因的表达。通过 real-time PCR

及 Western blot 检测 HTR-8/SVneo 细胞中 E-cadherin 和 vimentin, α-SMA 表达水平 

结果   TGF-β1 能够促进 HTR-8/SVneo 细胞表达 HMGA1，TGF-β1 浓度为 10ng/ml 时，HMGA1 

m RNA 表达量达最高水平。 经 wortmannin 预处理再予 TGF-β1 刺激的 HTR-8/SVneo 细胞，与对

照组相比，HMGA1 表达受到明显抑制( P ＜ 0. 05) 。 

结论   TGF-β1 对 HTR-8/SVneo 细胞 HMGA1 表达具有诱导作用，可能通过 PI3K/AKT 信号通路。

HMGA1 基因影响 HTR-8/SVneo 细胞的侵袭转移和 EMT，可能与子痫前期发生、发展有关。  

 
 

PU-4960 

探讨生化分析仪不同检测系统间常规生化结果的可比性 

 
吴少华,王海燕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两种生化分析仪不同检测系统间常规生化结果的可比性，为本实验室不同检测系统检验

结果的互认和实验室认可提供依据。 

方法  参考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NCCI.S)的 EP9．A2 文件，以日本 OLYMPUS AU5821

为比较系统，以 OLYMPUS AU680 为试验系统，检测患者新鲜血清的 14 个常规生化项目，计算

试验检测系统(y)和比较检测系统(X)之间的相关系数、直线回归方程和临床决定水平浓度处的相对

偏差(SE％)，并以美国临床实验室改进修正法规(CLIA’88)允许总误差的 1／2 为标准，判断不同检

测系统之间的可比性和临床可接受性。 

结果  两种不同生化检测系统的 14 个常规生化项目检测结果相关性良好，r≥O．975，P<0．01；

计算 14 个常规生化项目在临床决定水平浓度处的相对偏差 SE％，均小于 1／2 CLIA’88 规定的允

许总误差,可被临床接受。 

结论  实验检测系统与比较检测系统 14 个常规生化测定结果相关性良好，检测结果可满足临床要

求。 

 
 

PU-4961 

SAA、CRP 检测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 临床诊断价值探讨 

 
谢丽莉,王玉环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淀粉样蛋白 A（serum amyloid A，SAA） 和 C 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检测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临床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 232 例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作为测试组，同时选取本院健康体检者 35 例作为对照

组。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价 SAA 和 CRP 的敏感性

和特异性，分析探讨 SAA 和 CRP 对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诊断效能。 

结果  类风湿关节炎组、系统性红斑狼疮组、混合性结缔组织病组和健康对照组之间性别与年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四组间 SAA 和 CRP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P<0.05）。类风湿

关节炎组、系统性红斑狼疮组和混合性结缔组织病组 SAA 和 CRP 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但类风湿关节炎组、系统性红斑狼疮组和混合性结缔组织病组之间 SAA 和

CRP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类风湿关节炎组、系统性红斑狼疮组和混合性结缔组织病组的 SAA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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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P 具有良好的相关性(r=0.499vs0.633vs0.914,P<0.01)，其中混合性结缔组织病组的相关性最

大，r=0.914； 

结论  SAA 和 CRP 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显著增高，SAA 和 CRP 的 ROC 曲线的曲线下面积均较

大，提示二者对相应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诊断效能都比较好，在取最佳临界值后 SAA 的特异度分

别高于 CRP，敏感度分别低于 CRP，所以建议联合检测 SAA 和 CRP，能够提高自身免疫性疾病

诊断的准确性。且 SAA 和 CRP 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与健康人群的鉴别诊断中诊断效能均较好。 

 
 

PU-4962 

Macrophage-stimulating protein regulates invasion of 
human trophoblast cells via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in 

preeclampsia 

 
Yan Long,Min Jiang,Hongling Yang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Objective  The effect of MSP on human trophoblast cells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is 
unclear. The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MSP-mediated RON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 
activates the 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 (PI3K)/Akt, ras/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MAPK) pathway and increases cell migration in trophoblast cell line HTR-8/SVneo cells And 

invasion, local invasion and metastasis.Inhibiting PI3K- Akt pathway with LY294002，observed 

the effect of MSP on the invasion of HTR-8/SVneo cell. HTR-8/SVneo cell were transfected with 

siRNA，Western blot analysis and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Methods  we performed Transwell assay of the trophoblast cell line HTR-8/SVneo to know the 
variety in invasive ability of HTR-8/SVneo cell during MSP concentration changed.And explored 
the variety of expression of -key protein of PI3K- Akt pathway(Akt), the ligand of MSP(RON)and 
the downstream effector molecules MMP-9 by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and Western blot analysis；HTR-8/SVneo cell were transfected with siRNA, and PI3K- 

Akt pathway  were Inhibited by with  LY294002，we observed the effect of MSP on the invasion 

of HTR-8/SVneo cell,and Test the above indicators. 
Results we found that MSP promoted the invasion of trophoblast cell line HTR-8/SVneo. when 
MSP concentration increased,the expression of RON, the ligand of  MSP and the downstream 
effector molecules MMP-9 was up-regulated, while the phosphorylation of phosphatidylinositol 3-
kinase (PI3K) and Akt were promoted. By contrast, MSP antibody de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RON and MMP-9 , had a inhibitory effect of phosphorylation of PI3K- Akt pathway. Furthermore, 
siRNA and Inhibiting PI3K- Akt pathway with LY294002 abolished the stimulatory effect of MSP 
on the invasion of HTR-8/SVneo cell.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MSP activates the PI3K- Akt signaling 
pathway play a key role in invasion of HTR-8/SVneo trophoblast cells   and up-regulation of 
MMP-9 expression. 
 
 

PU-4963 

体重指数对中国 HIV 感染者抗病毒治疗后免疫重建的预测作用 

 
李晓琳,丁海波,耿文清,刘静,尚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体重指数（BMI）影响药物的代谢，从而影响 HIV 感染者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AART）

的疗效。在中国 HIV 感染者的一项队列研究中，我们评估了中国 HIV 感染者中体重过重/超重的比

例及其相关因素，并阐明了 BMI 对免疫重建的预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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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我们进行纵向队列研究，分析 BMI 对中国 HIV 感染者 HAART 后免疫重建的影响。采用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基线 BMI 与开始 HAART 一年（12 个月）后 CD4+T 淋巴细胞的增加之间的关系。此

外，采用 Cox 比例风险模型评估基线 BMI 对随访期间患者获得良好免疫重建（CD4+T 淋巴细胞超

过 500 个/μl）的影响。 

结果  1612 例入选的 HIV 感染者中，超重/肥胖（BMI 超过 25kg/m2）的患者有 283 例，占总数的

17.6%，低体重（体重指数<18.5 kg/m2）的患者有 173 例，占总数的 10.7%。在抗病毒治疗之

前，超重组较正常体重及低体重组的患者相比，年龄较大、多为男性且 CD4+T 淋巴细胞较高、病

毒载量较低（P＜0.01）。治疗开始后的 12 个月内 CD4+T 淋巴细胞增加最快，且基线 BMI 对这一

时期的免疫恢复有积极影响（P＝0.037）。此外，以基线 BMI 为独立变量的 Cox 比例风险模型显

示，在调整了年龄、性别、基线 CD4+T 淋巴细胞、CD4/CD8 比值及病毒载量后，BMI 较高的患者

获得良好免疫重建的概率较大（危险比[HR] 1.032；95%置信区间[CI] 1.071.058；P＝0.011）。 

结论  基线 BMI 可以预测中国 HIV 感染者抗病毒治疗后的免疫重建效果。 

 
 

PU-4964 

乙状结肠癌患者血清肝功能相关指标水平变化及临床意义探究 

 
冯杰 1,杨瑞祥 2,高艳红 1,王坤 1,颜光涛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2.湘雅医学院检验系 

 

目的  分析乙状结肠癌患者血清中肝功能相关指标的水平和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解放军总医院手术治疗前乙状结肠癌患者 119 例，乙状结

肠息肉患者 106 例和健康对照 248 例的临床资料，对患者基本信息及血清肝功能指标丙氨酸氨基

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总蛋白（TP）、白蛋白（ALB）、总胆红素

（TBIL）、直接胆红素（DBIL）、总胆汁酸（TBA）、碱性磷酸酶（ALP）、谷胺酰转肽酶

（GGT）、单胺氧化酶（MAO）和腺苷脱氨酶（ADA）等 11 项进行统计和分析。 

结果  单因素统计分析显示乙状结肠癌组血清 ALT, AST, TP, ALB, TBIL 和 DBIL 水平显著低于正常

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双变量相关性分析显示血清 ALT、ALB、TBIL 和 DBIL

与乙状结肠癌呈负相关，相关系数（r）分别为-0.203、-0.085、-0.204 和-0.171，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血清 ALT、TP 和 ALB 水平在结肠癌发生中的相对

危险度 OR （ 95%C.I.）分别是 0.920 （ 0.882~0.960 ）、 1.076 （ 1.007~1.150 ）和 0.872

（0.786~0.96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血清 ALT、TBIL 和 DBIL 与乙状结肠癌呈负相关，其血清水平降低也有临床意义，能够对乙

状结肠癌的早期诊断起到一定作用。 

 
 

PU-4965 

SAA 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相关性研究 

 
张玉芝,王淑娜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探索血清 SAA 水平在糖尿病及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中的意义。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diabetic retinopathy，DR）是指糖尿病患者所合并发生的微循环异常所引起的一组视网膜病变，

根据眼底表现分为非增生性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和增生性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DR 已成为我国

20-74 岁人群新发致盲的首要原因[1]。 

血清淀粉样蛋白酶 A(SAA)是一种脂肪细胞因子，脂肪细胞分泌的 SAA 可诱导白介素 6

（Interleukin 6，IL-6）、白介素 8（Interleukin 8，IL-8）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oc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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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otaxis protein，MCP-1）等多种促炎性细胞因子的分泌[2]，引起脂肪局部的炎症反应并促发

全身系统性慢性低度炎症的发生。 

方法  该项研究共纳入了 100 例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患者（病理组）和 20 名健康受试者（对照

组）。收集患者血清样本，利用 DEL 特种蛋白仪检测 SAA 水平。借助于简单的线性回归分析和多

因素逐步回归分析来确定各变量和 SAA 水平之间的关系。趋势卡方检验用来确定 SAA 水平和 DR

之间的关联。 

结果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患者组和对照组之间 SAA 水平存在显著差异，P 值 <0.05。 

结论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患者血清 SAA 水平比正常人增高，并且 DR 病情越严重，SAA 水平越

高，提示了血清 SAA 可能参与了 DR 疾病的发生、发展。 

 
 

PU-4966 

根据 ISO15189:2012 与 CAP 认可准则改造完善 LIMS 功能 

 
梁涛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IS0 15189：2012 版认可准则与美国病理学家协会（College of American Pathologists，

CAP）的认可要求都对实验室信息管理与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IMS)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根据要求

对 LIMS 进行改造，完善 LIMS 功能，进而减少差错率，提高劳动效率，改善实验室的检验质量和

服务质量，提升医患满意度、实验室的管理水平。 

方法  1.LIMS 检验前功能完善：CAP 要求标本双信息识别，故完善标本条码打印信息。增加标本

采集备注功能，采集前可进行备注。优化采集时间更新功能，通过接口实现 LIMS 自动更新标本采

集时间。完善护工转运记录，护工运送扫码确认并生成批号，签收时依据批号及条码校验。增加标

本签收拦截提示，对于标本送检超时、地点错误、类型错误等进行拦截提示。2.检验中功能完善：

完善电脑审核功能，根据项目通过范围、逻辑关系、变化率、质控情况、仪器判断结果等多条件判

断，实现电脑自动审核。完善 LIMS 修改记录，LIMS 中任何修改（含管理参数调整）都可查看记

录。使修改过的检验数据有明显标志，自动识别异常值、危急值、荒诞值并醒目显示。依据 CAP

要求在报告中增加实验室地址。3.安全性：依据 CAP 要求，加强密码管理，设置最小密码长度，

要求定期更换密码。LIMS 密码输错数次后或相应时间内无操作 LIMS 将进行锁定。数据备份与恢

复：实时双机热备，每日夜间定期备份，保证数据安全。4.人员权限模块完善：明确职责权限，

LIMS 实现细化角色，动态授权管理功能。 

结果  通过对对 LIMS 进行的一系列改造，LIMS 功能更加完善， LIMS 满足了 ISO15189 与 CAP

的相关要求。 

结论  依据 ISO 15189 与 CAP 准则要求改造 LIMS，完善 LIMS 功能，优化了检验流程，进而减少

了差错率，提高了劳动效率，改善了实验室的检验与服务质量，可有效提升医患满意度、实验室的

管理水平与信息化水平。 

 
 

PU-4967 

临床医学检验环节的质量控制分析 

 
刘鑫 

潍坊市中医院 

 

目的  对质量控制在临床医学检验环节的作用进行分析。 

方法  对 2017 年 6 月——2017 年 12 月在我院就诊且进行医学检验的患者中抽取 140 例进行调

查，将其平均分为两组，每组 70 人，分别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检验方法，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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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用常规检验方法的基础上给予质量控制，对两组患者的检验结果准确度进行对比，并对患者检

查满意度进行分析。 

结果  对照组的检验结果准确度为 88.57%，观察组的 97.14%明显高于对照组，并且观察组的患者

检查满意度为 97.14%，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90.00%，其中，均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临床医学检验环节，质量控制有利于将患者检查结果准确性进行提高，促进患者检查满意

度的增强，值得推广。 

 
 

PU-4968 

不同海拔地区人群血脂参数的相关分析 

 
唐树珍 1,朱咏臻 2 

1.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2.上海瑞金医院北院 

 

目的   分析不同海拔地区人群血脂参数甘油三酯（TG）、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的差异性及变化趋势。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上海地区（海拔 4 米）、维西地区（海拔 2300 米）、香格里拉地区（海拔 3280

米）和德钦地区（海拔 4000 米）共 1577 例体检血脂数据，按年龄分为 2 组：21～40 岁组和

41~60 岁组，比较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海拔高度血脂参数的差异性及变化趋势。 

结果  青年男性人群血脂四项（除 HDL-C）均显著高于同地区同年龄女性(p<0.05)，上海地区中年

男性人群 TG 显著高于同地区同年龄女性(p<0.05)，HDL-C 显著低于同地区同年龄女性(p<0.05)，

其他中年人群男女无显著差异；HDL-C 没有明显年龄差异性，上海地区和高海拔地区女性人群，

中年组的 TG、TC、LDL-C 显著高于青年组(p<0.05)；上海地区与维西地区除 LDL-C 外，其余血脂

项目无显著差异(p<0.05)，上海地区与香格里拉地区、德钦地区存在显著差异(p<0.05)，后两者有

显著差异(p<0.05)，德钦地区与维西地区无显著差异(p>0.05)。TG 水平随海拔逐渐上升，至 3280

米后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R=0.176，p=0.001)；TC、HDL-C 则相反，随海拔逐渐下降，至 3280

米到达最低点，并开始回升(R=0.333 和 R=0.357，p=0.001)；LDL-C 自海拔 4 米开始下降后，则

趋势逐渐平缓(R=0.253，p=0.001)；拟合推导出女性血脂四项与海拔高度相关曲线模型：Y 甘油三脂

=1.307-0.002X+1.368x10-6X2-2.167x10-10X3±0.237 等。 

结论  高海拔地区缺氧干寒环境致使血脂指标普遍高于低海拔地区，提示高海拔地区人群应尽早做

好相应措施，预防冠心病等相关疾病的发生与发展。 

 
 

PU-4969 

基于腰椎管狭窄减压术围术期用血调查的用血管理初步探讨 

 
王广杰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影响腰椎管狭窄减压术的围手术期用血的相关因素，为建立以单病种质量管理为基础的

临床输血管理提供有效建议。 

方法  回顾性分析大连某三甲医院 240 例接受腰椎管狭窄减压术患者的病例资料，评估年龄、手术

时间、术前血红蛋白、失血量、住院时长、抗生素使用天数等因素与围手术期输血的关系。 

结果  年龄、手术时间、失血量在输血组与未输血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前血红蛋

白浓度、住院时长、抗生素使用天数在输血组与未输血组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输

血小量组、输血中量组、输血大量组之间仅手术时间和失血量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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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年龄、手术时间、失血量是影响患者在围手术期是否输血的重要因素，手术时间和失血量影

响患者在围手术期中输血量的多少。同时围手术期输血在影响患者术后恢复方面不具有统计学意

义。 

 
 

PU-4970 

Measurement uncertainty for the quantification of serum 
CysC by ID-LC-MS/MS method 

 
Huoyan J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aking Cystatin-C (CysC) measurement uncertainty (MU) evaluation as an example to 
help researche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accuracy and to fully reflect and appreciate the 
limitations of results obtained by ID-LC-MS/MS method. 
Methods According to GUM principle, we quantified every uncertainty component, and calculated 
of the combined standard uncertainty (uc) and expanded uncertainty (U). The GUM Guide 
summarizes the evaluation process in the following four steps:1) Specification of the measurand: 
The measurand is specified as the mass concentration (mg/L) of CysC in human serum. Then set 
a functional relationship (model equation) between the measurand and everything important that 
affects it, which was required by the uncertainty concept; 2)Identification of the uncertainty 
sources: In this step, we took pre-analytical and analytical uncertainty sources into account. 
Uncertainty sources of high-abundance protein depletion, trypsin digestion and solid-phase 
extraction refer to the pre-analytical phase, and calibration curve establishment and 
measurement imprecision refer to analytical phase; 3) Quantific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he 
uncertainty components: All uncertainty contributions must be expressed as relative standard 
uncertainties. The detailed evaluation of the uncertainty components is either based on statistical 
methods (type A) or other methods (type B) and requires that the analyst makes assumptions 

regarding the underlying distribution (rectangular, triangular, normal, etc.). ①Uncertainty of 

recovery rate of CysC protein(uREprotein%): High abundance proteins Albumin and IgG were 
depleted from the serum samples (100μL) by using the ProteoPrep®Blue Albumin and IgG 
Depletion Kit according to the manufacturer’s protocol, then detected the concentration of CysC 
by ADVIA 2400. So the uncertainties of sampling and measurement impression should be 
combined as the uncertainty of recovery rate of CysC protein according to uncertainty 
propagation law. And the bias caused by high- abundance protein depletion should be corrected. 

②Uncertainty of calibration curve(ucalibration-curve%): Calibration standards were generated 

where the pure CysC surrogate peptide solution was diluted to final concentrations of 0.0, 0.01, 
0.025, 0.05, 0.1875, 0.3, 0.75, 1.0 and 1.5 mg/L in the presence of a fixed amount of internal 
standard (100μL, 1mg/L), then a calibration curve (y=ax+b) was generated. The uncertainties of 
slope, intercept and the purity of peptide should be combined as the uncertainty of calibration 

curve according to uncertainty propagation law.③Uncertainty of trypsin digestion of CysC 

protein(uREhydrolysis%): We used Recombinant Human CysC pure protein to study the trypsin 
digestion efficiency. We conducted trypsin digestion for three times, then we detected the peak 
areas of CysC surrogate peptide and internal peptide, and calculated the actual concentration of 
CysC according to the calibration curve. The uncertainties of digestion impression and the purity 
of CysC protein should be combined as the uncertainty of trypsin digestion according to 

uncertainty propagation law. The bias caused by trypsin digestion should be corrected. ④
Uncertainty of CysC surrogate peptide extracted by SPE(uRESPE%): The uncertainties of SPE 
impression and the purity of peptide should be combined as the uncertainty of CysC surrogate 

peptide extracted by SPE. And the bias caused by SPE should be corrected.⑤Measurement 

impression(uimp%): The imprecision of the assay were assessed by observing the response of 
human serum samples with the concentrations of CysC at 3.5mg/L. We detected 3 times per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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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asted for 3 days, and calculated the intra- and inter-day imprecision, then combined them. 4) 
Calculation of the combined standard uncertainty (uc) and expanded uncertainty (U, k=2) . 
Results The relative uncertainty of uREprotein%, ucalibration-curve%, uREhydrolysis%, uRESPE%, uimp% are 
0.64%, 4.16%, 2.04%, 0.30% and 0.73% for y9, and 0.64%, 1.23%, 2.24%, 0.27% and 0.77% for 
y6. The uc are 4.77% and 2.79% for y9 and y6, respectively. And the U are 9.54% and 5.58% (k=2) 
for y9 and y6,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two major contributions to total uncertainty arise from trypsin digestion and 
calibration curve, which account for 78.9% and 67.9% for y9 and y6, respectively. So we should 
strictly control the two processes when quantification of serum CysC by ID-LC-MS/MS. 
 
 

PU-4971 

潍坊市腹泻患儿轮状病毒感染状况回顾性分析 

 
李加村,张玉芝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轮状病毒( rotavirus ,RV)是 1973 年 Bishop 等首次在腹泻患者的十二指肠上皮细胞中发

现 ,1978 年正式命名为轮状病毒。轮状病毒( rotavirus ,RV)是婴幼儿腹泻病最常见的病原体，人类

轮状病毒感染常见于 6 个月至 2 岁的婴幼儿 ,主要在冬季流行 ,一般通过粪口途径传播。患者最主

要的症状是腹泻 ,其原因可能是病毒增殖影响了细胞的搬运功能 ,妨碍钠和葡萄糖的吸收。严重时可

导致脱水和电解质平衡紊乱 ,如不及时治疗 ,可能危及生命。国内多个地区报道儿童腹泻病 RV 检出

率 40 %～60 % ,并进行了当地 RV 流行病学研究[1～3 ]。自 2017 年入冬以来，本地区多有轮状病

毒感染腹泻患儿发现，在家长中产生了恐慌。为此，作者对 2017 年 6 月～2018 年 4 月潍坊市腹

泻患儿 RV 感染状况进行了回顾性研究。 

方法  采用胶体金法进行检测 ,试剂盒由深圳市惠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结果  轮状病毒检出率  2017 年 6 月-2018 年 4 月共收集粪便标本 240 份进行检测 , 阳性标本 82

份，轮状病毒年阳性率为 34.2%。 

结论  轮状病毒感染年龄分布  门诊及住院腹泻患儿年龄构成为 0～60 个月 ,  6～24 月龄段轮状病

毒感染率较高 ,  6 月龄以下及 24 月龄以上年龄段轮状病毒感染率则显著降低 。 

轮状病毒感染性别比   在 240 例轮状病毒感染患儿中男性 140 例 , 女性 100 例 , 男 /女比值是 

1.4。 

轮状病毒腹泻流行季节分布  对腹泻患儿监测结果表明 , 轮状病毒腹泻发病有明显季节性 ,每年发

病高峰为 11、12 月份及来年的 1 月份 。 

 
 

PU-4972 

5012 例羊水染色体检查分析 

 
5012 例羊水染色体检查分析 

泰安市中心医院 

 

目的  对培养成功的 5012 例羊水穿刺病例的临床指征分布情况以及染色体异常情况做全面的回顾

性总结分析，并对无创产前检测技术（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 NIPT）在新时期产前筛查中发

挥的作用进行分析。 

方法  对培养成功的 5012 例羊水穿刺病例的临床指征分布情况以及染色体异常情况做全面的回顾

性总结分析，并对无创产前检测技术（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 NIPT）在新时期产前筛查中发

挥的作用进行分析。 

结果  5012 例羊水穿刺病例中，染色体异常 169 例，终止妊娠 122 例。21,18-三体及性染色体依然

是最主要的染色体异常。高龄及无创 DNA 筛查高风险成为三体综合征最主要指征。高龄孕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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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增加，异常检出率明显增加。无创 DNA 筛查 21,18-三体及性染色体异常与羊水穿刺染色

体结果符合率分别为 92.82%、50%及 37.50%，总符合率 63.64%。 

结论  孕中期羊水细胞核型分析能及时发现胎儿染色体异常；分子检测与细胞遗传学技术相结合将

对减少出生缺陷，保证二胎生育大潮下的优生优育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PU-4973 

不合格标本原因分析及预防对策 

 
黎七绮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了解近两年来我科不合格标本发生原因及分布情况，通过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提高分析前

质量控制水平。 

方法  按不同检验项目，对 2016-2017 年的不合格标本进行统计分析，计算不合格标本在所有标本

中所占比例，找出不合格标本出现的原因及时段，并根据出现原因采取相应对策 

结果  2016-2017 年不合格标本共发生 1051 例，总发生率为 0.26%；其中不合格标本发生频率较

高的依次为微生物、血常规和凝血象标本，通过对一些科室人员进行针对性的培训后，不合格标本

发生率有了明显下降（p＜0.05）。 

 

结论  加强与临床的及时联系，针对不合格标本发生原因定期对护理人员进行培训，有助于减少不

合格标本的发生。 

 
 

PU-4974 

CAP 检查表与科室文件全面 

对接有助于实验室顺利通过 CAP 认证 

 
周博,康辉,程仕彤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CAP 被国际公以为是实验室质量保证的领导者和权威性的实验室治理和认证组织。通过 CAP

认证的实验室代表其检验品质达到世界顶尖水准，并获得国际间各相关机构认同。本文希望提供一

种切实有效的方法，帮助实验室进行准备，顺利通过 CAP 认证。 

方法  CAP 会根据每个实验室所涵盖的服务项目、仪器和人员为实验室定制全面覆盖且符合其实际

条件的检查表，这套定制版检查表则是 CAP 对实验室进行评审时的唯一依据。在收到定制检查表

后，首先要对检查表的条款逐一进行翻译和解读。检查表中附有详细而清楚的术语定义，结合这些

定义，有助于实验室快速准确的理解每一个条款所表述的意思和要求。然后，在科室现行管理文件

中，找到能与条款要求对应的部分，进行链接。 

结果  我科自 2014 年起接受了两次 CAP 现场评审，依靠完善的文件链接工作，分别以 11 个和 6

个不符合项通过了严格的现场评审。且随着对接的逐步完善，迎检流程逐渐变得流畅清晰，评审时

间从 2 天缩短到 1 天半，给现场评审的外国专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结论  将 CAP 检查表与科室文件妥善对接，既有利于实验室快速完成自查工作，也能够让迎检工作

变得更加游刃有余，给评审团队留下准备充分的良好印象，对实验室顺利通过 CAP 认证至关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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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975 

临床医学检验质量控制措施探析 

 
刘瑞文 

潍坊市中医院 

 

目的  对临床医学检验质量控制的措施进行探析。 

方法  将我院 120 例需要进行临床医学检验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60

例，并分别给予检验质量控制措施和常规检验，对两组患者的检验差错发生率以及临床满意程度进

行对比。 

结果  实验组 60 例患者的检验差错发生率为 5.00%，临床总满意度为 96.66%；对照组 60 例患者

的检验差错发生率为 18.33%，临床总满意度为 83.33%，P 均＜0.05. 

结论  对临床医学检验采用质量控制措施，能够降低检验差错发生率和提高患者的临床满意度，值

得进行应用和推广。 

 
 

PU-4976 

Prognostic impact of plasma ORM2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stage II colorectal cancer 

 
张旭华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This study aimed to validate the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plasma ORM2 in patients with 

stage II CRC. 

方法   Plasma ORM2 levels were determin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Overall 

and cancer-specific survival curves were constructed with the Kaplan–Meier method and 
compared by using log-rank test. 
  

结 果  Patients with elevated plasma ORM2 had significantly shorter overall and cancer-

specific survival (P=0.008 and P=0.015, respectively). Multivariate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plasma ORM2 w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for overall and cancer-specific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stage II CRC (all P<0.05). 

结论  Thes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plasma ORM2 i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in 

patients with stage II CRC and might help to identify patients eligible for adjuvant therapies. 
 
 

PU-4977 

女性 HPV 感染的流行病学分析 

 
李小琴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人类乳头状瘤病毒(HPV)感染是宫颈癌发生的主要病因，本文探讨女性 HPV 感染现状，为

HPV 疫苗的临床应用提供流行病学资料。 

方法  搜集 2010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本院检查的 130494 例女性的宫颈细胞标本，并进行 HPV-

DNA 基因分型检测，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HPV 感染按年龄分为 5 个组：＜25 岁组，25-34 岁

组，35-44 岁组， 45-54 岁组，≥55 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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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30494 例标本中 HPV 感染率为 23.8%，HPV 感染中以高危型 HPV16 型（21.37％ ）、52

型（17.69％ ）、58 型（14.06％ ）、53 型（8.26％ ）和 18 型（6.51％ ）最常见，占 HPV 感染

的 67.89%。 HPV 感染多数（78.81%）为单一型感染，二重感染占 16.59%，三重及以上感染为

4.84%。不同年龄组分析显示,高危型 HPV 的检出率随年龄增加而增加，低危型 HPV 的检出率随年

龄增加而减少；HPV 总感染率、二重感染率和三重及以上感染率有两个峰值，分别为＜25 岁组和

≥55 岁组。五个最常见的高危型 HPV 感染率之间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HPV 疫苗的应用已显得越来越重要，女性 HPV 感染具有明显的亚型和年龄分布特性，HPV

疫苗的应用应同时考虑亚型和年龄因素。 

 
 

PU-4978 

感染性标志物检测在口腔洁治术中的临床应用价值研究 

 
陈鑫 

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 

 

目的  研究和探讨欲行口腔洁治术患者感染性标志物检测的临床应用价值，完善口腔健康的管理系

统。 

方法  选取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牙周病科和口腔预防保健科 2016 年~2017 年就诊的欲行口腔洁

治术患者 15836 例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血液样本采用 ELISA 法检测其血清 HBsAg、抗-

HCV、抗-TP、抗-HIV。对所有患者的病例资料以及四项感染性标志物检测结果进行总结，并用统

计学进行分析。 

结果  2016 年~2017 年 15836 例就诊患者中总阳性为 866 例，阳性率为 5.47%，总阳性率年间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中男性阳性 487 例，阳性率为 3.08 %；女性阳性为 379 例，阳性率为

2.39%，男女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四项感染性标志物阳性率从高到低分别为 HBsAg

（3.89%）、抗-TP（0.73%）、抗-HCV（0.71%）、抗-HIV（0.14%）。不同年龄段总阳性率呈

不规则分布。 

结论  口腔洁治术前对四项感染性标志物的检测，能够客观反映患者的感染情况，提醒医务人员加

强自我防护意识，做好必要的防范措施，严格按照消毒规范避免交叉感染的发生。同时术前检查的

原始数据以及病历资料，有利于解决是否为医源性感染而引起的医疗纠纷，并作为一种有效的法律

依据来维护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四项感染性标志物的检测，有助于临床及时掌握患者的感染情

况，干预医源性感染传播及降低职业暴露的风险，在牙周洁治术中应用价值显著。 

 
 

PU-4979 

Optimized SPE Protocol for Clean-up and enrichment of 
Tryptic Peptides in Cystatin-C Quantification by LC-MS/MS 

Method 

 
Huoyan J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In order to select the most appropriate type of SPE cartridge and optimized SPE 
protocol for clean-up and enrichment of tryptic peptide (surrogate peptide) in Cystatin-C (CysC) 
quantification by LC-MS/MS method. 
Methods Firstly, we compared of recovery rates of CysC surrogate peptide in neat solution by 
reversed-phase SPE (Sep-Pak C18 cartridge) and mixed-mode SPE (Oasis® MCX and Oasis® 
MAX cartridges), respectively. We set up extracted samples and post-extracted spiked samples, 
respectively, then Sep-Pak C18, Oasis® MCX and Oasis® MAX cartridges were used to ex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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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samples according to manufacturer instructions. But the final elution were different, which 
with 1mL of 100% MeOH, 75% MeOH, 50% MeOH or 25% MeOH was carried out for Sep-pak 
C18, and with 1mL of various ratios of NH4OH:MeOH (1:100, 2.5:100, 5:100 and 10:100) was 
carried out for Oasis® MCX, and with 1mL of various ratios of FA:MeOH (0.1:100, 0.5:100, 
1.0:100 and 2.0:100) was carried out for Oasis® MAX. Then a full scan LC-MS/MS analysis was 
performed with the surrogate peptide and the recovery rate were calculated. Secondly, we 
compared of recovery rates of CysC surrogate peptide in serum by Sep-Pak C18 and Oasis® 
MAX cartridges, we also set up extracted samples and post-extracted spiked samples, 
respectively. Then Sep-Pak C18 and Oasis® MAX cartridges were used to extract these samples 
under the best conditions. Then a full scan LC-MS/MS analysis was performed with the surrogate 
peptide and the recovery rate were calculated. The results were inconsistent when used Sep-pak 
C18 and Oasis® MAX cartridges in neat solution and serum matrix, respectively, which might be 
resulted by matrix effect. So next, trypsin digestion of human serum CysC was conducted, 
Glycerophosphocholines (GPChos) was detected in serum extracts after SPE by Sep-pak C18 
and Oasis® MAX cartridges in the positive (ESI) multiple reaction-monitoring (MRM) mode, which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 major source of matrix effects in serum. Then we used post-extraction 
spike method to quantitatively assesses matrix effects that occurred during LC-MS/MS analysis. 
We set up extracted samples and post-extracted spiked sample, respectively. Then Sep-Pak C18 
and Oasis® MAX were used to extract. Then a full scan LC-MS/MS analysis was performed with 
the surrogate peptide and the matrix effects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In neat solution, for Sep-pak C18 cartridges, the highest recovery rates were 89.61% 
and 87.72% for y9 and y6 when the final elution was 75% MeOH in H2O, respectively. And for 
Oasis® MAX cartridges, they were 79.21% and 76.08% for y9 and y6 when the final elution was 
1.0% FA and 75% MeOH in H2O, respectively. However, the recovery rates were very low when 
used Oasis® MCX cartridges. In serum matrix, the highest recovery rates were 35.19% and 
37.18% for y9 and y6 when used Sep-pak C18 cartridges, respectively, and were 68.62% and 
70.29% for y9 and y6 when used Oasis® MAX cartridges, respectively. Both Sep-pak C18 and 
Oasis® MAX cartridges were resulted in ion enhancement for CysC surrogate peptides 
quantification by LC-MS/MS, which were 39.70% and 42.05% for y9 and y6 when used Sep-pak 
C18 cartridges, respectively, and were 17.85% and 17.44% for y9 and y6 when used Oasis® MAX 
cartridges,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Oasis® MAX cartridge has higher recovery rate for CysC surrogate peptide in 
serum matrix and can reduce much more matrix effects, so it’s the optimal SPE type for 
purification and enrichment of serum CysC tryptic peptides. 
 
 

PU-4980 

临床医学检验中质量控制提高因素及相应对策探析 

 
刘瑞文 

潍坊市中医院 

 

目的  对临床医学检验中质量控制提高因素及相应对策进行探析。 

方法  将我院 96 例需要进行临床医学检验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48

例，并分别给予针对性管理和常规管理，对两组患者的差错性事件发生情况以及对管理模式的满意

程度进行对比。 

结果  实验组 48 例患者的差错性事件总发生率为 8.33%，管理总满意度为 97.91%；对照组 48 例

患者的差错性事件总发生率为 16.67%，管理总满意度为 85.42%，P 均＜0.05. 

结论  在临床医学检验中采用针对性管理，能够降低差错性事件的发生率和提高患者对管理的满意

度，值得进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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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981 

2015~2017 年阳江市人民医院沙门菌检测及其病原学特征 

 
黎莉,陈金玲,许秋桂,廖晓琳,李帅,关志澳 

阳江市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阳江市人民医院 2015~2017 年沙门菌感染情况，分析沙门菌菌株的血清型分布和耐药

性，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方法  对该院 2015~2017 年腹泻的住院病人和门诊病人送检的 6837 份大便标本进行分离、培养、

生化鉴定、血清分型和药敏试验,并统计相关流行病学资料。 

结果   共分离出 766 株沙门菌，分离率为 11.20%，男女患者分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χ2=0.001， P ＞ 0.05）；婴儿感染率最高（ 57.83% ），各年龄段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χ2=46.645，P＜0.05）。6～10 月份是沙门菌感染的高峰时期。766 株沙门菌分属 44 种血清

型，以 I4,5,12:i:-为主，占 42.82%；3 年间血清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有 4 种血清型(I4,5,12:i:-、

鼠伤寒沙门菌、肠炎沙门菌、斯坦利沙门菌)、抗生素耐药率变化有差异的有 7 种（氨苄西林、复

方新诺明、氯霉素、米诺环素、头孢吡肟、头孢曲松、头孢他啶）（P＞0.05）。 

结论  在阳江引起感染性腹泻的沙门菌血清型为 I4,5,12:i:-；3 年间部分抗生素耐药性变化有统计学

差异。临床医生应根据药敏结果和患者个人情况合理规范使用抗生素，避免多重耐药菌株的产生。 

 
 

PU-4982 

Considerations for Digital PCR in accurate quantification of 
nucleic acids 

 
rongrong jing,Dandan Yuan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Digital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dPCR) is an emerging technology in nucleic acid 
quantification which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the area of research and diagnosis. 
Some of the factors, including sources of variation and bias and the limitation of dPCR, remain to 
be considered when applying dPCR. Effectively addressing or recognizing these factors can 
assist this assay to be more reliable, convenient and widespread. 
Methods Literature related to dPCR in nucleic acid quantification was searched through PubMed, 
and systematic reading and gener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Results In this article, we discussed dPCR around nucleic acid quantification. We demonstrated 
the calculation of dPCR, showing how the dPCR quantified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summariz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at impact quantification results from several parameters in 
the standard equation. Furthermore, we compare quantitative PCR (qPCR) with dPCR and point 
out the advantages and shortcomings in dPCR. Last but not least, we also showed that dPCR 
has enormous possibility in the area of viral load testing, pathogen detection, massively parallel 
sequence libraries quantification, standard material assignment and food and agricultural testing. 
Conclusions dPCR is a powerful absolute quantitation tool and has more clear advantages over 
qPCR. However, the narrow detection range, the high cost, the complex operation process as 
well as low throughput are all the reasons to make dPCR unlikely to supplant qPCR in the short-
term and mainly limited in laboratory. Sources of variation and bias such as random distribution of 
target molecules may not be met, misclassification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partitions, molecule 
dropout, the significant discrepancies between partition volumes provided by the manufacturers 
and measured by an independent laboratory, unequal size of partition volume may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results. Therefore further researches to minimize and control these effects are 
necessary. It is foreseeable, with necessary modifications, that dPCR would become an even 
more valuable and common platform in the nea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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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983 

转录因子 FOXD1 在非鳞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 

及其鉴别诊断价值 

 
刘畅,吴洪坤,周琳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目的  探讨转录因子 FOXD1 在非鳞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鉴别诊断价值。 

方法  首先，选取 43 例非鳞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手术组织，其中，肺腺癌 26 例，大细胞肺癌 17

例，运用组织切片及免疫组化方法，检测 FOXD1 在肺腺癌和大细胞肺癌患者手术组织中的表达；

其次，分别选取肺腺癌和大细胞肺癌组织标本各 5 例，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和 Western blot 技

术检测 FOXD1 的相对表达量；最后，应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和 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肺腺

癌细胞与大细胞肺癌细胞株中 FOXD1 的相对表达量。 

结果  肺腺癌组织中 FOXD1 的表达量明显高于大细胞肺癌组织，且高表达 FOXD1 的肺腺癌患者生

存期及无疾病进展期更短(P<0.05)；实时荧光定量 PCR 及 Western blot 检测肺腺癌与大细胞肺癌

组织和细胞中的相对表达显示，与大细胞肺癌组织/细胞相比，肺腺癌组织/细胞中 FOXD1 的相对

表达量显著升高(P<0.01)。 

结论  FOXD1 在肺腺癌中表达量明显高于大细胞肺癌，高表达 FOXD1 的肺腺癌患者预后更差，提

示 FOXD1 可能参与了肺腺癌和大细胞肺癌的发生、发展，并且可作为辅助判断预后及鉴别诊断的

靶点。 

 
 

PU-4984 

HBV DNA 荧光 PCR 定量检测系统性能验证及结果分析 

 
何栋 

阳江市人民医院 

 

目的  对 HBV DNA 荧光 PCR 定量检测系统进行性能验证评价分析。 

方法  根据《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4 版、WS/T 492-2016《临床检验定量测定项目精密度与

正确度性能验证》行业标准及 ISO 15189 相关文件要求对检测系统的正确度、线性范围、最低定

量限、最低检测下限、可报告范围/最大稀释倍数及精密度。 

结果   HBV DNA 定量检测系统的正确度通过验证，线性回归方程为 y=1.0456x-0.1878，

R2=0.9998, a=1.0456，差值都在±0.2 范围内线性范围 1.00E+02---2.58E+07 IU/ml，高低浓度的

重复精密度分别为 1.23%和 0.83%，中间精密度分别为 1.47%和 2.24%。最低检测下限为 15 

IU/ml，最低定量限为 100 IU/ml。最大稀释倍数为 106，可报告范围的上限为 2.58E+13 IU/ml。 

结论  HBV DNA 荧光定量系统性能良好，与厂家声称一致，符合要求，可为临床应用提供准确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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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985 

自制 15 价 HPV 高危亚型室内质控品 

在实时荧光 PCR 检测中的应用与观察 

 
唐春进 1,杨淑雅 2 

1.靖江市妇幼保健院 

2.靖江市中医院 

 

目的  根据实验室选用 HPV 测定试剂检测的亚型型别范围，自制与试剂匹配的质控品，应用于实验

室检测室内质量控制。 

方法  采用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核酸测定试剂盒（荧光 PCR 法），检测子宫颈口刷出物标本，收集

15 种 HPV 高危亚型高浓度阳性标本，复检一次，根据两次检测结果，以试剂盒内提供的核酸抽提

液调整核酸提取液浓度。结合试剂检测亚型将调整浓度后的核酸提取液分组，经过混合，稀释，分

装，制成中、低两个目标浓度的质控品，重复扩增检测三次，取平均值确定初始靶值。将自制质控

品置于-20 摄氏度保存，室温复融后带入日常实验，统计扩增结果，计算均值 ，SD，CV,绘制室内

质控图。 

结果  经过 24 个月应用的观察与统计，两种浓度的自制 HPV 高危亚型室内质控品检测结果稳定，

各亚型在扩增过程中未出现明显干扰， -20 摄氏度保存的质控品在应用期间浓度平稳，未呈现随时

间推移增高或降低趋势。两年来，中、低两种浓度质控品 15 种 HPV 亚型测定的变异系数分别在

2.94%-4.56%，3.07%-4.89%之间，均＜5%，稳定性较好。 

结论  收集门诊阳性标本，自制 HPV 高危亚型室内质控品，方法简便，结果稳定，保存期长，可操

作性强，在目前没有与试剂完全匹配的商品化质控品提供时，应用于实时荧光 PCR 检测室内质量

控制，为临床提供准确的检测结果，能够满足当前实际需要，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PU-4986 

磁性纳米颗粒介导肝癌靶向自杀基因 

治疗联合磁流体热疗的体内试验研究 

 
袁晨燕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制备肝癌特异性成像报告基因和自杀基因载体，以磁性纳米颗粒为载体运送至动物体内，检

测报告基因在肝癌组织的体内成像以及靶向基因治疗联合磁流体热疗对肝癌移植瘤杀伤作用的效果

和特异性 

方法  制备聚乙烯亚胺（PEI）修饰磁性纳米颗粒 Fe3O4@PEI 作为肿瘤基因治疗的载体和磁流体

热疗的介质，并对纳米颗粒进行表征。同时 , 利用甲胎蛋白（AFP）启动子和乏氧反应序列

（HRE）作为增强子构建杂合启动子[HRE]AFP，制备肿瘤特异自杀基因载体 p[HRE]AFP-HSVTK

和肿瘤细胞成像报告基因载体 p[HRE]AFP-Luc。检测 Fe3O4@PEI 系统运送报告基因

p[HRE]AFP-Luc 至荷瘤裸鼠后的生物发光信号，并对肿瘤细胞进行体内外磁流体热疗联合靶向基

因治疗研究。 

结果  表征分析显示，构建的磁性纳米颗粒 Fe3O4@PEI 为 20nm 左右的均匀球体，内核能谱分析

为四氧化三铁纳米颗粒，表面携带 PEI 特有的基团，PEI 修饰后表面电荷变为正值 38.73±0.29mv 

（修饰前表面电荷为-19.09±2.09mv），能在交变磁场中可控升温，快速升温（25 分钟内）至并维

持在 42℃以上。重组质粒经限制性内切酶琼脂凝胶电泳分析，插入片段大小和位置都正确。活体

成像系统显示，经尾静脉注射 Fe3O4@PEI 运送的 p[HRE]AFP-Luc 后，裸鼠仅能在移植瘤出检测

到明显的成像信号，其主要脏器病理组织分析无明显病理损。在体外肿瘤细胞杀伤试验中，联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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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组细胞增殖抑制率为 76.02 %，高于磁流体热疗组（42.31%）和基因治疗组（47.75%）。联合

治疗组细胞增值率下降主要源于细胞凋亡（34.05%）和坏死（32.48%）。体内治疗试验显示，联

合治疗组移植瘤体积增长明显减慢甚至下降，瘤块质量显著小于其它单独治疗组，瘤块细胞亚结构

分析出现明显的凋亡形态。 

结论  自杀基因 p[HRE]AFP-HSVTK 能选择性在裸鼠移植瘤内表达，Fe3O4@PEI 可以作为有效的

基因治疗载体和磁流体热疗的介质，其介导的肝癌靶向体内治疗和磁流体热疗能有效抑制肿瘤瘤块

的增殖，对肿瘤细胞的杀伤具有协同效应。 

 
 

PU-4987 

Analysis on the genetic environment of the blaKPC gene in 
Escherichia coli of different STs in China 

 
yan Qi 

Hangzhou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genetic environment of the plasmid-
mediated blaKPC gene in Escherichia coli,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mitted 
mechanism of this organism.  
Methods In this study, twenty-five KPC-producing  Escherichia coli isolates were collected from 
four hospitals, including Hangzhou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College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Zhejiang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eople’s Hospital of Zhejiang province, between July 2012 and January 2014.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was determined by K-B disk diffusion against 22 common 

antimicrobial agents. The gene including blaKPC、blaCTX-M-1、blaCTX-M-9、blaTEM、blaSHV、qnrA、
qnrB、qnrS、aac(6’)-Ib、armA and rmtB，were screened by PCR amplification and sequencing. 

Plasmid conjugation, plasmid extraction and S1-PFGE were used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plasmids 
in KPC-producing Escherichia coli. Illumina Hiseq2000 sequencing approach to analyze the 
surrounding sequence of the plasmid-mediated blaKPC gene. 
Results Twenty-five clinical isolates of E. coli were confirmed as KPC-producer, all of which 
encoded the blaKPC gene. These KPC-producing isolates conferred multidrug resistance. 
Plasmids of 21 isolates of Escherichia coli were transfered successfully by conjugation. The 
results of the sequencing showed that the blaKPC gene deemed as plasmid-encoded and located 
in a complex Tn3-Tn4401 transposon. 
Conclusions  Most  of clinical E. coli isolates possessed identical genetic environment as the 
typical Tn3-Tn4401 transposon structure in organisms in East China, especially in Zhejiang 
province,  which is different to the  structure of the blaKPC gene in western countries. 
 
 

PU-4988 

EGF is highly expressed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and promotes motility of HCC cells via fibronectin 

 
刘宗才 1,2,陈丹扬 2,宁粉 2,杜军 3,王海芳 1 

1.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2.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3.中山大学药学院 

 

目的  EGF in the tumor microenvironment may influence the progression of HCC. We for the first 

time studied the expression of EGF in HCCs, and the potential role of EGF in the motility of HCC 
cell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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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IHC was used to study the expression of EGF in HCCs. Western blotting, 

immunofluorescence, qRT-PCR, wound healing scratch and invasion assay, and CHIP assays 
were used to study the roles of EGF in the motility of HCC cells. 

结果  EGF was highly expressed in HCCs and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higher tumor grade. In 

addition, EGF promoted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HCC cells mainly via induction of 
fibronectin (FN) in vitro. Mechanistically, EGF simultaneously increased the nuclear translocation 
and PKC mediated phosphorylation of p65 which could bind to the −356 bp to −259 bp fragment 
of FN promoter, leading to a markedly increased activity of FN promoter in HCC cells. 

结论  EGF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HCC metastasis via upregulating FN expression, 

which indicates EGF may be a potential targets for HCC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PU-4989 

检验科临床咨询服务问卷调查 

 
王广杰,陈洁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为了提高检验科临床服务能力，进行临床检验咨询服务问卷调查 

方法  通过近五年来检验科向临床各个科室发放《临床咨询沟通服务调查问卷》，统计问卷中与临

床医护沟通内容，其中包含检验新项目开展，检验标本采集，危机值，检验医嘱执行，成分血液保

存及输注等 

结果  近五年来，检验科向临床 26 个科室共发放问卷数量 660 张，反馈 540 张，反馈率 82%，各

项沟通内容总知晓率 80%，其中检验新项目开展的知晓率 65%，检验标本采集的知晓率 91%，危

机值的知晓率 78%，检验医嘱执行的知晓率 78%，成分血液保存及输注的知晓率 88%。检验新项

目开展知晓率最低，其他临床知晓率均逐年呈现上升趋势。 

结论  检验科通过开展检验与临床的咨询服务，制定检验科咨询服务程序并严格执行，提高了检验

科为临床服务水平。 

 
 

PU-4990 

CYP2D6*10 多态性与利培酮稳态血药浓度的相关性 

 
林裕龙,张婷,饶庆敏 

广州市惠爱医院 

 

目的  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 CYP2D6*10 基因多态性与利培酮（RISP）稳态血药浓度的相关性。 

方法  以质谱分析法检测 99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液中 RISP 及其代谢产物 9 羟基-RISP 的浓度，根

据 9-OH-RISP 浓度与 RISP 浓度的比值，将受检者分为三个组，分别为第 1 组 35 例（比值<5）、

第 2 组 26 例（5<比值<10）和第 3 组 38 例（比值>10）。以实时荧光 PCR 分别检测所有受检对

象 CYP2D6*10 等位基因多态性。 

结果  三组 35 例患者的 CYP2D6*10 基因多态性分别为为 1 组：C/C 4 例（11.43%），C/T 6 例

（17.14%），T/T 25 例（71.43%）；2 组：C/C 8 例（30.77%），C/T 14 例（53.85%），T/T 4

例（15.38%）； 3 组：C/C 17 例（44.74%），C/T 21 例（55.26%），T/T 为 0 例。CYP2D6*10

等位基因分布具有显著差异（P<0.001）。C/C 基因型组 9-OH-RISP/RISP 为 14.21±1.37，C/T 基

因型组，9-OH-RISP/RISP 为 12.31±1.15，T/T 基因型组，9-OH-RISP/RISP 为 3.14±1.36。TT 组

的 9-OH-RISP/RISP 比值显著低于 CC 组和 CT 组（P<0.0001）。 

结论  CYP2D6*10 纯合突变对 RISP 代谢的影响非常明显，杂合突变型个体对 RISP 代谢的影响较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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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991 

GSDME 介导的细胞焦亡在糖尿病肾病肾损伤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李胜玉,刘瑞卿,田熙熙,高爱娇,申艳娜 

天津医科大学 

 

目的  探究细胞焦亡在糖尿病肾病肾损伤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选择周龄为 8 周体重 210-230g 健康雄性 SD 大鼠 30 只，随机分为两组设立正常对照组和糖

尿病模型组（n=15）.腹腔注射 1%链脲佐菌素 65mg/kg 制备大鼠糖尿病模型。取周龄为 12、16、

20 的糖尿病组大鼠以及对应周次对照组大鼠的肾组织及动脉血。采用 ELISA 检测血中 IL-1β 水

平；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肾组织中 GSDME、Pro-Caspase3、mIL-1β 表达情况；Western 

Blot 检测肾皮质中 GSDME、Pro-Caspase3、IL-1β、GSDME-N、Cleaved-Caspase3、mIL-1β 蛋

白表达水平；Tunnel 染色检测组织细胞的焦亡情况。以肾小管上皮细胞（HK2 细胞）和大鼠肾小

球系膜细胞（HBZY-1）为研究对象，设立对照组（正常糖浓度 5.5 mmol/L 处理），高糖处理组

（高糖浓度 25 mmol/L 处理），建立高糖诱导的糖尿病肾病细胞模型。siRNA 干扰敲减 Caspase3

后，Western Blot 检测细胞 GSDME、Pro-Caspase3、IL-1β、GSDME-N、Cleaved-Caspase3、

mIL-1β 蛋白表达水平；ELISA 检测细胞培养上清液中 mIL-1β 水平；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焦亡 

结果  糖尿病大鼠肾脏组织中糖尿病组与对照组相比 GSDME、Pro-Caspase3、IL-1β、GSDME-

N、Cleaved-Caspase3、mIL-1β 蛋白表达水平显著增加；Tunnel 染色阳性率增加；血中 IL-1β 增

加。糖尿病肾病细胞模型中高糖处理 48h 后高糖组较对照组 GSDME-N、Cleaved-Caspase3、

mIL-1β 蛋白表达水平显着增高；而 Caspase3siRNA 干扰后，GSDME-N 表达显著降低，细胞培养

上清液中 mIL-1β 水平明显降低，流式细胞术检测的细胞焦亡率明显下降。以上结果差别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糖尿病肾病中的肾损伤与细胞焦亡相关，其机制可能为 Caspase3 切割 GSDME 释放

GSDME-N 靶向作用于细胞膜成孔，造成肾脏细胞损伤 mIL-1β 释放增加炎症反应加重 

 
 

PU-4992 

725 例身材矮小儿童染色体核型结果分析 

 
刘楠 

天津市儿童医院 

 

目的  染色体异常包括染色体的数目及形态异常,是导致儿童身材矮小的重要原因。本文旨在通过细

胞遗传学检测方法，回顾分析并探讨天津市及周边地区 725 例身材矮小患儿染色体核型异常的分布

情况及其复杂的染色体核型结果特点。通过对身材矮小儿童的染色体核型分析，探讨导致儿童身材

矮小的遗传学病因。 

方法  在签署知情同意书后抽取患儿外周血，并按常规方法制备染色体，G 显带核型分析，显微镜

下每例分析 20 个中期分裂相，嵌合型计数 100 个分裂相，非嵌合型计数 30 个分裂相。 

结果  在 725 例身材矮小的儿童中，检出正常核型 670 例，占 92.4％，异常核型 55 例，异常率为

7.6％。在异常核型中，社会性别为女性者 50 例( 90.9％)，其中 Turner 综合征 44 例；社会性别为

男性者 5 例（9.1%）。其中性染色体异常共 46 例（83.6%），常染色体异常者 9 例（16.4%），

包括 15 号染色体异常 2 例及衍生 8 号染色体 1 例。平衡易位 3 例、单纯 9 号染色体倒位 3 例。 

结论   性染色体数目异常和结构畸变是导致儿童身材矮小的重要遗传因素。在身材矮小的社会性别

为女性的患儿中，染色体核型以性染色体即 X 染色体异常为表现者，最常见为 Turner 综合征。在

常染色体异常中，间充质干细胞成骨分化中多种调控因子除 NELL1 外还包括 BMP、FGF、Wnt、

Hedgehog 等，涉及这些基因的染色体微缺失都可能导致身高发育落后。因而，对于身材矮小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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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需及早进行染色体核型筛查，必要时进行 FISH 及全基因组单核苷酸微阵列芯片分析等进一步

检查，寻找分子遗传学致病原因，为患儿疾病的精准医疗及遗传咨询提供客观依据。 

 
 

PU-4993 

多规则误差检索程序在室间质评结果分析中的应用探讨 

 
李晓博,刘洋洋,吴晓琪,高红 

杭州迪安医学检验中心 

 

目的  建立一套室间质评结果多规则误差检索程序，包括警告规则 11/2TEa，失控规则 5X、1/3TEa、

RTEa、21/2TEa，对室间质评数据进行分析，查找不合格成绩的误差来源、分析合格成绩的潜在问

题，以便采取合适的纠正或者预防措施。 

方法  应用建立的室间质评结果多规则误差检索程序对实验室参加的卫生部临检中心常规化学 25 个

项目，2017 年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及 2018 年第一次室间质评回报结果，查找其中存在的误

差。 

结果  其中违背 11/2TEa 警告规则的包括钙（201711）、血糖（201712）、总蛋白（201813、

201815）三个项目，同时血糖违背了 5X、1/3TEa 规则，总蛋白违背了 5X，均提示存在系统误

差，实验室制定相应预防措施。 

结论  实验室建立的室间质评结果多规则误差检索程序，能规范实验室对室间质评结果的分析，并

能较便捷的查找存在不符合趋势的项目。 

 
 

PU-4994 

潍坊地区女性宫颈感染 HPV 年龄分布及亚型 

 
李刚 

潍坊市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潍坊地区宫颈感染 HPV 患者年龄分布，HPV 感染亚型，为 HPV 感染及宫颈癌的预防和

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对 2017 年 1 月到 2017 年 8 月在潍坊市人民医院妇科送检的 5500 份宫颈刷取物标本进行

HPV 核酸分子杂交基因分型检测（23 种亚型），对 1230 例 HPV 阳性病例的临床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 

结果  年龄≤25,26-，36-，46--和≥56 岁组 HPV 阳性率分别分 12.15%，22.90%，27.04%，

20.37%，17.57%。26-，36-两组阳性率均高于其他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不同年龄组患者单

一感染和多重感染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一感染以≤25 和 36-组高，多重感染

以 26-和 46-组高，单一感染以高危亚型为主，主要为 HPV16 型，18 型，52 型，53 型，低危亚型

以 81 型为主。 

结论  潍坊地区女性宫颈感染 HPV 感染率以 26-，36-年龄段较高，单一感染以高危亚型为主和单

一感染和多重感染亚型分布有差异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667 

 

PU-4995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某地区藏族人群中 

25-羟维生素 D 调查研究 

 
韩启福 1,伊国臻 1,2,彭海 1,李子安 1 

1.青海省人民医院 

2.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某地区藏族人群中 25-羟维生素 D[25-hy droxyvitamin D,25-

(OH)D]水平。 

方法  收集 2017 年 3 月至 2017 年 4 月在青海省海南州某地区长期居住的藏族人群血清标本 429

例。根据年龄、性别进行分组。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测定 25 羟维生素 D。 

结果  调查的 429 名藏族人群中，425 人存在维生素 D 缺乏，占 99.06%；3 人存在维生素 D 不

足，占 0.69％；维生素 D 充足者仅 1 人，占 0.23％。研究对象年龄与维生素 D 水平呈弱负相关

（r=0.275,P＜0.01）。各年龄组中男性 25-（OH）D 水平略高于女性，经 Kruskal-Wallis H 检

验，男、女性间 25-（OH）D 水平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1）。 

结论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倒淌河地区藏族人群中血清维生素 D 平均水平低下，普遍存在

维生素 D 缺乏或不足，应加强健康教育，提高居民对维生素 D 不足现况的认识。 

 
 

PU-4996 

Prognostic role of PIK3CA exon 9 mutations and their 
association with HER2 expression in breast cancer: a meta-

analysis 

 
Yuting Liang,Li Li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The phosphatidylinositol-4,5-bisphosphate 3-kinase, catalytic subunit alpha (PIK3CA) 
gene mutations occur frequently in breast cancer, predominantly in exons 9 and 20.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 (HER2) overexpression/amplification frequently co-occurs with 
the 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 (PI3K) pathway activation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Methods This meta-analysis intended to explore the prognostic role of PIK3CA mutations and 
their association with HER2 expression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e performed a systematic 
electronic search in PubMed and EMBASE databases for eligible studies of PIK3CA mutations 
and HER2 overexpression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HER2 expression 
status and PIK3CA mutations was expressed by odds ratio (OR)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95% CIs). The primary end points were OS. We evaluated the impact of PIK3CA mutations on 
overall survival (OS) by examining the hazard ratios (HRs ) and corresponding 95% CIs. 
Results The 25 studies were examined involving 10334 participants from database 
searche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HER2 expression and PIK3CA gene 
mutations [OR=0.74; (95%CI, 0.56–0.99); P=0.04]. Mutation in exon 9 [OR = 0.49 (95% CI, 0.30–
0.78); P=0.003] was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while exon 20 [OR=0.84 (95% CI, 0.60–
1.19); P=0.33] did not. PIK3CA mutations were not associated with OS [HR=1.07 (95% CI, 0. 78–
1.45)]. Subgroup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mutation in exon 20[HR=1.23 (95% CI, 0.88–1.73)] did 
not show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nevertheless, exon 9 mutation [HR=1.62 (95% CI, 1.04–2.52)] 
was poor prognostic factor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In addition, meta-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geographic area and publication year were the sources of hetero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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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PIK3CA exon 9 mutation wa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HER2 expression and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nd exon 9 mutation indicated that it was a poor prognostic factor in 
breast cancer. 
 
 

PU-4997 

遗传性耳聋基因的临床应用研究 

 
贺娟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 

 

目的  耳聋是影响人类健康和造成人类残疾的常见疾病，它主要由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引起。 

方法  遗传性耳聋包括综合征型耳聋和非综合征型耳聋，其中非综合征型耳聋约占 70%,综合征型耳

聋约占 30%。 

结果  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通过对耳聋基因的研究，明确耳聋的分子病因，为患者和患者

家属提供准确的遗传咨询。 

结论  本文就常见遗传性耳聋基因的临床应用研究做一综述。 

 
 

PU-4998 

供体 Rap1A rs494453 基因多态性与肝移植后肝癌复发风险 

 
伍均,李莉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评估供者和受体 Rap1A rs494453 基因多态性与肝移植后肝细胞癌复发风险的相关性。 

方法  对 2005 年 7 月至 2015 年 6 月接受治疗的 74 例肝细胞癌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我们在供者

和受者中进行单核苷酸多态性（Rap1A rs494453）基因分析，并评估多态性与肿瘤复发风险之间

的关联。 

结果  供体 Rap1A rs494453 多态性与肝癌复发相关，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米兰标准、

微血管浸润和供体 Rap1A rs494453 基因型是肝癌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Kaplan-Meier 生存曲线显

示，携带供者 GG/AG 的患者的无复发生存率和总生存率明显低于 AA 患者。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

型表明，TNM 分期、米兰标准、微血管浸润和供体 Rap1A rs494453 基因型是影响肝移植患者临

床转归的独立因素。 

结论  供体 Rap1A rs494453 多态性与肝移植术后肝癌复发的危险性相关，对预测肝移植术后肝癌

复发有潜在的临床价值。 

 
 

PU-4999 

Sysmex XN-9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流水线复检规则及 3R 规则

在综合医院应用的评估 

 
张如霖,李莉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建立本实验室的 Sysmex XN-9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流水线的复检规则及 3R 规则并进行验

证评估，以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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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依据国际血液学学会推荐的“41 条复检规则”和国内 XE-2100 血液分析仪复检标准制定协作组

推荐的“23 条复检规则”及 XN-9000 的性能初步建立本实验室的复检规则及 3R 规则,在此规则指导

下对 1032 例样本进行分析，统计涂片复检率，对此规则进行评估并不断优化，规则建立后，选择

500 例样本（主要为血液病和肿瘤化疗患者病例）进行验证，评价规则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结果  初步建立了本实验室的 25 条血常规复检规则及 sysmex XN-9000 的 11 条 3R 规则，对评估

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真阳性率 21.70%（224 例），假阳性 4.85%（50 例），真阴性 72.00%

（743 例），假阴性 1.45%（15 例），无病理性细胞漏检。对验证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显示准确率为 93.70%；推片复检率为 18.99%（196 例），假阳性率 4.85%（50 例），假阴性

3.00%（15 例）。 

  

结论  本复检规则下假阴性率为 3.00%，符合国际规定的标准（小于 5.00%），所建立的复检规则

和 3R 规则有效地提高了检测效率，减少了漏检率、误检率，符合本实验室质量及工作效率的要

求。 

  
 
 
 

PU-5000 

Fas 基因可变剪接在尘肺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张智燕 

内蒙古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原：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尘肺是冶金、煤炭等行业最为严重的职业病，该病是由于在职业活动中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

（灰尘），并在肺内潴留而引起的以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为主的全身性疾病，此病进展缓慢，易并

发肺结核、慢性支气管炎及阻塞性肺气肿。 

方法  严重影响了接尘工人的工作和日常生活。至今，对于尘肺病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无法做出

早期诊断。一旦发现，肺组织的病理改变已经不可逆，使得大多数患者失去治愈的可能。 

结果  公认的学说有矽尘毒性学说，自由基学说，肺内细胞学说，细胞因子网络学说等。这些学说

虽然从各个方面解释了尘肺病肺组织纤维化的机制，但并不系统和完善。可变剪接（Alternative 

splicing，AS）是指一个 pre-mRNA 可以通过几种不同的剪接方式产生多个 mRNA 变异体的 RNA

加工过程，可变剪接是人类的一种基因输出机制。95%的人类基因进行了可变剪接。 

结论    国内外有研究显示在尘肺患者体内，与细胞凋亡和坏死密切相关的脂肪酸合成酶（Fatty 

acid synthase, Fas)发生了 mRNA 可变剪接。也有研究发现，在尘肺患者的外周血液单核细胞内，

由可变剪接产生的编码 sFas 的 mRNA 有较高的表达，这一发现对探索尘肺免疫机制有重要意义。 

 
 
 

PU-5001 

CRP 能力验证样品性能评估及定值 

 
朱宇清,朱岭峰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通过 CRP 能力验证样品研究 CRP 项目的性能保证其能力验证活动科学性、合理性。 

方法  一共三个批次的 CRP 能力验证样品分别在全自动特定蛋白仪上完成均匀性和稳定性试验；由

多家实验室在严格规定的试验条件下，采用经广泛认可的免疫比浊分析法，与国际标准物质 ERM-

DA474 进行比较，得到能力验证样品的量值；依据《基质效应与互通性评估指南》（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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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卫生行业标准 WS/T 356-2011）评估验证能力验证样品基质效应与互通性。采用 EXCEL2007

软件分析数据。 

结果  此能力验证样品均匀性和稳定性良好，4℃开瓶稳定 30 天、37 ℃加速破坏稳定 3 天、4 ℃模

拟运输稳定 30 天以及 4 ℃长期稳定 6 个月，三个批号定值结果分别为 CRP1：18.78 mg/L、

CRP2: 22.43 mg/L、CRP3: 25.42 mg/L，该能力验证样品在所评估的常规检测系统上具有互通

性。 

结论  该能力验证样品符合 CNAS ISO17043 对于能力验证样品的要求，可用于该项目的质量评价

和控制，将其用作各个医学实验室有效的外部质量保证活动，保障实验室的运行满足质量管理的要

求，出具的检验结果更加科学、准确，以便能够更好的为临床医生和患者服务。 

 
 

PU-5002 

COL4A1 基因 SNPrs3783107 多态性 

与包头市健康体检人群骨密度相关研究 

 
李得春,王翠峰 

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 COL4A1 基因 SNPrs3783107 多态性与包头市健康体检人群骨密度的关系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来自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进行健康体检的 230 例男性、

596 例女性流行病学资料，用双能 X 线吸收仪对研究对象进行骨扫描，按骨密度检测值分为正常对

照组和骨质疏松及骨量流失组。应用 PCR-RFLP 方法检测 COL4A1 基因型。采用 Logistic 回归法

分析 COL4A1 基因多态与骨密度间的关系。对女性人群用广义线性模型分析 SNPrs3783107 位点

多态性与腰椎及股骨颈骨密度关系。 

结果  在调整主要混杂因素后，COL4A1 基因 TT 基因型与男性骨量流失及骨质疏松无显著相关性

（p=0.785）。COL4A1 基因 TT 基因型与绝经前、绝经后女性骨量流失及骨质疏松有显著相关性

（P＝0.040、p=0.048）。COL4A1 基因 SNPrs3783107 突变基因型与绝经前女性股骨颈和腰椎骨

密度降低呈显著相关（P＝0.011、p=0.004），但与绝经后女性股骨颈和腰椎的骨密度无显著相关

性（P＝0.090、P＝0.093）。 

结论   

在包头地区人群中 COL4A1 基因 TT 基因型与男性体检人群骨量流失和骨质疏松无显著相关性。

COL4A1 基因 TT 基因型是女性骨量流失和骨质疏松的保护因素。COL4A1 基因 SNPrs3783107 多

态性与包头市区绝经前女性股骨颈及腰椎骨密度显著相关。  

 
 

PU-5003 

口腔肿瘤组织 HPV-DNA 分析和 p16 蛋白表达的临床意义 

 
闫珂,钟政荣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目的  检测口咽部肿瘤组织中 HPV-DNA 及 p16 蛋白表达率，并分析其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44 例口咽部肿瘤的新鲜组织标本，采用 PCR 法进行 HPV DNA 检测并用测序验证扩增

阳性结果，免疫组化法检测肿瘤组织中 p16 的表达情况。分析口咽部肿瘤组织 HPV 感染与 p16 表

达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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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口咽部肿瘤组织中 HPV 感染率为 47.7%(21/44)，p16 阳性表达率为 77.3% (34/44)，44 例标

本中 HPV 感染与 p16 表达弱相关，与 p16 阴性组相比，p16 阳性组男性、非吸烟、非饮酒者所占

比例更高，但不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口咽部肿瘤患者与 HPV 感染密切相关，口腔肿瘤患者 p16 表达和 HPV 感染存在弱相关性，

p16 本身可能就可作为诱发口咽部肿瘤发生的独立因素。 

 
 

PU-5004 

罗氏 Cobas80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故障预防与维护保养 

 
彭忠忠 

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笔者十三个年头对日立及罗氏三代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精心维护与保养（日立 7170A、

罗氏 MODUALR  D-P-P、罗氏 Cobas8000），综合多年的维护维修保养经验，总结出我科室现运

行罗氏 Cobas80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故障预防与维护保养要点。方 

方法  按照生化分析仪标准化操作规程进行每日、每周、每月、每季度、每半年、每年度保养，同

时根据本地区本实验室的环境条件以及笔者多年经验在其中增加必要的预防性维护保养。结果：通

过综合的维护保养生化分析仪，建立并执行适合我科室保养维护制度，确保了设备的正常高效使

用。 

结果  通过综合的维护保养生化分析仪，建立并执行适合我科室保养维护制度，确保了设备的正常

高效使用。 

结论  仪器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生化检测的结果，检验科的生化标本数量在每个科室都是数量

多项目多，在进行生化检测过程中，为确保生化检测仪器的高效率正常运行，要求我们操作者和仪

器维护者制定完善的仪器维护保养标准操作规程，严格按操作规程对设备进行良好的保养，同时结

合各地区环境状况增加必要的预防性维护保养，才能够确保生化分析仪正常高效率的使用，为临床

获得准确及时生化检验结果，同时能大大延长仪器的使用寿命。 

 
 

PU-5005 

基因分型在输血管理中的研究进展 

 
王蕊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红细胞同种异体免疫是长期输血患者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目前，已经开发了许多高通量

DNA 测定法来扩展或替代传统的血清学抗原分型方法。基于 DNA 的分型方法容易自动化和重复，

并为患者提供可靠的信息。分子基因分型有望变得更便宜，不依赖于血清学免疫球蛋白试剂。患有

血红蛋白病的患者可能通过基因分型而获益。 

方法  该方法可以减少供体和患者之间因微妙抗原差异所造成的输血后并发症。患者/供体相容性因

该方法而不仅限于表型 Rh / Kell 等，有利于改善输注后的红细胞（RBC）的存活率，从而导致输

血需求减少，铁负荷减少，降低同种异体免疫的风险。 

结果  本文讨论目前仅能检测已知突变的基因分型技术的优势和局限性。此外，靶向富集的二代测

序技术（NGS）已经用于检测已知和未知遗传多态性，包括单核苷酸多态性，插入/缺失和结构变

化。NGS 方法可用于开发扩展血型基因分型。 

结论  通过对患者个体和大量献血者进行高通量 RBC 基因分型，并结合相关的信息系统来比较患者

的抗原谱与现有献血者的阴性抗原谱和/或稀有血型，有利于改善患者 RBC 配型的效率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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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006 

染色体核型分析用玻片预冷技术改进 

 
马长剑,李研月,于潇 

沈阳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目的  在染色体核型分析过程中，染色体标本滴片染色好坏直接影响结果分析。而玻片又是滴片成

败的一个非常重要部分。目前玻片盒内玻片无序摆放，在室温环境下，玻片所处环境温度逐渐升高

就很难保持在相对低温而影响滴片效果。预冷时间过久又导致了结冰使玻片冻结在一起，影响拿取

玻片。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进行研发使玻片按照一定次序排列，同时又满足长时间保持低温

预冷状态要求。 

方法  包括玻片承载盒、外套盒，所述玻片承载盒内有玻片分隔区域，所述外套盒、玻片承载盒有

卡槽装置。所述分隔区域为四列，内有城垛样卡槽。连接装置是附着在外套盒内侧，当冰袋插入盒

间间隙时可起到固定作用。 

结果  在进行染色体滴片步骤前，将玻片承载盒套入外套盒内，卡住后将实验用玻片放入玻片承载

盒内城垛样卡槽里并保证其手持端向上，向玻片承载盒注入实验用水，使水位高过玻片手持端与工

作端交汇处。然后在冰箱冷藏室保存。当进行染色体滴片步骤时，使用本实用新型。在玻片承载盒

与外套盒空隙放置冰袋并注入水使水位刚好高过冰袋。 

结论  本研发外套盒与玻片承载盒之间间隙及玻片承载盒内注入水，玻片放置在玻片承载盒分隔区

域内，冰袋放置在外套盒冰袋插片装置内，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冰盒与玻片承载盒内的水会一直通

过两盒间隙之间水进行热传导过程使本体系内能量趋于平衡。同时由于外套盒内冰袋与水构成的

“冰水混合物”温度始终处于 0 度，保证了玻片承载盒内的水温不会因低于 0 度而结冰，也就不影响

取出玻片的过程。当取出时用镊子在玻片磨砂玻璃处夹出即可。适合对染色体玻片进行预冷处理，

预冷温度适宜、稳定，放冷时间持久。 

 
 

PU-5007 

上海地区 BRAF 基因突变检测室间质量评价 

 
蒋玲丽,王雪亮,鲍芸,杨依绡,肖艳群,王华梁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通过开展 B-rapidly accelerated fibrosarcoma（BRAF）基因突变检测项目室间质量评价

(external quality assessment，EQA)，分析和探讨临床实验室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 

方法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2017 年发送两次 EQA 样品盘至 45 家实验室，每次均

包含 5 份样本，要求各参评实验室在 1 周内将检测结果上传至中心数据库。然后，中心依据回报结

果汇总各实验室 EQA 成绩,并计算每份检测样本的符合率。 

结果  2017 年两次 BRAF 基因突变检测 EQA 活动分别收到 42 和 41 家实验室的有效回报结果，两

次 10 份样本检测总符合率为 76.2%~100%，其中：野生型、p.V600K、p.V600R 和 p.V600E 样本

符合率分别为 99.2%(123/124 份)，79.8%(67/84 份)，87.8%(36/41 份)和 95.2% (119/125 份)。分

别有 73.8%(31/42 家)和 75.6%(31/41 家)实验室检测结果完全正确；其中：使用注册试剂检测结果

完全正确的实验室分别为 79.8%(27/34 家)和 81.3%(26/32 家)，使用实验室自建方法(laboratory- 

developed tests，LDTs)结果完全正确的实验室分别为 50%(4/8 家)和 55.6%(5/9 家)。 

结论  上海市临床实验室 BRAF 基因突变检测项目 EQA 总符合率较高，商品化试剂检测结果符合

率高于 LDTs；部分实验室检测能力有待提高，应加强 BRAF 基因突变检测项目质量控制，以确保

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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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008 

临床生物化学常规检验项目不同检测系统间结果的比对分析 

 
王开军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临床生物化学常规检验项目不同检测系统间结果,并进行比对分析 

方法  将 8 份不同血清，做 5 天，按照 EO9-A2 文件要求在不同检测系（C 与 P）生化检测系统

上，进行相同常规生化项目检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计算出 C 与 P 不同仪器常

规生化项目各自的相关系数 r 值和相对误差（SE%）SE%，并且 C 与 P 不同仪器相同常规生化项

目结果间进行比对，以方法学比较中的 SE%<1/2CLLA’88 允许总误差（TEa），作为属临床可接

受水平，即两种检测体系检测结果具有可比性，否则不具可比性。 

结果  两检测系统比对显示：ALT、AST、GLU、AMY、AKP 比对项目 r 值均≧0.975，比对项目中

ALP 比对结果不可接受，其余项目均在可接受范围。 

结论  C 与 P 检测系统进行生物化学常规检验项目检测结果比对，其误差可以被临床接受，认为两

检测系统间检测生物化学常规检验项目结果具有可比性和溯源性。 

 
 

PU-5009 

加强检验与临床的交流 ，促进医疗质量的提高 

 
张永梅 

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加强检验与临床的交流 ，促进医疗质量的提高 

方法  第一，检验医师要从检验技师的工作中分离出来，确实去担任特殊标本的审核和解释工作。

检验医师参与检验的日常工作，是为了更好的为患者和医生解释检验报告，但检验日常工作不是主

要职责。第二，检验医师在门诊出诊，对检验标本进行解释。检验医师针对门诊患者，可以指导患

者留取标本；指导门诊患者检测项目的选择；对检验报告的解释及进一步就诊的建议等内容。因此

设立相应的岗位，发挥检验医师的特长，可以促进整体医疗质量的提高。第三，检验医师参与到临

床教学查房中。 

结果  检验医师的出现，是检验学科发展的需要，最终目标是通过检验医师发挥的职能，促进医疗

质量的提高。加强实验室与临床交流，促进实验室与临床的结合是提高临床诊治水平的重要环节,

也是促进学科共同发展的双赢之举。 

结论  尽管检验医师在促进临床沟通和医疗质量提高等方面还没有发挥较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学科

发展的需要和医疗体制的不断完善，检验医师会得到尽快的成长，检验医师的工作任重道远。 

 
 

PU-5010 

A Mitochondrial-targeting AIE Fluorogen as A Novel 
Photosensitizer for Tumor Photodynamic Therapy 

 
Xiaojing He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In recent years, photodynamic therapy as a non-invasive treatment means with high 
selectivity  has been gradually applied to the treatment of cancer. Herein,a novel mitochond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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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ing AIE molecule,abbreviated as LS01,is designed and characterized. Our experiment 
mainly explores its application potential as a photosensitizer in photodynamic therapy. 
Methods The optical imaging technique was used to observe the intracellular imaging of LS01 
under a confocal microscope. The cells were continuously irradiated with the lazer light 
source from the confocal microscope . DCFH-DA fluorescence probe was added to detect the 
production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during the irradiation. Besides, the effects of LS01 
molecules on cell viability under white light irradiation and  dark conditions were compared by 
cytotoxicity assay and apoptosis assay. 
Results From the results of confocal imaging, it was observed that LS01 molecules can 
specifically target mitochondria.Under irradiation with a laser light source, the production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was detected. Under white light irradiationn,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LS01 molecules, the activity of the cells  decreaseed, while under 
the dark conditions, the change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LS01 does not cause the cell activity to 
fluctuate, and the cell activity is maintained at a high level. 
Conclusions The LS01 molecule,a novel mitochondrial targeting AIEgen, has the potential to 
work as a photosensitizer. Under the irradiation of a specific light source, LS01 induces the 
production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and leads to cell damage or apoptosis.which can be used 
in the photodynamic therapy of tumors in the future. 
 
 

PU-5011 

普利生 XC-20 血沉仪与魏氏血沉管检测结果比较 

 
夏雁南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普利生 XC-20 血沉仪与魏氏血沉管检测结果比较区别 

方法  对北京普利生全自动动态血沉测试仪与魏氏法测定红细胞沉降率的结果进行比较,以评价北京

普利生全自动动态血沉测试仪测定血沉结果的可靠性。 

随机抽取 50 名住院和门诊患者,抽取患者静脉血,柠檬酸钠 4NC 抗凝，分别用北京普利生全自动动

态血沉测试仪与魏氏法检测血沉[2],并对测定的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与比较。室温控制在 20±1℃，

同一患者同时抽取两管血备用。 

结果  50 例标本中 26 例结果﹤20mm/h,18 例结果在 20～60mm/h 之间，两种方法的测定结果,在此

范围内,结果基本一致, p＜0.05；9 例标本的结果在 60～120mm/h 之间，血沉仪的值与魏氏法的值

相差较大,魏氏法测定的结果低于仪器法 10﹪左右,并且随着测定值的升高,二者之间的差异越显

著。故认为北京普利生全自动动态血沉测试仪测定正常参考值范围内的标本结果与手工法接近,而

对血沉＞60mm/h 的异常标本则手工法测定结果更可靠。 

结论  血沉是红细胞随时间进行沉降的非线性复杂过程，血沉作为一项临床常规检测指标，特别是

在动态观察病情变化及治疗处理方面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是某些疾病发生、发展、疗效观察和预

后判断的重要依据。 

应用自动血沉仪操作简便，可同时测定多个样本，克服了不少人为误差因素，能够节省一定的人

力、物力；其缺点是贫血和脂血的样本会干扰仪器红外线而影响测定结果，对于较为异常的标本，

也应用传统的魏氏管进行检测较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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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012 

如何改进临床医学检验专业实践教学 

 
左媛 

内蒙古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由于临床医学的不断发展，具有教学任务临床实验室需要为检验科输送更为专业、更加善于

沟通、专业素质更为全面的毕业生。如何能够在有限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培养出初步具有较为全面

的专业能力、能够满足需求的实习生，是检验科面临的新的教学要求。为了达到这些要求，科室的

教师队伍集思广益，进行了全面的教学改革。 

方法   由于临床医学的不断发展，具有教学任务临床实验室需要为检验科输送更为专业、更加善于

沟通、专业素质更为全面的毕业生。如何能够在有限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培养出初步具有较为全面

的专业能力、能够满足需求的实习生，是检验科面临的新的教学要求。为了达到这些要求，科室的

教师队伍集思广益，进行了全面的教学改革。 

结果   由于临床医学的不断发展，具有教学任务临床实验室需要为检验科输送更为专业、更加善于

沟通、专业素质更为全面的毕业生。如何能够在有限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培养出初步具有较为全面

的专业能力、能够满足需求的实习生，是检验科面临的新的教学要求。为了达到这些要求，科室的

教师队伍集思广益，进行了全面的教学改革。 

结论   由于临床医学的不断发展，具有教学任务临床实验室需要为检验科输送更为专业、更加善于

沟通、专业素质更为全面的毕业生。如何能够在有限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培养出初步具有较为全面

的专业能力、能够满足需求的实习生，是检验科面临的新的教学要求。为了达到这些要求，科室的

教师队伍集思广益，进行了全面的教学改革。 

 
 

PU-5013 

临床医学实验室信息网络化及数据应用 

 
唐韬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近几年, 检验医学在我国得到了快速发展, 全国各家医院的临床医学实验室开展的项目日渐丰

富，并在大部分检验项目上均已实现自动化, , 为临床上提供了大量有意义且报告快捷、方便查阅的

检测数据。可以说, 检验医学的信息化已成为临床医学实验室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临床诊疗工作

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方法  近几年, 检验医学在我国得到了快速发展, 全国各家医院的临床医学实验室开展的项目日渐丰

富，并在大部分检验项目上均已实现自动化, , 为临床上提供了大量有意义且报告快捷、方便查阅的

检测数据。可以说, 检验医学的信息化已成为临床医学实验室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临床诊疗工作

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结果  近几年, 检验医学在我国得到了快速发展, 全国各家医院的临床医学实验室开展的项目日渐丰

富，并在大部分检验项目上均已实现自动化, , 为临床上提供了大量有意义且报告快捷、方便查阅的

检测数据。可以说, 检验医学的信息化已成为临床医学实验室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临床诊疗工作

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结论  近几年, 检验医学在我国得到了快速发展, 全国各家医院的临床医学实验室开展的项目日渐丰

富，并在大部分检验项目上均已实现自动化, , 为临床上提供了大量有意义且报告快捷、方便查阅的

检测数据。可以说, 检验医学的信息化已成为临床医学实验室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临床诊疗工作

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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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014 

HnRNPK promotes to migration in the TGF-β  induced A549 
cell EMT via MAP1B-LC1 

 
Liping Li1,Yan Songxin1,Huang Guofu1,Chen Miaojuan3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Jiangxi， Nanchang 

2.Medical College of Nanchang University， Jiangxi， Nanchang 

3.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nd Central Laboratories， Guangdong Second Provincial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represents a malignant transformation of lung 
cancer cells, relevant to tumor progression and metastasis. The mechanism of EMT is debating 
and unclear. We previously reported that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hnRNPK (K protein) in human 
lung adenocarcinoma A549 cell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human bronchial epithelial 
HBE cells. With a TGF-β1-mediated A549 cell EMT model, we further demonstrated that K 
protein is associated with EMT phenotypes of A549 cells, especially in migration, and may be a 
key regulator of EMT. Therefore, we proceed, in this study, to probe the interaction partners of K 
protein in this EMT model. 
Methods The overexpression of K protein promoted EMT of A549 cells, in contract, knockdown 
of K protein was observed to inhibit this EMT transformation. Translocation of K protein from the 
nucleus to the cytoplasm was observed along with EMT transformation. By employing Co-IP and 
mass spectrometry, 76 potential K protein binding proteins were identified in A549 cells. 
Results Ingenuity Pathway Analysis suggested the functional networks of these proteins 
including RNA post-transcriptional modifications and cellular migrations. Especially, cytoskeletal 
proteins including MAP1B-LC1 was firstly identified as K protein binding partner, suggesting their 
roles in cytoskeletal rearrangement. 
Conclusions As we probably infer, MAP1B-LC1 was observed as regulator for A549 
transformation in EMT. The detailed mechanism for the K protein-related lung cancer malignant 
progression is under investigation. 
 
 

PU-5015 

利用甲基绿-派洛宁染色法分析 

不同恶性肿瘤细胞系核仁形态特征的实验研究 

 
陶马良,司徒博,郑磊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对比甲基绿-派洛宁（Methyl Green-Pyronin，MGP）染色和传统染料瑞氏-吉姆萨（Wright-

Giemsa，WG）染色法对核仁染色效果的差异；利用甲基绿-派洛宁染色法分析不同恶性肿瘤细胞

系核仁形态特征与差异。 

方法   利用细胞系甩片方法制成细胞涂片，分别用 MGP 及 WG 染色，利用 Olympus BX51 光学显

微镜在油镜视野下拍摄并比较成像效果。利用甲基绿-派洛宁染色法对 4 种不同恶性肿瘤细胞

（HeLa, H1975, A549,7721）进行染色后，Image J 图像处理软件分析不同细胞系核仁的形态特征

和差异。 

结果  不管是染色特异度还是核仁清晰度，MGP 染色核仁的效果均优于 WG。7721、A549、

H1975、HeLa 四种恶性肿瘤细胞系的平均核仁个数分别为 1.99，2.32，2.64，2.91；核仁面积占

细胞核面积的比例分别为 40.14%，22.14%，18.87%，33.98%；核仁面积占细胞总面积的比例分

别为 22.57%，11.60%，7.00%，15.27%；细胞核面积占细胞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 56.21%，

52.41%，37.12%，4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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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MGP 对核仁的成像效果优于 WG，更适合用于观察恶性肿瘤细胞的核仁形态；不同恶性肿

瘤细胞的核仁形态特征显著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U-5016 

独立医学实验室不合格样本分析及风险控制探讨 

 
胡启礼,高红 

杭州迪安医学检验中心 

 

目的  对独立医学实验室不合格样本分析，明确分析前质量缺陷并进行改进，让实验室检验结果更

加准确可靠。 

方法  对杭州迪安 2017 年 7 月份 973000 例样本中不合格样本进行分析，找出缺陷及存在风险进行

质量改进；再对 12 月份 895000 例样本进行分析，评价质量改进效果。 

结果  通过分析前质量管理，不合格样本率下降 50%，分析前质量得到了提升。 

结论  通过对不合格样本分析，控制影响分析前风险因素，是提高独立医学实验室检验结果更加准

确的有效措施。 

 
 

PU-5017 

非结核分枝杆菌肺病误诊为肺结核 1 例病例分析 

 
李宇宏 

内蒙古乌海市传染病医院 

 

目的  分析非结核分枝杆菌被误诊为肺结核的原因。 

方法  通过对患者胸部影像学分析、临床症状、痰涂片查抗酸杆菌、GeneXpert MTB/RFP 检测 、

测序鉴定、改良罗氏培养结核菌等药物敏感试验。 

结果  临床接诊正规抗感染治疗无效,影像学表现为、实变和支气管扩张等多种病变形态同时存在,且

多次结核病原菌检测为阴性患者，需考虑到 NTM 肺病可能,及时行菌种鉴定,减少漏诊和误诊。 

 
 

PU-5018 

Toll 样受体信号在 B 细胞刺激因子诱导系统性 

红斑狼疮转基因小鼠模型中的研究 

 
黄宁,谢文阁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 Toll 样受体信号（TLR-4）在 B 淋巴细胞刺激因子（BLys）诱导系统性红斑狼疮

（SLE）转基因小鼠模型中的作用机制，为 SLE 的治疗提供新靶点。 

方法  选择 SPF 级 EB 病毒膜抗原 BLLF1 转基因雌性小鼠共 30 只，6～8 周龄，平均（30.5±5.2）

g.随机分成空白对照组、BLys 阻断剂组和 TLR-4 阻断剂组各 10 只，空白对照组腹腔注射等量生理

盐水，BLys 阻断剂组应用抗 BR3 单克隆抗体 500μg/d/次，腹腔注射连续 10d，TLR-4 阻断剂组应

用抗人 TLR-4 抗体 250μg/d/次，腹腔注射连续 10d。继续喂养 10d 后无菌取眼静脉血，RT-PCR

法检测 TLR-4 mRNA 水平，ELISA 法检测 BLyS 蛋白和 IL-6 水平，金标免疫斑点法检测抗 dsDNA

抗体滴度，常规生化法检测 C3、ESR 和 CRP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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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空白对照组 TLR-4 mRNA、BLyS、IL-6、抗 dsDNA 抗体、C3、ESR 和 CRP 水平显著高于

其他两组（P＜0.05）.除 TLR-4 和 BLyS，BLys 阻断剂组和 TLR-9 阻断剂组其他指标比较均无差

异义（P＞0.05）. 

结论  TLR-4 可能是 BLys 诱导 SLE 的一个重要信号通路，调节免疫炎症反应水平。 

 
 

PU-5019 

30 例临床输血不良反应分析 

 
张玲娥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医院 

 

目的  通过对临床发生的输血不良反应资料回顾性分析，探讨有效降低输血不良反应的措施,提高临

床医生对输血反应的认识和处理能力。 

方法  按《临床输血技术规范》要求，对巴彦淖尔市医院 2015 年各类输血不良反应回报单进行统

计分析。 

结果  在 5144 人次输血中，发生输血不良反应 30 人次，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0.58%，主要表现

为过敏及发热反应，其中过敏反应 18 人次，占 60.0%，以输注血浆引起为主，发热反应 10 人

次，占 33.3%，以输注红细胞引起为主，，其他反应 2 人次，占 6.7％。 

结论  提高科学合理用血水平及输血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血液制品品种的改变，加强输血管理

及相关知识的培训，有助于降低输血不良反应发生。 

 
 

PU-5020 

巴彦淖尔市医院血细胞分析不确定度评估 

 
闫利明 

巴彦淖尔市医院 

 

目的  通过对血常规项目的不确定度的分析，评定血常规项目检测中测量不确定度是否有利于定量

分析及对测量质量影响的各个因素。 

方法  依照相关规定对不确定度的要求，分析血常规项目中不确定度的测量流程，探讨不确定度的

来源。 

结果  血常规项目不确定度来源于测量中的不精密度和校准品的不准确，二者的判断依据分别是临

床实验室相关文件和厂家溯源指标。 

结论   本实验室的血细胞分析中的直接测量项目的不确定度比较理想，均可达到本实验室的质量目

标。 

 
 

PU-5021 

荧光定量 PCR 测定 HBV DNA 室内质控规则的探讨 

 
李育敏,阚丽娟,张水兰,汤花梅,熊丹,张秀明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测定乙型肝炎病毒核酸（HBV DNA）室内质控规则的

选择。 

方法  以卫计委临检中心室间质评（EQA）HBV DNA 项目评价界限（0.4，LOG 值）作为允许总误

差（TEa），并与根据文献报道设定的 TEa（0.95，LOG 值）比较使用。以本实验室高、低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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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室内质控累积变异系数(CV%)作为不精密度的估计值，以参加 EQA 的百分差值作为实验室的

偏倚（Bias）估计，应用标准化方法决定图、Westgard 质控选择表格、标准化操作过程规范

（OPSpecs）图以及标准化西格玛（σ）性能验证图的质控工具来评价方法的性能以及选择质控规

则，并计算质量目标指数（QGI）。 

结果  TEa 为 0.4（LOG 值），高水平室内质控评价方法性能为临界；低水平为方法不可接受，

高、低两个水平在保证 90%分析质量（90%AQA），质控物测定数（N）为 2 时无质控规则可选，

需增加质控物测定数和选择更多的质控规则。TEa 为 0.95（LOG 值），高、低水平评价方法性能

均为优秀，高水平可选择质控规则为 13S（N=2，批次 R=1），低水平可选择 13S/22S/R4S（N=2，

R=1）。QGI 提示高水平需改进正确度与精密度；低水平需改进精密度。 

结论  质控工具可评价 HBV DNA 检测系统的性能及选择合适的质控规则，结合 QGI 可分析方法性

能较差的原因，以指导实验室进行持续质量改进。 

 
 

PU-5022 

实验室信息化在检验工作中的应用 

 
白岩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LIS 系统以其强大的软件系统功能，在分析技术自动化的基础上整合了样本采集、处理、保

存及数据处理等分析前、分析中、分析后的全程自动化。为优化检验流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方法  1 、分析前处理 

2、分析技术自动化应用 

2.1 TAT 时间的严格监控  

2.2  LIS 系统的危急值报告模块应用 

1 、分析前处理 

2、分析技术自动化应用 

2.1 TAT 时间的严格监控  

2.2  LIS 系统的危急值报告模块应用 

3、分析后自动化管理   

结果  实验室应用 LIS 系统，优化了检验管理，简化了检验流程、提高了检验效率，实现检验系统

自动化管理。 

结论  期待检验学科应用更多的自动化管理技术。 

 
 

PU-5023 

临床来源屎肠球菌 β-内酰胺类抗生素耐药基因 PBP5 的检测 

 
田英杰 

包头医学院研究生学院 

 

目的  分析青霉素耐药屎肠球菌 PBP5 C-末端新的基因突变位点，探讨突变位点与青霉素耐药性相

关 

方法  应用琼脂筛选法检测 117 株临床来源的肠球菌菌株并分析其耐药性，从中选出 26 株屎肠球

菌，采用 PCR 法检测 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耐药基因 PBP5，其扩增产物进行 DNA 测序。 

结果  26 株屎肠球菌中，21 株对 β-内酰胺类抗生素耐药，占实验菌株的 80.8%。耐药菌株中

PBP5 基因携带率为 100%。选择 13 株 β-内酰胺酶阴性的屎肠球菌 PBP5 基因 C-末端 PCR 产物

进行基因测序，7 号菌株中发现了两个新的氨基酸突变，分别是 460 位的酪氨酸 (Tyr)→苯丙氨酸

(Phe)、462 位的丙氨酸(Ala)→苏氨酸(T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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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PBP5 C-末端基因突变与 β-内酰胺类抗生素耐药相关。 

 
 

PU-5024 

耐红霉素肠球菌 erm(B)耐药基因检测 

 
秦磊 

包头医学院研究生学院 

 

目的  检测红霉素核糖体甲基化酶基因 erm(B)在耐药肠球菌菌株中的携带率，探讨肠球菌对于红霉

素耐药趋势和耐药基因的分布情况。 

方法  所有实验菌株均经 37℃培养 24 小时，挑选菌落分离纯化。传统生化反应、VITEK2 微生物鉴

定及药敏系统、PCR 方法等进行鉴定。纸片扩散法( K-B 法 )和 MIC 法进行药敏分析。采用 PCR

测定红霉素耐药基因 erm(B)。 

结果  本实验 50 株肠球菌中，红霉素耐药菌株 39 株(78.0%)，敏感菌株 11 株(22.0%)。耐药菌株

中 erm(B)基因检出率为 34(83.3%)，11 株敏感菌中未检出 erm(B)基因，药敏表型和基因型符合率

为 90.0%。 

结论  本地区肠球菌中存在 erm(B)基因，且与红霉素耐药相关。 

 
 

PU-5025 

浅谈三级医院创建中危急值的制度建立和落实 

 
任庆远 

费县人民医院 

 

目的  医学检验危急值报告制度指当检验数据出现异常时，病患生命可能已处在危险边缘，为及时

挽救生命或有效改善加重病情而制定的一系列报告管理制度。这项制度要求检验科在发现危 

方法  1 建立医学检验危急值报告制度的意义 

1.1 不同医务人员认识和重视程度参差不齐 

1 人混淆等情形均可出现假阳性危急值结果。 

1.2.2 检验人员因素检验人员没有强的责任心，收集标本时未认真核对，未及时退回不符合要求的

标本并重新采集等，均可出现假阳性危急值。如果将此结果报告医生，会误导医生判断患者病情并

采取不必要的救治措施。 

1.2.3 被检验者因素有的被检验者不配合医护人员采集标本过程，造成采集的血液标本不能真实反

映其生理生化功能变化的实际情况，出现假阳性危急值。 

结果  2 危急值报告项目和范围管理缺失之处 

2.1 危急值项目不全 

危急值项目是由检验科与相关科室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确定的，一般将血常规、血凝、电解质、肝肾

功能、心肌酶谱等作为危急值报告项目，但孕妇的尿蛋白、Rh 阴性血型等项目未列入，易为检验

人员所忽视，医生不能及时得到信息，难以及早处理孕妇分娩过程中出现的意外。 

2.2 危急值往往缺乏小儿和成人之分 

有的生理生化检验指标在不同人群的耐受能力是不同的，相应危急值阈值也可能不同。如在实践中

往往新生儿血糖借用成人的危急值范围，这是不妥当的。 

3 加强医学检验危急值报告制度实践的探索 

3.1 加强危急值报告登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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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人员要熟练掌握危急值项目及其范围，了解其临床意义，一旦出现危急值，首先在保证仪器设

备正常，室内质控项目在控的情况下立即复检，复检无误后，立即和相关人员沟通，询问检验结果

是否和实际病情 

结论  危急值管理是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实验室认可的一个重要条件。

危急值的质量控制除保证危急值报告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外，更要管理和控制好危急值操作规程中的

各个关键环节。 

 
 

PU-5026 

医用玻璃瓶瓶盖开启方式改进 

 
李龙,马长剑,朱涛 

沈阳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目的  铝塑组合盖是抗菌药物瓶、培养瓶常采用的包装，组合盖由铝盖和塑盖组成，塑盖通过热铆

合工艺与铝盖结合。在医疗科研活动目前还停留在用剪刀剪、用锥子捅或使用日常起子的简单开启

方式，且开启铝塑组合盖过程中还会产生尖锐的铝盖残片，开启过程中如果使用老式的开启方式极

易损伤操作者，使用效率低下。另外钳子开启的方式容易损坏组合盖，影响药品疗效。 

方法  开启起子，包括起子锥心、起子一字嘴，起子手柄，所述起子锥心由两个独立的金属 V 型锥

心内嵌在起子的把环外周，所述起子一字嘴为与起子垂直可用于开启塑盖时向上撬起塑盖或开启铝

盖时切断铝盖边缘便于开启铝盖。 

结果  该起子适合对铝塑组合盖整体同时进行开启也可对塑盖、铝封分别开启。在整体开启时用起

子金属锥心抵住塑盖同时手柄向下用一字嘴去切断铝封口边缘，然后用另一头的金属锥心插入到铝

封中的胶塞里，利用杠杆原理启开整个瓶盖。在分别开启时，利用一字嘴结构开启塑盖时向上撬起

塑盖或开启铝盖时切断铝盖边缘便于开启铝盖。 

结论  在医疗科研过程中会遇到加入试剂或注入成分的步骤，这时需要利用注射器注入，就需按需

去掉盖子，而现在所用的盖子一般为铝塑联合盖，使用老式的开启方式极易损伤操作者。使用效率

低下另外，钳子开启的方式容易损坏组合盖，影响药品疗效。本改进结构简单，使用方便。 适合

对铝塑联合盖进行开启，包括联合开启及分别开启，并且使用方便，不易伤手。 

 
 

PU-5027 

Non-neutralizing epitopes induce robust hepatitis C virus 
(HCV)-specific antibody-dependent CD56+ natural killer cell 

responses in chronic HCV-infected patients 

 
Lu Long 

Shanghai Ninth People’s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Natural killer (NK) cell-mediated antibody-dependent cellular cytotoxicity (NK-ADCC) is 
of considerable interest in viral infection.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NK-ADCC responses in 
chronic hepatitis C virus (HCV) infection. 
Methods In this study, impaired non-specific antibody-dependent CD56+ NK cell responses were 
observed in chronic HCV infection, as shown by decreased degranulation (extracellular CD107a 
expression) and interferon (IFN)-γ production in response to antibody-bound P815 cells. A 
peptide pool composed of epitopes recognized by anti-HCV-E1/E2 antibodies could induce 
pronounced HCV-specific antibody-dependent NK cell responses in sera from approximately half 
the chronic HCV carr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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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dditionally, HCV-specific epitopes with the capacity to induce robust NK-ADCC activity 
were identified. Five linear NK-ADCC epitopes (aa211-aa217, aa384-aa391, aa464-aa475, 
aa544-aa551 and aa648-aa659 of the HCV envelope) were identified and do not overlap with 
putative linear neutralizing epitopes. 
Conclusions This study revealed the dys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antibody-dependent CD56+ 
NK cell responses in chronic HCV carriers. The key non-neutralizing NK-ADCC epitopes 
identified in this study may act as new targets for immunological intervention. 
 
 

PU-5028 

M2 型丙酮酸激酶基因沉默对直肠癌细胞凋亡与增殖的影响 

 
潘宝龙 1,巫玲 2,潘丽 1 

1.玉溪市人民医院 

2.玉溪市中心血站 

 

目的  探讨 M2 型丙酮酸激酶（(Pyruvate Kinase M2，PK2）基因沉默对直肠癌细胞凋亡与增殖的

影响。 

方法  免疫荧光法检测体外培养直肠癌细胞中 PK2 蛋白的表达；磷酸钙转染法将构建 PK2-shRNA 

重组质粒转入直肠癌细胞，设置为空质粒组、Blank 组和 PK2-shRNA 组，荧光定量 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PK2 mRNA 及蛋白表达；以 CCK-8 及流式细胞术对 PK2 基因沉默后直肠癌细

胞的增殖、细胞周期以及凋亡率进行检测。 

结果  直肠癌细胞的细胞核和细胞质中均表达 PK2 蛋白；PK2-shRNA 组 PK2 mRNA 和蛋白表达均

明显低于空质粒组细胞和 Blank 组细胞(均 P < 0.05)；PK2-shRNA 组细胞在 12、24、36、48 和

72 h 5 个时间点的 D 值较 Blank 组和空质粒组均明显降低(均 P < 0.05)；与 Blank 组和空质粒组比

较，PK2-shRNA 组细胞 G1期细胞数比例显著增多(均 P < 0.05)，G2/M 期细胞数比例显著降低(均

P < 0.05)；细胞凋亡率明显增加(均 P < 0.05)。 

结论  沉默 PK2 基因可以抑制直肠癌细胞的增殖及细胞周期的进程并促进细胞凋亡。 

 
 

PU-5029 

由一起医疗乌龙事件浅谈检验临床沟通必要性 

 
温忠亭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江苏省第二红十字医院） 

 

目的  通过一起自身原因导致的差错，让检验人员的工作要从根本上转变思想，变之前的“以标本为

中心，检验结果为目的”的工作习惯为“以患者为中心，疾病治疗为目的”，改变工作方法，从实验室

中走出来，加强与临床医护人员的沟通和交流，顺利的完成检验分析工作前、中、后的过程，进而

实现提高检验质量的目的，为患者的治疗提供更好的服务。 

方法  总结分析样本出错的四种可能，分析出错原因。 

结果  累计三条经验和同行分享。 

结论  一个病人需要做什么检验项目，往往由负责的临床医生根据病人的病情来决定，但有时临床

医生对某些检测项目的评价指标还不太熟悉，从而影响对检验项目的正确选择，造成时间、人财物

的浪费。临床医生也要综合分析病情，多向实验室提供病人的情况，遇到有疑问的数据更要及时联

系实验室，必要时重复实验，尤其对一些似乎与病情不相符的数据更要核实，防止贻误诊治。总

之，本着一切为病人服务的宗旨，研究加强检验科与临床科室沟通的内容方式，将会极大地提高检

验医学的发展和更好服务于临床，更好地为病人服务。因此加强双方的紧密合作沟通对话十分必

要，是使整体医学诊疗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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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030 

The regulation mechanism of LIN28A in breast cell line 
about proliferation, invasion and apoptosis 

 
chao zhang,Yuqian Jiao,Baoen Shan 

The Forth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Breast cancer is the most common female malignant tumors, breast cancer become a 
threat to the female in China. Epithelial-to-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is the biological 
processes of malignant tumor epithelial cells migration and invasion. In this research, we want to 
know the regulation mechanisms of LIN28A in cell proliferation, invasion and apoptosis on breast 
cancer cell. 
Methods Through building a stable LIN28A expression of MCF-7 cells , we discussed the 
influence of LIN28A in breast cell, including flow cytometry was used to viral transfection 
efficiency, transwell assay was used to cell invasion migration, clonogenic assay detected cell 
proliferation, flow cytometry was used to cell apoptosis and cell cycle situation. Finally, Real-time 
and Western-blot assay were used to the expression of the relevant gene and protein, specifically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s of LIN28A in breast cancer cells. 
Results  Real-time and Western-blot were used to detect stably transfected expression after 
LIN28A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pSBbi-GP and parental, the expression of LIN28A mRNA in 
LIN28A-pSBbi-GP was increased, while the mRNA expression of let-7a reduced (P<0.05). 
Followed by Western-blot assay, the protein levels of LIN28A in LIN28A-pSBbi-GP was increased 
expression (P<0.05); Clonogenic assayed Cell proliferation changes, results of this experiment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parental clone group, control-pSBbi-GP group and LIN28A-pSBbi-GP 

group were 38.20±2.02、44.55±2.67 and 102.65±9.87, Compared with parental group and 

control-pSBbi-GP group, LIN28A-pSBbi-GP colonie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0.05),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control-pSBbi-GP group and the parental group (P>0.05), 
prompting LIN28A gene overexpression could promote cell proliferation; Transwell assay results 
showed that, in MCF-7 cells, compared with the parental group and control-pSBbi-GP group, 
LIN28A-pSBbi-GP group migration and invasion into the lower chamber cell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5), prompting overexpression LIN28A gene could promote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8FCM was used to detect cell apoptosis and cell cycle chang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par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pSBbi-GP group, early apoptosis rate of 
LIN28A-pSBbi-GP group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5), and, after LIN28A overexpression, 
accelerated the G1/S phase transition; Real-time and Western-blot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par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pSBbi-GP group, LIN28A-pSBbi-GP group up-
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Snail and Slug, CyclinD1 and eIF4E expression increased, Bcl-XL 
expression up-regulated, suggesting that LIN28A overexpression may inhibit the let-7, and then 
induced the proliferation, inhibited the apoptosis in breast cancer cell.  
Conclusions By lentivirus transfection overexpression, LIN28A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proliferation, inhibit apoptosis. At the same time, let-7-related target genes upregulated, 
suggesting that by inhibiting let -7 expression, LIN28A can promote the EMT process in breast 
cancer cell. Through the LIN28/Let-7/HMGA2/Slug, Snail/E-cadherin and LIN28/let-7/BCL-XL 
signaling passway, LIN28A could promote the proliferation, inhibition apoptosis in breast cancer 
cells, In addition, combined with a previous study, we further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28A and OCT4 by Real-time, and Western-blot experiments found that after overexpression 
LIN28A, OCT4 expression increased, decreased E-cadherin expression, increase Vimtern 
expression, suggesting that, LIN28A also by inducing the expression of OCT4, promoting breast 
cancer EMT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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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031 

全自动高灵敏度肝炎检测系统的性能验证及评价 

 
孟帅,姜育燊,普智飞,闫占力 

杭州迪安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目的  评估由磁珠法乙型肝炎病毒检测试剂盒、Natch S 全自动核酸提取仪、荧光定量 PCR 仪等组

成的全自动高灵敏度肝炎检测系统的分析性能及其应用价值。 

方法  依据《 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在分子诊断领域的应用说明》、《临床检验定量测定

项目精密度与正确度性能验证》等标准，对全自动高灵敏度肝炎检测系统的精密度、正确度、线

性、最低检出限、标本携带污染、抗干扰能力等指标进行性能验证。试验所用标本为浙江省临床检

验中心室间质评样品和本实验室前期收集的高浓度临床标本及阴性标本。采用圣湘磁珠法 HBV 

DNA 定量检测试剂盒、Natch S 全自动核酸提取仪、Mx3000P 荧光定量 PCR 仪进行检测。对检测

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精密度验证：低浓度（1.00E＋02 IU/ml 水平）和高浓度（1.00E+07IU/ml 水平）标本的重复

性精密度和中间精密度均≤5％，且重复性精密度<3/5TEa，中间精密度<4/5TEa；正确度验证：结

果符合浙江省室间质评要求（绝对偏差≤±0.5log 值。）；线性：在 2.82E+01IU/ml～1.21E+08 

IU/ml 之间线性关系良好；最低检出限： 可以达到 10 IU/ml； 标本携带污染：无标本携带污染；抗

干扰能力：血红蛋白（1g/dL）、总胆红素（148.5mmol/L）、甘油三酯（6.69mmol/L）对检测结

果没有影响。 

图 1 实测值与理论值线性关系 

Fig.1  Linear relation between actual measured value and theoretical value 

经统计后拟合回归线 y = 1.045x - 0.4434 ，相关系数 r2≥0.95 （ r2=0.9993 ）， b 值在

1±0.05 （b=1.045）范围内 

结论  磁珠法乙型肝炎病毒检测试剂盒使用 Natch S 全自动核酸提取仪、荧光定量 PCR 仪等组成的

全自动高灵敏度肝炎检测系统通过性能验证，可以满足目前乙肝 DNA 临床疗效监测的需求。 

 
 

PU-5032 

IQ200 全自动尿液分析仪流水线复检规则的建立及验证 

 
张肖冰 

辽宁省人民医院 

 

目的  制定 IQ200 全自动尿液分析仪流水线检测结果的尿液显微镜镜检复检规则及验证其适用性。 

方法  每日随机选取 1-50 号标本的尿液，连续 10 天，共计 500 份辽宁省人民医院患者尿液标本在

IQ200 流水线上进行干化学和有形成分检测。同时对 500 份标本以 400 g 相对离心力离心 5min，

取 0. 2 mL 尿沉渣，轻摇离心管，使尿沉渣有形成分充分混匀，由 2 名经验丰富的主管技师同时对

同一份标本进行检测，并取平均值作为最终显微镜镜检的结果。以显微镜镜检结果为金标准并依据

IQ200 全自动尿液分析仪流水线的结果，对临检组尿常规标本进行了复检规则的设置，并采用 200

例临床标本对复检规则的适用性进行了验证，并统计真阳性率，假阳性率，真阴性率，假阴性率，

和复检率。 

结果  最终复检规则设置如下：1.对照 IQ200 尿沉渣分析仪图像结果和流水线的尿干化学结果，当

沉渣分析仪与尿干化学的结果不相符者应镜检，即尿蛋白阳性( + ～ + + + + ) 对应管型阴性、或尿

沉渣管型计数阳性(>1)，对应尿蛋白阴性；隐血阳性( + ～ + + + ) 对应尿红细胞阴性或尿沉渣红细

胞计数阳性（>17 个/μl）,对应潜血阴性并排除维生素 C 干扰、白细胞阳性( +～ + + + ) 对应尿白细

胞阴性或尿沉渣白细胞计数阳性（>28 个/μl），对应尿沉渣白细胞计数阴性时应镜检; 2.尿沉渣细

胞图片模糊不清、不易辨认的需镜检;3.与病人病情不符，临床医生提出要求者需镜检 4.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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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以镜检为准且只报告唯一的结果。选取 200 份尿液标本对制定的规则进行验证，通过复检率和

假阴性率的结果来评价选定规则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最终复检结果如下：真阳性率为 27.5%，假阳

性率为 24%,真阴性率为 46%，假阴性率为 2.5%。复检率为 32%。假阴性率小于 5%。因此，本

复检规则通过验证。 

结论  制定尿液分析复检规则可以有效筛选异常尿液标本，漏检的 5 份标本中，均为轻度的红白细

胞增高没有在仪器上检出，无严重肾脏疾病漏检。复检规则的建立可以减少每天复检尿液的数量的

同时提高工作效率，并保证了尿液常规检查结果的准确性，避免和减少重大疾病的漏诊率。 

 
 

PU-5033 

不同保存条件对常规化学血清学检测的影响 

 
李禹龙,贺建勋,孙建武,曾小莉,赵松,袁慧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目的  常规生化血清学检测标本常常需要保存一周以待复查，另外，由于部分医院检验科日常工作

需求不同，血清学标本通常也需要保存一段时间后进行检测。为了探究常规保存血清学样本的条件

对于标本检测结果的影响，本研究主要探究常规温度和密闭条件对于常规生化血清学检测的影响。 

方法  随机选取年龄相近，健康的男女患者各两名，抽取血清标本，分别保存在 37 ℃密封条件、4 

℃密封条件、37 ℃开放条件和 4 ℃开放条件下，使用 Beckman 公司 AU5400 生化分析仪检测基

点、保存 6 小时、保存 1 天和保存 7 天的常规生化项目，包括：钾、钠、氯、钙、前白蛋白、磷、

糖、尿素、尿酸、肌酐、总蛋白、白蛋白、总胆红素、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碱性磷酸

酶、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直接胆红素、镁、γ 谷氨酰转肽酶、胆碱酯酶、总胆固醇、总甘油三

酯、总胆汁酸、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腺苷脱氨酶、载脂蛋白 B、高敏 C 反

应蛋白、脂蛋白（a）、二氧化碳、铁、补体 C3、补体 C4、IgA、IgG、IgM、IgE、β2-微球蛋

白、同型半胱氨酸、抗链球菌溶血素 O、类风湿因子、载脂蛋白 A1。 

结果  37 ℃密闭条件保存 7 天，仅二氧化碳、总胆红素和直接胆红素检测结果发生有统计意义的降

低（p < 0.05）。37 ℃开放条件保存 7 天，所有的血清标本均干涸，保存 1 天，钠、氯、总蛋白、

白蛋白、乳酸脱氢酶、镁出现有统计学意义的升高（p < 0.05），二氧化碳出现有统计学意义的降

低（p = 0.001）。4 ℃密闭条件下保存 7 天，仅二氧化碳出现有统计学意义的降低（p < 

0.001）。4 ℃开放条件下保存 7 天，钾、钠、氯、钙、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载脂蛋白 A1 存在有

统计学意义的升高（p < 0.05），二氧化碳出现有统计学意义的降低（p = 0.003）。 

结论  血清学检测标本的常规保存条件最好可以在 4 ℃密闭条件下，标本是否处于密闭状态对检测

结果影响更大。二氧化碳对保存条件最敏感，应尽快检测，及时冻存。 

 
 

PU-5034 

报告一例一对出生 3 天双胞胎姐妹 

同时嵌合型 21 三体综合征并且同时伴有 21pstk+ 

 
李瑞萍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妇幼保健院 

 

目的  报告一例一对出生 3 天双胞胎姐妹同时嵌合型 21 三体综合征并且同时伴有 21pstk+。 

方法  对患儿父母及双胞胎姐妹经无菌采静脉血，无菌接种培养基，72h 收获制片 G 显带，姬姆萨

染色后 100 倍显微镜阅片出结果。进行家系调查，患儿其母自然受孕，孕前未接触过有害物质，孕

期未出现过出血等现象，孕 24 周做 B 超提示胎位一个头位，一个臀位。其中臀围提示脑室增宽，

其余检查未见异常，未做羊水穿刺检查，双方家族中无类似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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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患儿出生后双胞胎中：大的体重 2350g，生命体征平稳，面部症状：吐舌，眼距宽，手掌通

冠掌；小的体重 1850g，呼吸困难，靠呼吸机维持，21 三体症状明显。双胞胎患儿及父母染色体

核型：患儿（大）：47，XX,+21,21 pstk+［16］ /46,XX,21 pstk+［84］  患儿（小） :47，

XX,+21,21 pstk+［31］/46,XX,21 pstk+［69］ 母亲核型：46.XX  父亲核型：46,XY 

结论  唐氏综合症（即 21-三体综合征），是小儿染色体病中最常见的一种，发病原因复杂，在治

疗方面有一定的难度，是常染色体异常畸变的染色体病。经研究资料显示，21 三体综合征患者约

占 0.47‰，男性多于女性，全部表现智力低下。以前 21 三体综合征患儿发生率主要出现于高龄产

妇，尤其年龄在 40 岁以上的高龄产妇。近年来，根据一些专家的调查和研究发现导致 21 三体的可

能性比较大的原因如：妊娠前后孕妇有病毒感染史如流感、风疹等；  受孕时夫妻一方染色体异

常，夫妻一方年龄较大； 妊娠前后孕妇服用致畸药物等； 夫妻一方长期在放射性荧幕下工作或污

染环境下工作； 有习惯性流产史、早产或死胎的孕妇； 夫妻一方长期饲养宠物者等。为了减少出

生缺陷率，提防 21 三体综合征，勿漏了唐氏筛查，筛查出高风险也莫惊慌，最终明确结果还是要

通过进一步做羊水穿刺或是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才确定。 

 
 

PU-5035 

荧光定量 PCR 法测定 HBV DNA 的线性评价和临床可报告范围 

 
阚丽娟,李育敏,熊丹,张秀明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荧光定量 PCR 测定乙型肝炎病毒核酸（HBV DNA）检测系统的线性评价和临床可报告

范围（CRR）的确定。 

方法  选取接近线性范围上限的患者标本（8.81E+8 IU/mL），用阴性标本进行系列稀释至比厂商

声明的线性范围下限低一个数量级（8.81E+1 IU/mL），共制备 8 个等间距浓度梯度的样本，每个

样本重复测量 3 次，在一个分析批内完成，采用平均斜率法、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

（CLSI）EP 06-A 指南方法和线性稀释回收法进行线性评价。在线性范围内选取 3 个高浓度患者标

本，采用最大稀释度实验法确定 CRR。 

结果  采用平均斜率法，相关系数 r=0.999， 斜率 b=1.004（t=93.326，P=0.000），截距 a=-

0.026（t=-0.421，P=0.689），符合线性要求；按 EP 06-A 指南，经多项式回归分析，最适多项式

为二次，二次多项式中每个浓度水平的线性偏差（DL）均小于允许误差 0.4（LOG 值）；采用线

性稀释回收法，r=0.999，b=0.993（t=75.82，P=0.000），a=-0.040（t=-0.51，P=0.628），符合

线性要求，稀释回收量≤ ±0.4（LOG 值）。采用最大稀释度实验确定最大稀释倍数为 1:100000。 

结论  HBV DNA 在 8.81 E+1～8.81 E+8 IU/mL 的范围内为临床可接受线性关系，CRR 为 8.81E+1

～8.81E+13 IU/mL。 

 
 

PU-5036 

全国 110 家妇幼保健院及儿童医院检验科儿童 

全血细胞计数参考区间调查与分析 

 
刘佳丽,王薇,何法霖,钟堃,袁帅,张志新,杜雨轩,王治国 

北京医院 国家老年医学中心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北京市临床检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目的  统计并描述全国 110 家妇幼保健院及儿童医院检验科儿童全血细胞计数参考区间来源及上下

限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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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基于 Web 方式的室间质量评价（EQA）软件系统，收集到 2017 年全国 110 家妇幼保健

院及儿童医院检验科儿童全血细胞计数参考区间调查表结果。使用 Microsoft Excel 2007 和 SPSS 

17.0 对数据进行分析统计。 

结果  参考区间来源主要来自于操作规程和实验室自己确定。50.5%-53.6%的实验室对参考区间进

行了验证。白细胞计数参考区间上下限从出生起（下限 8.11-14.89；上限 16.26-22.74）逐步下

降，到青少年期数值接近于成人（下限 3.64-4.27；上限 7.17-10.74）。红细胞计数参考区间除在

新生儿期较高以外，其余各时期均接近于成人。血红蛋白测定参考区间在新生儿期数值较高，上下

限 95%Cl 较宽（下限 43.05-156.73；上限 55.85-197.62），且高于其他阶段。红细胞比容参考区

间数值随年龄增大有较缓的升高趋势。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测定和红细胞比容，参考区间在性别

分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白细胞计数参考区间性别分组单位数较少（5 家），且组

间差异结果无统计学意义。两种使用率较高的不同检测系统 Sysmex XN series 和 Sysmex XS-

800i/XS-1000i/ XS 500i/ XS 900i series 使用的参考区间比较，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目前我国正在建立儿童全血细胞计数参考区间，建议以照年龄阶段和性别分组为依据，参考

本次调查结果制定儿童全血细胞计数参考区间的卫生行业标准。 

 
 

PU-5037 

丙肝病毒基因型与脂肪肝发病率间的相关性研究 

 
蔡鹏程,王丹丹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探索本地区丙肝患者病毒基因型分布及不同丙肝基因型患者间脂肪肝发生率以及血糖、血脂

及肝功能特征 

方法  收集 94 例丙肝患者血清，采用 PCR-反向点杂交法检测丙肝基因型，同时检测患者肝功能、

血糖、血脂及病毒载量，并采用 B 超检测其中 39 例患者脂肪肝发生情况。 

结果  丙肝患者中 1b 型占 75.53%（71/94），2a 型占 12.77%（12/94），6a 型占 6.38%

（6/94）。不同基因型丙肝患者间 HCV RNA 无明显差异。38 例丙肝患者中，发生脂肪肝者 5 例

（13.16%），不同基因型丙肝患者间脂肪肝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P=0.615）。2a 组患者与“3a or 

3b or 6a”组患者总胆红素及直接胆红素水平存在差异；不同基因型患者间血糖水平无明显差异。 

结论  不同基因型丙肝病毒所致肝功能损伤可能存在差异，而并未引起血糖、血脂水平和脂肪肝发

生率的差异。 

 
 

PU-5038 

DACT1 基因羟甲基化在儿童 WT1 、IDH1/2、TET2 

基因突变的急性髓细胞白血病中的特征及临床意义 

 
陈希,闭军琴,于洁,邹琳,包黎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研究 Dapper，β-连环蛋白拮抗剂，非洲爪蟾同系物 1 (dapper, antagonist of beta-catenin, 

homolog 1 Xenopus laevis, DACT1)在儿童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中的羟甲基化特征及其与预

后的关系，寻找 AML 新的危险分层的分子标志物。 

方法  测序分析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初发 AML 188 例，WT1、IDH1/2、TET2 基因突

变，将病例分为 WIT-AML 组（30 例）和非 WIT-AML 组（158 例）；用糖基化 qPCR 及 qPCR 方

法检测 WIT-AML（16 例）、非 WIT-AML（14 例）和非 AML 患儿（14 例）的 DACT1 基因羟甲

基化水平（ 5-hydroxymethylcytosine,5hmC）和表达水平，并用 Spearman 方法研究其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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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COX 回归分析 DACT1 羟甲基化对 AML 患儿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及无病生存率

（event free survival，EFS）的影响。 

结果  WIT-AML 病例组的 DACT1 a、b 区域（DACT1 a/b）甲基岛(CpG)5hmc 水平较非 WIT-AML

低 (Ua=48.00，Pa=0.008；Ub=19.00，Pb＜0.001）且其基因表达明显减低 (Uexp=0.00，Pexp＜

0.001）；DACT1 a/bCpG 的 5hmc 与 DACT1 的表达水平呈正相关（ ra=0.812,Pa＜0.001；

rb=0.789,Pb＜0.001）； DACT1a 5hmc 水平减低是 EFS 的危险因素（HR=3.896，95%CI：

1.161-13.073；P=0.028），同样也是 OS 的危险因素（HR=4.109，95%CI：1.226-13.771；

P=0.022）。 

结论  在 WIT-AML 中，DACT1 羟甲基化水平（5hmc）和表达水平显著降低，DACT1a 区 5hmc

水平降低可增加儿童 AML 生存风险，可作为 AML 一个新的独立预后不良指标。 

 
 

PU-5039 

深圳市罗湖区 22496 例女性人乳头瘤病毒感染情况及亚型分析 

 
李芳勇,刘慧玲,许晓清,莫红梅 

深圳市第五人民医院深圳市罗湖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深圳市罗湖区 15 种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PV）基因型的分子流行病学特点。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妇科、体检科及社康中心接受 HPV

检测的 22496 例女性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依据不同年龄及样本来源分为五个年龄段及三组不同风

险人群，分别为≤25 岁、26~35 岁、36~45 岁、46~55 岁、≥56 岁和妇科组、体检组、社康组，采

用荧光 PCR 法检测 15 种高危型 HPV ( 16、18、31、33、35、39、45、51、52、53、56、58、

59、66、68 型)感染情况 

结果  总体感染率为 15.30%，妇科组患者感染率为 16.58%，社康组感染率为 14.03%，体检组感

染率为 10.90%，三组不同风险人群的感染率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总

体与三组不同风险人群的高危型 HPV 感染年龄均呈“U”形分布，≤25 岁年龄段感染率最高，其次为

≥56 岁年龄段。检测的 15 种高危 HPV 亚型均有检出。总体感染率排名前 5 位的 HPV 基因型别依

次为 52、58、16、39、51 型，其余从高到低为 66、18、56、31、68、59、33、35、45、82

型。三组不同风险人群 HPV 亚型分布略有差异。三组不同风险人群均以单一感染最多见，单一感

染率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重感染以二重感染为主，最多出现六重感

染。各组别各年龄段单一感染的感染率到多重感染呈递减的趋势。 

结论  深圳市罗湖区 HPV 感染亚型分布存在地区特异性，5 个年龄段及 3 组不同风险人群 HPV 感

染状况亦有差异，对 HPV 筛查和研制疫苗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PU-5040 

糖原累积病研究进展 

 
曾召琼,易帆,谢小兵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目前单基因遗传病已有八千多种，糖原累积病(glycogen storage disease, GSD)作为一种单

基因遗传病，随着各种新的检测技术和平台的兴起与引入，其研究发展得以不断深入。本文着重对

近年来糖原累积病的具体分型、遗传模式、致病基因及位点、临床症状等情况做一综述，以期有助

于今后该病的基础研究及临床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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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041 

The role of RDW,RLR and NLR in predicting HEV infection 
and its related liver failure 

 
Jian Wu1,2,Naizhou Guo1,Xueyan Zhang3,Yijin Wang4,Qiuwei Pan1 

1.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Yancheng City 

2.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Laboratory of Experimental Anesthesiology， Erasmus MC-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Rotterdam， 

3.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Jiangsu Vocational College of Medicine， 

4.Department of Pathology and Hepatology， Beijing 302 Hospital， Beijing， China. 

 
Objective Hepatitis E virus (HEV) infection contributes to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acute liver 
injury. This study aims to evaluate the ability of re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 (RDW), 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 (NLR) and RDW to lymphocte ratio (RLR) on diagnosis of hepatitis E and HEV 
induced liver failure. 
Methods 93 healthy controls, 152 current/recent HEV infected patients without liver failure (HEV-
non-LF) and 62 patients with HEV induced liver failure (HEV-LF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RDW, 
NLR, RLR were evaluated in predicating the degree of liver injury by development of liver failure 
following HEV infection and the prognosis. The difference of RDW, neutrophil, lymphocyte, white 
blood cell counts, platelet counts, liver enzymes, serum albumin, 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INR) and Child-Pugh score were analyzed. Their ability of predicting for HEV-related liver 
damage was valuated with AUROC. 
Results Serum RDW, NLR and RLR in HEV-non-LF and HEV-LF groups have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which can be used as a predictor of liver failure, but it can not become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RDW and RLR measurements for predicting the degree of liver damage 
in HEV non-LF group have a good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The AUROC of RLR for predicting 
the degree of liver damage was 0.99, which was superior to RDW for the degree of liver damage 
predicting 0.76. RDW and NLR measurements for predicting HEV-related liver damage in HEV-
LF group have a good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The AUROC of NLR for predicting HEV-related 
liver damage was 0.72, which was superior to RDW for predicting HEV-related liver damage 0.63. 
Serum RDW, NLR and RLR in HEV-LF group have no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which can 
not be used as a predictor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liver failure. 
Conclusions Serum RDW, NLR and RLR can be used as a predictor of HEV-related liver faliure, 
but it can not be used as a predictor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liver failure. RLR has a good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for predicting the degree of liver damage in HEV non-LF group. 
Meanwhile, NLR has a good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prediction for the degree of liver damage in 
HEV-LF group. 
 
 

PU-5042 

三种国产化学发光免疫分析设备性激素六项性能验证评价 

 
石燕,魏衍财,宋妙丽,朱耿超,魏佳玲 

苏州市立医院 

 

目的  对三种国产化学发光免疫分析设备（新产业、迈瑞、安图，随意标定为 A、B、C）的配套定

量检测试剂盒中性激素六项，包括孕酮（P）、雌二醇（E2）、促黄体生成素（LH）、卵泡刺激素

（FSH）、泌乳素（PRL）和睾酮（Test）的进行性能验证，评价其是否满足本实验室的质量管理

要求，同时给其他相关实验室在国产设备使用方面一个参考。 

方法  方法学性能验证。参考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CLSI）文件要求，对三种国产设备配套的六项性激素进行精密度验证、方法学比对、分

析测量范围验证。样本来源于 2016 年 1 月至 10 月来我院就诊的患者血清样本。其中方法学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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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参考 CLSI EP9-A3 方案，参考系统为本实验室在用的进口检测设备(Beckman Coulter DXI800)

及其配套试剂，检测测量范围内的至少 40 份样本，评价三种国产设备与进口设备检测结果的可比

性。应用 Microsoft Excel 2007、SPSS 16.0 软件和 MedCalc 软件对性能验证结果进行评价。 

结果  A 检测系统的性激素六项，B 检测系统的 FSH、LH 和 PRL，C 检测系统的 E2、LH 和 PRL

项目的精密度验证结果符合本实验室质量要求；A、B、C 国产检测系统与进口设备测定结果之间

相关系数分别为 0.76~0.99、0.89~0.99、0.82~0.98；所有项目分析测量范围验证结果均符合要

求。 

结论  三种国产化学发光设备的性激素六项精密度、线性范围基本能满足临床需要，与进口设备检

测结果相比较其相关性尚可，但医学决定水平处偏移可接受性差。 

 
 

PU-5043 

乙醇通过干预心肌 AKT2 及 GLUT4 

表达影响 AC16 细胞葡萄糖摄取 

 
张明慧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酒精性心肌病（ACM）是一种获得性扩张型心肌病，与长期的酒精摄入（80g/天，大于 5

年）有关，主要表现为左心室扩张，心肌收缩力减低及心律失常等。ACM 发病机制比较复杂，目

前已有学者在多方面进行探究，包括线粒体功能障碍、氧化应激、糖脂代谢紊乱等机制，关于乙醇

对线粒体生成，肌丝钙离子敏感性及氧化应激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而以葡萄糖代谢为基点探讨乙

醇对心肌细胞影响的相关研究不够深入。GLUT4 为葡萄糖转运体，在心肌、骨骼肌及脂肪组织中

均有高水平表达，AKT2 是调控 GLUT4 转位的关键蛋白，二者联合对细胞摄取葡萄糖进行调节。

实验主要检测不同浓度乙醇对 AC16 细胞 AKT2 及 GLUT4 表达影响，探究 ACM 患者心肌细胞内

糖原沉积的分子学机制。 

方法  采用 MTT 法检测不同乙醇浓度干预对 AC16 细胞存活率改变，选择合适的乙醇浓度用于后续

实验。电镜下观察不同组别 AC16 细胞超微结构改变。应用 Wesrern-Blot 技术分别检测不同组别

AKT2 及 GLUT4 表达水平变化。均数±标准差（±S）表示表示计量资料，组间差异比较应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P<0.05 提示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  1. 光镜下不同组别细胞形态不同，低浓度乙醇组无明显改变，中浓度乙醇组细胞体积及细胞

核增大，高浓度乙醇组细胞结构改变更为明显，可见少量凋亡细胞。2. 电镜下观察 AC16 细胞超微

结构改变，与正常对照组相比，高浓度乙醇组细胞内线粒体数量有所减少，且有大量脂滴聚集于细

胞内。3. 不同组别 AC16 细胞 AKT2 表达水平改变,AKT2 在低浓度乙醇组无明显改变，中浓度乙醇

组增强 66.2%±3.4%，高浓度乙醇组增强 98.9%±1.5%。 

4.不同组别 AC16 细胞 GLUT4 表达水平改变，低浓度乙醇组 GLUT4 表达趋势于 AKT2 一致；而

中浓度乙醇组表达增强 35.6%±4.1% (n=3, P<0.05)，高浓度乙醇组表达增强更为明显，增强

56.9%±2.2%(n=3, P<0.05） 

结论  高浓度乙醇可通过上调心肌细胞 GLUT4 及 AKT2 表达，促进 GLUT4 转位，心肌细胞对葡萄

糖摄取增强，一定程度上解释 ACM 患者心肌细胞中糖原异常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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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044 

浅谈乡镇卫生院化验室现状和管理 

 
段爱军,耿立 

河南信合医院 

 

目的  检查 30 个乡镇卫生院化验室存在的具体问题。 

方法  依据河南省卫计委《河南省一级综合医院执业评审细则（试行）》、《一级综合医院基本标

准》和《乡（镇）、街道卫生院基本标准》的相关文件，检查各乡镇卫生院化验室的实际现状。 

结果  乡镇卫生院化验室依旧对室内质控和室间质评重视不够，检验人员严重匮乏，检验技术严重

落后。 

结论  落实开创对口“医联体”支援，解决乡镇卫生院化验室急缺人才，才能确保检验技术提升。 

 
 

PU-5045 

球形二氧化硅纳米颗粒诱导 SDF-1α 

通过 AKT 信号通路促进肺癌的上皮间充质转化 

 
李欢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云南宣威烟煤中含高含量的非晶形纳米二氧化硅，主要为不规则形和球形，据报道烟煤中的

纳米二氧化硅与肺癌高发之间具有一定相关性。非晶形纳米二氧化硅的直接致癌作用仍不确定，我

们认为它可能通过造成炎症微环境促进肺癌的发生和 EMT。 

方法  为验证这个假设，我们采用以 Transwell 小室共同培养人单核细胞 THP-1 和人支气管上皮细

胞 BEAS-2B，在苯并芘的协同下，SiNPs 处理后分析 BEAS-2B 细胞的皮下成瘤能力和 EMT；采

用细胞因子芯片检测 SiNPs 刺激 THP-1 细胞释放的细胞因子，并在体内外研究相应细胞因子功

能。 

结果  结果表明，SiNPs 处理后可显著使 BEAS-2B 细胞癌变，且促进 EMT，可上调 THP-1 细胞中

SDF-1α 表达，并激活 AKT 信号通路；用抗体中和 SDF-1α 后 BEAS-2B 细胞的 EMT 水平下降，

AKT 相关蛋白磷酸化水平明显下降。 

结论  在苯并芘的协同下,SiNPs 通过诱导 THP-1 细胞释放 SDF-1α 可促进 BEAS-2B 细胞的癌变和

上皮间质转化。 

 
 

PU-5046 

内蒙古包头地区的环境污染状况与精液质量相关性研究 

 
王鹏 

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 2014 至 2016 年内蒙古包头地区男性精液质量数据的分析，了解男性生殖健康及生殖能

力的现状，为规避生殖健康中的环境风险提供理论支持。  

方法  对 3 年中我院男性精液标本质量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和组间比较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三年收集的 5760 例精液样本平均浓度为 72.25±61.37106/ml，精子活力（a+b）平均值

0.31±0.18，精子存活率（a+b+c）平均值为 0.55±0.25。经过对比分析浓度上没有显著的差异；而

在活力和存活率上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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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内蒙古包头地区各年份间精液动力学上存在下降趋势， 环境污染可能对人类生殖健康造成影

响。  

 
 

PU-5047 

A Literature Review of Blood-Disseminated P. marneffei 
Infection and a Case Study of this Infection in an HIV 

Negative 

 
xiu jing han2,1,Danhong Su1,Jianyun Yi1,Yawei Zou1,Yuling Shi2,3 

1.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Graduate Schoo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3.Guangzhou Military Command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bjective The typical manifestations of Penicillium marneffei (nowadays Talaromyces marneffei) 
infection in children without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remain unclear. 
Methods The current work presents the case of a child without an underlying disease who was 
infected with P. marneffei comorbid with eosinophilia. 
Results A 2-year-old male was infected with P. marneffei. A physical examination revealed a 
high-grade fever, ulcerated lesions in the oral mucosa, anemia, pruritic erythematous papules on 
the sac and thigh and watery diarrhea.Routine blood tests initially indicated that the patient had 
leucopenia; however, later tests indicated that he had leukocytosis. This peak was caused by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eosinophils. The total IgE and specific allergen levels were normal. The 
stool was negative for parasite eggs. Aspergillus antigen (galactomannan, GM)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were present in the serum for a relatively long period. 
Conclusions Eosinophilia can occur during P. marneffei infection, and this finding might provid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n the activity of this intracellular parasite. In addition, GM detection might 
be useful for monitoring the effect of antifungal treatments; however, this theory requires more 
data for verification. 
 
 

PU-5048 

临床检验专业质量指标应用探讨 

 
王树林 

内蒙古赤峰市第二医院 

 

目的  临床检验专业质量指标应用探讨 

方法  在三级医院评审以及 ISO15189 实验室认可过程中，要求加强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2015 年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印发了临床检专业 15 个质控指标 1，质量指标的应用对临床检验的精细管

理无疑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但在质量指标的使用前笔者认为应对检验项目及检验项目分类进行

界定，统一达成共识，以便质量指标标准化同质化的使用。根据具体医院的规模大小实际情况等，

灵活选择和使用质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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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049 

医学检验毕业生参加住院医师规培的经验探讨与反思 

 
仇实,梁静 

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 

 

目的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在培养高层次医学人才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医学生毕业后教育

中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阶段，同时也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环节。 

方法  本文对国内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现状、医学检验毕业生参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现状进

行了阐述，并对我院检验规培中所取得的经验成果进行了总结与探讨：（1） 高质量的规培生

源 （2）“一对一”带教模式 （3）正确的教学模式；同时对规培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了分析与反

思：（1）对规培政策的解读不到位 （2）规培学员的科研能力培养不够 （3）检验规培学员临床

沟通能力还有待提高；并就相应问题提出改进的建议，同时对检验医学生的规培前景进行了展望。 

结果  检验医学生在毕业后参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就是培养高素质检验医师的必经之路，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检验医师临床经验不足的缺陷。 

结论  检验工作者则是实验室诊断与临床医师之间的桥梁，培养兼具临床技能和检验技能的优秀检

验人才是今后的检验医学的发展趋势也是必然结果。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越来越多的检验新项目和先进技术也得到了源源不断地开展和运用，许多新技术由于专业性强，在

人类的健康评估、疾病的诊断、治疗及预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对检验工作者的专业素质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PU-5050 

木犀草素对 HepG2 细胞增殖及凋亡的影响 

 
文荣 

内蒙古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原：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从野艾蒿中提取的黄酮类化合物木犀草素（Luteolin，Lue）对人肝癌 HepG2 细胞的增

殖及凋亡的影响。 

方法   通过 MTT 法检测木犀草素在不同浓度（ 20/10/8/5/1 μg/ml ）和不同作用时间

（2h/6h/12h/24h）对 HepG2 细胞的抑制作用，不加药物组做空白对照；再应用流式细胞技术检测

木犀草素诱导人肝癌 HepG2 细胞凋亡的情况。所有实验数据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分析，计量资料用± 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分析。 

结果  木犀草素可抑制 HepG2 细胞生长，且抑制率在浓度和时间上呈现出依赖性关系(P<0.05)；当

木犀草素作用 24h 时，HepG2 细胞生长抑制率达到 50%所需要的用量即 IC50 为 12.65μg/ml；在

药物浓度为 20μg /ml，作用时间为 24h 时，抑制率可达 22.7%。木犀草素可诱导人肝癌细胞

HepG2 发生凋亡，在药物浓度为 20μg /ml，作用时间为 24h 时，早期凋亡率和晚期凋亡率分为

（8.17±0.65）%、（16.33±3.62）%，与对照组早期凋亡率比较均有所升高，有显著性差异

(P<0.01)。 

结论  木犀草素对 HepG2 细胞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有效诱导 HepG2 细胞发生凋亡，可为以后黄

酮类化合物及衍生物在抗癌方面的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694 

 

PU-5051 

变态反应性疾病过敏原检测结果分析  

 
曹青凤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康巴什部） 

 

目的  变态反应性疾病过敏原检测结果分析 

方法  130 例变态反应性疾病患者均来自我院门诊和住院患者.年龄 3-55 岁，其中男性患者 58例，

女性患者 72 例。多数患者有过敏性鼻炎，眼结膜炎荨麻疹、慢性咳嗽、上呼吸道感染等。少数患

者表现为哮喘。130 例变态反应性疾病患者中，临床诊断为荨麻疹 55 例，多见于儿童，过敏性鼻

炎合并眼结膜炎 59 例，哮喘 16 例。 

 食物性过敏原和吸入性过敏原分别采集患者早晨空腹静脉血各 5mL 于 BD 真空管内。试剂盒由欧

蒙（德国）医学实验诊断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结果  130 例变态反应性疾病患者，食物性过敏原和吸入性过敏原检测结果见附表 

结论  变态反应性疾病是一种病因复杂，治疗较困难的一种疾病。由欧蒙试剂提供的试剂盒用于体

外半定量检测食物性或吸入性过敏原，操作简便，结果准确。患者痛苦少、且安全。由于过敏原与

变态反应性疾病的发病密切相关，[1]大多数患者不能够向临床提供可疑的致敏因素，使治疗不彻底

且反复发作。现在我们用此简单快速的方法，为患者筛查出过敏原，指导患者尽可能避开致敏因

素，提高临床的治疗效果。 

 
 

PU-5052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基因多态性与 2 型糖尿病肾病的相关性研究 

 
刘媛媛,马亮,曹永彤 

中日友好医院 

 

目的  探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基因插入/缺失（I/D）多态性与 2 型糖尿病(T2DM)及其合并

糖尿病肾病（DKD）的关系。 

方法  选择 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 3 月中日友好医院收治的 T2DM 合并 DKD 患者 300 例为研究对

象，纳入 DKD（+）组；选择同期本院收治的 T2DM 不伴 DKD 患者 300 例，纳入 DKD（-）组。

在三条引物的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PCR-RFLP）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改进，荧光

标记下游引物 5’端，PCR 扩增后采用细管电泳进行片段分析得出三种基因型，即插入（II）型、插

入/缺失（ID）型和缺失（DD）型。统计学分析两组受试者的临床生化指标和 ACE 基因 I/D 多态性

不同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 

结果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比较，年龄、性别、吸烟比例、病程、DBP、HbA1c、TC、TG、HDL-

C、LDL-C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DKD（+）组 SBP、Scr、Urea、HCY 水平高于

DKD（-）组，Ccr 低于 DKD（-）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在 DKD（+）组

中， DD 型患者的吸烟比例、BMI、SBP、DBP 水平均高于 II 型及 ID 型患者（P＜0.05）。DKD

（+）组患者 DD 基因型及 D 等位基因频率均高于 DKD（-）组（DD 基因型：15%比 7.3%，D 等

位基因频率：36.5%比 31%，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ACE 基因 DD 型、

SBP、CHO、HCY、HbA1c 是 DKD 的独立相关因素（P＜0.05），控制 HbA1c、CHO、SBP、

HCY 因素后，ACE 基因 DD 型仍与 DKD 独立正相关（P=0.016,OR=2.03，95%CI 1.14～3.6）。 

结论  ACE 基因 I/D 多态性与 2 型糖尿病患者 DKD 的发病相关，DD 基因型是 2 型糖尿病合并

DKD 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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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053 

The prognosis analysis of FLT3-ITD gene mutatio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eloid leukemia undergoing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 meta-analysis 

 
Liangjun Zhang 

Zigong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the FLT3-ITD gene mutation on the outcome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patients receiving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Methods We identified eligible studies from several databases including PubMed, Embase, and 
Cochrane Central Reg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s (CENTRAL) (from January 2015 to July 2018).We 
adopted leukemia-free survival (LFS), relapse incidence 

(RI), nonrelapse mortality (NRM), and overall survival (OS),disease free surviva（DFS）,as result 

indicators.The data was input and analysed with Cochrane review manager software（RevMan 

5.3）for meta-analyses. 

Results 13 studies of 3902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AML(including 1708 cases of FLT3-ITD 
mutation positive and 2194 cases of FLT3-ITD mutation negative AML patients) were included. 
the patients with AML with FLT3-ITD had worse OS[HR = 1.59 (1.21–2.09)]/RI [HR = 2.28 (1.58–
3.29)]/ DFS[HR = 1.93 (1.48–2.52)]/ EFS[HR = 1.64 (1.12–2.38)] than those patients without 
FLT3-ITD. 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 between FLT3-ITD+ and FLT3-ITD- AML 
patients in LFS[HR = 0.97 (0.63–1.48)]/ NRM[HR = 0.82 (0.47–1.44)].Furthermore, FLT3-ITD had 
unfavorable effect on OS/EFS in uni/multivariate model, number of patients patient source and 
the subgroups of NOS. 
Conclusions The meta-analysis indicated that FLT3-ITD mutation is an adverse prognostic 
factor in AML patients undergoing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FLT3-ITD would contribute to a more 
precise clinical risk stratification and decision of treatment. 
 
 

PU-5054 

RNA 结合蛋白 Lin28 在肿瘤中研究进展 

 
时宪,李士军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Lin28 是一个结构上高度保守的 RNA 结合蛋白，其分子量小于 30KDa 的蛋白。其在秀丽隐

杆线虫的发育过程中对不同基因的时序差异表达调控具有重要的作用。在高级真核生物中，Lin28

主要在细胞浆表达，也有少部分表达在细胞核。作为人体细胞重新编程成为多能干细胞的四种多能

性因子之一，在生长代谢、组织发育和肿瘤发生中有重要作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Lin28 与

miRNA 的密切关系逐渐受到重视，成为当今研究热点之一。 

 
 

PU-5055 

包头地区学龄前儿童静脉血血红蛋白参考值范围的调查研究 

 
任美英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调查和了解包头地区学龄前儿童(1-6 岁)静脉血血红蛋白的正常参考值范围，以建立适合该实

验室的参考区间，同时为临床诊断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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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通过分析 2013 年 5 月至 2015 年 4 月来我院健康体检的学龄前儿童（1-6

岁），筛选无慢性病史，无血红蛋白疾病及贫血史，无血吸虫、钩虫、疟原虫等感染的贫血，无蚕

豆病，未接受过铁剂和输血治疗的 1031 例作为受试对象，将血红蛋白含量的检测数据在成人参考

区间上限以内人群分为 3 个年龄组，1-2 岁组 233 例；3-4 岁组 358 例；5-6 岁组 440 例。用

SPSS13.0 对不同年龄组的血红蛋白含量进行统计分析,得出适合该实验室的参考区间。 

结果  包头地区 1-6 岁学龄前儿童血红蛋白含量与成人有较大差别，评估儿童是否贫血时不能以成

人参考区间为依据。本研究得出包头地区 1-6 岁学龄前儿童血红蛋白的参考区间，我实验室应建立

此参考区间，并可向临床医师评估 1-6 岁学龄前儿童是否贫血提供参考。 

 
 

PU-5056 

针吸穿刺细胞学在甲状腺疾病检验中的应用体会 

 
王翠峰 

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甲状腺是机体内分泌的重要器官，位于颈前部中，气管两侧，呈蝴蝶状，由滤泡构成，包括

腺上皮细胞和胶质。甲状腺疾病，目前可通过生物化学、同位素扫描、超声波等检查，对甲状腺功

能进行评价。但为进一步进行临床治疗提供依据还是不够的，尤其是甲状腺弥漫性和局限性病变，

肿瘤和炎症病变的诊断、鉴别诊断。针吸穿刺细胞学检查目前作为诊断甲状腺结节的性质的首选方

法，可以从病理诊断角度明确病因，使医生在治疗时制定全面、妥善、预后较好的方案。现将传统

细针穿刺法与“友谊式细针穿刺器“ 穿刺法在诊断甲状腺肿块中的价值进行比较， 以期为临床诊断

甲状腺疾病提供有力的诊断依据。 

方法  使用徒手操作注射器负压针吸标本采集法及友谊式细针穿刺器负压针吸标本采集法，并且使

用瑞氏染色法与 H-E 染色法进行涂片染色。就组织结构和细胞形态进行比较。 

结果  243 例甲状腺病例中，其中乔本氏甲状腺炎 127 例，占甲状腺疾病的 52.2%。甲状腺良性肿

瘤 68 例，占甲状腺疾病的 28%。甲状腺癌 6 例、占甲状腺疾病 2.46%。亚甲炎 15 例、占甲状腺

疾病的 6.2%。结节性甲状腺肿为 27 例，占甲状腺疾病的 11.1%。许特莱细胞瘤 1 例。其中以一

次性注射器负压针吸标本采集法采集标本 141 例，以友谊式细针穿刺器负压针吸标本采集法采集标

本为 102 例。在甲状腺腺瘤、结节性甲状腺肿和甲状腺囊性变病例，友谊式细针穿刺器负压针吸标

本采集法准确率分别为 98.8%、91.7%和 92.3%。在桥本甲状腺炎、亚甲炎病例，徒手操作注射器

负压针吸标本采集法准确率分别为 92.6%、90.9%。在甲状腺癌病例，两种方法准确率相同。   

结论  通过临床观察针吸细胞病理学检查对甲状腺疾病的诊断是可靠的，并且在标本采集上，上述

两种穿刺方法均具有各自的优缺点，我们认为根据触感及其它辅助诊断有甲状腺炎性改变倾向时，

建议使用徒手操作注射器负压针吸标本采集法，而有肿瘤性改变时，推荐使用友谊式细针穿刺器负

压针吸标本采集法。 

 
 

PU-5057 

肿瘤指标 CA72-4 参考范围与年龄关系初探 

 
廖竞宇 

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以临床反应阳性率较高的肿瘤指标 CA72-4 为切入点，初步探讨现有肿瘤标志物参考范围是

否应随年龄变化而更改，建立新的参考范围，从而避免因肿瘤指标结果增高引起的患者焦虑及过度

检查。 

方法  收集从去年 5 月至今来院检查的体检患者标本，纳入除 CA72-4 以外其他肿瘤指标全部正常

的体检标本，包括 AFP、CEA、CA125、CA19-9、CA15-3、NSE 以及 CYFRA21-1，最终共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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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例标本，按年龄分段进行分组，分成 20-29 年龄组、30-39 年龄组、40-49 年龄组、50-59 年

龄组、60 以上年龄组，以 20-29 年龄组为对照组，对各组 CA72-4 的阳性率进行比较，并进行成

组 t 检验以及相关性分析。 

结果  以 20-29 年龄组为对照组，CA72-4 的阳性率各组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各组 CA72-4

的均值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采用相关性分析统计 CA72-4 是否与年龄相

关，结果显示关联程度较弱，无相关性。 

结论  CA72-4 作为反映胃肠道及卵巢疾病的常用肿瘤指标，并未随着年龄升高而升高，且检出率在

各年龄组并无显著差异。在保证室内质控在控且室间比对结果良好的前提下，所得到的统计结果可

靠。虽然结果与预期不同，但通过观察原始数据资料，发现与其他肿瘤指标相比，单 CA72-4 升高

的病例较多，下一步拟对常用肿瘤指标的阳性率进行统计分析，探索现用 CA72-4 参考范围是否适

用于临床。 

 
 

PU-5058 

HPLC 法测定地西泮和艾司唑仑的血药浓度 

 
鲁林 

内蒙古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原：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目的：建立 HPLC 法同时测定地西泮和艾司唑仑血药浓度，为服药病人的抢救赢得时间。 

方法  实验方法 

1.1 药品与试剂    地西泮对照品，艾司唑仑对照品;  甲醇,乙腈均为色谱纯，水为二次蒸馏水。 

1.2 仪器与色谱条件    美国 Backman 公司 HPLC 色谱仪（双泵，166 检测器）分析柱为 Kromain 

5um 4.6mm×25cm ,流动相为甲醇—乙腈—水（30:20:50），流速 1ml/min 检测波长 254nm，常温

操作。 

1.3 样品处理   取 0.5ml 血浆加氯仿 2ml，手摇 1min，离心 3500r/min,10min,取下层 1ml 用氮吹仪

吹干，残渣加 100ml 流动相溶解进样 20ul，以峰面积外标法定量。 

结果  见附件 

结论  临床监测结果地西泮浓度大于 1.0Ug/ml 时，病人神志不清，与文献报道基本相符。艾司唑仑

中毒浓度未见报道，本实验所测病例少，有待以后进步探索。 

 
 

PU-5059 

唐氏筛查与产前基因诊断的必要性 

 
王燕静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提高唐筛高危孕妇产前基因诊断的依从性，降低唐筛儿、染色体缺陷患儿的发生率，提高优

生率，增强我国人口素质。 

方法  采取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对 2014 年至 2017 年所有来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的 7765 例产前唐

筛检测的孕妇及 225 例唐筛高危孕妇、105 例唐筛高危孕妇进行产前基因诊断，15 例进行羊膜腔

穿刺，90 例进行无创 DNA 产前基因诊断，2 例唐筛儿出生，通过统计学方法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参加唐筛孕妇共 7765 例，筛出唐氏高危孕妇 225 例，18-三体高危孕妇 32 例，NTD 高危 64

例，年龄大于 35 岁高龄孕妇 194 例。即疑有胎儿染色体异常核型的高危孕妇共 225 例。筛查高危

率 2.29%。参加产前基因诊断的共 105 例，依从率约 46.6%，其中参加无创 DNA 基因诊断的 90

例，参加羊膜腔穿刺的共 15 例，无创 DNA 产前基因诊断共确诊一例胎儿染色体核型异常，唐筛高

危阳性检出率约 0.95%，羊膜腔穿刺一例检出胎儿染色体异常核型，而在唐筛低危孕妇中，有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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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筛儿出生，发生率为 0.026%，未做唐筛的孕妇中有一例唐筛儿出生，在 2014-2017 年期间，通

过无创 DNA 产前基因诊断，共确诊两例染色体核型异常胎儿，阳性检出率为 1.9%。 

结论  有 105 例孕妇同意做产前基因诊断，通过无创 DNA 产前基因诊断的 95 例高危孕妇中和羊膜

腔穿刺术诊断的 15 例高危孕妇中，各筛查出一例染色体核型异常的胎儿，前者阳性检出率为

1.9%，较 2010 年至 2013 年的发生率 1.6%有所降低。唐氏筛查的检出率为 60%-83%。数据范围

较大，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检出率和假阳性率都有差异，检测结果会受到孕周计算的准确性及医生

经验的影响，一般认为有 5%的假阳性率。另外，在唐筛低危孕妇中，有两例唐筛儿出生，发生率

为 0.026%，因此唐筛低风险不代表没有风险，只是风险比较低。以上数据说明，产前基因诊断有

必要作为唐氏综合征血液生化筛查结果为低风险群体的补充筛查，只要经济条件允许，不管唐筛结

果风险高低，做一下产前基因诊断是可以进一步降低风险的，这或许可以帮助几十个，几百个甚至

更多家庭，避免发生染色体异常的宝宝。 

 
 

PU-5060 

半乳凝集素-9 在肿瘤生物学中作用的研究进展 

 
耿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近年来，有大量文献报道了半乳凝集素-9 在肿瘤中的多方面的生物学作用。本文将对半乳凝

集素-9 在肿瘤生物学中的作用以及其作为癌症治疗靶点的潜力作一综述。 

方法  综述 

结果  半乳凝集素-9 作为半乳凝集素家族的一员，可以调控炎症反应、细胞分化、细胞聚集、细胞

粘附、细胞凋亡等多个生物学进程。并且研究发现，半乳凝集素-9 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

重要的作用，其表达水平与肿瘤的预后相关。 

结论  半乳凝集素-9 有极大的潜力成为诊断和治疗癌症的一个目标分子。然而，半乳凝集素-9 产生

各种生物学效应的具体分子机制以及其各种亚型的不同生物学作用，尚不清楚。并且，调控半乳凝

集素-9 表达以及分泌的机制也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为半乳凝集素-9 在

癌症的诊断治疗提供一种新的策略。 

 
 

PU-5061 

武汉协和医院 2017 年鲍曼不动杆菌的临床分布 及耐药性监测 

 
李辰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 

 

目的  分析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临床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的分布及药物敏感情况。 

方法  采集各临床科室送检的标本, 进行鲍曼不动杆菌的分离、培养, 采用手工或 BD Phoenix 100

系统对鲍曼不动杆菌进行鉴定以及药物敏感试验，采用 WHONET5.6 软件进行数据的录入与分

析。 

结果  共分离出鲍曼不动杆菌 1125 株, 其中从痰标本中分离最多为 904 株(80.36%)；从神经外科中

分离到 191 株，占比 19.49%；菌株耐药性较强, 对亚胺培南、美洛培南的耐药率超过 74%。 

结论  目前鲍曼不动杆菌的检出率较高, 耐药性较强, 应加强鲍曼不动杆菌细菌耐药监测，临床应合

理使用抗菌药物，加强实施消毒隔离，减少产生和传播耐药菌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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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062 

自建 AS-PCR 方法检测 SNP 位点方法学性能评价的探讨 

 
李穗雯,胡大春*,钱净,赵晓丽,邵剑春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自建 AS-PCR 方法检测 SNP 位点分析性能的评价方法。 

  

方法  以 CYP2C19*2 位点为例，对 AS-PCR 检测 SNP 位点的准确性、精密度、分析灵敏度、可

报告范围进行性能评价。准确性：选择 CYP2C19*2 经焦磷酸测序鉴定为野生型、突变杂合、突变

纯合标本共计 40 份，用自建的 AS-PCR 方法进行检测，比较分析两种检测方法的结果一致性。精

密度：选择野生型、突变纯合、突变杂合标本各 3 份，进行批间精密度和批内精密度的测定。分析

灵敏度：将来自 CYP2C19*2 纯合突变样本（割胶回收片段）与野生型样本的基因组 DNA 进行混

合稀释，使突变 DNA 的终浓度分别为 5%、10%、20%，不同浓度样本进行平行检测，重复测定

符合率在 95%以上的浓度为检测下限。 

结果  准确性：自建的 AS-PCR 对 40 份标本 CYP2C19*2 检测的结果与焦磷酸测序结果一致，

Kappa=1.00,说明二者有良好的一致性。精密度：批内重复性符合率为 100%、不同仪器、不同批

次引物之间平行试验结果符合率 100%。分析灵敏度：最低突变检测率为 10%。可报告范围:1.野生

型（CYP2C19 681GG）、2.突变杂合（CYP2C19 681GA）、3.突变纯合（CYP2C19 681AA）。 

结论  自建的 AS-PCR 方法检测 CYP2C19*2 突变的准确性、批内精密度较好，实验室可以根据自

身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评价方法。 

 
 

PU-5063 

Effects of long non-coding RNA GHET1 on the biology of 
MGC803 cell line 

 
Ying Xia1,2,Hai Huang2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First Hospital Attached to Guiyang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Department of Clinical Biochemistry， School of Clinical Laboratory Science，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ole of GHET1 i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gastric cancer. 
Methods (1)Expression of GHET1 was detected in 35  gastric carcinoma and paired adjacent 
tissues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 to analyz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GHEI expression and the carcinoma clinicopathological factors.(2)GHET1 
expression of human gastric cancer cell line AGS, SGC-7901, BGC-823, MGC803, HGC-27 cells 
and normal gastric mucosal cell line GES-1 was detected to determine the proper model of 
gastric cancer. (3)Four special sequences targeting GHET1 were designed and synthetized.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were divided into 5 groups: blank group (control), negative control group (si-
NC), positive control group (si-GAPDH), negative fluorescence tag group (Si-FAM) and GHET1 
knockdown group (si-GHET1). Using inverted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to observe the 
transfection efficiency. (4)The highest interference efficiency siRNA was used for transfection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knockdown GHET1 on gastric cancer cell proliferation and sensitivity of 5-
Fu by CCK-8 assay, cell cycle and apoptosis rate were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were detected by Wound scratch assay and transwell assay. Besides, western blo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expression of apoptosis and cell cycle-related proteins such 

ascaspase3、PARP、Bcl-2、PCNA、CDK2、CDK4 and pRB. 

Results  (1) Compared with that in paired adjacent tissues, GHET1 expression increased in 
gastric cancer tissues, and correlated with the invasion of gastric cancer and TNM stage (P<0.01). 
(2)GHET1 expression was up-regulated in gastric cancer cells with less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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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st expression was found in the MGC803 cells (4.39 + 0.75) (P<0.01), which was selected for 
the GHET1 low expression cell model. (3)CCK-8 assay showed that the decreasing of GHET1 
expression in MGC803 cells could inhibit proliferation, whereas could not increase the drug 
sensitivity of cells to 5-Fu.(4)The cell cycle analysis showed that after knockdown GHET1 of 
MGC803 cells, the proportion in G0/G1 phase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hereas S phase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0.01).(5)There were no difference between cell apoptotic rate of si-
GHET1group and the remained ones, which revealed that silence of GHET1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apoptosis rate of gastric carcinoma cells. (6)The Wound scratch test showed that 
healing ability of the silencing GHET1 cell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cells in the 
negative control group and the blank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7)Transwell invasion and migration assay showed that silence of GHET1 caused less invasion 
and migration rate in transmembrane invasion (P<0.05). (8)Western blot revealed that cell 
apoptosis and proliferation-related proteins in si-GHET1 group, including caspase3, PARP and 
Bcl-2,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the blank and negative group (P>0.05). 
Whereas the expressions of PCNA, CDK2, CDK4 and pRB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which 
show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s (1)GHET1 was highly expressed in both gastric cancer tissues and cell lines. It 
might play a role as oncogenes in gastric carcinogenesis, which was involved in invasion and 
TNM staging.(2)Silencing of GHET1 has an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MGC803 cells, 
which induced cell cycle arrest in G0/ G1 phase and weakened the ability of invasion and 
migration, indicated that GHET1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gastric cancer 
and might be a potential molecular for the targeted therapy of gastric cancer. (3)It was the first 
time to find that knockdown of GHET1 inhibited the proliferation of MGC803 cell line, through 
down-regulation of PCNA, CDK2, CDK4 as well as pRB in protein level, and cell cycle arrested in 
G0/ G1 phase. The conclusion lays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GHET1 in the proliferation of gastric cancer. 
 
 

PU-5064 

Septin9 基因甲基化检测在结直肠癌筛查中的应用探讨 

 
代娣,高琳琳,郭晓临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结直肠癌是全世界范围内发病率和病死率都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其早期症状不明显，许多

患者就诊时已错过最佳治疗时间，造成不良预后。传统的结直肠癌筛查方法有限，其中结肠镜检查

属于侵入性检查，患者依从性差，而大便隐血试验的特异性较低。因此，急需寻找新的早期筛查方

法。结直肠癌细胞中 Septin9 基因中高度甲基化，而正常组织中不会出现，通过检测血液中甲基化

的 Septin9 DNA，可以识别结直肠癌患者风险人群。为此我们进行了血浆分析和临床性能验证。 

方法  验证 Septin9 基因甲基化检测的检出限、精密度、重复性以及临床性能评估。共选取 42 例年

龄在 50-75 岁、无结直肠癌家族史者进行，其中健康对照 6 例（14.3%）、腺癌 34 例

（81.0%）、腺瘤 2 例（4.7%）。34 腺癌患者中有 7 例为术后已进行化疗者，有 9 例为 I～II 期，

18 例为 III～IV 期；2 例腺瘤患者均为 I～II 期。 

结果  血浆 Septin9 基因甲基化检测的检出限为 7.8 pg/ml（95% CI 6～11 pg/ml）。在临床性能分

析试验中，34 腺癌患者中阳性者为 28 例，其中 I～II 期患者 5 例，III～IV 期患者 18 例，术后患者

5 例。2 例腺瘤患者均为阳性。总体敏感性 83.3%，I～II 期敏感性 63.6%，III～IV 期敏感性

100%，术后患者敏感性 71.4%。6 例健康对照均为阴性，28 例阳性者病理结果均显示为腺癌或腺

瘤，特异性 100%。 

结论  血浆 Septin9 基因甲基化检测是一种简单、实时的方法，可以提供非侵入性的结直肠癌筛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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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065 

25 羟基维生素 D3 是早期预测儿童过敏性紫癜肾脏损伤的标志物 

 
曾倩,吕欣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 

 

目的  过敏性紫癜（HSP）是儿童常见自身免疫病，大部分患儿由于伴发肾脏损伤症状，导致预后

较差；25 羟基维生素 D3（25-(OH)VitD3）在肾脏中转化，并参与免疫调节过程。因此本研究旨在

探讨血清 25-(OH) VitD3 在早期发现儿童过敏性紫癜伴发肾脏损坏的作用。 

方法  选择初发 HSP 患儿 78 例，正常对照 60 例，比较两组血清 25-(OH) VitD3 水平；患儿根据肾

脏活检结果分为 HSP 组 17 例，紫癜性肾炎（HSPN）组 61 例，比较血清 25-(OH) VitD3，尿蛋白

肌酐比，尿微量白蛋白，24 小时尿蛋白定量等指标；随访 17 例 HSP 患儿 6 个月，观察血清 25-

(OH) VitD3 水平与病情变化关系。 

结果  1，血清 25-(OH) VitD3 水平在 HSP 组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p＜0.001），受试者工作曲线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63（95%CI：0.801-0.925）。2，HSP 组和 HSPN 组间血清 25-(OH) 

VitD3 水平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287），HSPN 组尿蛋白肌酐比，尿微量白蛋白，24 小时尿蛋

白定量指标均显著高于 HSP 组（p=0.006，p＜0.001，p＜0.001）。3，17 例 HSP 患儿随访结果

显示 10 名患儿出现肾脏损伤症状，其初期检查血清 25-(OH) VitD3 水平均低于正常下限，3 名未有

明显肾损伤症状，其中 2 名血清 25-(OH) VitD3 水平在正常范围，4 名患儿失访。4，对 61 例

HSPN 患儿以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 150mg/d 分组，两组间血清 25-(OH) VitD3 水平有显著性差异

（p=0.008），24 小时尿蛋白定量与血清 25-(OH) VitD3 水平存在负相关性（r=-0.465，p＜

0.001）。 

结论  血清 25-(OH) VitD3 水平能够早期预测 HSP 患儿肾脏损伤。 

 
 

PU-5066 

贵阳地区幽门螺杆菌流行病学调查 

 
安仕刚 1,鲁力 2 

1.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贵州省骨科医院 

 

目的  观察贵阳市人群感染幽门螺杆菌的情况及相关因素分析讨论。 

方法  选取 2012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我院进行幽门螺杆菌抗体检测的 13548 人作为此次研

究对象，使用血清幽门螺杆菌抗体检测进行测定，根据测定的结果分为阳性组及阴性组，对两组性

别、年龄、职业进行比较。 

结果  13548 人中感染阳性率为 32.256%，其中男性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阳性率 33.612% ，女性

感染率阳性率为  27.295%，年龄从低到高 6 个阶段感染阳性率分别 17.824%23、413%、

28.620%、33.970%、40.811%、38.345%，其中 56-65 岁感染率最高，其次为 65 岁以上者，各

年龄阶段比较，职业分为教师、公务员等 6 种感染阳性率分别为 31.991%、26.732%、25.643%、

29.491%、24.444%、27.476%，其中教师的感染阳性率最高。 

结论  结果显示幽门螺杆菌感染与年龄呈正相关，与性别、职业无明显关系。要定期进行幽门螺杆

菌的监测，早期的预防治疗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减少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从而提高市民生活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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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067 

EDTA-K2 依赖的假性血小板减少病例分析 

 
韩俊绪 

山东省潍坊市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血小板作为凝血机制中的重要一环，血小板数降低时 很容易发生出血不止的现象 ，会给病人

的生命带来威胁。目前 EDTA-K2 作为较理想的抗凝剂，已广泛应用于血常规自动化检测， 在日常

的检验工作中发现少数标本发生 EDTA 依赖的假性血小板减少而引发的血小板发生聚集反应的现

象。本文研究的是分析对 EDTA-K2 依赖的假性血小板减少病例的原因及纠正方法。 

方法     实验方法   仪器法  用 EDTA-K2 抗凝剂管采集患者空腹抗凝肘前静脉血， 充分混匀， 严格

按照操作规程， 应用 XE-2100 全自动血球分析仪进行血小板测定。血小板的参考范围是( 100 ～ 

300) × 10^9 /L。血涂片高倍镜镜检   在抽取静脉血的同时， 立即取约 10 μl 血进行涂片( 简称 A 

片) ; 在仪器检测前， 再从 EDTA-K2 抗凝管中取约 10 μl 血涂片 （称为 B 片 ）行瑞氏染色，在高

倍镜下观察血小板分布情况。 

结果   仪器法的血小板计数结果   18 例患者使用抗凝剂 EDTA-K2 采血检测血小板，仪器法结果为

（50±10）× 10^9 /L  ,均低于手工计数法( 125 ± 20) × 10^9 /L。瑞氏染色镜检结果   未抗凝血涂片

( A 片) 中血小板呈单个散在分布，偶见 0 ～ 1 个血小板聚集; EDTA-K2 抗凝血涂片( B 片) 中血小

板明显聚集成簇。 

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 EDTA-K2 抗凝剂下血小板计数明显低于瑞氏染色镜检结果验证 EDTA-K2 抗

凝标本有血小板聚集现象。 

 
 

PU-5068 

德州市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现状调查与分析 

 
李营,薛万华 

德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掌握我市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现状，切实加强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监管。 

方法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开展 2017 年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专项

检查工作的通知》，采用查阅资料、现场调查方式，对我市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进行了一次全方位

的督导检查。本次专项检查主要对实验室建设和运行情况、实验室生物安全组织机构情况、安全管

理责任制和有关规章制度落实情况、菌(毒)种或者样本保存和销毁情况、实验室记录和档案以及工

作人员生物安全培训情况等工作进行督查。 

结果  二级实验室在设置门禁、生物安全标识、生物安全柜、压力蒸汽灭菌器、洗眼器、医疗废物

处置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部分实验室空间狭小，布局不合理，功能区划分不合理。存

在管理制度不完善、工作人员生物安全意识差、硬件设施不到位、医疗废物处置不规范等问题。 

结论  基层医疗机构在生物安全上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应加强监管力度。机构应建立有效的生物

安全管理体系，加强生物安全设施的建设，加强医疗废物管理，加强生物安全教育与培训，强化生

物安全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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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069 

应用 CLSI EP26-A 文件评价试剂批号间变异 

 
张智贤 1,曾佳媚 2,劳伟思 1,吴秋菊 1,段朝晖 1 

1.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2.广东医科大学 

 

目的  应用 EP26-A 文件对试剂不同批号间的变异进行评价 

方法  参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 EP26-A 文件，使用 VITROS FS5.1 干化学分析仪

不同批号试剂对本实验室开展的 8 个项目分别是白蛋白（ALB），碱性磷酸酶（ALP），谷丙转氨

酶（ALT），谷草转氨酶（AST），谷酰转肽酶（GGT），总蛋白（TP），总胆红素（TBil），胆

碱酯酶（CHE）进行检测，并将不同批号间结果差值与可接受变异进行比较。 

结果  除 CHE 外的其他 7 个检测项目，它们的批间差值都小于变异限值，结果在临床上可接受，而

检测项目 CHE，在第二次定标后再次测量，其批间差值也小于变异限值，结果也可接受。 

结论  应用 CLSI EP26-A 文件评价 8 个检测项目试剂批号间的差异，它们的批间差值都小于变异限

值，结果在临床上可以接受。 

 
 

PU-5070 

LncRNA GAS5 在膀胱癌中的表达水平及其临床意义 

 
全翊宁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膀胱癌是泌尿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我国泌尿系统恶性肿瘤首

位。目前,已有多个研究证实长链非编码 RNA Gas5(lncRNA growth arrest-specific 5,lncRNA Gas5)

在多种肿瘤中呈低表达，对肿瘤细胞的增殖、凋亡、侵袭、迁移有重要作用。本实验的目的在于探

讨 LncRNA Gas5 在膀胱癌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院 40 例膀胱癌手术切除标本，设计 Gas5 引物及特异性

探针，qRTPCR 检测肿瘤和正常组织中 Gas5 的表达,同时比较膀胱癌细胞株和正常膀胱组织中

Gas5 的表达差异,并分析 Gas5 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 

结果  膀胱癌组织中的 Gas5 的表达水平显著低于正常膀胱组织中的表达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01)。膀胱癌组织中 Gas5 的表达水平与肿瘤的大小、肌层浸润深度、远处淋巴结转移及

临床分期明显相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Gas5 低表达者生存时间明显低于高表达者,差

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LncRNA Gas5 在膀胱癌组织中表达下调,可能成为膀胱癌判断预后的新的分子标记物，其表

达水平可实时反映肿瘤细胞的演化进程，可以作为疾病诊断和预后判断的标志物分子。 

 
 

PU-5071 

帕比司他协同过表达 hepaCAM 抑制雄激素依赖性前列腺癌生长 

 
陈娥 1,2,3,邹琳 1,2,3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临床分子医学中心 

2.儿童发育疾病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3.儿科学重庆市重点实验室 

 

目的  研究帕比司他（Panobinostat）逆转抑癌基因肝细胞粘附分子（hepaCAM）表达，协同

hepaCAM 抑制雄激素依赖性前列腺癌细胞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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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首先采用不同浓度帕比司他作用于体外培养的雄激素依赖性前列腺癌细胞系 LNCap， MTT

法检测帕比司他对细胞增殖的影响，RT- PCR 和 Western Blot 法检测 hepaCAM、组蛋白去乙酰化

酶（HDACs）以及乙酰化组蛋白 H3 赖氨酸 9（Ac-H3K9）的表达变化。然后联合帕比司他和过表

达 hepaCAM 腺病毒处理细胞，MTT 法检测细胞增殖活性，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周期改变。 

结果  帕比司他抑制 LNCap 细胞生长与作用浓度增加和时间呈正相关， hepaCAM mRNA、蛋白以

及细胞核中 Ac-H3K9 表达随帕比司他浓度升高而增加，HDAC1、 HDAC3、 HDAC4 mRNA 和蛋

白的表达随浓度升高而降低；单独过表达 hepaCAM 腺病毒和单独使用帕比司他组两种细胞生长明

显受到抑制且随作用时间延长抑制率增加，两者联用更为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与单独 hepaCAM 腺病毒组和帕比司他组相比，两者联用 S 期细胞比例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帕比司他可通过抑制 HDACs 活性，加强雄激素依赖性前列腺癌细胞 LNCap 组蛋白 H3 N-端

的赖氨酸残基乙酰化，逆转 hepaCAM 表达；hepaCAM 腺病毒和帕比司他联用可协同抑制雄激素

依赖性前列腺癌细胞 LNCap 生长。 

 
 

PU-5072 

健康孕妇不同妊娠期的血液参数研究 

 
李倩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中心医院 

 

目的  对健康孕妇不同妊娠期的肝功能、肾功能、血脂、凝血功能、甲状腺功能等参数的变化规律

进行研究。 

方法  选择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来我院进行孕前检查的 386 名健康育龄妇女为研究对象，自

孕前检查到顺利产子为一个研究周期，将孕前检查阶段定为备孕期，第 1-12 周为孕早期，第 13-

27 周为孕中期，第 28 周以上为孕晚期。从肝功能、肾功能、血脂、凝血功能、甲状腺功能等三个

方面对健康孕妇不同妊娠期的血液参数的变化规律进行分析。 

结果  随着孕龄的增加， TBIL、DBIL、GLO、GGT、TT 的水平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TC、TG、FIB、FDP、D-二聚体、TSH 的水平随着孕龄增加呈逐渐升高趋势，组间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ALT、AST、ALP、Cysc、HDL-C、LDL-C、APOA1、APOB 的水

平，在孕早期与备孕期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孕中期和孕晚期其水平逐渐升高，组间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TP、ALB、CHE、GLU、PT、INR、APTT、AT-Ⅲ、T3、T4、

FT3、FT4 的水平随着孕龄增加呈逐渐降低趋势，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BUN、

Cr、UA 的水平在孕早期和孕中期与备孕期比较呈逐渐降低趋势，但在孕晚期其水平有所升高，组

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健康孕妇随着孕龄的增加，其血液参数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应采取积极有效的预防和治

疗措施。 

 
 

PU-5073 

儿童急性白血病误漏诊二例原因分析 

 
王衍晶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儿童急性白血病的临床特点，分析误漏诊原因并提出防范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2 年-2013 年收治的 2 例误漏诊的儿童急性白血病的临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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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例 1 患儿 1 月余前无明显诱因间断髋关节疼痛，可自行缓解并反复出现，于外院影像学检查

诊断为髋关节滑膜炎，抗炎治疗无好转。5 天前,患儿出现发热同时伴多发性、游走性关节疼痛，于

我院儿科门诊就诊，诊断为儿童类风湿病(多关节型)，予抗风湿治疗，热退疼痛缓解，但仍有多关

节活动受限。为系统治疗收入我院儿科，入院后诊断为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对症治疗缓解，

复查血常规发现原始及幼稚细胞，骨髓血细胞形态检查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例 2 无明显诱

因发热，开始为低热，以夜间为著，并伴盗汗、乏力。曾两次就诊于我院急诊室，予退热及抗感染

治疗。随后其症状反复出现，半个月后就诊于我院儿科门诊，诊断为上呼吸道感染，对症治疗无

效。为系统治疗收入我院儿科，入院后诊断感染性发热，复查血常规发现原始细胞，随后发现保存

的门诊血常规外周血涂片亦有原始细胞，骨髓血细胞形态检查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结论  对久治不愈的发热、骨痛、感染的患者要警惕白血病的可能，尽早行骨穿血细胞形态学检查

是明确诊断的关键。 

 
 

PU-5074 

IL-2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与胃癌的风险性研究 

 
刘贤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医院 

 

目的  幽门螺旋杆菌（H. pylori）是螺旋形、有鞭毛、微需氧定植在胃壁的格兰阴性杆菌。是多种

消化系统疾病（慢性胃炎、消化道溃疡、胃癌）的致病因子。胃癌在全球的患病率和死亡率位居恶

性肿瘤的第四和第二位。约半数人口存在 H. pylori 感染，由于其可加剧炎性反应并抵抗胃酸侵袭。

约 25%感染者将转向恶变。H. pylori 感染到表现出临床症状受三方面影响：1）H. pylori 本身毒性

因子，如 CagA、VacA、DupA。2）宿主易感性，反应性。如白细胞介素单核苷酸多态性，表观

遗传因子，基因差异表达均有影响。3）环境因素影响，如吸烟、饮食等。白细胞介素 2（IL-2）主

要是由免疫调节性辅助 T 细胞合成的促炎性细胞因子，其在抗肿瘤免疫中起着重大作用。幽门螺旋

杆菌（H. pylori）是定植在胃粘膜的格兰阴性菌，其可促进 IL-2 的生成。由此加剧炎性反应并影响

胃病的病理发展。 

方法  鉴于 IL-2 与 H. pylori 在胃部疾病的致病作用，此研究探求 H. pylori 阳性病人 IL-2 基因的 2

个多态性位点（+114 T > G ，rs2069763 和 −330 T > G ，rs2069762）与胃癌发生的关系。 

结果  共纳入 588 位病理确诊的消化不良病例。健康胃壁当中，rs2069762GG 基因型可增加胃癌

患病风险(调整 OR = 6.43, 95% CI: 1.47–28.10, p = 0.044)。在胃炎及胃癌组风险性则进一步增加

(调整 OR = 4.47, 95% CI: 1.84-10.84, p = 0.002)。此外在正常、炎性组织中, rs2069763TT 基因型

发生癌变的风险性分别是 OR = 5.97, 95% CI: 1.60–22.27, p = 0.013 和 OR = 6.36, 95% CI: 2.66–

15.21, p < 0.0001。单倍体分析显示 rs2069762G/rs2069763T 与胃癌风险正相关。 

结 论   在 H. pylori 阳 性 组 织 中 ， rs2069762GG 、 rs2069763TT 基 因 型 和 单 倍 体

rs2069762G/rs2069763T 均可增加胃癌的患病风险。 

 
 

PU-5075 

流式细胞仪在对血液系统肿瘤免疫表型分析中 

最低检测限的稀释性验证 

 
金咏梅,赵玮晨,蒋能刚,廖红艳,粟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对流式细胞仪在诊断血液系统肿瘤方面的最低检测限进行稀释性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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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4 例不同血液系统肿瘤患者骨髓，包括髓系肿瘤、B 淋巴系肿瘤、T 淋巴系肿瘤及浆细

胞系肿瘤，对标本中白血病细胞用正常人骨髓白细胞进行稀释，浓度包括 1%、0.1%、0.01%，按

不同疾病个体化抗体组合方案，加入相应抗体对目的细胞进行标记，上机实验观察结果。以

CD45/SSC 双参数散点图设门进行分析，各浓度梯度标本收集到 20 个及以上白血病细胞时视为阳

性，同一样本重复 10 次，有 9 次及以上为阳性时判断为最低检测限达到或低于该浓度。 

结果  BD FACSCantoⅡ流式细胞仪在诊断血液系统肿瘤方面的最低检测限为 0.01%。 

结论  BD FACSCantoⅡ流式细胞仪在诊断血液系统肿瘤方面的最低检测限为 0.01%，能够很好地

满足临床的需求。 

 
 

PU-5076 

大理地区女性 HPV 感染情况的调查研究 

 
朱艳华,施新焕 

大理州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大理地区女性人乳头瘤病毒（HPV）的感染情况，为防治 HPV 感染和宫颈癌提供参考。 

方法  本研究收集了 2017 年 5 月-2018 年 5 月在大理州人民医院妇科住院及门诊就诊的 2970 例女

性宫颈细胞标本，采用 DNA 反向点杂交技术进行宫颈 HPV 分型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对该人群宫颈

HPV 感染率、单独感染及多重感染状况、年龄分布特点以及各型别分布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 

结果  研究发现在 2970 例样品中，HPV 感染阳性样品为 666 例，阳性率为 22.4%。从年龄阶段分

析发现，30 岁以下年龄组 HPV 感染为 120 例，阳性率为 18%；31-40 岁年龄组 HPV 感染为 228

例，阳性率为 34.2%；41-50 岁年龄组 HPV 感染为 214 例，阳性率为 32.1%；51-60 岁年龄组

HPV 感染为 85 例，阳性率为 12.8%；60 岁以上年龄组 HPV 感染为 19 例，阳性率为 2.9%。其

中，单一亚型感染有 538 例，占 80.8%；双重感染有 103 例，占 15.5%;多重感染有 25 例，占

3.7%。在 HPV 感染阳性样品中，高危型 HPV 感染为 558 例，占 83.8%；低危型 HPV 感染为 108

例，占 16.2%。在这 666 例 HPV 感染患者中，21 种亚型均被检出，高危型以下列四型为主，其中

HPV52 为 96 例，占 14.4%；HPV58 为 83 例，占 12.5%；HPV16 为 66 例，占 9.9%；HPV51 为

54 例，占 8.1%。低危型以 HPV81 感染为主，阳性 56 例，占 12.2%。 

结论  大理地区的女性感染 HPV 的比率为 22.4%，感染者年龄集中分布在 30 岁至 50 岁之间。这

些 HPV 感染者发生的感染以单一亚型为主，并且高危型 HPV 感染阳性率为 83.8%高于低危型

HPV 感染阳性率 16.2%，其中高危型主要是 HPV52、HPV58、HPV16、HPV51，低危型以

HPV81 感染为主。 

 
 

PU-5077 

7016 例血清抗核抗体检测结果分析 

 
贾宇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对 ANA 检测的三种方法即 ANA 定性、ANA 定量及 ANA 谱定量结果进行分析，以明确

三种方法检测 ANA 在临床诊疗工作中的实际意义。 

方法  随机选取临床 7016 例血清进行 ANA 定性、ANA 定量及 ANA 谱定量检测，其中临床已确诊

为自身免疫疾病（AID）患者血清 577 例，确诊为其他疾病的非 AID 患者 6082 例，其他无明确诊

断患者 357 例。通过酶联免疫法（ELISA）ANA 定量检测，采用多重微珠免疫法进行 ANA 谱定量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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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7016 例血清 ANA 定性、ANA 定量及 ANA 谱定量检测均有不同程度的阳性率，分别为

14.9%、13.5%及 9.8%。ANA 定性+定量检测灵敏度（88%）最高、漏诊率（12%）最低、阴性预

测值（97.5%）最高及 Youden 指数（87.2%）最高，ANA 定性+ANA 谱定量检测特异度

（100%）、误诊率（0.03%）最低、阳性预测值（99.8%）最高及比数积（8753.8）最大。三种

检测结果进行两两比较，总体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为 P<0.05）；两两比较分析 Kappa 一致

性均较好（Kappa 值分别为 0.776、0.883 及 0.824）。ANA 定性为阴性时，ANA 定量及 ANA 谱

定量结果符合率高分别为 99.16%和 99.97%；ANA 定性结果阳性中，随着荧光滴度的增加，ANA

定性与定量结果符合率随着 ANA 荧光滴度的增高而增高。 

结论  在实际应用中选择单一方法进行 ANA 检测易造成漏诊，联合检测必不可少。在用于疾病早期

筛查、健康体检时可选择 ANA 定性+定量进行组合，既节约成本又防止漏检；而在针对特定疾病如

SLE 进行诊断及疗效观察时，选择 ANA 定性+ANA 谱定量更具优势。 

 
 

PU-5078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周期性麻痹死亡病例报告并文献分析 

 
郎昆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周期性麻痹（TPP）是甲亢的并发症之一，其主要临床表现是甲状腺功能

亢进症、低血钾症、肌无力，持续的低血钾症可以引起心律失常。该病好发于男性，尤其是中国、

日本、越南、菲律宾、和韩国，TPP 占中国男性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患者的 13%，而且好发于 30 岁

-55 岁之间。本文就 1 例 TPP 死亡病例进行讨论，结合国内外文献进行分析，目的在于从探讨病人

的死亡原因出发，提高对 TPP 患者的临床治疗和管理水平，以降低发病率、死亡率和提高预后的

转归。 

方法  患者为 25 岁男性，既往患有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10 年，期间多次发作低钾，平时服用甲硫咪

唑控制甲状腺功能亢进，低钾时口服氯化钾补钾，无其它慢性疾病史。入院时，给患者口服 10%

氯化钾注射液 40ml，持续静脉滴注 5% GS 500ml+10% KC l15ml ，同时给予碘复方电解质补充液

和持续的心电监护。口服补钾 3 小时后，病人的血钾水平低至 1.5mmol/L，患者出现呼之不应，压

眶无反应，HR：76 次/分，R：8 次/分，呈叹气样深大呼吸，SpO276%(面罩吸氧 5L/分下)，血压

测不出，心音弱，四肢湿冷，小便失禁。予以开通第二条静脉通道（持续静脉滴注

5%GS500ml+10%KCl15ml）、导尿，4 分钟后患者出现心跳、呼吸停止，大动脉搏动消失，肢端

厥冷，口唇发绀，予持续胸外按压，急行气管插管，强心抗休克治疗，经心肺复苏、血管活性药物

使用及电除颤抢救无效死亡。 

结果  TPP 好发于亚洲男性，KCNJ2 附近基因位点突变导致的离子通道功能受损可能是亚洲 TPP

好发的根本原因，亚洲国家 TPP 人群、甲亢人群和正常人群均有 KCNJ2 附近基因位点基因突变，

而非亚洲国家未见 KCNJ2 附近基因位点突变，因此 KCNJ2 基因位点的突变是未来研究 TPP 的主

题。 

结论  KCNJ2 基因可能是亚洲人群 TPP 的致病基因，是亚洲不同国家人群 TPP 的发病特点、临床

结局和患病率不同的根本原因。另外，TPP 的治疗除控制甲状腺功能亢进外，β 受体阻滞剂如心得

安的常规使用也是缓解低钾血症的关键。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患者应定期复查甲状腺功能测定，TPP

发作时检测血钾和尿钾水平，防止严重的低钾血症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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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079 

白藜芦醇对人精子冷冻损伤的保护作用及机制研究 

 
李世佳 1,邱丽君 1,刘娟 2 

1.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2.青岛大学附属烟台毓璜顶医院 

 

目的  通过在人精子冷冻保护液中添加白藜芦醇，研究其对冻融后精子质量和功能的影响及作用机

制。 

方法  本研究选择正常精液与少弱精子症样本各 50 例，液化后的精液样本分别与甘油-卵黄-柠檬酸

盐(GEYC)冷冻保护液或含有 30 mol/L 白藜芦醇的 GEYC 冷冻保护液混匀。冷冻复苏前后，进行精

子活力、存活率及顶体反应分析。并采用丙二醛(MDA)及活性氧(ROS)检测试剂盒评估精子脂质过

氧化程度及 ROS 水平。通过罗丹明 123 (Rh123)染色法及 TUNEL 试验检测精子线粒体膜电位及

DNA 损伤。 

结果  在正常精液和少弱精子症样本组中，与各组冷冻前新鲜精液相比，冻融后精子前向运动百分

率、总活力百分率、存活率、线粒体膜电位及顶体反应率均显著下降 (P <0.05) ，而精子 ROS、 

MDA 水平和 DNA 碎片指数(DFI)均显著升高 (P <0.05)。冷冻保护液中添加 30 mol/L 白藜芦醇后，

正常精液组前向运动百分率 [(43.1 ± 6.3)%]、总活力百分率 [(56.9 ± 7.4)%]、存活率 [(67.5 ± 

5.6)%]、线粒体膜电位 [(63.4 ± 7.5)%]及顶体反应百分率 [(26.3 ± 4.7)%] 较冷冻对照 (未加白藜芦

醇)的前向运动百分率 [(32.7 ± 4.8)%] 、总活力百分率 [(44.8 ± 6.9)%]、存活率 [(52.3 ± 6.1)%]、线

粒体膜电位 [(56.5 ± 7.0)%] 及顶体反应百分率 [(16.6 ± 3.8)%] 均显著提高 (P <0.05)，而精子

ROS、 MDA 水平和 DNA 碎片指数较冷冻对照均显著降低 (P <0.05)。在少弱精子症组中，添加白

藜芦醇也均显著地提高了冷冻后精子前向运动百分率、总活力百分率、存活率、线粒体膜电位及顶

体反应百分率，尤其是 DNA 碎片指数 [28.5 ± 4.8)%] 较冷冻对照 [(36.3 ± 5.7)%] 极其显著降低 (P 

＜0.01)。  

结论  在精液冷冻保护液中添加白藜芦醇可以减少精子冷冻损伤通过降低精子内 ROS 水平，从而

改善解冻后精子质量和功能。 

 
 

PU-5080 

人类内源性逆转录病毒囊膜蛋白 Syncytin 互作蛋白筛选 

 
井敏敏 2,1,司徒建文 2,1,陶瑞 1,范欣 1,井申荣 2,1,孙鹥 1 

1.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2.昆明理工大学医学院 

 

目的  为了筛选与人类内源性逆转录病毒囊膜蛋白 Syncytin 具有相互作用的蛋白。 

方法  通过分别构建诱饵质粒 Syncytin-pKT25 与基因组文库质粒,然后共转入报告菌株 DHM1 感受

态细胞中，采用抗性筛选得到含有互作蛋白的菌株。 

结果  结果发现，筛选到一条包括 31 个氨基酸的短肽。通过回复杂交和 Co-IP 验证，确定筛选到的

蛋白与 Syncytin 是具有相互作用。 

结论  实验结果初步表明，筛选到一条与 Syncyitn 具有相互作用的氨基酸短肽 S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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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081 

2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中 NSE 检测的意义 

 
刘海龙 1,王蓓 2 

1.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陕西中医药大学 

 

目的       探究 2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DPN）患者血清中神经

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euron-specific enolase，NSE）水平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依据 2013 年美国糖尿病协会（ADA）的诊断标准选取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017.8-

2018.4 内分泌科住院诊断为 2 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ic mellitus，T2DM）的 169 例患者，并按 

DPN 的诊断标准分为 2 型糖尿病合并 DNP 组和单纯 2 型糖尿病组，其中 2 型糖尿病合并 DPN 组 

107 例患者，单纯 2 型糖尿病组 62 例患者。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测定两组研究对象血清 NSE 水

平。 

结果  2 型糖尿病合并 DPN 组患者血清 NSE（17.47±8.11）ng/ml，高于单纯 2 型糖尿病组患者血

清 NSE（13.97±2.77）n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2 型糖尿病合并周围神经病变患者血清 NSE 水平高于单纯 2 型糖尿病患者，其可能成为 

DPN 诊断和临床后续治疗观察的一项检测指标。 

 
 

PU-5082 

新疆第六师医院临床标本病原菌分布及耐药分析 

 
赵润玲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医院 

 

目的  了解我院临床标本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情况，为指导临床合理用药，控制医院感染提供参考

依据。 

方法  回顾性研究。收集我院 2017 年 1 月至 12 月临床 6757 份送检标本中分离出的病原菌 2142

株。标本主要包括痰、咽拭子、尿液、分泌物等。除外同一患者同部位的重复菌株。应用法国梅里

埃 Vitek Compact 分析仪及配套鉴定卡、药敏卡进行实验，并统计分析。 

结果  1.病原菌的种类及分布:共检出病原菌 2142 株。其中革兰氏阴性杆菌 1683 株（78.6%），革

兰氏阳性球菌 420 株（19.6%），真菌 39 株（1.8%）。检出率居前 5 位的优势菌依次为大肠埃希

菌 386 株（18.0%），肺炎克雷伯菌 228 株（10.6%），铜绿假单胞菌 181 株（8.5%），鲍曼不

动杆菌 151 株（7.1%），金黄色葡萄球菌 169 株（7.9%）。检出产 ESBLs 的细菌 386 株，其中

产 ESBLs 的大肠 144 株（37.3%），产 ESBLs 的肺炎克雷伯菌 83 株（36.4%），共检出

MRSA19 株（ 11.2 ） % 。 2. 检出的 763 株肠杆菌科细菌敏感率：依次为：阿米卡星

（98.0%,748/763）；美罗培南（93.8%,716/763）；哌拉西林/他唑巴坦（91.0%,694/763）；亚

胺培南（88.7%,677/763）；头孢噻肟(78.8%,601/763)；庆大霉素（73.8,563/763）%；左旋氧氟

沙星（72.4%,552/763）；头孢吡肟（69.1%，527/763）；头孢他啶（61.3%,468/763）；环丙沙

星（58.1%,443/763）头孢曲松（56.8%,433/763）头孢西丁（55.4%423/763）。 

结论  临床感染以革兰氏阴性杆菌为主。阿米卡星和碳青霉烯类药物对肠杆菌科仍保持较高的活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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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083 

A rare Hb H hydrops fetalis syndrome caused by the 
−−SEA dele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rare Hb Hirosaki 

mutation in a Chinese Patient 

 
Qiang Li,Yihong Li,Mei Zhong,Liyan Li 

Nanfang Hospital 

 
Objective we describe one case of a neonate with Hb H hydrops fetalis syndrome caused by the 
−−SEA deletion in combination of Hb Hirosaki mutation (HBA2: c.132C>G, p.Phe43Leu), which is 
firstly found in Chinese population. 
Methods Hematological parameters were determined using automatic cell counter and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Genomic DNA was extracted from peripheral blood by standard protocols. The 
common α-globin gene deletions [−−SEA, −α3.7 and −α4.2] as well as three non-deletional 
mutations in HBA [Hb Westmead (HBA2: c.369C>G, p.His122Gln), Hb Constant Spring (Hb CS; 
HBA2: c.427T>C, p.Stop142Gln) and Hb Quong Sze (Hb QS; HBA2: c.377T>C, p.Leu125Pro] 
were analyzed by multiplex gap-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gap-PCR) and reverse dot blot (RDB), 
respectively. HBB loci was also genotyped as previously documented 
Results The hemat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man were normal [Hb 99 g/L, MCV 88.5 fL, 
MCH 27.7 pg, normal Hb pattern, 2.5% HbA2]. Furthermore, the woman was negative for all the 
routine α- and β-thalassemia screening. Hence, the woman with normocytic and normochromic 
anemia had not been considered as α-thalassemia trait. As a α-thalassemia trait, her husband 
with asymptomatic hypochromia and microcytosis was heterozygous for −−SEA deletion and was 
negative for β-thalassemia mutation screening.The Hb of cord blood sample was 58 g/L with 
29.9% Hb Bart’s and 60.5% Hb F, indicating the fetus with severe anemia. Due to the unclear 
reason for severe anemia, intrauterine transfusion was given to the fetus. After birth, the infant 
was still with severe anemia and was transfusion-dependent. The hematological findings at 2-
month-old were as following: Hb A 84.7%, Hb A2 1.7%, Hb F 9.1%, Hb Bart’s 4.5%. The analysis 
of routine α-thalassemia examination showed that the neonate was heterozygous for −−SEA 

deletion.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was performed to get further investigation of the 
neonate’s severe anemia and the result identified the −−SEA deletion, but also a rare Hb Hirosaki 
(HBA2: c.132C>G, p.Phe43Leu) mutation. 
Conclusions Our study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continuous monitoring using 
ultrasonography and abnormal blood screening studies on fetuses, whose families at-risk from 
carrying the−−SEA and with abnormal childbearing history of hydrops fetalis should be identified 
and appropriately counseled. 
 
 

PU-5084 

尿液 BK 病毒监测在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 

出血性膀胱炎中的临床意义 

 
彭灿辉,潘坤,伍勇,陈辉,罗振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目的  探讨尿液 BK 病毒与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术后迟发性出血性膀胱炎(HC)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10 月间在本院接受 HSCT 的 63 例血液病患者的晨中尿，检测

尿液 BK 病毒 DNA 拷贝数，同时监测 HC 的发病情况。 

结果  1.所有 63 例 HCST 患者中 16 例 (25.4％)发生 HC。2. 63 例 HCST 患者有共有 34 例(53.9％)

发生一过性或持续性 BK 病毒阳性。3. 1）HC 组中，HC 发生时间为+31（+15~+40），尿液 BK

首次阳性发生时间为+7（+3~30），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非 HC 组首次 BK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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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时间为+14（+7~+29），HC 组与非 HC 的 BK 病毒首次的检出时间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P>0.05）。4. 1）HC 组首次尿液 BK 病毒拷贝数、发生 HC 当周的尿液 BK 病毒拷贝数、高峰时

尿液 BK 病毒拷贝数分别为：7.56±2.52、9.59±1.91、11.03±1.29，后两者拷贝数无统计学差异

（P>0.05），但两者均高于首次尿液 BK 病毒拷贝数（P<0.05）；2）非 HC 组首次尿液 BK 病毒

拷贝数、高峰时尿液 BK 病毒拷贝数分别为 5.59±2.20、7.07±2.53，高峰时尿液 BK 病毒拷贝数高

于首次尿液 BK 病毒拷贝数（P<0.05）；3）：HC 组首次尿液 BK 病毒拷贝数和高峰 BK 病毒拷贝

数均高于非 HC 组。 5. 1）以尿液 BK 病毒首次阳性值 6.09 为截断点时预测 HC 时具有 81.3%的灵

敏度和的 66.7%的特异性，曲线下面积为 0.74；2）当对 HC 组和非 HC 组的尿液 BK 病毒高峰值

进行 ROC 曲线时，以尿液 BK 病毒载量 9.74 为截断点时辅助诊断 HC 时具有 93.8%的灵敏度和的

83.3%的特异性，曲线下面积为 0.92。 

结论  HCST 患者中 BK 病毒在尿液的复制与 HC 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以首次尿液 BK 病毒水平为

1.23×106 拷贝（对数值为 6.09）/ml 或者尿液 BK 病毒高峰水平为 5.49×109(对数值 9.74)拷贝/ml

为阈值可以用来预测或辅助诊断 HC 的发生。 

 
 

PU-5085 

易栓症患者的家系分析与基因突变排除诊断 

 
李正民 1,许泼实 1,宫催催 2 

1.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河南省人民医院心脏中心 

2.解放军第 153 中心医院 

 

目的  对多发性下肢静脉栓塞患者及其家系进行相关检查和基因诊断，分析其所患易栓症类型以及

与遗传的相关性。 

方法  对该家系 4 人用发色底物法对抗凝血酶活性（AT:A）、蛋白 C 活性（PC:A）和蛋白 S 活性

（PS:A）分别进行检测，Western blot 检测血浆中的抗凝血酶含量和分子量，抽提患者外周血全基

因组 DNA，PCR 扩增抗凝血酶的 7 个外显子及其侧翼序列，用直接测序法对患者的扩增产物进行

测序分析和基因突变分析。 

结果  该患者的 AT:A 为 52.1%、AT 含量正常，AT 基因序列的突变分析未发现突变位点，其他检

测结果正常；该家系其他成员的 PC:A 、PS:A 、AT:A 及 AT 含量均正常。 

结论  根据相关检测结果及基因序列分析，结合患者以往有下肢骨折外伤史和手术史及长时间熬夜

上网习惯，该患者诊断为获得性易栓症。 

 
 

PU-5086 

Pdcd4 对巨噬细胞自噬及其相关动脉粥样硬化的影响 

 
王瓅旸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巨噬细胞泡沫化对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脂自噬是自噬的一种重要形

式，能够将细胞内的脂质通过自噬降解，从而调节动脉粥样硬化。前期研究证实抑癌基因 Pdcd4

对于自噬和动脉粥样硬化均有一定的调节作用，本研究旨在研究 Pdcd4 在巨噬细胞脂自噬及其相

关动脉粥样硬化中的作用。 

方法  使用氧化低密度脂蛋白刺激野生型小鼠及 Pdcd4-/-小鼠腹腔巨噬细胞，通过 Western-blot、

免疫荧光染色、油红“O”染色等多种方式检测巨噬细胞自噬及泡沫化程度，通过 Real-time PCR 检

测脂质流出相关基因的表达。并利用高脂饮食在 Apoe-/-小鼠和 Apoe-/-Pdcd4-/-（DKO）小鼠中建立

动脉粥样硬化模型，通过免疫荧光染色、免疫组化染色及油红“O”染色检测小鼠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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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自噬相关指标、免疫细胞浸润及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面积。并通过骨髓移植模型确定免疫细胞在

这一过程中的作用。 

结果  小鼠巨噬细胞中 Pdcd4 基因的缺失能够明显促进自噬，并能够显著改善氧化低密度脂蛋白导

致的自噬流受阻情况。Pdcd4 基因缺失能够显著促进脂质流出相关基因的表达。小鼠腹腔巨噬细胞

中 Pdcd4 基因的缺失能够通过促进自噬从而显著抑制巨噬细胞泡沫化。同时，在小鼠动脉粥样硬

化斑块局部，Pdcd4 基因缺失能够显著促进巨噬细胞自噬，减小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面积，减轻脂

质堆积，降低免疫细胞浸润的程度。骨髓移植模型的结果进一步证实，Pdcd4 对脂自噬及动脉粥样

硬化的调控作用是通过影响巨噬细胞的功能实现的。 

结论  Pdcd4 基因的缺失能够通过促进巨噬细胞脂自噬加速胆固醇流出从而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

生发展。 

 
 

PU-5087 

Identification of biomarkers for predicting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by iTRAQ 

labeling quantitative proteomic analysis 

 
kun Wang1,Lepan Zhu2,Bin Yi1 

1.Clinical laboratory of Xiangya Hospital，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Chenzhou No.1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Isobaric tags for relative and absolute quantitation (iTRAQ) combined with mass 
spectrometry (MS) provides a powerful tool for screening proteins. In this study, we used this 
approach to identify novel biomarkers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and assess their clinical value for predicting NPC carcinogenesis and metastasis. 
Methods Proteins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between the three cell lines were identified by iTRAQ 
combined with two-dimensional liquid chromatography tandem MS. The expression of annexin A6, 
spectrin, and endoplasmic reticulum resident protein (ERP)72 was evaluated in an independent 
set of paraffin-embedded archival specimens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The clinical utility of 
these markers for early detection of NPC was evaluated b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nalysis and discriminant analysis. 
Results A total of 20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and 191 metastasis-associated proteins were 
validated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Annexin A6 achieved a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75% and 76.8%, respectively, in distinguishing normal nasopharyngeal epithelial 
tissue from NPC. Spectrin achieved a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78.9% and 70%, respectively, 
in discriminating lymph node metastasis from non-metastatic NPC. ERP72 achieved a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75% and 80%, respectively, in discriminating between distant and non-distant 
metastasis. Annexin A6 expression level was closely correlated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P = 
0.001), distant metastasis (P = 0.036), and clinical stage (P = 0.020); spectrin expression level 
was closely correlated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P = 0.013), and clinical stage (P = 0.008); 
and ERP72 expression level was closely correlated with primary lesion size (P = 0.004), lymph 
node metastasis (P = 0.014), distant metastasis (P = 0.018), and clinical stage (P = 0.004). 
Finally, in the discriminant analysis, annexin A6, spectrin, and ERP72 showed good performance 
in distinguishing normal patients from NPC patients, non-metastatic from metastatic NPC, and 
non-distant from distant metastatic NPC,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Annexin A6, spectrin, and ERP72 expression can serve as markers for NPC 
progression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elucidating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malignant transformation of normal human nasopharyngeal epithe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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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088 

罗氏 LightCycler® 480 检测 HBV DNA 性能验证 

 
史梅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验证 LightCycler® 480 HBV DNA 检测系统。 

方法  根据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制定的相关标准文件，通过精密度、携带污染率、

正确度、线性范围、定量检测下线、参考区间等各项性能进行验证，判断是否与厂家声明一致。 

结果  低水平批内和批间变异系数（CV 批内）分别为 1.363%和 4.023%，高水平批内和批间变异系

数分别为 0.807%和 3.160%；携带污染率为 0；正确度通过卫生部临检中心的室间质量评价；线性

回归方程为 Y=0.9852X+0.0254， r2=0.9985，线性范围为 102 IU/ml-108 IU/ml；参考区间  0 

IU/ml。 

结论  LightCycler® 480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各项性能指标符合厂家声明， 满足临床应用要

求。 

 
 

PU-5089 

miR-1290 对肺腺癌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龚雪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miR-1290 对肺腺癌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方法  以慢病毒为载体介导 miR-1290 转染肺腺癌细胞 SPC-A1，采用 CCK-8 法检测过表达 miR-

1290 的 SPC-A1 细胞的增殖能力。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过表达 miR-1290 的 SPC-A1 细胞的凋亡

能力及细胞周期。采用 Transwell 实验检测过表达 miR-1290 的 SPC-A1 细胞的侵袭能力。通过裸

鼠皮下移植瘤形成实验和活体成像试验进一步在体内探讨 miR-1290 对肿瘤细胞增殖、侵袭和转移

的影响。最后，对 32 例肺腺癌患者的肿瘤组织和癌旁组织内 miR-1290 的表达进行荧光定量 PCR

检测，分析其与肺腺癌临床特征的相关性。 

结果  CCK-8 实验结果表明，miR-1290 表达上调后，SPC-A1 细胞在第 48、72、96 和 120 h 的

增殖能力均高于对照组( P 均＜ 0. 05) ; 细胞凋亡实验检测结果显示，miR-1290 表达上调后， 

SPC-A1 细胞凋亡数明显低于对照组(P 均＜ 0. 05) ；细胞周期实验检测结果显示，miR-1290 表达

上调后，SPC-A1 细胞处于 S 期和 G2/M 期的细胞数目明显高于对照组(P 均＜ 0. 05)，而处于

G0/G1 期的细胞数明显低于对照组(P 均＜ 0. 05)。裸鼠皮下移植瘤形成实验结果显示，miR-1290 

表达上调后，裸鼠皮下移植瘤的生长速度明显高于对照组。裸鼠体内活体成像实验结果显示 miR-

1290 表达上调后，裸鼠体内荧光信号强度明显高于对照组，肿瘤细胞在体内侵袭转移更明显。在

肺腺癌病人的组织中 miR-1290 的表达明显上调(P ＜ 0. 05)。miR-1290 的表达水平与肺腺癌肿瘤

分期及转移相关。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肺腺癌组织中 miR-1290 高表达，miR-1290 能够在体内外水平促进肺腺癌细

胞的增殖和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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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090 

Changes of distribution and drug resistance of methicillin-
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 in blood 

infections from 2013 to 2017 

 
Qi Zhang,Qiong Ma,Wenjuan Yan,Shanmei Wang,Youhua Yuan,Yi Li 

Hen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distribution and drug resistance of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MRSA) strains isolated from blood culture for 5 years so as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antibiotic therapy.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294 patients with non-repetitive blood culture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 were collected from January 2013 to December 2017. The isolated bacteria were 
identified by VITEK 2 system, and the antibiotic sensitivities were tested by Kirby-Bauer method. 
The drug resistance was analyzed by the use of WHONET 5.5 software. 
Results A total of 294 Staphylococcus aureus were isolated from patients with blood infections, 
and 45.23%(133/294) strains were identified to be MRSA. The prevalence of MRSA showed a 
trend of increase from 28.26% in 2014 to 54.87% in 2017(P=0.005). Most of the patients infected 
with MRSA were from ICU accounting for 38.34%(51/133), while the department of hepatobiliary 
surgery ranked the second with 10.53%(14/133). The strains resistant to vancomycin, teicoplanin 
and linezolid haven’t been found during 5 years, although only one strain of quinupristin-resistant 
MRSA was isolated from an ICU patient in 2016. The drug resistant rate of MRSA strains to 
clindamycin was above 80%, and a higher resistant rate of more than 80% to erythromycin. 
Interestingly, a declining trend of resistant rate to rifampicin, levofloxacin and tetracycline has 
been observed from 2013 to 2017(P<0.001, P<0.001 and P=0.00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frequency of MRSA isolated from blood culture is slowly increasing and the 
drug resistant rate of MRSA strains is still high.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for surveillance of 
MRSA and reasonable use of antibiotics, especially in ICU department. 
 
 

PU-5091 

八年制实验诊断教学的总结与思考 

 
王堃,易斌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实验诊断学是诊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验结果应用于临床协助疾病诊断、分析、鉴

别、疗效观察、预后等不可缺少的重要理论和实践知识。在八年制教学培养人才的目标中，全面发

展、高素质是八年制学生培养的目标之一 

方法  实验诊断学是培养八年制学生临床能力的重要课程，因此 2012 年，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八年

制医学教育改革启动，其中重要的一项改革就是《诊断学》教学改革，由原来的内科诊断学教研室

负责的大班教学模式改为以“夯实基础，多科融合，传承创新，精准诊断”为目标的多学科参与的小

班式教学模式。 

结果  笔者有幸作为实验诊断部分的组织者和践行者，亲身参与了教学改革的全过程，在医学检验

教学方法的改革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经验 

结论  两年多来，已经完成了两届学生的教学工作，体会颇深，写出来与同道共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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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092 

器官-系统疾病为主线的实验诊断教学新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曾涛 1,2,郑磊 2,1 

1.南方医科大学 

2.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临床医学与其教育模式的快速发展给实验诊断技能的教学提出了新要求。 

方法  根据实验诊断学课程的教学目标及发展趋势，重构了以疾病为中心的教学内容体系，组建了

一支专业的高水平师资团队，实施了病例式学习、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等新授课方法，搭建网络资

源共享平台并鼓励自主学习，改革了考核评估方式， 

结果  从而构建了一个以器官-系统疾病为主线的实验诊断教学新模式。 

结论  该教学模式在教学实践中取得了可喜的教学成效，具有良好的推广前景。 

 
 

PU-5093 

PDCD4 Deficiency Aggravated Colitis and Colitis-
associated Colorectal Cancer Via Promoting IL-6/STAT3 

Pathway in Mice 

 
Liyang Wang 

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Although programmed cell death (PDCD) 4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be a tumor 
suppressor, the consequence of Pdcd4 deficiency in tumorigenesis is not well established. The 
role of PDCD4 in colitis-associated colorectal carcinoma (CRC) remains unknown. 
Methods  Experimental colitis and CRC were induced by dextran sodium sulfate and dextran 
sodium sulfate with azoxymethane, respectively, in wild type and Pdcd4 knockout (Pdcd4-/-) mice 
and were evaluated by clinical examination and histopathology. Levels of cytokines were 
detect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Changes in signaling pathways were 
examined by Western blot and immunofluorescent staining. Cell proliferation was determined by 
BrdU incorporation and Cell Counting Kit-8 staining. 
Results Pdcd4 deficiency not only aggravated the dextran sodium sulfate-induced acute colitis 
but also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litis-induced CRC. Mechanically, Pdcd4 deficiency 
accelerated epithelial cell proliferation during tumorigenesis, markedly up-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such as interleukin (IL)-6, and enhanced the activation 
of 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STAT3), a IL-6 downstream effector. Using 
purified cells, we found that Pdcd4 deficiency increased IL-6 expression in vitro and the 
susceptibility to IL-6/STAT3 pathway-mediated cell proliferation significantly. Furthermore, 
blockade of IL-6/STAT3 pathway through sgp130Fc reversed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Pdcd4 
deficiency on colonic epithelial cell proliferation in vivo. 
Conclusions The Pdcd4 deficiency accelerates colitis and colitis-associated CRC presumably 
through up-regulating IL-6/STAT3 pathway, suggesting that PDCD4 plays a protective role in 
inflammation-associated carcinoma and might be a potential target for the treatment of C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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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094 

糖耐量异常人群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 

与血清 C-反应蛋白关系的 Meta 分析 

 
陈涛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糖时量减低病患者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IMT)与血清 C-反应蛋白（CRP）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在 2015 年 11 月-2016 年 1 月通过对国内万方数据库、CNKI 数据库、SinoMed 数据

库于 2015 年及以前已公开发表的研究糖耐量异常患者颈动脉内膜厚度与血清 C-反应蛋白的关系的

文献进行搜索，运用 Meta 分析方法进行荟萃分析。 

结果  合计检索到 144 篇文献。按照严格的纳入、排除标准对相关文献进行筛选，其中重复的文献

52 篇 61 篇，共纳入文献 7 篇进行 Meta 分析，全部为病例-对照研究，血液指标中计量资料综合分

析得出，糖耐量异常患者血清 C-反应蛋白的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IMT)明显

高于正常对照组，通过对资料综合分析得出，糖耐量异常（IGT）患者血清 CRP 水平增高与颈动

脉内中膜厚度关系密切，血清 CRP 的水平可间接反映颈动脉粥样硬化的程度，炎症反应可能参与

了糖尿病及糖耐量异常患者其大血管并发症的发生、发展； 

结论  IGT 作为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在糖尿病的前期状况，动脉粥样硬化就已经

开始启动，降低血清 CRP 浓度，抑制炎症反应可能阻止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 

  
 
 
 

PU-5095 

甲状腺功能异常患者与出凝血功能指标的相关分析 

 
陈涛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 

 

目的  对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患者出凝血功能指标进行了观察和分析。 

方法  选择了 2014 年 1 月-2016 年 9 月期间在我院住院部和门诊就诊的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患者 120

例，根据 TSH、FT3、FT4 水平分为甲状腺功能亢进组（甲亢组）、甲状腺功能减退组（甲减

组），并选择同期 60 例来我院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测定三组人群血清中 TSH、FT3、FT4 水

平及血小板参数（PLT:血小板计数；P-LCR:大血小板比率；PDW：血小板分布宽度)、凝血酶原时

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纤维蛋白原（FIB）浓度 

结果  3 组人群 PLT 计数值经统计学处理无差异（P>0.05）；甲亢组 PDW、P-LCR 与健康对照组

及甲减组比较，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1）;甲减组的 PT、APTT、FIB 三项指标与其他两组比

较分析，有统计学差异（P＜0.05）；甲亢组 PT、APTT、FIB 浓度均低于健康对照组，两者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甲亢患者凝血功能处于高凝状态，有继发血栓形成倾向。甲减患者凝血功能减退，有出血危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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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096 

健康体检人群幽门螺杆菌感染状况的调查分析 

 
陈小红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 

 

目的  幽门螺杆菌（Hp）是一种寄生于人体胃黏膜革兰阴性菌，是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胃癌、

胃黏膜淋巴样淋巴瘤的最主要病原体，与血液系统疾病，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皮肤病，肿瘤等的

发生均有一定的关系，对人类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其列为一级致癌物质。在

健康体检中开展幽门螺杆菌普查，能够对 Hp 感染者进行合理的治疗干预，意义重大。本文 探讨

Hp 感染的流行病学特点。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0 月健康体检人员作为调查对象。均使用 14C 尿素呼气试验

(“C-UBT)检测 Hp。 

结果  1 年龄、性别与 Hp 感染率在 945 例调查对象中，Hp 阳性率为 47.8%；男性组阳性率

45.5%，女性组阳性率 44.20% ，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0.15，P>0. 05)。 

2 消化道疾病病史与 Hp 感染率：有消化道疾病病史的体检人群 Hp 感染率 67.5% ；无相关病史的

Hp 感染率 31.8%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15. 90，P<0. 01)。 

结论  本次健康体检人群中幽门螺杆菌的患病率是 47.8%，低于我国平均感染率，可能与体检人群

城区分布比例较大有关，男性阳性率略高于女性，可能与男性吸烟饮酒等不良嗜好有关，但两者无

统计学差异，年龄分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考虑年轻人感染率较高，生活压力较大，外出进餐机

会多，而中年人感染幽门螺杆菌呈慢性蓄积过程，老年人健康意识增强，注重保养，且因各种疾病

服药尤其是抗生素增加，可能造成假阴性结果。另外，有消化系统疾病病史的人群感染 Hp 的比率

明显升高，证实了 Hp 为慢性消化道疾病中的重要病因，且不易根除，即使无明显临床症状仍然呈

现较高的 Hp 携带。 

 
 

PU-5097 

Cx43 and lung Canc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Qian You,Fei Peng,Yi Wu 

People's Hospital of Hunan Province 

 
Objective Lung cancer, a highly invasive, rapidly metastasizing and prevalent cancer ,remains 
the leading cause of cancer mortality in men and women in worldwide.Cx43 expression was 
reported to correlate with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parameters of patients with some tumors,for 
example,lung cancer.The aim of our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and clinical 
siginificance of connexin-43(Cx43) in human lung cancer with meta-analyses. 
Methods Case control studies on Cx43 expression in lung cancer tissues and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were retrieved from PubMed, Embase, Cochrane Library, Web of 
Science, CNKI, and Wangfang databases, with the deadline being set at December 2017. 
Moreover, the literatures were screened according to inclusion criteria and exclusion criteria, and 
the Newcastle Ottawa scal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Finally, 
datas were performed meta-analysis using Review Manager 5.3 and Stata12.0 software. 
Results  A total of 9 studies were enrolled in our meta-analysis, which involved 606 lung 
cancer tissue specimens, 155 normal lung tissue specimens. Results of meta-analysis 
showed that, firstly, the Cx43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 in lung cancer tissues was lower than that 
in normal lung tissues,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OR=0.06, 95%CI=[0.030-
0.12], p<0.00001); secondly, the Cx43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 in TNM III and IV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NM I and II(OR=2.68, 95%CI[1.78-4.02], p<0.00001); Thirdly,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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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ung cancer tissues in poorly differenti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high 
differentiation group(OR=0.32, 95%CI[0.22-0.46], p<0.00001); Fourthly,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 of Cx43 in lung cancer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non 
lymph node metastasis(OR=4.34,95%CI[3.03-6.22], p<0.00001). Lastl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expression of CX43 in different histological types(squamous cell carcinoma 
vs adenocarcinoma OR=0.56, 95%CI[0.27-1.14], p=0.11;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vs large cell 
lung cancer OR=1.46, 95%CI[0.33-6.51], p=0.62; adenocarcinoma vs large cell lung 
cancer OR=3.21, 95% CI[0.72-14.42], p=0.13).  
Conclusions The Cx43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 in lung cancer tissues is lower than that in 
normal lung tissues. Furthermore, the positivity rate of CD147 expression is associated with TNM 
stage, differentiation,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is not related to histological type. Overall, Cx43 
may be participated the whole course of carcinogenesis of lung cancer, however, more high-
quality studiesis are needed to be further confirmed. 
 
 

PU-5098 

2015-2016 年日照市孕中期产前筛查数据分析 

 
刘根贤 

日照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分析 2015-2016 年日照市妇幼保健院产前筛查状况,为日照市的优生优育及提高人口素质提供

参考 

方法  收集日照市妇幼保健院 2015-2016 年行产前检查的中期妊娠孕妇唐氏综合征、爱德华综合征

和开放性神经管缺陷的筛查高风险检出情况,并对高风险孕妇进行羊水细胞染色体核型分析和 B 超

检查确诊。 

结果  共收集 33 363 例汉族单胎中期妊娠孕妇,年龄 19~42 岁,体重指数 21.5~30.4 kg/m~2,孕周

14.0~21.0 周。检出唐氏综合征高风险、爱德华综合征高风险和开放性神经管缺陷高风险分别为

4033 例(12.09%)、693 例(2.08%)和 226 例(0.68%),随着年龄和体重指数的增高,唐氏综合征高风险

的检出率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爱德华综合征和开放性神经管缺陷高风险检出率随年龄

增加变化不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过产前或出生后诊断 47 例(0.14%)唐氏综合征、20

例爱德华综合征(0.06%)和 40 例开放性神经管缺陷(0.12%) 

结论  孕中期血清学筛查对检出唐氏综合征、爱德华综合征和开放性神经管缺陷具有重要价值,对筛

查出高风险孕妇应进行产前诊断,减少漏诊。 

 
 

PU-5099 

Genetic polymorphisms of long non-coding RNA RP11-
37B2.1 associate with susceptibility of tuberculosis and 
adverse events of anti-tuberculosis drugs in the Wester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Jiajia Song,Yong He,Xinbo Song,ZhenZhen Zhao,Tangyuheng Liu 

West Chian Hospital 

 
Objective Little knowledge about the biological functions of RP11-37B2.1, a newly defined 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 molecule, is currently available.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ed that 
rs160441, located in the RP11-37B2.1 gene, i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uberculosis (TB) 
both in a Ghanaian and the Gambian pop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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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We investigated the influence of several SNPs within lncRNA RP11-37B2.1 on the risk 
and manifestations of TB and the possible correlation with adverse drug reactions (ADRs) from 
TB treatment in a Western Chinese population. Five SNPs within lncRNA RP11-37B2.1 were 
genotyped in 554 TB patients and 561 healthy subjects using the improved multiplex ligation 
detection reaction (iMLDR) method, and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monthly to monitor the 
development of ADRs.  
Results No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SNPs of lncRNA RP11-37B2.1 and TB 
susceptibility was observed in total samples (all p values > 0.05). Surprisingly, significant 
associations were observed between rs160441, rs218916 and rs218936 and thrombocytopenia 
development during anti-TB therapy under the dominant model (rs160441: CC: 2.42% vs. CT + 
TT: 7.32%; rs218916: CC: 1.46% vs. CT + TT: 7.29%; rs218936: CC: 2.25% vs. CT + TT: 6.92%, 
respectively) with the estimated p = 0.014 [odds ratio (OR) = 3.18], 0.003 (OR = 5.32) and 0.018 
(OR = 3.23),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firstly exhibit that three lncRNA RP11-37B2.1 SNP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 with the 
occurrence of thrombocytopenia and suggest RP11-37B2.1 genetic variants may potentially act 
as the useful biosignatures for identifying TB patients at greater risk of thrombocytopenia 
development during anti-TB treatment. 
 
 

PU-5100 

中国 CRF01_AE 亚型 HIV-1 感染男男同性性接触者的中 

和抗体应答特征研究 

 
田文,韩晓旭,丁海波,徐俊杰,尚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诱导机体产生广谱中和抗体是 HIV 疫苗研究的重要目标。我国 CRF01_AE 亚型 HIV-1 感染

的男男同性性接触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MSM）的疾病进展较快，该人群是否能诱导

产生中是否能够产生具有广谱中和活性的中和性抗体以及其产生的具体机制尚不明确。 

方法  采集并分离 30 例经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诊断的 CRF01_AE 亚型 HIV-1 感染 MSM 的

血浆，采用 12 株代表不同病毒亚型（B/B’、CRF07/08BC 和 CRF01_AE）及不同水平中和敏感性

（Tier 1/2/3）的假病毒为评估体系，通过体外中和试验评估该人群在感染后 3 年时的中和抗体应

答的强度（半数组织培养感染量，ID50）及应答宽度（ID50>20 对应毒株占所有毒株百分比）。 

结果  30 例 CRF01_AE 亚型 HIV-1 感染者平均血浆中和能力整体较弱，ID50 为 22.25±10.92，中

和宽度水平较低（28.88%±11.93），仅 6.7%（2/30）的感染者中和宽度超过 50%。此外，该人群

中和抗体应答体现出明显的亚型特异性，对于 CRF01_AE 亚型 Tier2（26.67% vs. 1.67%，

p<0.05）及 Tier3 病毒(21.67% vs. 1.67%，p<0.05）的中和宽度显著高于其他亚型毒株。 

结论  我国 CRF01_AE 亚型 HIV-1 慢性感染 MSM 的中和抗体应答水平整体偏弱，缺乏对其他亚型

的交叉反应活性，提示该人群中可能存在不利于广谱中和抗体产生的因素，具体机制值得深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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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01 

CYP2C9 和 VKORC1 基因多态性 

指导临床华法林初始抗凝的研究 

 
黄振勇 

清远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CYP2C9 和 VKORC1 基因多态性指导临床华法林初始抗凝的相关内容。 

方法  选取我院在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收治因疾病而初次服用华法林的患者共 48 例，按照

随机分配的原则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对照组给予常规华法林方式治疗，研究组根据所检测

CYP2C9 和 VKORC1 的基因多态性来控制剂量进行治疗。对比研究两组患者在治疗后的治疗效

果、INR 首次达标时间和两组患者所用华法林每天的平均剂量。 

结果  经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要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P<0.05）；研究

组患者的 INR 首次达标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患者（P<0.05）；研究组患者的所用华法林每天的平

均剂量少于对照组患者（P<0.05）。 

结论  运用 CYP2C9 和 VKORC1 的基因多态性来指导临床使用华法林，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对

所用华法林的剂量有一定的确定作用，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使用。 

 
 

PU-5102 

抗癫痫药物皮肤不良反应与 HLA-B*1502 基因的相关性研究 

 
黄振勇 

清远市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临床研究分析探讨芳香族抗癫痫药物所诱发的皮肤不良反应与患者 HLA-B1502 基因之

间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从 2015 年 4 月至 2017 年 10 月于我院就诊治疗的发生癫痫的患者 581 例为研究对象，

使用了 AEDs 类抗癫痫药物进行了治疗，发生皮肤不良反应的有 95 例，未发生皮肤不良反应的患

者有 486 例，在发生皮肤不良反应的患者中 MPE 有 49 例，SJS 有 27 例，TEN 有 19 例，对以上

患者进行基本资料及 HLA-B1502 基因的分析，采用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确定皮肤不良发应与

HLA-B1502 基因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SJS 以及 TEN 皮肤不良反应的发生与 HLA-B1502 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而 MPE 不良反应的发生与该基因没有明确的相关性。 

结论  在临床上使用 AEDs 类抗癫痫药进行抗癫痫治疗时，可以提前检测患者 HL1-B1502 基因，从

而达到预测其皮肤不良反应的作用，根据利弊平衡使用该类药物进行抗癫痫治疗。 

 
 

PU-5103 

河南地区农村基层医务人员常见病的疾病谱分析及干预 

 
邹杰 1,2,李正民 1,2,贺静娴 1,2,许泼实 1,2 

1.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2.河南省人民医院心脏中心 

 

目的  对河南地区农村基层医务人员的常见病进行疾病谱分析及干预指导。 

方法  随机抽取 2016 年河南各地区农村基层医务人员 783 人在“三甲”医院的体检结果进行统计学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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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河南地区农村基层医务人员前十种常见病及患病率依次是 乳腺增生（女性）28.8%、颈椎病

21.5%、乳腺增生并多发结节（女性）21.0%、脂肪肝 13.4%、眼底动脉硬化 12.6%、子宫肌瘤

12.1%、甘油三脂偏高 8.3%、高血压 7.3% 

结论  河南地区农村基层医务人员的健康状况不容忽视，部分疾病呈现年轻化发病趋势。 

 
 

PU-5104 

免疫检验质量控制在临床免疫检验中的应用研究 

 
张平,周洪兴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临床免疫检验是疾病诊治的重要依据，主要包括化学发光免疫、酶联免疫、放射免疫、抗原

抗体反应等。在检验过程中，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标本采集、保存以及运输等，都会导致

检验结果有一定的误差，影响到临床治疗的有效性。本文主要探寻影响临床免疫检验结果质量的因

素以及控制策略。 

方法  随机收集我院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之间的临床免疫标本，探索影响免疫检验结果的相

关因素，并对其进行相关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  临床免疫检验中，实验室湿度与温度、标本质量、试剂洗涤情况等，会对临床免疫结果产生

较大的影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临床免疫检验标本采集与运输、仪器设备试剂、实验室温度与湿度等都会影响临床免疫检验

结果质量，因此加强相关因素的质量控制和管理，有助于提高临床免疫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和科学

性。 

 
 

PU-5105 

Exosomes 介导 MALAT1 诱导乳腺癌细胞增殖 

 
张平,鲁科峰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乳腺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肿瘤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中，肿瘤外泌体起着很重要的

作用。本文主要研究外泌体介导长链非编码 RNA MALAT1 在乳腺癌进展中的作用。 

方法  收集乳腺癌患者肿瘤组织与癌旁组织，qRT-PCR 检测 MALAT1 在肿瘤组织与癌旁组织中的

表达差异，CCK-8 检测细胞增殖。 

结果  MALAT1 在乳腺癌组织中高度表达，并与乳腺癌的进展有关。同时发现，乳腺癌细胞分泌的

外泌体可以通过 MALAT1 促进肿瘤细胞增殖。 

结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外泌体 MALAT1 调节肿瘤进展可以作为乳腺癌治疗的新的靶点。 

 
 

PU-5106 

结合临床病例谈噬血现象与噬血细胞综合征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徐小用 1,吴林 1,苏建荣 1 

1.北京友谊医院 

2.北京友谊医院 

 

目的  结合临床病例谈噬血现象与噬血细胞综合征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方法  病例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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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噬血现象并不等于噬血细胞综合征，出现吞噬血细胞对于诊断获得性 HLH 具有重要的意

义，但没有噬血现象并不能排除 HLH 的诊断，HLH 的诊断需要严格按照 HLH-2004 标准，而

HScore 评分系统对于 HLH 的诊断有很强的提示意义，与 HLH-2004 标准具有高度一致性； 

2 年轻患者，无规律或不规则发热，肝脾大或多发淋巴结肿大，两系以上减低且骨髓出现噬血现

象，应结合流行病学史等除外特殊病原（如麻风分枝杆菌、利杜体）等感染合并噬血现象或获得性

HLH，不应盲目诊为原发 HLH； 

结论  1  噬血现象并不等于噬血细胞综合征，出现吞噬血细胞对于诊断获得性 HLH 具有重要的意

义，但没有噬血现象并不能排除 HLH 的诊断，HLH 的诊断需要严格按照 HLH-2004 标准，而

HScore 评分系统对于 HLH 的诊断有很强的提示意义，与 HLH-2004 标准具有高度一致性； 

2 年轻患者，无规律或不规则发热，肝脾大或多发淋巴结肿大，两系以上减低且骨髓出现噬血现

象，应结合流行病学史等除外特殊病原（如麻风分枝杆菌、利杜体）等感染合并噬血现象或获得性

HLH，不应盲目诊为原发 HLH； 

3 皮肤等部位的病理活检以及骨髓穿刺细胞学对于原发 HLH 与麻风病、黑热病及其并发的噬血现

象或继发 HLH 的诊断与鉴别诊断意义重大，也关系治疗及预后； 

4 麻风病、黑热病等少见病的诊断，需要严密的内科思维，也迫切需要有经验的病理及血液形态学

从业人员。 

 
 

PU-5107 

实时荧光 PCR 探针法和 DNA 测序法应用于 CYP2C9 

和 VKORC1 基因检测的对比研究 

 
黄振勇 

清远市人民医院 

 

目的  比较实时荧光 PCR 探针法和 DNA 测序法检测细胞色素氧化酶 P450（CYP2C9）和维生素 K

环氧化物还原酶复合体 1（VKORC1）基因多态性的一致性，建立适用于临床推广的华法林基因多

态性检测的方法。 

方法  本研究随机收集清远市人民医院 20 例就诊患者的全血标本，应用实时荧光 PCR 探针法和

DNA 测序法检测其 CYP2C9 和 VKORC1 基因的多态性，结果运用 Excel 软件统计并进行比较分

析。 

结果  两种方法对 CYP2C9 和 VKORC1 基因多态性的检测结果一致，且实时荧光 PCR 探针法比

DNA 测序法更简易、经济、快捷。 

结论  与 DNA 测序法相比，应用实时荧光 PCR 探针法检测 CYP2C9 和 VKORC1 基因的突变具有

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比较适用于临床检测。 

 
 

PU-5108 

广东清远心梗脑梗人群与健康人群 CYP2C19 

基因多态性的差异性研究 

 
黄振勇 

清远市人民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分析广东清远市心梗（急性心梗、急性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急性 ST 段抬高

型前壁心肌梗死等）、脑梗（脑梗塞、TIA、脑卒中等）人群与健康人群 CYP2C19 基因多态性的

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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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统计自 2016 年 8 月 5 日至 2017 年 12 月 29 日来清远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神

经外科就诊的 588 名心梗、脑梗患者作为病例组和 323 名来自体检科的健康个体作为对照组，分

析 CYP2C19 基因多态性在两组之间的差异性。 

结果  中间代谢型在病例组中的比例为 45.6%，在对照组中的比例为 42.1%；慢代谢型在病例组中

的比例为 14.8%，在对照组中的比例为 9.3%。CYP2C19 *2 和*3 突变等位频率高于健康人群，
OR=1.383 

结论  广东清远人群携带*2 和*3 突变等位基因的频率高于健康人群，鉴于*2 和*3 突变等位基因会

增加氯吡格雷抵抗风险，因此建议心梗、脑梗患者行 CYP2C19 基因多态性检测，对*2 和*3 突变

等位基因携带者尽早改变治疗策略。 

 
 

PU-5109 

G6PD 缺乏症的筛查诊断与潜在的治疗策略 

 
邹琳 1,2,王治国 3,4,2,李庆阁 5,余朝文 1,刘之岱 1,胡韦唯 1,周燕霞 1,张红阳 1,张鹏辉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国家卫计委临床检验中心新生儿疾病筛查室间质评专家委员会 

3.北京医院国家老年医学研究中心 

4.卫生部临检中心 

5.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目的  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缺乏症（G6PDd）由 G6PD 基因突变引起的红细胞膜上 G6PD 酶缺

陷。目前在中国，缺乏整体筛查数据与基因突变报道。本项目调查中国新生儿 G6PDd 生化筛查现

状，并检测其确诊病例中 G6PD 基因突变位点；利用 CRISPR-Cas9 与 iPSC 技术联合修复部分

G6PD 基因突变位点。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到 2017 年 12 月间、全国 216 个新筛中心生化法筛查 G6PDd 的信息。根

据地域特征，选出 12 省 29 个中心作为代表，经 G6PD/6PGD 比值确诊的 G6PD 活性异常患者

10,357 例，利用多色熔解曲线（MMCA）检测 G6PD 基因突变；若 G6PD 酶活性异常但 MMCA

结果正常者，Sanger 测序 G6PD 外显子区；在 6,443 名女性和 7,358 名男性新生儿 G6PD 活性为

正常的人群中，利用 MMCA 法检测 G6PD 基因突变率；并利用 CRISPR-Cas9 与 iPSC 技术修复

部分 G6PD 基因突变位点。 

结果  中国 G6PD 缺乏症的新筛省份、人数、筛查率从 2013 到 2015 逐年增多，阳性患者以南方省

市为主。全球首次发现 G6PD 基因的 c.152 C>T, c.290 A>T, c.697 G>C 和 c.1285 A>G 4 个新致

病位点。女性新生儿 G6PD 活性正常但 G6PD 基因携带率达 5.77%（372/6443），且有约 20%女

杂合子发病，建议：中国南方 G6PDd 高发病率地区，女性新生儿先进行 MMCA 基因筛查，再进

行传统的生化筛查流程，而男性仍可利用先生化筛查、后基因确诊的流程。体外细胞实验中，联合

应用基因编辑 CRISPR-Cas9 与 iPSC 技术，可以部分修复 G6PD 基因位点突变 c.1376G>C、

等，可望成为 G6PDd 治疗的新策略。 

结论  G6PD 缺乏症主要发生在中国南方地区，G6PD 基因突变具有不同地域与民族特征。采用南

方 G6PDd 高发区域的新筛策略可提高女性 G6PD 杂合子的检出率和降低诱发 G6PDd 的风险，未

来 G6PDd 可望得到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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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10 

广东省清远人群 ALDH2 基因多态性与肿瘤疾病的易感性研究 

 
黄振勇 

清远市人民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分析广东省清远市人群 ALDH2 基因多态性与肿瘤疾病的相关性。 

方法  统计自 2016 年 8 月 5 日至 2017 年 12 月 29 日来清远市人民医院肿瘤科就诊的 199 名肝

癌、胃癌、咽癌、喉癌、食管癌患者和 471 名健康个体，分析其 ALDH2 *1/*2 基因多态性与疾病

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ALDH2 *2 等位基因相较于*1 等位基因，癌症的风险增加 15.9%。 

结论  ALDH2 *2 突变等位基因是清远人群肝癌、胃癌、咽癌、喉癌、食管癌等癌症疾病的危险因

素。 

 
 

PU-5111 

复方交泰汤对心肾综合征模型大鼠 BNP 水平的影响 

 
安成,侯雪筠,程实,叶红蕾,周育平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目的  观察复方交泰汤对心肾综合征大鼠模型 BNP 水平和心脏功能的影响。 

方法  以心肾综合征大鼠模型为研究对象，分为模型组、奥美沙坦组和复方交泰汤组观察大鼠治疗

前后心脏功能指标 BNP、LVEDD、LVESD、LVEF 和 LVFS 的变化 

结果   奥美沙坦组和复方交泰汤组的 BNP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和模型组，有显著性差异

（P<0.05）；LVEDD 均大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无显著性差异（P>0.05）；在

左心室腔大小指标 LVEDD 比较中，趋势为对照组<奥美沙坦酯组 b<复方交泰汤组<模型组 a（a 与

对照组比，b 与模型组比，P<0.05）；在心脏收缩功能指标 LVEF 和 LVFS 比较中，趋势为对照组

>复方交泰汤组>奥美沙坦酯组>模型组（P>0.05）；疗后大鼠心肌 α-MHC mRNA 与 β-MHC 

mRNA 表达比值复方交泰汤组>模型组>奥美沙坦酯组 

结论  复方交泰汤能够增强 CRS 模型大鼠心脏功能，降低 CRS 模型大鼠血清 BNP 水平，改善心

脏功能. 

 
 

PU-5112 

A Functional Polymorphism (rs10817938) in the XPA 
Promoter Region Is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of 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gao chunhai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Linyi People’s Hospital， Linyi， Shandong， P.R.China 

 
Objective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of XPA gene have been studied in several cancers 
such as rs10817938, rs2808668. However, the role of XPA polymorphisms in patients with 
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SCC) remains unclear. Thus, we analyzed the association 
of XPA polymorphisms with OSCC risk,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gnosis in the 
present study. 
Methods TaqMan genotyping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frequency of rs10817938,rs2808668 
polymorphisms in OSCC patients. The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these polymorphisms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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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ed using Kaplan-Meier curves, Log-Rank analyses, and the Cox 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 Luciferase reporterassay, RT-PCR and western blot were used to determine whether 
rs10817938 could influence transcription activity and XPA expression.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dividuals carryingTC and CC genotypes had significantly 
greater risk of developing OSCC (OR = 1.42, 95% CI 1.04–1.93;OR = 2.75, 95% CI 1.32–
5.71,respectively) when compared with wild-type TT genotype at rs10817938.OSCC patients with 
C allele at rs10817938 were more susceptible to lymph metastases, poor 
path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and late TNM stage (OR = 1.67, 95% CI 1.17–2.37;OR = 1.64, 95% CI 
1.18–2.28; OR = 1.54, 95% CI 1.11–2.14; respectively). A significant 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 between smoking and CC genotype at rs10817938 was observed (COR = 3.60, 
95%CI 1.20–10.9) and data also showed that OSCC patients with CC genotype and C allele 
had worse survival (p<0.001 for both). The T to C substitution at rs10817938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ranscription activity of XPA gene, XPA mRNA and protein were also 
decreased in individuals with C allele at rs10817938.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study showed that XPA rs10817938 polymorphism is a functional SNP 
in vitro and in vivo and a biomarker for poor prognosis in OSCC patients. 
 
 

PU-5113 

甲胎蛋白和甲胎蛋白异质体联合检测诊断原发性肝癌的意义 

 
王海燕,李艳楠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分析甲胎蛋白和甲胎蛋白异质体的联合检测对诊断原发性肝癌是否有临床意义。 

方法  以我院 98 例良性肝病（肝硬化和慢性肝炎）患者，226 例原发性肝癌患者，45 例肝功能正

常的健康人员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标本均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甲胎蛋白（AFP）；采用亲和吸附

离心法提取甲胎蛋白异质体（AFP-L3）,再利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 

结果  甲胎蛋白和甲胎蛋白异质体联合检测可以提高原发性肝癌的阳性率，降低原发性肝癌的假阴

性结果，并以甲胎蛋白（AFP）≥400ng/ml,甲胎蛋白异质体（AFP-L3）≥10％作为判断原发性肝癌

（PHC）阳性的诊断值。 

结论  甲胎蛋白（AFP）和甲胎蛋白异质体(AFP-L3)联合检测对诊断原发性肝癌（PHC）有临床意

义。 

 
 

PU-5114 

尿路上皮癌相关 1 在膀胱癌诊断中的 Meta 分析 

 
崔兆磊,罗晓莉,陈燕 

福建省肿瘤医院 

 

目的  采用 Meta 分析方法评价长链非编码 RNA 尿路上皮癌相关 1 基因 (lncRNA-UCA1)对膀胱癌

的诊断价值。 

方法  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库、PubMed、web of 

science 等数据库, 检索年限截至 2017 年 8 月。收集 lncRNA-UCA1 诊断膀胱癌的相关文献。由 2 

位研究者根据纳入与排除标准筛选文献、提取资料, 使用 QUADAS-2 条目工具评价纳入研究质量，

应用 STATA12.0 软件合并统计量。 

结果  共有 6 篇文献符合本研究的纳入标准，包括膀胱癌 919 个病例，对照组 418 个病例。最后，

合并所有结果得到 lncRNA-UCA1 的合并敏感度为 0.78 (95%CI： 0.76-0.80)，特异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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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7(95%CI：0.85-0.90)，诊断比值比为 44.9(95%CI：18.23-110.56)，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SROC) 曲线下面积(AUC) 为 0.9317, Q 指数为 0.8671。 

结论  lncRNA-UCA1 的水平对膀胱癌有较高的的临床辅助诊断价值。 

 
 

PU-5115 

ARA55 participates in TGFβ1-induced 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 in CNE2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cells by binding with Smad7 

 
Zhaolei Cui,Yan Chen 
Fujian Cancer Hospital 

 
Objective ARA55 (androgen receptor coactivator 55kDa protein) was first identified as a TGFβ1-
inducible protein and function as a molecular scaffold in coordinating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s. 
Herein, we focused on validating the functional role of ARA55 in TGFβ1-induced 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in human CNE2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cells. 
Methods Expression of ARA55 in the CNE2 cells was stimulated by TGFβ1 (5ng/ml), and a 
commercial RNA interference plasmid (siRNA-ARA55) was utilized to silence ARA55 expression 
in response to TGFβ1 induction. 
Results Our results manifested that forced expression of ARA55 enhances growth as well as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the CEN2 cells. In contrast, cells depleted of ARA55 resulted in 
suppressed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capability, along with a down-regulation of N-
cadherin and up-regulation of Claudin-1. Further co-immunoprecipitation analysis exhibited that 
induced ARA55 yields a direct physical interaction with Smad7 in TGFβ1 signaling. ent--> 
Conclusions Our data demonstrate that ARA55 exerts a causative role and functions as a critical 
regulator in TGFβ1-mediated EMT in CNE2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cells through binding with 
Smad7.ARA55 expression in response to TGFβ1 induction. 
 
 

PU-5116 

新生儿遗传代谢病气质联用检测尿液 

有机酸室间质量调查结果分析 

 
杜雨轩 1,杨江涛 2,王薇 1,何法霖 1,钟堃 1,袁帅 1,刘佳丽 1,张志新 1,赵明 2,林珊珊 2,王治国 1 

1.北京医院 国家老年医学中心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北京市临床检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深圳爱湾医学检验实验室 

 

目的  分析评价 2018 年遗传代谢病气质联用检测尿液有机酸室间质量调查结果，以改进和提高新

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实验室气质联用检测质量。 

方法  2018 年 3 月向全国 19 家开展气质联用尿液有机酸检测的新筛实验室发放 2 个批号质控血片

(批号 201811 和 201812)。实验室自愿参加此次调查活动，并按照规定格式上报结果、测定方法、

仪器和试剂等相关信息。组织者采用 Clinet EQA 程序和 Microsoft Excel 2010 等软件，对各实验室

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并对检验前、检验中、及检验后过程进行了分析。 

结果  有 18 家实验室回报了结果，回报率为 94.7%（18/19）。本次质量调查对 2 个批号样本（批

号 201811 和批号 201812）的检测中，各参加实验室部分有机酸的检测结果相对稳定；相比高浓

度，低浓度有机酸的检测水平相对较好。而部分化合物的结果差异较大，如苯丙酮酸的稳健变异系

数达到了 99.48%，这可能是由于各参加实验室在样本前处理（如萃取和氮吹）、仪器校准和数据

峰型处理等过程存在差异。对质控品稳定性检测的结果显示，部分有机酸的稳定性较差，如苯丙酮

酸、尿黑酸等，在运输过程中或储存过程中，有可能存在降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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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次遗传代谢病气质联用检测尿液有机酸室间质量调查结果显示，各筛查实验室应在检测

前、中、后全过程中，加强实验室质量控制意识，及时采取措施纠正检测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错

误，提高我国新生儿血红蛋白病血斑筛查结果的准确度。 

 
 

PU-5117 

EARS2 基因突变导致线粒体病的报道及潜在机制研究 

 
谢洁 1,杨艳玲 2,吕建新 3 

1.温州医科大学 

2.北京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杭州医学院 

 

目的  分析 EARS2 基因突变与线粒体病的相关性，并探究其导致线粒体病的机制。 

方法  收集临床确诊线粒体病患儿资料，采用全外显子高通量测序技术对 60 例临床线粒体病患者进

行分子诊断,筛选得谷氨酰 tRNA 合成酶基因 EARS2 突变的患儿两例；分析其临床特点和基因突变

特征与线粒体病的相关性；采集确诊家系的外周血标本，提取其 DNA，验证候选突变基因。同时

建立永生化淋巴细胞系，培养后对其进行 BLUE NATIVE PAGE、SDS-PAGE、线粒体功能实验及

功能恢复实验，确认 EARS2 基因突变在线粒体病发生中的作用及潜在机制。 

结果  第一例患儿七个月起病，第二例患儿两岁半起病，临床表现均为智力运动发育落后，头颅

MRI 显示多发对称异常信号，胼胝体缺如，怀疑 Leigh 病；一代测序结果显示第一例患儿为

EARS2 基因 c.G526C 和 c.C648A 杂合突变，引起氨基酸改变 p.A176P 和 p.D216E；第二例患儿

一代测序结果显示该患儿为 EARS2 基因 c.C736T 和 c.T1229C 杂合突变，引起氨基酸改变

p.R246X 和 p.I410T,上述四个位点均未被报道。实验结果显示：与正常对照相比，EARS2 基因突

变的两例病人淋巴细胞均表现为呼吸链复合体Ⅳ活性下降。 

结论  本研究发现该基因的突变位点，为世界上首次报道，扩展了 EARS2 基因的基因谱。并通过

系统性的实验证明了 EARS2 基因突变可以通过影响线粒体复合体Ⅳ的结构和功能，导致线粒体呼

吸链的缺失和 ATP 障碍，最终导致线粒体病的发生。 

 
 

PU-5118 

转录因子 AP4 调控 LAPTM4B 的表达 

促进乳腺癌细胞的原癌基因表型及顺铂耐药性 

 
王鲁,张青云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目的  溶酶体相关四次跨膜蛋白 B 作为一种新的原癌基因，在多种实体肿瘤组织中呈现高表达，其

不仅能够促进肿瘤细胞的增值，侵袭及转移，同时可抑制细胞凋亡，诱导自噬及引起细胞耐药的发

生。然而目前对于 LAPTM4B 基因在肿瘤组织中表达失控及其转录调控的机制尚不明了，因此我们

开展本研究来探讨 LAPTM4B 的转录调控机制。 

方法  通过转录因子芯片筛选及生物信息学方法预测可能与 LAPTM4B 启动子区域结合的转录因

子。在乳腺癌细胞系及组织中检测其与 LAPTM4B 表达水平的相关性，同时检测两者是否与患者的

预后存在关联。通过双荧光素酶基因报告实验、EMSA 及 CHIP 实验验证顺式作用元件与反式作用

因子的特异性结合。通过构建过表达和敲低的乳腺癌细胞模型，探讨转录因子对 LAPTM4B 的转录

调控方式，通过细胞功能学实验确定转录因子对 LAPTM4B 的调控是否可影响乳腺癌细胞的生物学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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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筛选出转录因子激活增强子结合蛋白 4（activating enhancer binding protein 4，AP4）进行

实验研究，乳腺癌细胞及组织中 AP4 与 LAPTM4B 的表达呈正相关，高表达 AP4 及 LAPTM4B 的

患者预后最差。双荧光素酶基因报告实验、EMSA 及 CHIP 实验分别从体外及体内证实转录因子

AP4 可与 LAPTM4B 启动子多态区特异性结合。通过构建稳转细胞株后发现，AP4 可正向调控

LAPTM4B 的 mRNA 及蛋白水平。体内外功能实验表明，AP4 通过上调 LAPTM4B 的表达促进乳

腺癌细胞增殖、侵袭转移以及增强顺铂耐药性。机制研究发现，AP4 调控 LAPTM4B 促进乳腺癌细

胞的原癌基因表型与细胞周期，EMT 通路有关，且 AP4 调控 LAPTM4B 影响细胞耐药性与

PI3K/AKT 通路有关。 

结论  本研究证明了转录因子 AP4 能够与 LAPTM4B 启动子区结合，且正向调控 LAPTM4B 的转录

翻译；AP4 可通过上调 LAPTM4B 的表达促进乳腺癌细胞的增殖、侵袭转移及提高乳腺癌细胞对化

疗药物耐药性，这为 LAPTM4B 作为肿瘤标志物应用于临床及乳腺癌的靶向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PU-5119 

产前诊断非整倍体染色体核型的荧光原位杂交 

检测室间质量调查结果分析 
 

杜雨轩 1,翁炳焕 2,王薇 1,何法霖 1,钟堃 1,袁帅 1,刘佳丽 1,张志新 1,王治国 1 

1.北京医院 国家老年医学中心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北京市临床检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生殖遗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目的  分析评价 2018 年胎儿羊水细胞染色体非整倍体产前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室间质量调

查结果，以改进和提高产前筛查和诊断实验室染色体核型 FISH 检测质量。 

方法  2018 年 3 月向全国 87 家开展 FISH 检测的产前筛查和诊断实验室发放 2 个批号质控血片(批

号 201811 和 201812)。实验室自愿参加此次调查活动，并按照规定格式上报结果、仪器和试剂等

相关信息。组织者采用 Clinet EQA 程序和 Microsoft Excel 2010 等软件，对各实验室检测结果进行

统计分析，并对检验前、检验中、及检验后过程进行了分析。 

结果  本次调查发放的质评样本为胎儿羊水细胞，主要针对 13、18、21、X 和 Y 染色体的数目异

常进行检测。对于 FISH 检测结果的表达式，各参加实验室日常所用的临床报告格式并不统一，为

了用更简单、直接、且相对统一的方式对染色体非整倍体产前 FISH 检测结果进行表述，我们对结

果的回报形式进行设定，并穷举了 432 种 FISH 核型。共有 60 家实验室回报了结果，其中 41 家实

验室在检验医学信息网客户端回报了结果，19 家实验室通过邮件回复了结果，回报率为 69.0%

（60/87）。在回报结果的实验室中，使用美国 Abbott 公司的染色体数目检测试剂盒的实验室约

60.0%（36/60），使用北京金菩嘉公司的染色体数目检测试剂盒的实验室约均 35.0%（21/60）。

其中，98.3%（59/60）的实验室使用的试剂盒为 18/X/Y 探针组和 13/21 探针组；另有 1 家实验室

（1.7%）使用的试剂盒的探针组为 21/X/Y 和 13/18。 

结论  本次胎儿羊水细胞染色体非整倍体产前 FISH 检测室间质量调查，分别对检验前、检验中、

及检验后过程所涉及到的关键问题进行探讨和总结，各实验室应加强质量控制意识，及时采取措施

对检验全过程进行优化和改进，提高我国产前筛查和诊断结果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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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20 

2014-2016 年血清蛋白电泳室间质量评价结果分析 

 
杜雨轩,王薇,何法霖,钟堃,袁帅,刘佳丽,张志新,王治国 

北京医院 国家老年医学中心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北京市临床检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目的  总结并分析 2014-2016 年血清蛋白电泳的室间质量评价结果，为提高我国血清蛋白电泳检测

水平提供有意义的参考和建议。 

方法  2014-2016 年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每年向参评单位发放 5 个批号的血清蛋白电泳检测项目质

控品，收集实验室回报的清蛋白、α1 球蛋白、α2 球蛋白、β 球蛋白和 γ 球蛋白项目检测值，对回

报的结果按照仪器进行分组统计，评价检测水平。 

结果  2014 年至 2016 年参加实验室数量从 196 家增加到 265 家。按照仪器进行分组，各组的实验

室数量相对稳定。清蛋白检测的总体变异系数相对较低，及格率较高，各仪器系统组均在 90%以

上；而 α2 球蛋白检测的变异系数较高，及格率相对较低，sebia capillary 1 仪器组有部分批号及格

率低于 50%，甚至达到了 37.5%。在 2014-2016 年参加实验室中，使用 sebia capillary 2 仪器组

的实验室数目最多，且总体变异系数较低，及格率相对较高，在清蛋白的检测中，所有实验室的及

格率均为 100%。除清蛋白外，血清蛋白电泳其他各项目 CV 波动明显，检测性能较不稳定；及格

率差异较大各项目间，但总体呈逐年增高趋势。 

结论   目前我国血清蛋白电泳的质量水平差异较大，开展室间质评项目计划有利于了解我国血清蛋

白电泳检测的整体水平，推动和提高结果一致性。 

 
 

PU-5121 

Low expression of spindle checkpoint protein, Cenp-E, 
causes numerical chromosomal abnormalities in HepG-2 

human hepatoma cells 

 
Bin Liu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 China universit 

 
Objective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localization and role of 
centromere-associated protein E (Cenp-E) in hepatoma cells. 
Methods The Cenp-E mRNA expression levels in the HepG-2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nd LO2 normal hepatic cell lines following treatment with nocodazole were detected by reverse 
transcription-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qPCR). Furthermore, the localization 
and expression of Cenp-E protein in the two cell types was visualized using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RT-qPCR was also performed to detect the Cenp-E mRNA expression 
levels in LO2 cells before and after RNA interference. Additional evaluation of the function of 
interfered cells was performed using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Results  The results of RT-qPCR demonstrated that the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s of Cenp-E in 
the two cell lines prior to treatment with nocodazole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However, the upregulation of Cenp-E expression levels in the LO2 cell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compared with that in the HepG-2 cells during cell division (P<0.05).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Cenp‑E protein was predominantly located in the nucleus, and that 

Cenp-E protein expression in nuclei with abnormal mitosis was markedly lower compared with 
that in nuclei exhibiting normal mitosis.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also determined that the 
ratio of dyskaryosi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cells that had undergone Cenp-E interference 
compared with normal cells.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low expression of Cenp-E mRNA may be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numerical chromosomal abnormalities in human hepatoma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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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22 

白细胞、血红蛋白、血小板危急值临床应用探讨 

 
杨悦林,徐敏,黎海生,赵晓丽,李琴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利用临床检验危急值应用评价指标分析白细胞、血红蛋白、血小板危急值的临床应用效果，

探讨血液细胞危急值项目设置和判断界限的适用性。 

方法  依据实验室目前应用的血细胞危急值项目白细胞、血红蛋白、血小板和其危急判断界限，对

2017 年 1 月至 6 月每个危急值项目的通报率、通报及时率、临床确认率、干预率和干预有效性五

个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同时对三个危急值项目设置不同危急判断界限，评估不同危急界限下临床干

预率和干预效果。 

结果  血细胞三个危急值项目在现有危急值界限下，1 至 6 月危急值平均通报率 99.6 %、平均通报

及时率 92.6%。门诊患者三个危急值项目平均确认率 33.4%，住院患者 86.8%。血细胞危急值在

不同临床科室的临床确认率 63.6%～100%、临床干预率 22.2%～ 100 %、临床干预有效率 32.3 

%～100 %；WBC＜1.5×109/L 的危急界限下临床危急值干预率和干预有效率分别为 79.22%和

45.90%；HGB＜30g/L 的危急界限下临床危急值干预率和干预有效率分别为 83.33%和 100%；

PLT＜30 的分层界值下临床干预率和干预有效率分别为 64.81%和 61.4%；血细胞三个项目高值危

急值的临床干预率和干预有效率最高也未超过 85.2%。 

结论  临床科室对血液细胞危急值的确认、干预和干预有效性未达预期，实验室应针对不同临床科

室疾病收治特点设计不同的血细胞危急值界限，以提高实验室血细胞危急值报告价值。白细胞危急

值干预效果低于预期，可能与白细胞个体内生物学变异较高有关，建议将白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作

为危急值报告项目，以提高白细胞危急值临床应用价值。 

 
 

PU-5123 

中孕期母血清产期筛查抑制素 A 检测室间质量调查结果分析 

 
杜雨轩 1,冯健明 2,王薇 1,何法霖 1,钟堃 1,袁帅 1,刘佳丽 1,张志新 1,王治国 1 

1.北京医院 国家老年医学中心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北京市临床检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广州市丰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目的  分析评价 2018 年中孕期母血清产期筛查抑制素 A 检测室间质量调查结果，以改进和提高产

前筛查实验室抑制素 A 检测的质量。 

方法  2018 年 3 月向全国 94 家产前筛查实验室发放 3 个批号质控血片(批号 201811-201813)。实

验室自愿参加此次调查活动，并按照规定格式上报结果、测定方法、仪器和试剂等相关信息。组织

者采用 Clinet EQA 程序和 Microsoft Excel 2010 等软件，对各实验室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组织

者采用 Clinet EQA 程序和 Microsoft Excel 2010 等软件对各实验室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对质控

样本的结果采用正确率(回报结果正确实验室数/参加该项目检测实验室总数)进行描述性评价。 

结果  有 55 家实验室回报了结果，回报率为 58.5%（55/94）。以 ISO 13538 稳健均值作为靶值，

以靶值±20%评价标准作为可接受范围。此次 55 家参加实验室中，3 个批号全部符合预期结果的实

验室共有 52 家，占参加实验室的 94.5%（52/55）；有 3 家实验室 3 个批号均不符合预期结果，

占参加实验室的 5.5%（3/55）。 

结论  本次中孕期母血清产期筛查抑制素 A 检测室间质量调查结果总体上是满意的，但仍有部分实

验室存在与预期不符合的结果。筛查实验室应加强实验室质量控制意识，及时采取措施纠正检测过

程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提高我国产前筛查结果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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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24 

抗 Tim-3 单抗体联合环磷酰胺 

对同种异体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淋巴瘤复发的治疗研究 

 
刘扬,陈凤花,胡丽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建立小鼠同种异体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淋巴瘤复发模型，探讨抗 Tim-3 单抗体联合环磷酰

胺对此模型的治疗效果及其可能的机制，为临床上治疗移植后白血病复发开创了新的方法。 

方法  1.以雌性 C57BL/6 小鼠为供鼠、接受 8Gy 全身照射的 BALB/c 小鼠作为受鼠进行同种异体骨

髓移植，移植物中包括 1×107 骨髓细胞，5×106 脾细胞和 1×106A20 细胞，建立小鼠骨髓造血干细

胞移植后淋巴瘤复发模型。 

2.根据小鼠的临床表现、外周血细胞计数和外周血图片判断小鼠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淋巴瘤复发

模型是否成功。 

3.根据治疗方案的不同，受鼠随机分为 4 组：同型对照组，抗 Tim-3 单抗组，环磷酰胺组与联合环

磷酰胺和抗 Tim-3 单抗组。观察各组小鼠的生存时间，流式细胞术检测小鼠外周血和脾脏淋巴细胞

中 CD4+ T 细胞、CD8+ T 细胞、CD3+CD4+CD25+FoxP3+ Treg 细胞和 CD3+CD8+Granzyme B+ T

细胞的比例。 

结果  小鼠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淋巴瘤复发模型建立成功。抗 Tim-3 单抗和环磷酰胺联合使用显

著提高移植后淋巴瘤复发小鼠生存期（平均提高 7.2 天，P＜0.05）。与同型对照组相比，抗 Tim-

3 单抗组升高了受鼠外周血和脾脏 CD4+T 细胞的比例（外周血中升高了 10.1%，脾脏中升高了

2.2%，P＜0.05），环磷酰胺组能使受鼠脾脏 CD4+T 细胞的比例显著下降（下降了 19.1％，P＜

0.01）。与同型对照相比，抗 Tim-3 单抗和环磷酰胺联合用药显著降低了骨髓移植后免疫抑制性

Treg 细胞的比例（外周血中降低了 1.55%，脾脏中降低了 1.86%，P＜0.01），提高骨髓移植后

CD8+T 淋巴细胞中颗粒酶 B+的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的比例（外周血中升高了 6.84%，脾脏中升高

了 5.47%，P＜0.001），恢复 CD4/CD8 T 细胞的比值。 

结论  CD4+T 细胞、CD8+T 细胞和 Treg 细胞以及 CTL 在移植后淋巴瘤复发中起重要作用，联合抗

Tim-3 单抗和环磷酰胺治疗同种异体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淋巴瘤复发有效。 

 
 

PU-5125 

三种间充质干细胞对巨噬细胞极化状态调节能力的对比研究 

 
卢海源,刘文恩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 MSC）的免疫调节是其发挥治疗作用的重要机制。

但 MSC 组织来源十分广泛，而干细胞所处的微环境对其生物学特性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不同组

织来源的 MSC 可能存在免疫调节能力的差异。本研究对比了人脂肪（ADSC）、脐带

（UCMSC）、子宫内膜（EMSC）来源的 MSC 对巨噬细胞极化状态调节的差异。 

方法  小鼠巨噬细胞系通过 transwell 与三种 MSC 分别进行非接触式共培养 24h 后，用 LPS 刺激巨

噬细胞 4 小时，随后继续共培养 24h。使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M1、M2 型细胞所占比例。使用 q-

PCR 检测共培养后的巨噬细胞中 M1、M2 相关基因的表达水平。使用分光光度计法检测细胞上清

中 NO 的浓度。 

结果  与三种 MSC 非接触共培养并经 LPS 刺激后，巨噬细胞中促炎的 M1 型所占比例均显著下

调，抑炎的 M2 型细胞逐渐增多，而与 ADSC 共培养后 M1 型所占比例显著低于 UCMSC 和

EMSC 组， 其 M2 型所占比例显著高于另外两组。ADSC 共培养组中 M1 型相关基因 TNF-α 和 IL-

1β 的表达较对照组均显著下调，M2 型相关基因 CD36 和 Arg-1 的表达显著升高；而 UCMSC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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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SC 共培养组中巨噬细胞基因表达变化趋势不统一。与 ADSC 共培养的巨噬细胞上清中由 M1

型细胞分泌的 NO 浓度明显低于其他实验组。而 UCMSC 和 EMSC 组中 NO 浓度与对照组相比未

见差异。 

结论  三种 MSC 均可显著抑制巨噬细胞向促炎的 M1 型极化，促进其向抑炎的 M2 型极化，其中以

ADSC 的调节效应最强。 

 
 

PU-5126 

超敏 C 反应蛋白检测水平在老年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急性 

加重期患者诊疗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夏金兵,李冠华 

山东寿光市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检测实验组和对照组老年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患者中超敏 C 反应蛋白的水平，探究老年慢

性肺源性心脏病急性加重期患者血清中超敏 C 反应蛋白的水平对其临床诊疗的影响。 

方法  选择寿光市人民医院 2016 年 9 月~2017 年 10 月入院诊疗的 106 例老年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患

者，其中疾病缓解期 53 例，疾病加重期 53 例，另外选择健康志愿者 53 例，检测并比较患者红细

胞沉降率（ESR）、白细胞（WBC）、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以及其痰液标本的细菌培养

等指标。 

结果  健康志愿者的 ESR、WBC 和 hs-CRP 均低实验组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患者，差异明显，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加重期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患者的 ESR、WBC 和 hs-CRP 三项指标数据

均高于缓解期患者，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0.05）；急性加重期患者的 hs-CRP 阳性检测

率为 94.33%，高于其他指标的阳性检测率。 

结论  肺源性心脏病急性加重期由于呼吸衰竭、感染等因素使压力负荷、容量负荷的增加较缓解期

更明显，而超敏 C 反应蛋白 （hs-CRP）检测对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急性加重期患者发生感染症状的

早期诊疗有着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且其对于抗生素的反应，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span> 

 
 

PU-5127 

检验科不合格标本的常见原因及改进措施 

 
孟凡杰,虞希玮 

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检验科不合格标本的常见原因，对其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改进措施，降低检验标本采集

的不合格率，提高分析前质量控制。对 2018 年第一季度（1 月份至 3 月份）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

检验科不合格标本的拒收原因、数量及不合格率进行回顾性分析。 

方法  2018 年第一季度（1 月份至 3 月份）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检验科不合格标本的拒收原因、数

量及不合格率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收集标本 208504 份，其中不合格 419 份，不合格率为 0.20 %。按照不合格标本拒收原因类

型统计：标本凝固数量为 169 份，不合格率为 40.3 %；标本溶血数量为 42 份，不合格率为 10.0 

%；标本采集容器错误数量为 54 份，不合格率为 12.9 %；采集容器空白数量为 40，不合格率 9.5 

%；标本污染数量为 31，不合格率为 7.4 %；未贴标签数量为 17 份，不合格率为 4.1 %；标本量

不足数量为 56 份，不合格率为 13.4 %；开错医嘱数量为 10 份，不合格率为 2.4 %。 

结论  不合格原因最多为标本凝固，其次为标本量不足等，加强临床医护沟通和培训，建立完善的

质量管理体系，提高检验标本采集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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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28 

医学检验科检验中血常规标本不合格率统计分析及对应措施 

 
江玉凤,国冬梅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本研究对标本接收后，检验中血常规标本合格率进行统计，探讨标本不合格原因并提出应对

措施，减少标本不合格率，提高检验质量。 

方法  抽取 2017 年门诊血常规标本数量 24429 例，住院血常规标本数量 18165 例，急诊血常规标

本数量 7601 例及 2018 年第一季度门诊血常规标本数量 7126 例，住院血常规标本数量 5368 例，

急诊血常规标本数量为 10061 例。对标本不合格原因进行试卷问答、电话、科室随访进行调查。

讨论分析标本不合格原因，并提出改进措施。 

结果  门诊和住院血常规标本合格率都在 99.9%以上，都在目标范围内，2017 年第四季度标本合格

率最高 99.98%，但 2018 年门诊血常规合格率要低于 2017 年。 

结论  针对标本项目与试管项目不符、抽错标本、标本采集量不足在医学检验科录入标本的之前较

易排除。而血液标本溶血、标本脂血在标本录入之前不可能完全排除；而检验中标本不合格如标本

少量凝血、溶血等因素可能导致检测检测结果异常，如出现危急值，对临床存在一定误导，因此需

要检验科和临床加强沟通，临床各科室及采血中心应重视送检标本的质量。 

 
 

PU-5129 

Resveratrol alleviates H2O2- induced oxidative damage in 
HTR-8/SVneo cells by activating SIRT1-mediated 

autophagy 

 
Ping Wang,Chenxi Huang,Zhan Zhang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protective role of resveratrol against the damage 
caused by oxidative stress and the potential mechanisms in human first-trimester extravillous 
trophoblast cell line (HTR-8/SVneo cells). 
Methods H2O2  was used to induce oxidative injury. HTR-8/SVneo cells were pretreated 
with resveratrol and then exposed to H2O2. Cell viability was detected by the CCK-8 assay. 
Cytotoxicity was assessed by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levels. Cell apoptosis was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Intracellular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production was detected by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and flow cytometry. Autophagy inhibitor 3-methylamphetamine (3-MA) 
and autophagy inducer rapamycin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resveratrol -induced 
autophagy. Small interference RNA targeting Sirt1 (Sirt1 siRNA) was applied to down-regulate 
Sirt1 expression in HTR-8/SVneo cells. Sirt1 and autophagy-specific markers microtubule-
associated protein 1 light chain 3-II (LC3-II), Beclin-1, P62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analysis.  
Results In this study, we found that H2O2 dose-dependently increased intracellular ROS 
production and cell damage in HTR-8/SVneo cells and blocked autophagic flux after 12h of 
exposure. Pretreatment with resveratrol (25uM) prior to H2O2 exposure led to decreased 
intracellular ROS accumulation and ameliorated oxidative damage as evidenced by the increases 
in cell viability, reduction in LDH levels and apoptosis.Mechanism studies demonstrated that 
resveratrol pretreatment remarkably abolished H2O2-induced downregulation of Sirt1, LC3-II, 
Beclin-1 and upregulation of P62. Inhibition of autophagy by 3-MA blocked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resveratrol against H2O2-induced cell damage. On the contrary, promoting autophagy with 
rapamycin had a protective role in HTR-8/SVneo cells under oxidative stress. Additio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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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ckdown of Sirt1 by siRNA inhibited not only the protective effects that resveratrol induced, but 
the autophagy process.  
Conclusions Collectively, 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resveratrol exhibited positive effects on 
H2O2-induced oxidative injure in HTR-8/SVneo cells, which is partly attributable to the 
upregulation of Sirt1-dependent autophagy pathway. Thus, resveratrol may be a potential 
protective agent for the treatment of oxidative stress-induced trophoblast diseases. 
 
 

PU-5130 

脂蛋白 a 升高可能导致冠心病发病年龄提前 

 
程仕彤 1,彭博雅 2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中国医科大学检验系 

 

目的  冠心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且平均发病年龄有降低趋势。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为

已知的最直接可导致冠心病发生的独立风险因素，且其水平与冠心病发病年龄密切相关。脂蛋白 a

（Lp-a）为新近发现的冠心病发生的独立风险因素，但是否会影响冠心病的发病年龄尚不清楚，所

以本研究旨在探讨 Lp-a 水平与冠心病发病年龄之间的关系。 

方法  对 606 名确诊冠心病患者和 100 名健康人进行 Lp-a 检测。排除 LDL-c 水平超标者及患有其

他代谢性疾病者，后将患者组按发病年龄再分为极早发、早发、常规患病组比较其 Lp-a 水平。再

按 Lp-a 水平分为正常组及升高组，比较其发病年龄。 

结果  Lp-a 大于 75nmol/L 人群其冠心病发病率明显高于正常人群（P<0.05）。冠心病患者的 Lp-a

平均水平在极早发、早发和常规发病组中有明显差异（P 值均小于 0.05），且与发病年龄呈负相

关。 

结论  Lp-a 升高可增加冠心病风险，且其水平与冠心病发病年龄呈负相关。提示 Lp-a 或可作为冠

心病预测及预后指标之一应用，且临床应密切关注未发病人群的 Lp-a 水平，必要时或可考虑提早

进行预防性干预以延缓和减少冠心病的发生。 

 
 

PU-5131 

MSC 对小鼠下肢缺血模型中 B 细胞分布的调节作用研究 

 
卢海源,刘文恩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应用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 MSC）进行下肢缺血治疗，可促进缺血部位的

血管再生，并最终显著降低缺血下肢的截肢率。而 MSC 的免疫调节作用是其发挥治疗效应的重要

机制，B 细胞是在缺血性疾病康复中起重要调节作用的免疫细胞。本研究使用裸鼠构建下肢缺血模

型，并应用脂肪来源间充质干细胞（ADSC）进行治疗三天后，分析了小鼠脾脏、骨髓、外周血和

淋巴结中 B 细胞的分布变化。 

方法  使用裸鼠经下肢股动脉结扎术构建缺血模型，模型构建 24h 后，经尾静脉注射给予 ADSC 治

疗（1×105），3 天后颈椎脱臼法处死小鼠，分别取脾脏、股骨骨髓、外周血、左右腹股沟淋巴结

进行研磨或破红后，行流式细胞术检测 B 细胞数量。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小鼠脾脏中 B 细胞总数未见明显变化，其中滤泡 B 细胞和边缘区 B 细

胞的比例也未见差异；骨髓中 B 细胞总数和 mature B 细胞数量未见变化；但经 ADSC 治疗后，外

周血 B 细胞总数和 immature B 细胞数量均显著升高；小鼠缺血侧和健康侧腹股沟淋巴结中 B 细胞

数量均显著增多。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735 

 

结论  经 ADSC 治疗后短时间内，模型小鼠机体中骨髓和脾脏中 B 细胞与对照组比未见显著变化，

而外周血和腹股沟淋巴结中出现了更多 B 细胞的归巢。这一 B 细胞归巢状况的差异，可能是 MSC

发挥其对下肢缺血修复作用的重要机制。 

PU-5132 

氧化应激条件下 FoxO3a 

通过调控 BNIP3 影响人绒毛外滋养细胞自噬 

 
丁燕子,袁恩武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目的  探讨氧化应激条件下叉头框转录因子 O3a（FoxO3a）参与人绒毛外滋养细胞自噬的分子机

制。 

方法  本研究采用葡萄糖氧化酶（glucose oxidase，GO）建立氧化应激模型，FoxO3a 特异性

siRNA 处理人绒毛外滋养细胞株 HTR-8/SVneo，实验分组如下：对照组和 GO 组；GO+阴性

siRNA 转染组和 GO+FoxO3a siRNA 转染组；采用荧光定量 PCR 检测 FoxO3a 和 BNIP3 的

mRNA 水平；Western blot 检测 FoxO3a、BNIP3 和自噬相关蛋白 LC3B、Beclin-1、p62 的蛋白表

达水平。 

结果  研究显示与对照组相比，GO 组引起细胞内 FoxO3a 的 mRNA 和蛋白质水平明显增高， 

FoxO3a 磷酸化蛋白水平降低，自噬相关蛋白 LC3II/I、Beclin-1 增强，p62 蛋白水平降低（p＜

0.05）；与阴性 siRNA 转染组相比，沉默 FoxO3a 后 FoxO3a 和 BNIP3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均明

显降低，自噬相关蛋白 LC3II/I 降低， p62 蛋白表达增加（p＜0.05），Beclin-1 蛋白表达变化不明

显（p＞0.05）。 

结论  本研究表明葡萄糖氧化酶诱导的氧化应激可能通过调控 FoxO3a/ BNIP3 通路诱导人绒毛外滋

养细胞自噬增强。 

 
 

PU-5133 

人脂肪、脐带、子宫内膜来源间充质干细胞 

对内皮祖细胞血管形成能力促进作用的差异比较 

 
卢海源,刘文恩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血管生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血管周细胞起着重要作用。不同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

（MSC）与血管周细胞有相似的功能特性和基因表达谱，并具有促进血管生成的作用。但不同组

织的 MSC 受相应微环境的影响，其促血管生成能力可能具有差异，本文比较了脂肪（ADSC）、

脐带（UCMSC）和子宫内膜（EMSC）来源的 MSC 促进内皮祖细胞（EPC）血管生成的差异。 

方法  体外共培养评估 MSC 对 EPC 体外成血管促进能力的差异，应用基质胶联合细胞注射入小鼠

皮下后行组织学分析，评估体内成血管促进能力的差异，应用裸鼠构建下肢缺血模型并行细胞治疗

后，采用激光多普勒监测血流恢复，应用蛋白芯片分析 MSC 条件培养基（CM）中细胞因子表达

差异，使用 MTT 和 scratech 法分别检测 MSC-CM 对 EPC 增殖和迁移的影响。 

结果  三种 MSC 在体外共培养中均定位于 EPC 形成的管状结构周围。与 UCMSCs 或 EMSC 组相

比，接种于 ADSC 单层上的 EPC 形成了更多的相互连接成完整网状结构的毛细血管样结构。裸鼠

体内成血管移植物 7 天后被取出，ADSC 组形成了更多的充盈了红细胞的毛细血管。在小鼠下肢缺

血模型中，EPC 与 ADSC 的联合移植治疗效果明显优于 UCMSCs 和 EMSC，表现为血流灌注的

更早恢复和肢体康复率的更大提升。此外，与 UCMSC 和 EMSC 相比，ADSC-CM 含有更多的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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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生成因子（如 VEGF-A、bFGF 等）和更少的抑制血管生成因子（如血栓形成素-1）。ADSC-

CM 对 EPC 形成的血管样结构也显示出最强的稳固作用，并能更显著地促进 EPC 的迁移。 

结论  相比 UCMSC 和 EMSC，ADSC 在体内外对 EPC 的成血管促进作用和对缺血肢体血流恢复

的促进作用最强。 

 
 

PU-5134 

南京地区结核病人群九种呼吸道病原体感染状态分析 

 
王相栋,曾永静,严虹 

南京市胸科医院 

 

目的  分析我院 2014 年住院患者中结核病与其它相关呼吸道疾病人群感染九种呼吸道非典型病原

体的情况，以了解结核病人群感染谱的差异。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12 月我院住院患者九种非典型病原体的 IgM 抗体的检测结果。采用

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九种病原体：嗜肺军团菌（LP）、肺炎支原体（MP）、 Q 热立克次体

（QFR） 、肺炎衣原体（CP）、腺病毒（ADV）、呼吸道合胞病毒（RSV）、甲型流感病毒

（IFA）、乙型流感病毒（IFB）和副流感病毒 1、2 和 3 型（PIVS）。按出院诊断分为结核与非结

核组，再按有无伴发症（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与肿瘤）和性别（男女）划分亚组。以卡方检验统计差

异性。 

结果  结核组和非结核组阳性率分别为 26.74%、22.23%，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检出阳性率

最高的 3 种病原体为 MP、IFB、PIVS，而 IFA 和 QRF 未检出。结核组 MP 阳性率大于非结核组，

但是结核组 RSV 阳性率要小于非结核组，均有统计学差异(均为 P<0.01)。除 PIVS 外，多数抗体

检测的阳性率在女性要高于男性，以未伴发肿瘤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女性结核患者的 MP 阳性检

出率最高。 

结论  结核患者 MP 检出率高于非结核性呼吸道感染患者，女性结核患者 MP 阳性检出率最高。因

此，临床抗结核治疗时应该注重对伴发 MP 感染的检测，并及时用药以减轻感染症状。对于结核患

者 RSV 阳性检出率低于非结核患者的结果，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验证。 

 
 

PU-5135 

烟台地区不同人群维生素 D 水平分析 

 
杨红梅,于传亭,栾晓琳 

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目的   了解烟台地区不同人群维生素 D 水平。 

方法  收集来我院体检和就诊的不同人群共 1654 例，按年龄与性别分为六组：男性儿童组、女性

儿童组、男性中青年组、女性中青年组、男性老年组、女性老年组，分别用罗氏 Cobas e601 电化

学发光全自动免疫分析仪检测 25-羟维生素 D 水平，并对不同人群 25-羟维生素 D 的水平进行分

析。 

结果  男性儿童组（22.17±11.81ng/ml），女性儿童组（22.28±10.13 ng/ml），维生素 D 水平尚在

适宜范围内；男性中青年（18.29±7.66 ng/ml），女性中青年组（18.40±5.95 ng/ml），男性老年

组（18.76±11.35 ng/ml），女性老年组（14.70±8.59 ng/ml），存在明显的维生素 D 缺乏。男性儿

童组和女性儿童组比较，维生素 D 水平无显著性差异（t=0.069，P>0.05）；男性中青年组和女性

中青年组比较，维生素 D 水平无显著差异（t=0.113，P>0.05）；男性老年组和女性老年组比较，

差异显著（t=3.426，P<0.05）。 

结论  烟台地区儿童维生素 D 水平尚可，中青年和老年维生素 D 缺乏情况严重，女性老年人群尤为

严重，需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提高维生素 D 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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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36 

临床急诊血凝检验标本周转时间的调查分析及改进 

 
叶志成,李婷婷,戎华,徐锦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目的  调查并分析急诊血凝标本的实验室周转时间(TAT)及针对性的提出改进方法，从而提高临检中

心对于临床的服务质量。 

方法  应用 LIS 和 HIS 系统收集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临检中心从 2017 年 10 月 1 日到 2018 年 3

月 31 日急诊血凝标本实验室周转时间的相关数据。统计关于标本申请到采样（T1）、采样到送出

（T2）、送出到接收（T3）、采样到接收（T4）、接收到报告（T5）以及采样到报告（T6）六个

指标的实验室周转时间的中位数和第 90 百分位数。以 2 小时作为采样到接收（T4）和接收到报告

（T5）的规定时间，4 小时作为采样到报告（T6）的规定时间来计算标本的不及时率,对 TAT 进行

统计学描述。 

结果   共纳入 7151 份急诊血凝标本，用时最长的是申请到采样（T1）的时间，其中位数为

78min，第 90 百分位数为 135min，用时最短的则是在实验室内标本接收到报告（T5）的时间，其

中位数为 56min，第 90 百分位数为 121min。肾脏科和肝脏科申请到采样（T1）的时间长，而在

急诊内科和 ICU 用时较短。4：00-5:59 期间采集的标本（T4）花费时间最长；10:00-11:59 以及

16:00-19：59 期间签收的标本，其接收到报告（T5）的 TAT 较长。在不同采样时间段急诊血凝的

标本量与采样到接收（T4）没有相关性,但是不同接收时间段急诊血凝标本量与接收到报告（T5）

呈强正相关。 

结论  通过对急诊血凝 TAT 的数据分析，发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做出相应的改进措施，缩短

标本的 TAT 时间。 

 
 

PU-5137 

根因分析法联合 PDCA 在检验科不良事件中的应用 

 
冯倩,周林华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根因分析法（RCA）联合 PDCA 模式在检验科医疗不良事件管理中的应用有效性和可行

性。 

方法  以检验科发生的医疗安全不良事件“危急值报告张冠李戴事件”为例阐述根本原因分析联合

PDCA 的运用步骤：1. 初步处理及根本原因分析法适用性判断；2.成立 RCA 小组及资料收集；3. 

通过时间节点图事件定义；4. 运用鱼骨图，寻找近端原因；5. 应用 5 Why's Tool 根因分析工具，

确认根本原因；6.运用 PDCA 循环拟定改进计划并实施，将有效对策标准化制度化；7.效果评价。 

结果  运用 RCA 工具以及 PDCA 持续改进策略的实施,能够找到检验科医疗安全不良事件相关问题

的系统原因,预防再发生。  

结论  检验科运用 RCA 联合 PDCA 处理不良事件，在实施过程中改进和优化了工作流程，提高了

工作人员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增加了工作人员质量安全意识，是检验科保障医疗质量安全的有效

方法。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738 

 

PU-5138 

脓毒症病人血清对间充质干细胞生物学特性的影响 

 
卢海源,张媛媛,刘文恩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脓毒症是一种复杂的全身性炎症反应综合征，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间充质干细胞

（mesenchymal stem cell, MSC）对脓毒症具有显著的疗效，但其治疗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脓毒

症病人外周血中复杂的炎性环境可能对用于治疗的经静脉注射的 MSC 产生了影响，因此本研究旨

在探讨脓毒症病人血清对 MSC 增殖、迁移和细胞表面标记表达的影响。 

方法  使用常规培养基（含 10%胎牛血清）作为基础对照，取含 10%体检者健康人血清的培养基作

为阴性对照，含 10%脓毒症病人血清的培养基作为实验组。体外应用 MTT 检测细胞增殖能力，使

用细胞划痕法检测细胞迁移能力，运用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表面标记表达的变化。 

结果  经 24h 培养后，三种培养基对细胞增殖能力的影响未见显著差异。但不同培养基培养 24h

后，对照组与正常组 MSC 的迁移能力无明显差异（迁移率约为 50%），而与对照组和正常组相

比，含脓毒症病人血清的培养基更能显著地促进 MSC 的迁移（P<0.01），其迁移率约为 80%。同

时，含脓毒症病人血清的培养基能显著上调细胞表面 CD54 的表达水平（P<0.05），阳性率由对

照组的 60%增加至约 78%。CD106 的表达水平也表现出上调的趋势，但数据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脓毒症病人外周血血清不仅能显著促进 MSC 的迁移，还有助于上调细胞表面 CD54 的表达

水平，但对 MSC 的增殖和 CD106 的表达水平的影响不明显。 

 
 

PU-5139 

Effects of microRNA-206 on osteosarcoma cell proliferation, 
apoptosis, migration and invasion by targeting ANXA2 

through the AKT signaling pathway 

 
baolong pan1,Zongwu Tong1,Ling Wu1,Youguang Huang2,Shude Li3 

1.People’s Hospital of Yuxi City， Yuxi ， P.R. China 

2.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Kunming ， P.R. China 

3.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Kunming ， P.R. China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by which microRNA-206 (miR-206) 
affects the proliferation, apoptosis,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osteosarcoma (OS) cells by 
targeting ANXA2 via the AKT signaling pathway. 
Methods A total of 132 OS tissues and 120 osteochondroma tissues were examined in this study. 
The targe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miR-206 and ANXA2 was verified with a dual-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The miR-206 expression and ANXA2, AKT, PARP, FASN, Survivin, Bax, Mcl-1 
and Bcl-1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in the above two groups were examined by qRT-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The cultured OS cells were divided into 6 groups: a blank group, negative 
control (NC) group, miR-206 mimic group, miR-206 inhibitor group, si-ANXA2 group and miR-206 
inhibitor + si-ANXA2 group. Cell cycle and apoptosis were assessed by flow cytometry, cell 
migration was examined with a wound-healing assay, and cell invasion was assessed with a 
Transwell assay.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NXA2 mRNA expression and miR-206 expression in OS. 
Results OS tissues exhibited increased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of ANXA2, AKT, PARP, 
FASN, Survivin, Mcl-1 and Bcl-2; decreased miR-206 expression; and decreased Bax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ANXA2 mRNA expression was strong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miR-206 
expression in OS. ANXA2 was found to be a miR-206 target gene. In the miR-206 mimic group 
and the si-ANXA2 group, the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of ANXA2, AKT, PARP, FA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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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ivin, Mcl-1 and Bcl-1 decreased markedly, cell proliferation was inhibited, apoptosis was 
promoted, higher cell growth in G1 phase and decreased growth in S phase was detected, and 
decreased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were observed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blank group. 
Conclusions The current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miR-206 overexpression inhibits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nd promotes apoptosis through targeting ANXA2 by 
blocking the AKT signaling pathway. 
 
 

PU-5140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临床检验仪器与技术》教学效果调查 

 
谢而付,王芳 

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临床检验仪器与技术》是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主干课程，该课程是仪器分析与医学检验技

术的交叉学科，是联系基础医学、工程学与医学检验技术之间的纽带和桥梁，也是医学检验技术其

它主干课程的基础课程。根据我校“系科合一”的特点，该课程授课老师由各检验医学亚专业和临床

工程学专业的教师进行授课，该课程已经开展多年。 

方法  为了更好的提高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选择 2012~2014 级医学检验技术本科专业学生作

为调查对象，调查其对本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学习效果、授课教师安排是否合理以及授课学时安排

是否合理等 

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该课程兴趣一般，《医用物理学》、《医用电子学》和《分析化学》这

几门基础课程的开展对学好该课程至关重要。77.5%学生认为目前授课模式可很好的发挥本课程与

检验其它主干课程的紧密程度，不需要调整。 

结论  在对目前理论课与实践课比例是否合适进行调查，52.11%的学生认为比例合适，不需要调

整。 

 
 

PU-5141 

腺样体肥大患儿血型鉴定正反不符 2 例报告 

 
王广杰,陈洁,马晓露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对 2 例腺样体肥大患儿血型鉴定正反不符情况的分析，明确血型。 

方法   采用微柱凝胶法及盐水试管法进行常规血型鉴定，采用吸收实验进行疑难血型鉴定。 

结果  2 例患儿血型鉴定结果与正定型相符。 

结论   腺样体肥大患儿血型鉴定正反不符情况出现时，可考虑以正定型为主。 

 
 

PU-5142 

猪渐进式脑死亡过程心血管系统损伤的研究 

 
陈立 

第一中心医院 

 

目的  研究渐进式猪脑死亡过程心血管系统的功能改变与损伤 

方法  通过颅内加压法建立猪渐进式脑死亡模型，监测脑死亡进程中血液动力学、炎性细胞因子和

心肌损伤、功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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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心率呈一过性升高，由 140±22 至脑死后 6 小时达峰值 230±28（P<0.01），之后下降;中心

动脉压持续性降低由 90±5 降至脑死后 12 小时的 43±5（P<0.01）与脑死亡时间呈正相关

（P<0.01）;炎性细胞因子在脑死亡 0 小时 IL-8 显著性升高（P<0.05），IL-10 在脑死亡 6 小时出

现显著性升高（P<0.05）；心肌标志物 AST、TNI 变化呈显著性上升趋势（P<0.01）。血液灌注

与 AST 呈负相关（P<0.05）；炎性细胞因子 IL-8 与 AST 呈显著正相关 (P<0.05) 

 结论  脑死亡过程血液灌注变化、炎性细胞因子激活与血液动力学改变及心肌的损伤相关，为保护

心血管功能应控制在脑死亡 6 小时之内针对地改善血液灌注、降低 IL-8 损伤性细胞因子浓度。 

 
 

PU-5143 

Tumor-derived exosomal proteins acts as diagnostic 
biomarkers in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limin niu 

1.Shandong cancer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dong University 

2.1. School of Medicine and Life Sciences， University of Jinan， Shandong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Objective Accumulating evidence supports a role for exosomal protein in diagnosi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the tumor-derived exosomal biomarkers in the serum that improve the 
diagnostic value in Chines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patients. 
Methods  Serum exosomes were isolated from healthy donors (n=46) and NSCLC patients 
(n=125) by ultracentrifugation and were characterized using qNano and immunoblotting. 
Proteomic profiles (by mass spectrometry) revealed multipl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proteins in 
the healthy and NSCLC groups. The expression of alpha-2-HS-glycoprotein (AHSG) and 
extracellular matrix protein 1 (ECM1) in exosomes was characterized by Western blotting and 
ELISA.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were plotted and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s (AUC) was calculated to determine the potentially sensitive and specific biomarkers. 
Results The exosomal expression levels of AHSG and ECM1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NSCLC patients as compared to the healthy group. AHSG showed diagnostic values with a 
maximum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as 0.736 for NSCLC vs. healthy individuals 
(P<0.0001) and 0.682 for early-stage NSCLC vs. healthy individuals (P<0.01). ECM1 presented 
the diagnostic capacity with AUC values of 0.683 (P<0.001) and 0.656 (P<0.05) in cancer and 
early-stage NSCLC as compared to healthy individuals. When AHSG was combined with ECM1, 
the AUCs were 0.795 and 0.739 in NSCLC and early-stage patients, respectively. Taken together, 
the combination of AHSG, ECM1, and CEA improved the diagnostic potential of NSCLC. The 
diagnosis values were AUC of 0.938 for NSCLC and 0.911 for early-stage NSCLC vs. healthy 
individuals. 
Conclusions This study provides evidences that serum exosomes contain specific proteins with 
potential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value for NSCLC, open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ir potential 
use as novel non-invasive tools. NSCLC derived exosomes may be found in serum of patients, 
and carry oncogenic proteins that could participate in the progress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NSCLC. Manipulation of tumor-derived exosomes may represent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strategy 
that deserves future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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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44 

自身免疫性肝病研究现状 

 
夏楠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自身免疫性肝病（ALD）是一组病因和发病机理不明的以肝脏为靶器官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临床上主要分为自身免疫性肝炎（AIH）、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BC)和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SC)

三种疾病，但目前对于三种疾病的实验室鉴别诊断尚未明确，其诊断准确性与治疗针对性上仍存在

不足。因此，本文从三种疾病的发病机制、实验室检测及临床诊治现状加以综述。 

方法  检索 NCBI、维普等文献数据库中与关键词“自身免疫性肝病、自身免疫性肝炎、原发性胆汁

性肝硬化、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相关文献，进行归类、整理与分析。 

结果  AIH 发病高峰以中青年人群发病居多，临床上大多数表现为类似慢性肝炎症状，实验室检测

按自身抗体阳性类型不同可分为 ANA、SMA 或 ANCA 阳性，抗-LKM1 和（或）抗-LC1 阳性，抗

SLA/抗 LP 阳性三种类型。PBC 多累及中老年女性，重要特征为血清碱性磷酸酶(ALP)及 γ-谷氨酰

转肽酶(γ-GT)升高、AMA 阳性，其中 AMA 阳性是本病最重要的免疫学诊断指标。PSC 多发病于中

青年男性，约 70％左右的病人合并炎性肠病，实验室检测约 30％患者血清球蛋白升高，约 97％患

者至少 1 种自身抗体阳性，其中 p-ANCA 阳性对本病诊断有重要意义，但不具有特异性。  

结论  实验室诊断检验人员需加强与临床医生、组织病理及影像学检查人员的沟通，研究时扩大样

本量，进一步推动自身免疫性肝病临床诊疗准确、高效的发展。 

 
 

PU-5145 

家族史对主诉胸痛患者发病的影响。 

 
宋文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家族史对胸痛患者发病的影响。 

方法  收集 2016 年 4 月到 2017 年 4 月期间因胸痛为主诉而入我院急诊就医患者的病例资料 3512

例。收集的主要信息有性别、年龄、家族史、肌钙蛋白 T，肌红蛋白，其中家族史包括高血压史和

糖尿病史，依据性别、年龄、家族史有无制作频数资料表，其中将年龄分为三组，低年龄组

（30>age）、中年龄组(30<age<60)、高年龄组(60<age),根据分布资料的特点，应用两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依据年龄分组进行拟合，并计算优势比 OR 和 95%置信区间 

结果  性别差异对胸痛发病有无没有显著差异（P=0.40）。肌钙蛋白 T 和肌红蛋白与胸痛的发生的

风险优势比 OR 分别为 6.177 和 5.822，95%置信区间为 4.166-8.198 和 4.222-8.568，P 值均小于

0.05。以低年龄组为基准水平，伴有高血压史的患者相对低年龄组的发病风险优势比 OR=4.893，

95%置信区间为 3.749-6.388，具有统计学差异（P=0.02）,伴糖尿病患者相对低年龄组的发病风险

优势比 OR=1.975，95%置信区间为 1.033-3.445，无统计学差异(P=0.35)，进一步对伴高血压史

的患者随年龄分布的拟合系数做 t 检验比较其差异性，结果 P=0.15，拒绝假设，即三个年龄组间

的发病风险并不是均匀增加，伴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患者的发生胸痛的风险幅度大，到 60 岁的时候

风险增加较为缓和。 

结论  高血压家族病史对胸痛发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糖尿病家族史对胸痛发生无明显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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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46 

医学检验导论课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马芳,李玉云,梅传忠,孙俊杰,郝艳梅 

蚌埠医学院 

 

目的      使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低年级学生在学习专业课程知识的细枝末节之前对所学专业有一个

框架性的理解和探索，尽早从总体上认识和熟悉本专业的内涵，极大地促进学生终身学习能力、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方法  1.探讨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开设医学检验导论课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2.探讨如何提高教师自身素养，建设多元化教师队伍 

3.探索如何进行教材的选择、课程内容的选取与安排 

4.建立多元化的考核评价体系 

5.总结存在的问题，展望怎样通过教学改革与创新，完善课程体系，发挥医学检验导论课程的引航

灯的作用。 

结果  有效地使低年级学生从总体上认识和熟悉了本专业的内涵，树立了专业意识、稳固了专业思

想；极大地促进了学生终身学习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和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结论  《医学检验导论》课程对授课的教师团队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为

今后医学检验导论的教学方法改革提供新的思路。 

 
 

PU-5147 

circRNA-ACAP2 /hsa-miR-21-5p/Tiam1 regulatory feedback 
circuit affected the colon cancer SW480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Yuguang Li2,Jinhua He1,Jiabin Zhou1,Weiming Chen1,Yubing Lv1,Mengling He1,Jidong Zuo3,Lei Zheng2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Central Hospital of Panyu District， Guangzhou， Guangdong 

2.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1838 Guangzhou 

Road， Guangzhou， Guangdong 

3.Department of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ongshan Univers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Objective According to our preliminary results, we speculated that circRNA-ACAP2 /hsa-miR-21-
5p/Tiam1 regulatory feedback circuit could affect the colon cancer SW480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By exploring the hypothesis, we hopefully will gain the insights on the 
pathogenicity of colon caner and provide new therapeutic target for future colon cancer treatment. 
Methods Cell proliferation and colony bility of SW480 cells were tested by WST and colony 
formation assay. Transwell assay and scratch-wound assay were taken to evalut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SW480 cells. The expression of ralated proteins was massured by western blot. The 
circRNA and miRNA interaction was confirmed by dual-luciferase. 
Results In the present study, hsa-miR-21-5p was predicted as the target of circRNA-ACAP2 
using the bioinformatics software TargetScan and miRanda, and Tiam1 was one of the target 
genes of hsa-miR-21-5p. circRNA-ACAP2 and Tiam1 were shown to be highly expressed in both 
the colon cancer tissue and the colon cancer SW480 cells by using RT-PCR, while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21-5p was low. The results from WST-8 cell proliferation assay and 
colony formation assay suggested that SW480 cell proliferation was suppressed when the 
expression of circRNA-ACAP2 and Tiam1 was decreased and the expression of miR-21-5p was 
increased. The result of transwell cell migration assay showed that SW480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were also inhibited under the same circumstance. The circRNA-ACAP2 and miR-21-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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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 was confirmed by dual-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and miR-21-5p was shown to 
regulate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Tiam1. Down-regulation of circRNA-ACAP2 would promote the 
miR-21-5p expression, which further suppressed the transcription and translation of Tiam1 gene.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circRNA-ACAP2 /hsa-miR-21-5p/Tiam1 regulatory feedback circuit 
could affect the colon cancer SW480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This was probably 
due to the fact that circRNA-ACAP2 could act as a miRNA sponge to regulate Tiam1 expression 
via removing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miR-21-5p on Tiam1 gene. The results from the present study 
will gain the insights on the pathogenicity of colon caner and provide new therapeutic target for 
future colon cancer treatment. 
 
 

PU-5148 

上海地区与全国范围实验室 

在全血细胞计数项目整体检测水平方面的差异研究 

 
娄娇,王青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比较上海地区与全国范围实验室在全血细胞计数项目整体检测水平方面的差异。 

方法  分别获取国家卫计委临床检验中心和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2017 年第一次全血细胞计数项目

能力验证统计数据（前者主要为全国范围三甲医院实验室数据，后者包括上海各级别临床实验室数

据），将两方不同来源的、靶值浓度相近的、使用相同仪器的质控品检测组别作为一个对比组，比

较上海地区与全国范围实验室在各个组别中变异系数（CV）的差异。 

结果  白细胞计数项目共 13 个可比组别中，上海地区 CV 低于全国范围的有 4 组，占比为 30.8%；

红细胞计数项目共 25 个可比组别中，上海地区 CV 低于全国范围的有 18 组，占比为 72.0%；血红

蛋白浓度项目共 18 个可比组别中，上海地区 CV 低于全国范围的有 11 组，占比为 61.1%；血细胞

比容项目共 6 个可比组别中，上海地区 CV 低于全国范围的有 6 组，占比为 100.0%；血小板计数

项目共 13 个可比组别中，上海地区 CV 低于全国范围的有 11 组，占比为 84.6%。 

结论  除了在白细胞计数项目的组内一致性方面上海地区实验室略低于全国实验室水平，上海地区

实验室在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浓度、血细胞比容和血小板计数四个项目仪器组的组内一致性均优

于全国实验室水平。 

 
 

PU-5149 

应用飞行检查结果分析上海地区临床实验室的检测质量 

 
杨雪,朱俊,袁利斌,秦菲,娄娇,徐翀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通过对 2017 年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Shanghai Center for Clinical Laboratory,SCCL）全覆

盖飞行检查（以下简称飞检）和室间质评（External Quality Assessment, EQA）反馈结果的数据

统计，并结合分析上海市各实验室上报的室内质控（Internal Quality Control, IQC）数据，探讨飞

检对于准确评估临床实验室检测质量水平的作用。 

方法  收集 2017 年第一次飞检和 EQA 定量项目的实验室上报数据，计算各项目结果的变异系数

（Coefficient of Variance, CV）。选取部分项目（如 pH、CRP 等），应用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

统计方法对比分析飞检与 EQA 实验室上报的这些项目结果的 CV。同时收集实验室 IQC 数据，分

别对比分析这些项目 EQA 和飞检与当月 IQC 的 CV。 

结果   2017 年全市共 770 家临床实验室接受了 SCCL 组织的飞检，同时参加了 EQA 活动。飞检活

动中，102 家实验室出现了成绩不合格的计划（计划包括血脂、血气和酸碱分析、凝血试验、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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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P、快速血糖、同型半胱氨酸、肿瘤标志物）。然而，其中 83.33%（85/102）的实验室在 EQA

活动中这些计划的成绩均为合格。飞检与 EQA 结果中相同项目的实验室上报结果的 CV 差异从

0.022%（p（CO2））到 63.42%（CA19-9），平均为 4.97%。统计结果显示各项目的飞检与

EQA 实验室上报数据的 CV 差异有统计学差异（P=0.006），且飞检的 CV 大于 EQA 的 CV。一些

项目（如 CRP 和 p（O2））的 EQA CV 低于当月 IQC CV。 

结论   由于在 EQA 检测和上报数据过程中可能存在交流和串通等情况，造成一些项目 EQA 的 CV

小于飞检和 IQC 的 CV，故飞检能更真实地反映出实验室的检测质量。 

 
 

PU-5150 

长链非编码 RNA 与动脉粥样硬化的最新研究 

 
耿春晖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新型方法治疗动脉粥样硬化 

方法  利用 LncRNA 

结果  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AS）是冠心病、脑梗死、外周血管病的主要原因。动脉粥样

硬化是由脂质沉积、内皮损伤、单核细胞浸润、泡沫细胞、脂纹、斑块形成等一系列病理改变而导

致的慢性病变。研究已经证实 AS 是脂质代谢紊乱[1]和慢性炎症导致的疾病[2]。近几年来，越来越

多的证据表明，非编码 RNA（non-coding RNA,ncRNA）在组织稳态和病理生理状态的调节中起重

要作用。除了小的非编码 RNAs（如 microRNAs）外，还存在一些长度大于 200 个核苷酸的脱氧

核糖核酸，即长链非编码 RNA（long non-coding RNA,lncRNA），会干扰不同阶段的基因表达和

信号通路。本文主要综述了 LncRNA 在 AS 中研究的进展。 

结论  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AS）是冠心病、脑梗死、外周血管病的主要原因。动脉粥样

硬化是由脂质沉积、内皮损伤、单核细胞浸润、泡沫细胞、脂纹、斑块形成等一系列病理改变而导

致的慢性病变。研究已经证实 AS 是脂质代谢紊乱[1]和慢性炎症导致的疾病[2]。近几年来，越来越

多的证据表明，非编码 RNA（non-coding RNA,ncRNA）在组织稳态和病理生理状态的调节中起重

要作用。除了小的非编码 RNAs（如 microRNAs）外，还存在一些长度大于 200 个核苷酸的脱氧

核糖核酸，即长链非编码 RNA（long non-coding RNA,lncRNA），会干扰不同阶段的基因表达和

信号通路。本文主要综述了 LncRNA 在 AS 中研究的进展。 

 
 

PU-5151 

PI3K/AKT 通路介导的自噬在雷公藤红素诱导人卵巢癌细胞凋亡

中的作用研究 

 
黄丹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观察雷公藤红素对卵巢癌细胞增殖、凋亡和自噬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以期为雷公藤红素更

好的应用于临床抗肿瘤治疗提供实验数据。 

方法  采用 MTT 法及流式细胞仪检测不同浓度雷公藤红素以及联合自噬抑制剂 3-MA 和 BafA1 对卵

巢癌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以及凋亡率的变化；Hoechst33342 染色检测凋亡细胞核形态学变化；

Western blot 检测不同处理因素作用于卵巢癌 HO8910 和 SKOV3 细胞后其细胞凋亡、自噬及其通

路蛋白表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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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雷公藤红素能够显著抑制人卵巢癌 HO8910 和 SKOV3 细胞生长且呈剂量-时间依赖性，与空

白对照组相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随着给药浓度的增加细胞凋亡越多, 凋亡蛋白

Cleaved-caspase3、PARP 表达量也随着增加。雷公藤红素诱导细胞凋亡过程中，自噬被激活，

即 LC3B-Ⅱ和 Beclin-1 自噬蛋白表达量均增加，自噬不同阶段的抑制剂（3-MA、BafA1）能有效

抑制其相应阶段。Western blot 检测结果显示 PI3K/AKT/mTOR(p-AKT、p-mTOR)自噬通路蛋白表

达量降低，表明了 PI3K/AKT/mTOR 通路参与了雷公藤红素诱导卵巢癌自噬过程。采用自噬抑制剂

联合雷公藤红素共同干预卵巢癌细胞 HO8910 和 SKOV3 细胞 48h 后，结果显示与雷公藤红素单独

处理组相比，能显著抑制细胞生长（P<0.05），此外，细胞凋亡率也明显增加（P<0.05）。 

结论  雷公藤红素以剂量-时间依赖方式抑制人卵巢癌 HO8910 和 SKOV3 细胞增殖，并诱导细胞凋

亡和自噬的发生。雷公藤红素可通过抑制 PI3K/AKT/mTOR 信号通路诱导细胞自噬过程，更重要的

是，抑制自噬能够促进雷公藤红素诱导的细胞凋亡，说明自噬在雷公藤红素诱导卵巢癌细胞发生凋

亡反应的过程中起到了细胞保护的作用。这为雷公藤红素应用于临床提供了实验依据。 

 
 

PU-5152 

基于拆分探针和指数等温扩增的 microRNA-182 

可视化传感检测新方法 
 

罗洁,韩小娟,张姝,许琦,田洪伦,何军 

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原:贵州省安宁医院) 

 

目的  建立基于拆分探针和指数等温扩增的 microRNA-182 快速检测方法。 

方法  本研究基于核酸链杂交的热动力学原理和拆分能减弱热稳定性的思想，提出一种拆分的分子

探针以特异识别 microRNA-182。通过简化引物设计、简化实验操作，探针与靶 microRNA182 结

合后，基于指数等温扩增技术产生大量辣根过氧化物模拟酶-G4 联体，催化底物 ABTS 显色，通过

比较不同浓度样本的显色吸光度值，实现信号转化输出。 

结果  该传感新方法检测 microRNA-182 的最低检测限为 60 aM，线性范围多达 6 个数量级，并且

在拆分探针环形区域为 9 个碱基时特异性最佳，具有能够区分单碱基错配的能力，显著的提高反应

特异性。 

结论  本研究基于拆分分子探针和指数等温扩增技术，结合具有辣根过氧化物模拟酶活性的功能核

酸，探索和建立了一种操作简单、等温、高效、特异和可视化，适于床旁检测的传感新方法，为

microRNA-182 传感检测提供了有力的潜在分析工具。 

 
 

PU-5153 

新生儿高苯丙氨酸血症 16 年筛查与治疗情况分析 

 
韦洪伟 

临沂市妇幼保健院临沂市儿童医院 

 

目的  总结和分析临沂地区新生儿高苯丙氨酸血症(hyperphenylalaninemia,  HPA)的筛查和治疗情

况。 

方法  对 1999 年 9 月至 2014 年 12 月出生的 2123193 例新生儿进行苯丙氨酸 (phenylalanine，

Phe)浓度检测，通过尿蝶呤谱分析、血二氢蝶啶还原酶(DHPR)活性测定，以鉴别苯丙氨酸羟化酶

（PAH）缺乏症和四氢生物蝶呤缺乏症（BH4），结合临床症状进行确诊。 

结果  初筛可疑阳性 3128 例，初筛阳性率为 0.15%，可疑阳性召回 3039 例，召回率为 97.15 %。

共确诊 HPA 患儿 304 例,发病率为 1/6984，男 165 例，女 139 例，男女比例为 1.19:1。其中 P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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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 292 例，四氢生物蝶呤缺乏症（BH4）患儿 12 例。除 8 例患儿放弃治疗外，其余 296 例患儿

治疗效果良好，治疗有效率 100%。 

结论  临沂地区新生儿高苯丙氨酸血症发病率为 1/698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广泛宣传、规范治疗

随访流程、提供免费治疗政策、强化家庭饮食指导是保证患儿治疗率和治疗效果的关键。 

 
 

PU-5154 

蛇床子素对人乳腺癌 MDA-MB-231 细胞系增殖和凋亡的影响 

 
郭帅 

j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研究蛇床子素对三阴性乳腺癌 MDA-MB-231 细胞系增殖和凋亡的影响，并探讨其可能的作用

机制及成为抗乳腺癌新药的潜力。 

方法  1、通过 MTT 比色法 

2、荧光显微镜观察 MDA-MB-231 经各浓度蛇床子素干预后细胞形态结构的改变。 

3、流式细胞技术 

4、Western-blot 法检测 Bax、Bcl-2、Caspase-3、Caspase-9 蛋白表达水平的变化。 

结果  蛇床子素干预 MDA-MB-231 细胞后，与对照组相比，G1 期增加, S 期减少(P＜0.05 )，说明

蛇床子素会将 MDA-MB-231 细胞阻滞于 G1 期。 

蛇床子素作用于 MDA-MB-231 细胞后，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发现 MDA-MB-231 凋亡形态的变化，随

着药物浓度的增加，细胞形态的改变越来越明显。流式细胞术检测各实验组细胞凋亡率，蛇床子素

能诱导 MDA-MB-231 细胞的凋亡，(P＜0.05 )随着药物浓度的增加凋亡细胞的比例逐渐增多。 

与对照组相比，蛇床子素能明显上调 Bax、Caspase-3、Caspase-9 蛋白表达，下调 Bcl-2 蛋白表

达(P＜0.05 )。 

结论  蛇床子素能抑制 MDA-MB-231 细胞的增殖并诱导其凋亡，其机制可能与蛇床子素阻断 MDA-

MB-231 细胞周期，并且上调 Bax、Caspase-3、Caspase-9 表达水平，下调 Bcl-2 表达水平有

关。 

 
 

PU-5155 

雷公藤红素抑制胃癌细胞 BGC-823 细胞的侵袭转移 

 
李珂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雷公藤红素对胃癌细胞 BGC-823 侵袭转移的抑制作用及机制，旨在为雷公藤红素治疗

胃癌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1、细胞随机分为空白组、TGF-β1（15ng/mL）组、雷公藤红素（0.75μM、1.0μM、

1.5μM）组、TGF-β1（15ng/mL）+雷公藤红素（0.75μM、1.0μM、1.5μM）组。 

2、应用 MTT 法检测细胞增殖情况筛选雷公藤红素的浓度。 

3、Transwell 小室实验测定 BGC-823 细胞的侵袭能力、划痕修复实验测定 BGC-823 细胞的转移

能力。4、Western blot 法检测各组 E-Cadherin、Viminten 和 p-Smad2 的表达含量。 

结果  1、MTT 结果显示雷公藤红素干预后胃癌 BGC-823 细胞增殖受到抑制，且呈时间和剂量依赖

性。2、Transwell 小室实验显示，TGF-β1 诱导后细胞侵袭率明显提高，而雷公藤红素作用后细胞

的侵袭率下降。3、划痕修复实验显示，TGF-β1 诱导后细胞的迁移率明显提高，而雷公藤红素作

用后细胞的迁移率下降。4、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与空白组相比，TGF-β1 组 E-cadherin 表达

下调，Vimentin 表达上调，BGC-823 细胞 EMT 发生；与 TGF-β1 组相比，TGF-β1+雷公藤红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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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1.0、1.5μM）组，E-Cadherin 表达上调，Vimentinl 表达下调，逆转细胞 EMT 的发生，

同时 p-Smad2 的表达亦明显下调(P<0.05)。 

结论  雷公藤红素通过阻断 TGF-β/Smad 信号通路、逆转细胞 EMT 的发生从而抑制 BGC-823 细胞

的侵袭与转移。 

 
 

PU-5156 

浅谈实验室信息化管理 

 
李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通过检验实验室信息化建设,提高实验室工作效率,提升实验室管理水平，提升检验科的形象 

方法  不仅在报告方面引入 Lis 系统，也在实验室耗材、试剂等方面引入物资管理系统 ERP。 

结果  报告的 Lis 系统使得报告审核更加方便快捷，也使得患者的患病历史一目了然，更加方便检

验科老师对一些处于灰色边缘的检验结果有判断的依据。物资采购 ERP 使得耗材试剂的使用更加

规范，方便管理。 

结论  实验室的工作效率得到很大改善,检验质量也有所提高。所以说实验室信息化是必然趋势。 

 
 

PU-5157 

蛋白质精氨酸甲基转移酶 5（PRMT5） 

通过 Wnt 通路影响小鼠肾脏发生发育的实验研究 

 
孙弋雅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观察小鼠肾脏不同发生发育期 PRMT5、β-catenin 表达的影响，探讨 PRMT5、β-

catenin 是否对小鼠肾脏发育发生有影响作用，为进一步讨论初期肾单位发生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1、采用免疫组化 PV 法检测 PRMT5、β-catenin 在选取的不同胚龄(E)14、16、18d 胎鼠和

生后不同日龄(N)1、7、14、21 和 42d 仔鼠肾脏组织标本中的表达情况，并分析 PRMT5、β-

catenin 在小鼠不同胚龄、生后日龄的肾组织中的相关性。 

2、应用 RT-PCR 技术分别检测 PRMT5、β-catenin 在不同胚龄(E)14、16、18d 胎鼠和生后不同

日龄(N)1、7、14、21 和 42d 仔鼠肾脏组织中的表达。 

3、应用 Western blotting 技术分别检测 PRMT5、β-catenin 在不同胚龄(E)14、16、18d 胎鼠和生

后不同日龄(N)1、7、14、21 和 42d 仔鼠肾脏组织标本中的表达，分析各组 PRMT5、β-catenin

基因表达的变化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结果  1、PRMT5、β-catenin 基因的表达在胚鼠肾脏发育的第 E14 天达到第一个峰值,随后逐渐减

弱,至出生时表达又明显增加，达到第二峰值。此外,两个基因在小鼠成体肾脏中存在表达。免疫组

织化学结果显示：小鼠发育 E14 天，PRMT5、β-catenin 开始在输尿管芽微弱表达。而后伴随着肾

脏逐渐发育成熟， PRMT5、β-catenin 主要表达于近端小管、远端小管和集合管。 

2、RT-PCR、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在小鼠的肾脏发育不同阶段肾组织中 , PRMT5、β-

catenin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成趋势表达，表达结果从 E14d 至 N1d，PRMT5、β-catenin 在肾

脏的表达量逐渐增加，而从 N1d 至 N42d 表达量逐渐减少。 

结论  PRMT5、β-catenin 在肾脏发生发育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其中 PRMT5、β-catenin 主要作

用于近端小管，远端小管和集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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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58 

苦瓜总皂苷对 3T3-L1 脂肪细胞胰岛素抵抗 PPAR-γ 

及脂肪分泌因子的影响 

 
褚冬青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苦瓜总皂苷对 3T3-L1 脂肪细胞胰岛素抵抗 PPAR-γ 及脂肪分泌因子的影响，来探讨其可能

的作用机制。 

方法   MTT 法观察苦瓜总皂苷对 3T3-L1 前体脂肪细胞、脂肪细胞增殖活力的影响并筛选药物浓

度。油红“O”染色法鉴定脂肪细胞是否形成。地塞米松处理脂肪细胞建立胰岛素抵抗模型。葡萄糖

氧化酶法检测正常对照组,胰岛素抵抗模型组,阳性对照组（罗格列酮组）,苦瓜总皂苷干预胰岛素抵

抗组,PPAR-γ 抑制剂+苦瓜总皂苷胰岛素抵抗组培养液中葡萄糖的含量变化。用 ELISA 法测定各组

培养上清液中脂联素水平，Real time RT-PCR 检测各组脂联素 mRNA 的表达用，Western blot 法

测定 PPAR-γ 各组蛋白表达情况。 

结果  3T3-L1 脂肪细胞胰岛素抵抗模型，经苦瓜总皂苷干预后培养液中葡萄糖摄取量显著增高、脂

联素增高。3T3-L1 脂肪细胞胰岛素抵抗模型，PPAR-γ 量下降，经苦瓜总皂苷干预后 PPAR-γ 表达

量增高。 

结论  苦瓜总皂苷通过激活 PPAR-γ 改善脂肪因子的分泌，是改善胰岛素抵抗的始动因素。 

 
 

PU-5159 

独立医学实验室质量监管不符合项分析 

 
陶春林 

杭州迪安医学检验中心 

 

目的  建立独立医学实验室质量监督检查机制，实现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并持续改进质

量。 

方法  通过集团监督检查汇总 2017 年 30 家子公司实验室监督检查不符合项，对比例分布进行比

较，分析不符合项，提出风险点。 

结果  30 家子公司实验室质量监督检查中，共开出 450 条不符合项，其中管理要求和技术要求分别

占 18.0% 和 82.0% ；管理要求中常见不符合条款集中表现在 4.3、4.13、4.14；技术要求中常见

不符合条款集中表现在 5.3、5.4、5.6。 

结论  通过实验室质量监督检查活动，发现常见问题，提示实验室存在风险和潜在隐患，及时做好

预防整改措施，保证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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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60 

Association of APEX1 and OGG1 gene polymorphisms with 
breast cancer risk among Han women in the Gansu 

Province of China 

 
Haixiang Su,TAO WANG,HAITAO WANG,SUISHENG YANG,HONGYUN GUO,BINMING ZHANG,HUAN 
GUO,LAN WANG,GONGJIAN ZHU,YONGDONG ZHANG,HAIHONG ZHOU,XIULI ZHANG,HAINING LI 

Gansu Provincial Academic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 Gansu Provincial Cancer Hospital 

 
Objective Genetic variations in key DNA repair genes may influence DNA repair capacity, DNA 
damage and breast carcinogenesis. The current study aimed to estimate the association of 
APEX1 and OGG1 polymorphisms with the risk of breast cancer development. 
Methods A total of 518 patients with histo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breast cancer and 921 region- 
and age-matched cancer-free controls were genotyped for the APEX1 polymorphisms rs3136817 
and rs1130409 and the OGG1 polymorphisms rs1052133 and rs2072668 using a QuantStudio™ 
12 K Flex Real-Time PCR System. 
Results The rs3136817 heterozygous TC genotype along with the rs3136817 dominant model 
(TC + CC) was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breast cancer susceptibility (odds ratio [OR] = 0.670,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 CI]: 0.513 - 0.873, P = 0.003; OR = 0.682, 95% CI: 0.526 - 0.883, 
P = 0.004, respectively). No significant associations were observed among rs1130409, 
rs1052133, rs2072668 and breast cancer risk. Furthermore, an allele combinat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APEX1 haplotypes containing C-T (alleles rs3136817 and rs1130409) conferred a 
significantly lower risk (corrected P < 0.001). 
Conclusions This research is the latest report showing that an APEX1 rs3136817 heterozygous 
genotype may have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DNA repair capacity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and thus may have a potential protective effect for Chinese Han women. 
 
 

PU-5161 

POCT 发展新动态 

 
王超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本文旨在探讨一些 POCT 发展的前沿信息，包括材料学的进展，以及一些新的可以用 POCT

检测的疾病。 

方法  查找文献，整合信息 

结果  随着医疗的发展，床旁检测逐渐走入医生的视野。床旁检测无论对于个人健康或公众卫生及

健康均有较大的助益，从经典的便携式血糖仪，以及对心肌坏死标志物的监测，新兴的可以用于反

应精神压力的皮质醇水平，到那些有助于公共健康的快速检测项目，如 HIV 的自我检测试剂盒，禽

流感抗体测定等技术。早期诊断和治疗对于降低疾病的严重程度和相关并发症的发生是至关重要

的。 

结论  在 POCT 迅速发展的同时，如何确保检查结果的可靠性这一问题也在困扰着我们，这一问题

有待科研人员进一步努力去探究改进。POCT 不像大型的自动分析装置那样需要检测大量的检体标

本，其质量管理方式也不一样。CLSI 标准指出了以下几点注意事项，包括：①患者的管理；②质

量管理法的制定；③患者资讯及检查结果的联系；④使用者的评价；⑤通讯；⑥检查团体的标准/

依据；⑦质量管理及管理人员；⑧质量控制记录。总之，POCT 应用于临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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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62 

白血病/淋巴瘤免疫分型检测质量控制指南 

 
徐翀 1,刘艳荣 2 

1.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2.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自上世纪 90 年代白血病/淋巴瘤免疫表型分型检测方法引进国内以来，开展该检测项目的实

验室日益增多。但由于国内目前对于该领域尚未建立完善的、可参照执行的质量控制规范，许多实

验室因未能识别工作流程中影响检测质量的不良因素而导致报告结果不够准确，此现状不利于国内

白血病/淋巴瘤免疫分型检测整体质量水平以及检测结果的一致性的提高。因此，本指南文件主要

参考 CLSI H43-A2[1]，以及其他国际和国内关于本领域的主要标准和指南文件[2-7]，对整个检测流

程的生物安全，样本的采集、运输和制备，样本的抗体染色，日常质量控制，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结果的报告和解释等方面制定质量控制指南。 

本指南文件内容范围覆盖白血病/淋巴瘤免疫表型分析的分析前、分析中和分析后各检测环节中对

检测质量有影响的各技术要点，为临床医生、护理人员、样本运送人员、检测人员和检测报告审核

人员提供可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 

 
 

PU-5163 

北京地区孕期女性常见致聋基因检测及随访结果分析 

 
龙彦 1,赵晓涛 1,孙媛媛 1,刘畅 1,马寅婷 1,高华 1,高华 1,龙彦 1,赵晓涛 1,孙媛媛 1,刘畅 1,马寅婷 1,高华 1,高华 1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2.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应用微阵列芯片法检测北京地区孕期女性常见致聋基因突变，分析北京地区孕期女性常见致

聋基因突变位点的分布情况及临床意义。 

方法  采集 1400 例北京地区孕期女性的外周血标本，提取基因组 DNA，采用微阵列芯片法检测 4

个常见致聋基因 9 个突变位点，包括 GJB2(35del G、 235delC、 176-191del AT、 299-

300delAT) 、 SCL26A4 （ IVS7-2 A>G 、 2168A>G ）、 GJB3 （ 538 A>T ）及线粒体基因

（1494C>T、1555A>G），采用 Sanger 测序法对其中 256 例标本进行验证，分析孕期女性各突

变位点的阳性检出率及突变位点分布情况，并对其配偶及产后新生儿进行随访。 

 结果  1400 例孕期女性中共 75 例检出致聋基因突变位点，总体阳性检出率为 5.36%(75/1400)，

其中杂合突变共 70 例（GJB2 235delC 28 例，GJB2 299-300delAT 10 例，GJB2 176-191del AT 

1 例，SLC26A4 IVS 7-2 A>G 26 例，SLC26A4 2168 A>G 3 例，GJB3 538 C>T 2 例），纯合突

变 1 例（GJB2 235delC 纯合突变），双位点突变 2 例（分别为 SLC26A4 IVS 7-2 A>G /GJB2 

299-300delAT、IVS 7-2A>G /GJB2 235delC 双位点突变），线粒体基因 1555A>G 均质型突变 2

例。GJB2 各突变位点 235delC、299-300delAT 及 176-191del AT 的人群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2.14%、0.79%及 0.07%；SLC26A4 突变位点 IVS 7-2 A>G、2168 A>G 的人群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2.0%、0.21%；GJB3 538 A>T 和线粒体基因 1555A>G 的人群阳性检出率均为 0.14%（2 例）。

微阵列芯片法与 Sanger 测序法的检测结果一致，符合率为 100%。 

结论  在北京地区孕期女性常见致聋基因突变位点中，以 GJB2 235delC、SLC26A4 IVS 7-2 A>G

阳性检出率最高，对孕期女性进行致聋基因突变位点筛查，可为其提供生育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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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64 

维甲酸诱导基因 G 通过 NF-κB 信号传导通路抑制肺癌细胞增殖 

 
孙俊俊 

上海市同济医院 

 

目的  研究维甲酸诱导基因 G（Retinoic acid induced genes G，RIG-G）对肺癌细胞起抑制作用的

分子机制。 

方法   采用 Tet-on 诱导表达系统建立稳定表达 RIG-G 的细胞系 A549-Tet-on-RIG-G；同时设立对

照细胞 A549-pTRE。采用溴脱氧核苷尿嘧啶（BrdU）-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和克隆形成

实验检测 RIG-G 对肺癌细胞 A549 增殖能力的影响。利用 Western Blot、免疫共沉淀（Co-IP）、

免疫荧光共定位等方法检测 RIG-G 对核因子 κB（nuclear factor Kappa B，NF-κB）以及 IκB

（inhibitor of NF-κB）的作用。 

结果  应用电转的方法在 A549 细胞中转入 pTet-on 调控载体和 pTRE-RIG-G，成功构建了稳定表

达 RIG-G 的细胞系 A549-Tet-on-RIG-G。BrdU-ELISA 结果显示，加 DOX 培养时，A549-Tet-on-

RIG-G OD 值（0.97±0.15）明显低于 A549-pTRE（4.78±0.26）（t=12.67，P＜0.001）。克隆形

成实验结果与 BrdU-ELISA 结果相一致，加 DOX 培养时，A549-Tet-on-RIG-G 所形成的克隆大小

（76.4±18.27）和数目明显小于 A549-pTRE（311.6±26.19）（t=7.366，P＜0.001）。免疫荧光

共定位表明 RIG-G 可降低 NF-κB 在细胞核内的表达。Co-IP 结果显示，在 RIG-G 过表达的情况

下，IκB 泛素化受到抑制。 

结论  RIG-G 通过抑制 NF-κB 信号通路从而抑制肺癌细胞的增殖 

 
 

PU-5165 

不同异质水平线粒体 A3243G 突变永生细胞株的建立 

 
张小勤,郑国华 

潍坊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EB 病毒转化外周血 B 淋巴细胞建立 A3243G 突变永生细胞株后通过单细胞筛选，建立相同

核背景下不同异质水平的 A3243G 突变永生细胞株，并研究线粒体 A3243G 突变与线粒体功能的

关系。 

方法  对 1 例 A3243G 突变病人建立永生细胞株，通过有限稀释法得到不同异质水平的细胞株，采

用 RT-ARMS-qPCR 定性、定量检测 A3243G 突变比例。流式细胞仪检测正常对照永生细胞株和不

同异质水平永生细胞株线粒体功能的差异包括 ROS、膜电位、细胞凋亡率；CCK-8 法绘制细胞生

长曲线；制作超薄切片观察线粒体结构、形态和数量变化。 

结果  永生细胞株内 A3243G 突变异质水平在 80%时，除细胞内 ATP 水平以外的其他检测，如

ROS、膜电位、凋亡率与正常对照永生细胞株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而 95%异质水平的永生细胞

株其线粒体功能包括细胞内 ATP 水平的其他检测与正常对照永生细胞株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A3243G 突变永生细胞株与正常对照永生细胞株的线粒体相比，出现融合和分裂异常。 

结论  永生细胞株内 A3243G 突变异质水平在 80%时，除细胞内 ATP 水平以外的其他检测，如

ROS、膜电位、凋亡率与正常对照永生细胞株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而 95%异质水平的永生细胞

株其线粒体功能包括细胞内 ATP 水平的其他检测与正常对照永生细胞株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A3243G 突变永生细胞株与正常对照永生细胞株的线粒体相比，出现融合和分裂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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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66 

Integrating exosomal microRNA and electronic health  
data improves tuberculosis diagnosis 

 
Xuejiao Hu1,Shun Liao2,Hao Bai1,Binwu Ying1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Molecular Genetics， University of Toronto， ON， Canada 

 
Objective Tuberculosis (TB) is difficult to diagnose under complex clinical conditions. Diagnostic 
information from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EHRs) remains insufficient. Exosomal miRNAs have 
emerged as promising disease biomarkers. We aim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of exosomal 
miRNAs and EHRs to assist with TB clinical diagnosis. 
Methods A cohort of 407 individuals were interrogated through a multi-stage approach. 
Exosomal miRNA expression was profiled using microarray and qRT-PCR. EHR and follow-up 
patient information were collected accordingly.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iRNAs (DEMs) were 
selected in the discovery phase and validated in the prospective selection and testing phases. 
The ‘EHR + miRNA’, ‘miRNA only’ and ‘EHR only’ models were established by using the Support 
Vector Machine algorithm.  
Results A total of 370 individuals were finally enrolled. Six DEMs (miR-20a, miR-20b, miR-26a, 
miR-106a, miR-191, and miR-486) were found to be over-expressed in pulmonary tuberculosis 
(PTB) and tuberculous meningitis (TBM) patients as compared to those in the controls. The ‘EHR 
+ miRNA’ model showed a superior clinical diagnostic efficacy, with an AUC increased to 0.97 
(95% CI 0.80-0.99) in TBM and 0.97 (0.87-0.99) in PTB, respectively. Model feature analysis 
determined that miR-20b, miR-191 and miR-486 were promising diagnostic biomarkers for TB. 
The DEMs presented a decreased trend after 2-month intensive therapy (adjusted-p = 4.80 ×10-5).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concluded that a combination of miRNAs and EHRs by using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potentially improved the TBM and PTB clinical diagnoses. Further validation is 
warranted. 
 
 

PU-5167 

The genetic and sex hormone analysis in infertile male in 
Qingyuan district of South China 

 
Xiaolei Xie,Xiaoyan Guo,Fuguang Li,Weihe Tan,Weiguo Yin,Runqiang Chen 

The Six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Qingyuan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Genetic defects and endocrine-related factors are the main leading cause of male 
infertility. Till now, few studies have concerned the genetic and sex hormone conditions in 
different types of infertile male. 
Methods In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a total of 1,176 men with infertile in the six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collected. The genetic and sex hormone data of 
different types on infertile male were analysised. 
Result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incidence of abnormal karyotypes in male infertility, 
azoospermia, oligoasthenozoospermia and teratozoospermia were 6.94%, 
22.99%,15.09%,25.0% respectively. In azoospermia group, Klinefelter syndrome (47, XXY) was 
identified in 50% (10/20) of the cases. The incidence of Y chromosome microdeletion on 
azoospermia was the highest at 17.5% (7/40), followed by oligoasthenozoospermia group at 
5.6% (1/18), and male infertility at 0.27% (3/1118). And the levels of FSH and hLH in 
oligozoospermia patients showed significantly higher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and the male 
infertility groups. The serum PRL level in azoospermia was higher than other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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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Men with azoospermia or oligoasthenozoospermia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chromosome abnormalities and Y chromosome microdeletion. Oligozoospermia patients have the 
high serum levels of FSH and hLH hormone. 
 
 

PU-5168 

Preliminary Study: the clinical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prognostic value of peripheral blood circulating microRNA-

4636/-143/-200c in cervical cancer 

 
Sheng Yin,Min Yang,Kan Zhang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bjective Cervical cancer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cancers of the 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and the third leading cause of female death in the world. Our previous study found that 
microRNAs are stable in human serum an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expression of 
microRNA-4636/-143/-200c in cervical cancer tissues.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serum miRNA-
4636/-143/-200c levels in the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prognostic value of cervical cancer. 
Methods This study collected 35 cases of cervical cancer, 8 cases of benign cervical disease 
and 12 healthy control serum samples. All serum samples were subjected to microRNA extraction 
and differential miRNA-4636/-143/-200c expression was verified by quantitative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 ROC curve and risk score analysi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specificity and sensitivity of serum microRNA-4636/-143/-200c in the 
diagnosis of cervical cancer.  Spss25.0 softwar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correlation of serum 
miRNA-4636/-143/-200c levels with pathological stage, differentiation, gross tumor volume and 
depth of invasion. 
Results 1) The higher purity serum miRNA-4636/-143/-200c was extracted from clinical serum 
samples. 2)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erum microRNA-4636/-143/-200c levels 
between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p<0.05), benign cervix (p<0.05). 3) The 
combination of peripheral blood microRNA-4636/-143/-200c has good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ROC curv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of 3-miRNAs was 0.805,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ntigen (SCC) (AUC=0.727). As a 
cancer marker for cervical cancer, it has diagnostic value. 4) Peripheral blood microRNA-4636/-
143/-200c levels were correlated with the differentiation. The lower level of serum microRNA-
4636/-143/-200c, the worse differentiation. However, Peripheral blood miRNA-143/-200c levels 
were correlated with pathological stage (p<0.05), excepted miRNA-143 (p=0.35). The level of 
serum microRNA-4636/-200c in FIGO stage II-III cervical cancer pathology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stage 0-I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MicroRNA-4636 levels were correlated gross tumor 
volume and the depth of invasion of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p<0.05).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low serum microRNA-4636/-200c expression was an independent predictor of 
distant metastasis in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and had a poor prognosis.  
Conclusions Peripheral blood circulating microRNA-4636/-143/-200c has potential cervical 
cancer diagnosis and prognostic value, and has clinical significance for targeted therapy of 
cervical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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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69 

昆明地区肺炎及黄疸新生儿血清高敏肌钙蛋白 T 水平分析 

 
尹利民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初步探讨患肺炎及黄疸新生儿血清高敏肌钙蛋白 T（hs-cTnT）的水平分布情况。 

方法  选择了 2013 年 2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本院住院的新生儿患者共 1330 例，其中黄疸 718

例，肺炎 612 例。采用罗氏 Cobas E411 电化学发光系统对患儿血清 hs-cTnT 进行检测，并用

SPSS16.0 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肺炎组和黄疸组患儿 hs-cTnT 水平分别为 0.078±0.051μg/L 和 0.094±0.062μg/L；第 99 百分

位界值分别为 0.283μg/L 和 0.342μg/L。hs-cTnT 在不同性别间差异无显著性(P>0.05)。 

结论  肺炎及黄疸新生儿 hs-cTnT 第 99 百分位界值明显高于健康成年人。 

 
 

PU-5170 

临床生化检验标本 TAT 时限分析 

 
邹朝平 

山东省德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针对性改进临床检验周转时间，提升检验科服务质量。  

方法   利用 lis 系统收集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德州市人民医院检验科生化标本

TAT 相关数据。采用 EXCEL 和 SPSS 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计算标本申请到采集，采集到接收，

接收到报告，采集到报告，申请到报告 TAT 中位数和第 90 百分位数，并且以 3h 作为标本接收到

报告的规定时间，计算不及时率。同时对不同临床科室标本申请到采集时间，采集到接收，接收到

报告，TAT 进行统计学描述。 

结果  共纳入 88544 份生化标本，标本申请到报告期间用时最长为住院标本申请到采集（P50：

655min,P90:1303min ） ， 急 症 标 本 （ 18 ： 00-23 ： 59 ） 申 请 到 采 集 时 间 最 短 （ P50 ：

10min,P90:54min）。内外系 ICU 和产科病区标本申请到采集时间较短，而内分泌和肝胆外科病区

则较长。   

结论  对 TAT 数据进行分析有助于帮助临床与实验室寻找存在的问题，提供改进方向，缩短 TAT. 

 
 

PU-5171 

狼疮性肾炎 1 例 

 
卞炳贤,沈立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明确一长期泡沫尿患者病因。 

方法  该患者为 33 岁女性。因“发现泡沫尿 2 月”入院，入院前 8 天因宫颈糜烂于我院妇科就诊时查

尿常规提示蛋白尿 150mg/ml，尿红细胞 0-3/Hp，红细胞血红蛋白 50ul。遂至我科就诊，入院前 4

天门诊查红细胞畸变率提示疑是混合性血尿，24h 尿蛋白定量 5924mg（24h 尿量 2L），尿蛋白电

泳提示肾小球型（备注：患者入院前 5 天月经来潮）。故入院后进一步诊治。 

结果  患者入院后完善各相关检查，入院 5 天后行经皮肾穿刺活检术。同时根据辅检回报考虑系统

性红斑狼疮，狼疮性肾炎，入院 7 天后开始予泼尼松片 60mg 口服 qd、羟氯喹片 100mg 口服 bid

抗炎抑制免疫治疗原发病，奥美拉唑胶囊护胃，a-骨化三醇胶囊、葡萄糖酸钙片补钙。入院 1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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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穿刺病理诊断回报后考虑狼疮性肾炎 V 型，予环磷酰胺、泼尼松片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可累及

全身各组织器官，其中以肾脏受累最为常见。狼疮性肾炎是指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双肾不同病理类

型的免疫性损害，同时伴有明显肾脏损害临床表现的一种疾病。狼疮性肾炎是机体对内源性（自

身）抗原所发生的免疫复合物性疾病、SLE 患者 B 细胞高度增殖活跃，产生多种自身抗体。这些

抗原和抗体形成免疫复合物病，沉积在全身各个组织，引起免疫反应，损伤各个组织器官。除全身

表现外，肾脏表现为血尿、蛋白尿、肾功能不全等。在鉴别诊断时需排除同时合并其他病因引起的

尿检异常或肾功能损害，包括药物、肾盂肾炎等，主要依靠特异性的免疫指标和相关临床表现。 

结论  诊断该患者为系统性红斑狼疮，狼疮性肾炎。 

 
 

PU-5172 

采用 Cellavision DM96 

对我院血常规检测推片规则的建立和评估 

 
李雯 

西安市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采用 Cellavision DM96 对我院血常规检测推片规则进行评估，并建立适合我院血常规检测的

推片规则。 

方法  预先在血常规全自动流水线管理软件 labman4.2 上输入我院建立的 14 条血常规推片规则，

随机选取经全自动血液分析仪 Sysmex XE-2100 检测后的 450 份血常规样本，每份样本由自动推

片机进行推片和染色，血涂片放入 DM96 阅片机中进行检测并人工复核。 

结果  血常规流水线推片规则复检率 37.78%,真阳性率为 22.67%，假阳性率为 15.11%，真阴性率

为 59.33%,假阴性率为 2.89%，本规则的灵敏度为 88.69%，特异度为 79.71% 。 

结论  本实验验证我院血常规流水线推片规则假阴性率为 2.89%，，达到“＜5%假阴性率”的行业要

求。表明我院建立的 14 条推片规则能够满足我院日常工作，提高效率的同时保证了工作质量。 

 
 

PU-5173 

维甲酸诱导基因 G 抑制小鼠肺癌生长的作用及机制 

 
吴军录,李冬 

上海市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探讨维甲酸诱导基因 G（RIG-G）抑制小鼠肺癌生长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  Lewis 肺癌细胞(LLC)通过尾静脉注射 C57BL/6J 小鼠建立小鼠转移性肺癌模型。对小鼠肺重

量及肺肿瘤表面结节数进行评价。利用 Kaplan-Meier(KM)生存率曲线分析小鼠生存情况。免疫组

织化学方法检测小鼠 RIG-G 和肿瘤增殖抗原 Ki-67 的表达。采用原位末端转移酶标记技术(TUNEL)

检测肺肿瘤的凋亡。实时定量 PCR 技术（qPCR）检测肺组织中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和白细

胞介素 6(IL-6)的变化。采用免疫印迹（Western blot）法检测肺肿瘤组织中 RIG-G、STAT3、p-

STAT3、PCNA、Bcl-2 和 VEGF 的表达。 

结果   LLC 组小鼠肺重量及肺肿瘤表面结节数均显著高于 LLC-RIG-G 组，P<0.001)。K-M 生存分

析结果显示，LLC 组小鼠的中位生存时间为 31.5(27～41) d；短于 LLC-RIG-G 组的 53(39～65) d 

(χ2=16.53，P<0.05)。免疫组化显示，LLC 组的 Ki-67 阳性细胞数显著高于 LLC-RIG-G 组 (t = 

20.70，P<0.001)。TUNEL 结果显示两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qPCR 结果显示，TNF-α 在

LLC 组和 LLC-RIG-G 组的 mRNA 的相对表达量分别为 1.02±0.11 和 0.38±0.04 (t=5.39，

P<0.01)；IL-6 的 mRNA 的相对表达量分别为 0.98±0.08 和 0.28±0.06(t=7.04，P<0.01)。W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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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t 结果显示，RIG-G 过表达后，肺肿瘤组织中 STAT3、p-STAT3、PCNA、Bcl-2 和 VEGF 的表

达均明显降低(P<0．01)。 

结论  RIG-G 能够抑制转移性小鼠肺癌的生长；RIG-G 通过抑制 STAT3 信号通路抑制肺癌细胞的

增殖；炎性因子 TNF-α、IL-6 参与了肺癌的进展。 

 
 

PU-5174 

一例病情反复的重症肺炎患者致病的“罪魁祸首” 

 
邓琳,吴增斌,费爱华,沈立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通过本院一例病情反复的重症肺炎患者的病史回顾，探讨重症肺炎的病原学诊断，尤其是军

团菌的检测。 

方法  患者，男性，77 岁。因“发热、乏力、咳嗽伴胸闷 10 天，加重 1 天”入院。CT 示两肺大量炎

性渗出，右侧胸腔积液。被诊断为“重症肺炎，ARDS”。患者入院后予以利奈唑胺+美平+拜复乐抗

感染，达菲抗病毒，甲强龙抗炎，病情一度好转，后因肝损停用拜服乐后入院 17 天病情加重。入

院第 3 天呼吸道病毒检测均阴性，包括嗜肺军团菌 IgM。 

结果  入院后第 19 天，再次送检嗜肺军团菌 IgM，提示阳性，外院嗜肺军团菌 IgM 分型提示 LP1

和 LP3 （+），考虑为 LP3 型军团菌感染。再次回顾病史发现患者因妻子住院，曾在外面宾馆住宿

1 月，很有可能感染军团菌，遂立即加用拜服乐抗炎后第 3 天患者病情好转。 

结论  重症肺炎的病原学诊断对于患者的治疗非常重要，而军团菌肺炎这类非典型肺炎的检测必须

考虑到方法学的局限性，多次反复送检才能明确。 

 
 

PU-5175 

中国西部地区多重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及分布特点 

 
阿祥仁,周健武 

青海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中国西部地区多重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的分布和耐药情况，为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合

理使用抗生素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2017 年，中国西部地区十家三甲医院微生物实验室细菌培养中多重耐药

的鲍曼不动杆菌的分离情况、分布及耐药性特点；数据统计及药敏分析采用 WHONET5.6 软件。 

结果  2016-2017 年送检菌株中共检出鲍曼不动杆菌 8847 株，检出率 7.43%，其中多重耐药的鲍

曼不动杆菌 5768 株，检出率 4.84%，占检出鲍曼不动杆菌的 65.20%；多重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

主要分离自痰标本(80.97%)、分泌物(6.12%)及血液(2.08%)，科室分布以重症监护室（14.6%）、

急诊科（11.94%）、呼吸科（11.62%）为主；在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患者中，大于 70 岁

的患者人数最多，共 1688 例(29.26%)，明显多于其他年龄段；多重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对 17 种

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性普遍较高，其中有 12 种大于 90%，耐药率最低的是阿米卡星为 55.7%，其

次是妥布霉素与复方新诺明，分别为 67.40%、68.25%。 

结论  中国西部地区多重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耐药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尤其是碳青霉烯耐类耐药

菌，且分布及耐药性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一定的差异性；阿米卡星是治疗多重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

感染的首选经验用药，其次是复方新诺明、妥布霉素。各地区医院应加强监测，督促临床根据药敏

结果合理使用抗生素，减少多重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的产生，其次各医院实验室要进一步加强对多

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的系统性分析研究，为临床及院感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实验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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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76 

LINC00152 及其变异体在中国西部结核患者中的临床意义 

 
李靖 1,郭卫华 1,巫丽娟 2,应斌武 2 

1.攀枝花市中心医院/渡口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医学检验系 

 

目的  最近的研究表明，长基因间非编码 RNA LINC00152 在人类各种疾病中起关键作用。在这

里，我们调查了在中国西部患者中，LINC00152 或其遗传变异体的水平是否与结核病的临床特征

相关。 

方法  我们从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初步招募了 302 例结核病患者和 300 例不相关的健康对

照。我们使用定制设计的 48-Plex SNPscan 试剂盒对 302 名结核病患者和 300 名健康受试者的单

核苷酸多态性 LINC00152 rs80292941 进行基因分型，并使用 RT-qPCR 测量 LINC00152 的相对

水平。 

结果  我们观察到，结核病患者的 LINC00152 水平低于健康对照。此外，rs80292941 TT 基因型携

带者在结核病患者中的 LINC00152 水平最低，rs80292941 AA 基因型携带者更可能患有抗结核治

疗诱发的肝毒性[OR = 3.97,95％= 1.53-10.13，p = 0.002]。 

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很明显的表明，LINC00152 可能促进结核病的进展，并强调 rs80292941 单

核苷酸多态性可作为抗结核药物诱导肝毒性的新型易感标志物。 

 
 

PU-5177 

浅谈检验医学的发展与前景 

 
孙燕,关秀茹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临床医院 

 

目的  本文主要探究临床医学检验现状与发展趋势，通过分析临床医学检验发展现状、总结当前临

床检验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临床医学检验未来发展趋势。以及检验医学未来发展面临更大的机遇

和挑战 

方法  医院检验科是化验各项医学指标、病理检验的科室。无论大型综合三甲医院还是县乡镇医院

均设有检验科。提高各级医院检验科的检验水平、培养专门的检验人员、优化检验科操作环境是预

防医源性感染的有效办法。 

结果  随着科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对健康的日益重视，检验医学得到了飞速发展，同时产生

了许多新的理论和技术，专业人员应当努力学习、把握机遇，树立全面实施质量管理体系的理念，

推动检验事业的发展。  

结论  衡量一个医院综合实力的高低，很重要一方面就是看这个医院检验水平的高低、项目的多少以

及检验所应用的技术手段是否先进。 另外，随着检验技术的不断提高，检验项目不断增多，为医院带

来的收益也越来越多，检验医学这一学科及相关部门在现代医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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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78 

东莞市健康成人血清铁蛋白参考值范围调查 

 
李洪基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调查东莞市健康成人血清铁蛋白水平，建立东莞地区健康成人血清铁蛋白的正常参考值范围 

方法  使用德国罗氏 Cobas E602 全自动电化学免疫分析仪通过电化学发光免疫法测定 1528 例 18

岁~83 岁的健康成人血清铁蛋白，并通过整理患者病例资料排除有可能影响血清铁蛋白代谢的疾病

的样本。实验结果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2 软件进行分析求血清铁蛋白参考值范围。 

结果  健康成人血清铁蛋白浓度呈偏态分布，对 1528 例样本的结果统计分析：成年男性铁蛋白参

考值为 64.3～729.1ng/mL，成年女性铁蛋白参考值为 9.7～361.9ng/mL；青年男性铁蛋白参考值

为 33.0～705.2ng/mL，中年男性铁蛋白参考值为 80.0～757.2ng/mL，老年男性铁蛋白参考值为

10.4～704.9ng/mL；青年女性铁蛋白参考值为 9.8～176.0ng/mL，中年女性铁蛋白参考值为 9.5～

313.8ng/mL，老年女性铁蛋白参考值为 9.3～632.5ng/mL。不同性别间血清铁蛋白水平有显著性

学差异，同性别不同年龄段间血清铁蛋白水平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东莞市健康成人的血清铁蛋白参考值范围明显高于德国罗氏提供的试剂参考值范围；由于血

清铁蛋白水平存在着地区和人群的差异，建议各地区、各实验室应按性别、年龄建立适合本地区的

参考值范围，从而为临床提供更有说服力的检验结果。 

 
 

PU-5179 

Circular RNA expression in exosomes from breast cancer 
cells and those from serum of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Shanliang Zhong,Wang Jinyan ,Zhang Qian ,Zhao Jianhua 

Jiangsu cancer hospital 

 
Objective The regulatory role of circular RNA (circRNA) in cancer is draw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We aim to explore the roles of circRNAs in breast cancer using expression profiles.  
Methods Exosomes were isolated from serum samples of three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three patients with localized breast cancer and three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RNA was 
extracted from the exosomes and analyzed using RNA-seq technique. CircRNAs in breast cancer 
cell lines and their exosomes were profiled using microarray. 
Resul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1147 and 1195 circRNAs wer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in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disease and patients with localized disease,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480 dysregulated circRNAs in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disease, when compared with those with 
localized disease. Pathway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arental genes of these 480 dysregulated 
circRNAs were enriched in 8 pathways. Compared with MCF-7 cells, there were 5842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circRNAs in MDA-MB-231 cells. 1137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circRNAs 
were found in MDA-MB-231-derived exosomes compared with MCF-7-derived exosomes. Seven 
circRNAs were confirmed using RT-qPCR, and five showed consistency with microarray results.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we identified a number of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circRNAs in 
exosomes from breast cancer cells and those from serum of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The 
expression of five circRNAs was confirmed by using RT-q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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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80 

CXCL2 对 SMMC-7721 肝癌细胞生物学功能的影响研究 

 
黄芝丽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肝癌在我国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全国癌症死亡病因中排在第二位；目前关于 CXCL2

与肝癌发生发展间关系的报导还比较少，本研究将进一步验证 CXCL2 过表达在肝癌细胞上会对肝

癌细胞的生物学功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为肝癌的早断、寻求新的治疗方案、改善患者预后提供依

据 

方法  将过表达 CXCL2 基因的慢病毒载体感染 SMMC-7721 肝癌细胞，即设为慢病毒感染组；空

白对照组为不做任何感染处理的 SMMC-7721 肝癌细胞。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qRT-PCR）和

免疫印迹法（Western-blot）分别检测 CXCL2 基因 mRNA 和 CXCL2 蛋白的表达情况；用 CCK-8

法检测细胞活力来验证细胞的增殖能力；利用 Transwell 法细胞侵袭实验和细胞划痕实验来评估肝

癌细胞的侵袭和迁移能力；运用细胞粘附实验检测细胞粘附力；使用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周期。运

用 SPSS23.0 统计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稳定过表达 CXCL2 的 SMMC-7721 肝癌细胞株构建成功，慢病毒感染组 CXCL2 基因

mRNA 和 CXCL2 蛋白的表达均高于空白对照组；CCK-8 法检测细胞增殖能力实验发现，慢病毒感

染组细胞增殖相对较多（P＜0.05）；Transwell 法细胞侵袭实验发现，慢病毒感染组穿过基质膜的

细胞数比空白对照组多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通过细胞划痕实验观察在划痕后 0h、

8h、24h 三个时间点细胞的迁移情况并计算迁移率，结果显示慢病毒感染组从 8h 开始其细胞的迁

移率较高（8h 时 P=0.01，24h 时 P=0.035）；细胞粘附实验发现慢病毒感染组粘附细胞的数量较

少（P＜0.05）；两组细胞周期检测结果为，慢病毒感染组细胞 G1 期所占比例较高（P=0.034），

S 期所占比例较低（P=0.017），G2/M 期无明显改变。 

结论  通过慢病毒感染，CXCL2 基因在 SMMC-7721 肝癌细胞株上稳定过表达，CXCL2 可促进

SMMC-7721 细胞的增殖、增强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抑制细胞的粘附；根据两组细胞的细胞周期

结果，推断细胞周期可能被阻滞在 G1 期。 

 
 

PU-5181 

Circular RNA hsa_circ_0000993 inhibits metastasis of 
gastric cancer cells 

 
Shanliang Zhong,Wang Jinyan,Hou Junchen,Feng Jifeng 

Jiangsu cancer hospital 

 
Objective We aimed to explore the roles of circular RNAs (circRNAs) in gastric cancer. 
Methods Dysregulated circRNAs and miRNAs were identified using data from Gene Expression 
Omnibus. The roles of specifically selected circRNA was explored. Surviv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data from the Cancer Genome Atlas. 
Results We identified 68 dysregulated circRNAs and 51 dysregulated miRNAs. We found that 
hsa_circ_0000993 inhibited migration, invasion and proliferation of gastric cancer cells and could 
act as a miRNA sponge for miR-214-5p but did not modulate expression of its parental gene, 
ATL2. Survival analysis showed that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with lowly expressed miR-214-5p 
had a significantly better overall survival.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hsa_circ_0000993 may inhibit metastasis of gastric cancer through 
sequestering miR-214-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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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82 

circPrimer: a software for annotating circRNAs and 
checking specificity of circRNA primers 

 
Shanliang Zhong 

Jiangsu cancer hospital 

 
Objective Since circular RNAs (circRNAs) were found to post-transcriptionally regulate the gene 
expression, they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owever, there is no existing tool to annotate 
and extract spliced sequence for circRNAs. No tool can be used to check specifically of circRNA 
primers. 
Methods Delphi was used as program language. 
Results Here we present circPrimer, which allows users to search, annotate and visualize 
circRNAs. CircPrimer enables users to extract spliced sequence and genomic sequence of any 
circRNAs including novel circRNAs. Furthermore, circPrimer can help users to design primers for 
circRNAs and check specifically of circRNA primers. 
Conclusions CircPrimer is a user-friendly tool to explore circRNAs without any special skill 
required of the user. 
 
 

PU-5183 

尿液检验中干化学和尿沉渣结果相关性的探讨 

 
高攀 

郑州市中医院 

 

目的  分析研究在临床尿液标本检验中干化学方法和尿沉渣方法结果的一致性，主要针对白细胞、

红细胞、尿蛋白以及管型。 

方法  本研究的所有研究对象均来自于 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2 月来我院体检的人员，共挑取 350

例，男性 200 例，女性 150 例，年龄平均在 30 岁上下。本研究干化学测定所采用的仪器为 mejer-

700i，尿沉渣测定所采用的仪器为 sysmex-UF1000i，在检测完成以后同时要对每个标本进行人工

镜检，同时对于两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进行进行观察并作出评价。 

结果  本研究通过两种方法对我院体检人员 350 人的尿液进行检验，两种检验结果相符的有 286

例，结果不相符者为 64 例，阳性率为 18.3 %。其中单独白细胞不相符的有 12 例，阳性率为 3.4 

%，单独红细胞不相符的有 10 例，阳性率为 2.8 %，蛋白和管型不相符的有 14 例，阳性率为 4.0 

%，白细胞、红细胞和蛋白有两项不符的有 24 例，阳性率为 6.9 %，三项都不相符的有 4 例，阳

性率为 1.1 %。 

结论  由于两种检查所采用的方法和原理不同，尿常规干化学检验是根据细胞内相应的物质与试纸

条上相应的试剂产生化学反应以后，仪器根据试纸条模块上颜色的相应变化对细胞进行的半定量的

检测，而尿沉渣则是根据尿液中的有形成分被荧光染料染色以后，采用流式细胞仪的工作原理，根

据仪器所检测到的荧光强度和脉冲大小对细胞以及各种有形成分加以区分的。由于检测原理的不同

可能就会导致检测结果的不一样，但是尿液干化学检查和尿沉渣检查对于临床医生诊断病情都具有

较为重要的意义，在临床检验的过程中要将两者结合应用，同时还应结合人工镜检才能提高临床尿

液检验的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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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84 

Circular RNA profiles reveals that dysregulated circular 
RNAs can regulate invasion of 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 

 
Shanliang Zhong 

Jiangsu cancer hospital 

 
Objective The regulatory role of circular RNA (circRNA) in cancer is draw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We aim to explore the roles of circRNAs in 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 (PDAC) 
using microarray data. 
Methods The circRNA and miRNA microarray data were downloaded from Gene Expression 
Omnibus. The circRNA/miRNA interaction was predicted using miRanda and RNAhybrid software. 
KEGG pathway enrichment analysis was conducted using gene symbols of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circRNAs. Cytoscape software was used to construct networks. 
Results After analyzing the circRNA microarray data from 26 pairs of PDAC tissues and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we found 256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circRNAs. We analyzed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iRNAs using 6 PDAC tissues and 5 non-neoplastic pancreases, and found 20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iRNAs. CircRNA/miRNA interactions were predicted with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circRNAs and miRNAs, and 58 pairs of circRNA/miRNA interactions were reached. 
KEGG pathway analysis showed that 41 of 256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circRNAs were enriched 
in 17 pathways. We further extracted subnetworks that associated with apoptosis or proliferation 
from the 17 pathways and constructed a new network. We found that MAPK, PI3K/AKT and 
WNT/β-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 might associated with PDAC development.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we identified 256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circRNAs and 20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iRNAs in PDAC tissues compared with normal tissues. The prediction of 
circRNA/miRNA interactions and networks of KEGG pathways provide us a global view of the 
function of thes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circRNAs and miRNAs. 
 
 

PU-5185 

异常染色体核型图库在染色体室间比对的重要作用 

 
孙媛,李艳春,刘丽媛,王桂林,陈忠 

北京海思特医学检验实验室 

 

目的  异常染色体核型图库的建立在染色体核型分析室间比对中的重要意义。 

方法  收集分子细胞遗传学经典、疑难、易误诊的异常染色体核型图，用 Ikaros 分析软件输出原始

图像，将 5 副不同染色体核型原始图为 1 个组合单位，存入计算机，并用 Ikaros 分析软件输出分

析后的核型图建立染色体异常核型图库。从原始图中选出核型图，发送给比对实验室，并反馈比对

结果，加以分析及报告。 

结果   比对实验室相互提供 5 个标本，每个标本 5 幅核型图。10 副染色体核型分别为

46,XY,t(9;22)(q34;q11) 、 46,XY,t(15;17)(q22;q21) 、 46,XY,t(6;11)(q27;q23) 、

46,XY,t(8;21)(q22;q22) 、 46,XX 、 46,XY 、 46,XY,del(20)(q12) 、 45,XY,der(13;14)(q10;q10) 、

45,X,-Y、46,XX,inv（9）（p12q13）的图像，经比对，双方的正确率均为 100%。 

结论  异常染色体核型图库的建立对于染色体核型分析室间比对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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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86 

结合 D-二聚体建立骨科下肢深静脉血栓干预规范 

 
李勇军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 

 

目的  结合 D-二聚体建立骨科下肢深静脉血栓防治规范，发现 DVT 高危患者，预防下肢深静脉血

栓发生，防止发生深静脉血栓后的肺栓塞，防止 DVT 复发。 

方法  一、选择干预对象：≥40 岁，卧床≥3 天，肿瘤，创伤，须手术患者；二、诊断评估：1、D-

二聚体检测：（1）<0.55mg/L 且无 DVT 指证的，排除 DVT；（2）≥0.55mg/L，采用 Wells 计分

法（表 1）评估，0 分，继续观察；≥1 分，参照图 1 进一步诊断；三、DVT 预防：DVT 的预防目

的有二：一是预防 DVT 发生；二是防止 DVT 发生后的肺栓塞。长期目的是防止 DVT 的复发。应

对高危患者联合采用药物抗凝和机械预防措施；四、DVT 的治疗：1、防止肺栓塞；2、防止 DVT

复发；3、预防静脉炎后综合征；4、消除症状，减轻患者痛苦；5、使栓塞血管重新开放，改善血

运功能。 

结果  1、有效预防了 DVT 和 PE 的发生；2、规范了临床 DVT 的诊疗方法，增强了医务人员防范

DVT 的意识；3、观察 50 例 D-二聚体阴性患者，DVT 发生率为零；50 例 D-二聚体阳性符合规范

的干预对象，经彩超证实有 12 例下肢静脉血栓存在，3 例发生 DVT。 

结论  1、多数情况下 D-二聚体阳性不能诊断 DVT，仍需结合彩超和影像进行进一步诊断，但 D-二

聚体阴性可基本排除 DVT 可能，无需进一步彩超和影像检查，节约了患者医疗费用；2、建立

DVT 干预规范有助于临床执行有效的 DVT 诊疗；3、DVT 的发生与 D-二聚体阳性相关，与数值的

高低无关。 

 
 

PU-5187 

乳腺癌风险评估、诊断、预后评估、疗效 

和毒性预测及复发的生物标志物 

 
苏海翔,刘超敏,郭贝贝,王涛,郭红云 

甘肃省肿瘤医院 

 

目的  乳腺癌是全球各地女性中最常见的癌症。近年来，新辅助化疗、抗雌激素和雌激素受体药物

的使用明显提高了乳腺癌的生存率、降低了死亡率，但就个体化精准医疗来说，谁能受益于这些药

物，谁可能会在用药后出现明显的毒副作用，对临床仍然是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方法  随着医疗保健成本的上升和新靶向药物的涌现，生物标记物的应用在乳腺癌的预警、诊断、

预后、治疗反应的预测、复发检测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结果  本文就目前乳腺癌预警标志物 BRCA1/BRCA2、OncoVue 乳腺癌风险检测，诊断和早期诊

断标志物 DNA 甲基化、miRNAs、蛋白组学标志物，预后和疗效预测标志物 Her-2、ER、PR、

MUC-1、CEA、CAMs、EGFR、VEGF、mTOR、Cathepsin D 等的应用情况做一综述。 

结论  以供临床检验实验室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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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88 

检验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与防护 

 
东雪宁,金英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医学检验实验室中的生物安全防护对策 

方法  通过分析医学检验试验室生物安全的现状，探讨生物安全隐患及对策。 

结果  医护人员医学知识薄弱，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结论  生物安全防护的重要环节就是医学检验试验，呈现出的问题不容忽视。 

 
 

PU-5189 

非空腹抽血各项指标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 

 
陈晓萌,苏建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目的  空腹在很多特定人群尤其是儿童、老人、糖尿病患者等都是一种困难。在临床现状中，对于

住院和急诊患者而言，大多数检测指标都是在非空腹血液样品中进行的。病人不能做到空腹抽血

时，或在一天中不同时间进行的医院咨询等情况下更准确地解释测试结果。这有助于实验室改进所

规定测试的接受标准，并且可以提高测试结果的准确解释。 

方法  回顾我院一年来急诊病人即时采血及次日清晨采血的各项检测指标，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凝血功能三项指标都不会受到进食的影响。暂时还没有关于饮食对血常规结果影响的决定性

证据，但是，有大量研究都已证明血常规会受到昼夜节律的很大影响。内分泌的各项指标所受影响

较为复杂，有多项受到进食和昼夜节律的双重影响，也有不少项目并不受到饮食或时间的影响。生

化方面肌酐、血糖、甘油三酯进食后检测结果升高。 

结论  目前还缺少中国人群的临床大数据研究结果，由于人种及膳食结构的差异，中国人是否也符

合已证实的结论，还有待研究。甘油三酯可作为下一步研究重点。 

 
 

PU-5190 

缺氧通过下调 C/EBPβ 促进 RA-FLS 细胞增殖 

 
虞珊珊,范列英 

上海市东方医院 

 

目的   探讨缺氧对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成纤维样滑膜细胞（Fibroblast-

Like Synoviocytes,FLS）增殖的影响及其机制，为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临床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原代分离培养 RA-FLS 细胞后，将 RA-FLS 分别置于常氧（21% O2 浓度）和低氧培养箱

（3% O2 浓度）中培养，CCK8 方法检测细胞的增殖情况，Real-time PCR 检测细胞中

C/EBPβmRNA 水平，Western blotting 检测细胞中 C/EBPβ 蛋白水平。siRNA 下调细胞内 C/EBPβ

的表达后，CCK8 方法检测 C/EBPβ 下调前后 RA-FLS 细胞的增殖情况。 

结果   缺氧培养可促进 RA-FLS 细胞增殖，并下调细胞内 C/EBPβ mRNA（p<0.05）和蛋白的表达

（p<0.01）。C/EBPβ siRNA 下调 RA-FLS C/EBPβ 的表达可促进 RA-FLS 增殖。 

结论  缺氧通过下调 C/EBPβ 促进 RA-FLS 细胞增殖，可能是类风湿关节炎关节腔低氧环境下 RA-

FLS 病理增生的机制之一，将为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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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91 

大脑中动脉线栓法脑缺血模型制作的研究进展 

 
马红萍 1,牛莉莉 2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2.新疆昌吉州人民医院 

 

目的  缺血性脑血管病是最常见的神经血管疾病。弗雷明汉[1]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65%的中风病例

结果是由于大脑中动脉闭塞导致。在所有的脑血管疾病中，缺血性脑病占 80%以上[2]。其发病率、

致残率以及死亡率居高，因此,为了更好的服务于患者，明确缺血性脑病的演变及治疗，探索缺血

性脑病形成机制及预防措施，建立模拟人类脑梗塞的理想模型尤为重要。 

方法  缺血模型通过大脑中动脉闭塞(MCAO)常用于研究脑缺血疾病有关, 手术简单创伤小，缝合的

方法比其他方法更广泛使用它[3]，避免了打开颅骨,导致更少的伤害,明确闭塞的精准位置且可控制

缺血持续时间和再灌注[4] 

结果  研究人员试图在这个领域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通过线栓植入方法、植入深度和闭塞时间改善

MCAO 模型。然而,脑梗死的程度仍不确定,模型的成功率和可靠性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压力、

性别、体重、年龄、切口,结扎,质量和硬度的材料,形状的线和所使用的麻醉剂等等。 

结论  目前,线栓顶端直径变化很大程度上从 0.18 到 0.30 毫米，线栓插入深度以及动脉结扎的位置

和手术方法不统一，所使笔者将部分学者对 MCAO 模型的探索结果汇聚一起，以确定一个简单的

和可靠的局灶性脑缺血模型用于临床和实验研究。 

 
 

PU-5192 

靶向高通量测序鉴定多指（趾）畸形致病基因 

 
游国岭,徐蕴岚,傅启华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目的  利用靶向高通量测序技术对 202 例多指（趾）畸形家系进行致病基因的鉴定，探讨其分子致

病机制。 

方法  通过查阅文献、结合 Ingenuity Pathway Analysis 通路分析、胎鼠骨骼基因表达模式数据库

（Eurexpress 与 GenePaint）找寻参与骨骼发育（中轴骨架发育、颅面骨及四肢形成等）及在胎

鼠骨骼（肢体、中轴骨架、颅面骨等）有高表达的基因，共遴选出 732 个遗传性骨病候选相关基

因。利用 TruSeq DNA Sample Preparation Kit 进行基因组 DNA 文库构建、Agilent Custom 

sureselect Enrichment Kit 进行靶向基因捕获和富集、Hiseq2000 高通量测序系统对经富集的 DNA

样本进行高通量测序。GATK 软件和 VarScan 软件用于变异的识别，利用 Picard 软件的

CalculateHsMetrics 工具模块进行测序深度和覆盖度的计算。利用 Annovar 软件进行变异注释。应

用 MutationTaster、Polyphen-2 和 SIFT 工具进行 in silico 分析以评估变异对相应蛋白质功能的影

响。结合 OMIM 注释、GO 分析结果和通路分析等信息，筛选最可能的致病性突变并经 Sanger 测

序进行验证。 

结果  PHRED 质量分数（Q 分数）＞20 的序列均占 97%以上，Q 分数＞30 的序列占 90%以上，

说明靶向测序实验获得的数据质量较高。按照变异筛选和过滤策略，结合 OMIM 注释、GO 分析、

KEGG 分析以及 HGMD 信息，在 8 个多指（趾）畸形患者（3.96%）中 GLI3 基因发现致病性位点

8 个，包括 5 个错义突变，一个缺失移码突变，2 个剪切位点突变；5 个多指（趾）畸形患者存在

c.C3598G 变异，此变异在 1000genome 中的频率为 0.003。 

结论  在导致多指（趾）畸形的致病突变谱中，GLI3 基因约占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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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93 

BECKMAN AU58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总蛋白性能验证分析 

 
吴开慧 

山东省济宁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目的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是临床检验工作中经常使用的仪器设备,设备的性能是否合格,对检验的结果

及质量起决定性的作用。我国的《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和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CNAS 针对医学实验室颁布的《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ISO15189：2012)的要求中都

明确提出检验仪器设备在临床应用之前必须进行性能验证。我们对使用 BECKMAN AU5800 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的原装配套试剂及校准品，严格按照临床生化专业组总蛋白 SOP 的具体操作步骤，

进行批内精密度、日间精密度、正确度、分析测量范围、临床可报告范围、参考区间等性能进行验

证 

方法  临床生化专业组 SOP 的具体操作步骤，然后采用贝克曼质控血清中值和高值两个水平，当天

测定，分别测定 20 次，计算其变异系数。进行性能验证。  

结果  性能验证结论为符合、通过 

结论  通过对 BECKMAN AU5800 全自动生化仪的总蛋白双缩脲法进行批内精密度、日间精密度、

正确度、分析测量范围、临床可报告范围、参考区间等性能验证，性能验证结论为符合、通过。为

其他生化检验项目的性能验证工作提供了参考样板，也对科室的全面质量管理工作起到重要的指导

作用。 

 
 

PU-5194 

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 platelet-lymphocyte ratio and 
neutrophil-monocyte ratio as the new  diagnosis markers 

for patients with ANCA-associated vasculitis 

 
Qiufang Gao,Xiaohong Huang 

Jiangxi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Laboratory Medicine，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NLR), platelet-
lymphocyte ratio(PLR) and neutrophil-monocyte ratio(NMR) in diagnosis of ANCA-associated 
vasculitis(AAV). 
Methods Circulating white blood cell(WBC), 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NLR), platelet-
lymphocyte ratio(PLR), neutrophil-monocyte ratio(NMR) were investigated and compared in 
77 AAV patients, 107 healthy individuals and 73 controls without a clinical diagnosed AAV.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NLR, PLR, NMR,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isease activity were 
analysed. ROC curve was applied to predict the best cut-off of these three biomarkers. 
Results For AAV, NLR , PLR and NMR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s(P < 0.01). NLR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RP (r =0.512, P = 0.001) and PLR was 
correlated with ESR and CRP (r = 0.387, P =0.001; r = 0.414, P =0.007). Furthermore, NMR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Birmingham Vasculitis Activity Score(BVAS) system (r = 0.255, P = 
0.026). Based on the ROC curve, to predict AAV, the best cut-off value of the NLR was 
2.187(sensitivity 86.8%, specificity 75.7%, AUC0.893) ,the best cut-off value of the PLR was 
144.5(sensitivity 71.1%, specificity87.9%, AUC0.857),to distinguish the disease activity, the best 
cutoff value of the NMR was 12.696(sensitivity 74.2%, specificity71.1%, AUC 0.712). 
Conclusions Circulating NLR, PLR and NMR can be effectively considered as diagnostic 
biomakers for AAV, and additionally, NMR is actually benefit for evaluating disease activity of 
AAV. We provide the optimal cut-off values to maximize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for A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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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95 

Mitochondrial DNA haplogroups implicated in the process 
of aging by altering the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 

 
Lin ma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Human mitochondrial DNA (mtDNA) is predominantly maternally inherited and 
encodes 13 essential polypeptides of the OXPHOS system through which the mitochondrial 
generate ATP. Evolutionally, a specific mtDNA genetic background (mtDNA haplogroup) is 
defined by a set of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Methods Cytoplasmic hybrids (cybrids) were obtained from human 143B osteosarcoma cells 
devoid of mtDNA (r0 cells) and were fused with specific mtDNA bearing D4a, B4a and N9 
haplogroups donated by healthy youth. By using these trans-mitochondrial cell models, we 
demonstrate that the oxygen consumptions of mitochondrial respiratory chain and the respiratory 
coupling efficiency are reduced in cybrids with mtDNA haplogroup D4a compared with those of 
B4a and N9 haplogroups. 
Results  a decreased mitochondrial 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 (OXPHOS) restrains the 
mitochondrial related ATP generation and mitochondrial membrane potential (MMP) in cybrids 
D4a. Furthermore, cybrids D4a have less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generation than cybrids 
B4 and N9, suggesting that the lower oxidative stress may be a factor in the decreased aging 
associated with haplogroups. In addition, mtDNA contents were found similar between whether 
cybrids D4a and B4a or cybrids D4a and N9. On the contrary, the RNA levels of all mtDNA-
encoded OXPHOS complexes subunits but ND4 wer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cybrids D4a 
compared with that of cybrids B4a and N9.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 relative lower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 in 
cells with haplogroup D4a than those cells with B4a and N9 may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delaying aging. 
 
 

PU-5196 

p75NTR 或 p75ICD、Oct-4、Lin28 在食管癌细胞中的表达 

 
李秋霞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分离食管癌干细胞 

方法  HE 染色观察细胞的形态 

免疫印迹检测食管癌 Eca109 细胞球 p75NTR、p75ICD蛋白表达 

细胞免疫荧光技术检测 p75NTR、p75ICD、Oct-4、Lin28、Nanog 及 Sox2 在食管癌 Eca109 细胞球

中的表达及定位 

结果  细胞球细胞中 P75ICD 核阳性细胞增殖能力更强 

结论  本实验通过无血清成球培养方法富集的高纯度的 p75NTR 或 p75ICD 核阳性的细胞具有更强的

体外增殖能力、自我更新能力、侵袭能力及多药耐药性等肿瘤干细胞的特性，具有 Oct-4、Lin28

核阳性表达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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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97 

去甲斑蝥素增强 TRAIL 对白血病耐药细胞 K562/AO2、 

HL60/Adr 的增殖抑制与 凋亡诱导的作用 

 
王剑青 1,王国川 2,晏军 1,王艳芬 3,万秀方 3,张亚莉 3 

1.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贵州省人民医院 

3.贵州医科大学 

 

目的  为了探讨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体（tumor necrosis factor related apoptosis inducing 

ligand，TRAIL）联合去甲斑蝥素（Norcantharidin，NCTD）对白血病耐药株 K562/AO2、

HL60/Adr 增殖与凋亡的影响。 

方法  培养人急性红白血病细胞株 K562 及其耐药细胞株 K562/AO2、人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细胞

株 HL60 及其耐药细胞株 HL60/Adr，以四唑蓝比色法（MTT）检测半数抑制浓度（IC50）后，将各

株细胞分为空白组、NCTD 组（0.05 mmol/L）、TRAIL 组(500 μg/L)、TRAIL 联合 NCTD 组(0.05 

mmol/L NCTD + 500 μg/L TRAIL)，药物作用 48h 后收集细胞作指标检测。 MTT 法分析比较单独

及联合用药对细胞增殖抑制率的影响；以吉姆萨染色法观察细胞形态变化；流式细胞 Annexin V-

FITC/PI 双染法检测细胞凋亡；  

结果  NCTD 对 K562 、K562/AO2、HL60、HL60/Adr 细胞的 IC50 分别为 0.042 mmol/L、0.057 

mmol/L、0.046 mmol/L 及 0.059 mmol/L，TRAIL 对各株细胞的 IC50 均大于 500 μg/L；与

NCTD、TRAIL 单独作用组比较，联合用药组的细胞增殖抑制率均显著性增加（P<0.05）；细胞形

态观察结果显示，单独用药处理 48h 时后细胞数量减少，出现细胞破碎等现象，视野中出现一定比

例的死细胞，而 TRAIL 联合 NCTD 组存活细胞显著减少，处理至 72h 基本无残存细胞，与 MTT

结果提示的增殖抑制作用一致；流式细胞术凋亡检测结果显示，与单独用药的 NCTD 组及 TRAIL

组分别比较，TRAIL 联合 NCTD 用药组细胞凋亡率明显升高（P<0.05）。 

结论  去甲斑蝥素可增强 TRAIL 对白血病耐药细胞 K562/AO2、HL60/Adr 的增殖抑制与凋亡诱导的

作用。 

 
 

PU-5198 

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血脂在临床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探讨 

 
汤勇 

阆中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索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血脂检验对于临床诊断的价值。 

方法  80 例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为研究组，同时将在我院接受体检的健康者 80 例作为对照组。

均接受血脂检验，结果对比分析。 

结果  研究组 TC、TG、LDL-C 以及 ApoB 等相关血脂指标水平均显著性超过对照组(P<0.05)；研

究组 HDL-C 以及 ApoAl 指标水平均显著性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血脂检验为临床预防及治疗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有积极的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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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99 

乳酸脱氢酶 C4 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崔兆磊,张抒彧,肖振州,陈燕 

福建省肿瘤医院 

 

目的  检测 LDH-C4 在乳腺癌中的表达，明确其表达阳性率，分析 LDH-C4 表达与乳腺癌临床病理

特征和预后的关系。 

方法  基于高通量乳腺癌组织芯片 HBre-Duc140Su02，通过免疫组化技术检测 LDH-C4 蛋白在乳

腺癌细胞中的表达水平。基于 HBreD145Su02 高通量组织芯片已建立的临床资料和随访数据库，

分析 LDH-C4 表达与肿瘤组织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肿瘤大小、临床分期等临床病理特征的关

系，应用 Kaplan–Meier 法绘制生存曲线，估计生存率，分析 LDH-C4 表达与乳腺癌预后的关系。

采用 COX 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风险分析。 

结果  LDH-C4 在乳腺癌细胞中的表达率为 91.5%，其阳性表达与患者年龄、肿瘤大小、临床分

期、病理分级、淋巴结是否转移均无关（P 均>0.05），LDH-C4 阳性患者的十年生存率显著低于

LDH-C4 阴性表达患者（P<0.05）。 

结论  LDH-C4 表达与乳腺癌预后相关，可作为乳腺癌预后判断的较好指标。 

 
 

PU-5200 

Preoperative Fibrinogen to Pre-albumin Ratio as a Novel 
Predictor for Clinical Outcome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Lei Zhang,Qing-Gen Chen,Shu-Qi Li,Xiao-Zhong Wang,Hou-Qun Yi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Objective Inflammation and nutrition are associated with progression and survival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 Hence, we aim to investigate whether circulating fibrinogen(Fib), 
pre-albumin(pAlb) and fibrinogen to pre-albumin ratio (FPR) may serve as surrogate prognostic 
biomarkers for HCC patients. 
Methods We prospectively enrolled 230 HCC patients undergoing hepatectomy between January 
2011 and December 2013, and followed them for three years. The optimal cut-off points and 
prognostic roles of Fib, pAlb, FPR, 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NLR), derived 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dNLR), lymphocyte to monocyte ratio(LMR), platelet to lymphocyte ratio(PLR) 
were explored using X-tile software, Kaplan-Meier curve, Cox regression, time-dependent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 curve and predicted nomogram, respectively. 
Results Elevated circulating Fib, FPR and decreased pAlb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poor survival in HCC patients.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showed that high dNLR and FPR, low 
pAlb and LMR, advanced 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 Group stage, poor differentiation as well 
as without chemotherapy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d overall survival of HCC 
patients. FPR generated the largest area under the time-dependent ROC curve in the ratios. The 
survival of HCC patients receiving chemotherapy were superior to the cases without receiving 
chemotherapy only in high FPR subgroup (p=0.032), not in low FPR subgroup (p>0.05). The c-
index of the nomogram containing FPR reached up to 0.627, and i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nomogram without FPR (p<0.05). 
Conclusions Preoperative FPR was superior to other ratios to independently predictor survival of 
operative HCC patients, and it could identify the patients who could benefit from adjuvant 
chemotherapy after hepatect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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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201 

Time for ‘Personalized Reference Interval’(PRI) is Coming. 
 

Xianchun Meng,Yuying Liu,Wanhai Wang,Liang Ming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Reference interval(RI), defined by CLSI document EP28-A3c, is the interval between, 
and including, two reference limits, and it is designated as the interval of values from the lower 
reference limit to the upper reference limit (eg, for calcium, the reference interval is 9.1 mg/dL to 
10.3 mg/dL [2.27 mmol/L to 2.57 mmol/L]; in some cases, only one reference limit is important, 
usually an upper limit, “x,”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ference interval is 0 to x)[1]. For years, RI was 
established and verified by traditional statistical methods basing on the idea that the sample 
represents the general.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trod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big-data science[2], the establishment of RIs of healthy people has more updated 
sample sources and larger available sample data volumes. Does the previous statistical theory 
apply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RI in the big-data era? Do the treatments of outlying observations 
apply to big data? Do the traditional statistical methods apply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RI on the 
basis of larger sample size and how to handle with the emerging inapplicability? A throng of 
questions are coming. 
 
 

PU-5202 

PCR 检测对儿童 EB 病毒感染的临床价值探析 

 
张立,林洁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〇四医院 

 

目的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儿童的病毒感染（EB 病毒），探析其临床检测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收治疑似 EBV（EB 病毒）感染患儿 958 例为研究对

象，采用 PCR 方法检测 EBV，探析其检测值。 

结果  从中检测出 577 例 EBV 病毒，女性 248 例，男性 329 例；从结果来看，ct 值>25 间患儿占

据 35.5%、ct 值 20-25 间患儿占据 48.2%，ct 值 15-20 间患儿占据 14.4%，ct 值<15 间患儿占据

1.9%。由此可见 ct 值在 20 以上占据 80%以上，患儿体内 EB-DNA 含量相对较高者占少数；主要

表现为淋巴结肿大、发热、支气管炎及咽峡炎，分别占据 11.6%、40.4%、24.5%及 8.0%。当检

测 CT 值≤20 时，发生发热、咽峡炎、肝脾肿大及支气管炎等症状的比例明显高于 CT 值＞20 的患

儿。 

结论  采用 PCR 检测法检测 EBV 感染，具有快速、早期等各种优点，临床应用价值比较广泛。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770 

 

PU-5203 

siRNA 干扰 VRK1 表达 

对食管癌细胞株 BANF1 表达及增殖迁移的影响 

 
刘红春 1,耿杰 1,李雨晴 2,李晋 1,王婷婷 1,裴露 2,朱峰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小干扰 RNA 干扰 VRK1 表达对食管癌细胞株 BANF1 蛋白的表达及其增殖迁移能力的

影响。 

方法  体外培养人食管鳞癌细胞系 EC109 细胞和 EC1 细胞，利用脂质体 2000 将 VRK1 siRNA 转

染 EC109 和 EC1 细胞系，通过 Western blot 实验检测空白对照、阴性对照及转染不同 siRNA 实

验组 VRK1 和 BANF1 的蛋白表达，通过 CCK8 实验和流式细胞术检测干扰 VRK1 表达后对细胞增

殖周期的影响，用 Transwell 细胞体外侵袭实验观察细胞迁移能力的改变。 

结果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干扰 VRK1 后，两株食管癌细胞中 VRK-si571 敲除效果明显，VRK1

分别下调 62.40%、52.14%，同时 BANF1 表达下调，分别降低 24.51% 、52.87%。CCK-8 检测

和流式检测结果显示 EC109 和 EC1 细胞系转染 siRNA571 12h 后，细胞增殖开始受到抑制，36h

抑制率最高，分别达 19.41%、20.10%。流式检测结果进一步显示，VRK1 和 BANF1 表达下调

后，G2、G1 期细胞比例下降，S 期细胞比例上升。Transwell 小室实验结果显示，敲低 VRK1

后，细胞迁移个数下降，细胞迁移数具显著差异（P<0.05 ）。 

结论   siRNA 干扰 VRK1 表达后可降低食管鳞癌细胞 BNAF1 蛋白的表达，使食管癌细胞周期阻滞

在 DNA 合成期，分裂期细胞比例下降，抑制其增殖及迁移能力 。 

 
 

PU-5204 

CDX2 inhibits the expression of miR-145-5p, thereby 
releasing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SENP1 on the translation 
of miR-145-5p and affecting the invasion and migration of 

prostate cancer cells 

 
Yuguang Li2,1,Zeping Han1,Maoxian Zou1,Weiming Chen1,Yubing Lv1,Jiabin Zhou1,Jinhua He1,Lei Zheng2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Central Hospital of Panyu District， Guangzhou， Guangdong 

2.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1838 Guangzhou 

Road， Guangzhou， Guangdong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miR-145-5p overexpression on the cell proliferation, invasion 
and migration, and further clarify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involved. 
Methods A lentiviral expression vector for miR-145-5p was constructed and a stable cell line 
(LNCaP) overexpressing miR-145-5p was established. The control group, negative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miR-145-5p) were set up. Inhibition of cell proliferation was measured by 
WST-8; early apoptosis rate was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clone formation inhibition assay was 
used to detect colony formation ability; Transwell was used to detect cell invasion and migration; 
Western-blotting was used to detect protein Relative expression level. By constructing a tumor-
bearing nude mouse model, the effect of miR-145-5p on the growth of the transplanted tumor was 
observed. 
Results The overexpression of miR-145-5p not only inhibited the proliferation, invasion and 
migration of LNCaP cells, but also promoted their early apoptosis. After overexpressing miR-145-
5p, the level of SENP1 and CDX2 protein in LNCaP cells decreased. The transcription factor 
CDX2 binded to the miR-145-5p promoter region to inhibit its transcription. The transcription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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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 of miR-145-5p was located at the guanine residue 1,408 bp upstream of the stem-loop 
sequence. Upon overexpression, miR-145-5p could bind to the SENP1 3'UTR to inhibit SENP1 
protein translation. 
Conclusions CDX2 could inhibit the translation of SENP1 protein via suppressing the expression 
of miR-145, which in turn affected the invasion and migration of prostate cancer cells. 
 
 

PU-5205 

北京地区 338 例女性不孕不育患者细胞遗传学分析 

 
孙媛,李艳春,刘丽媛,王桂林,陈忠 

北京海思特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目的  探讨女性不孕不育与染色体异常的关系。 

方法  对来自北京地区不孕不育门诊的 338 例 21 ～40 岁的女性不孕不育患者均进行外周血淋巴细

胞培养和染色体核型分析。在无菌条件下，取外周血 0．5ml 接种到 RPMI 1640 培养基中，在 37

℃下培养 72h，终止培养前 60min 加入秋水仙素。常规收获中期分裂相细胞，制片， 75℃烤片

24h，用胰酶消化做 G 显带处理并染色。结合 Ikaros 图像分析软件计数 50 个，分析 10 个核型。

核型异常者加倍计数和分析。 

结果  共检出异常核型 10 例，染色体异常发生率为 2. 95%，比在一般人群中染色体异常发生率

高。 

结论  染色体异常是女性不孕不育的重要原因，因此，对不孕不育女性，应常规进行染色体核型分

析。对染色体异常的患者还应提供必要的遗传咨询，避免异常染色体传递给下一代。 

 
 

PU-5206 

PI3K p110α inhibitor BYL719 sensitizes cervical cancer 
cells with aberrant PI3K signaling activation to PARP 

inhibitor BMN673 

 
Penglong Cao,Shijun Li 

The First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Cervical cancer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causes of cancer death among women 
worldwide. The treatment options of cervical cancer are very limited and the prognosis is usually 
poor. PARP inhibitors are designed to exploit synthetic lethality, a situation in which tumors 
carrying BRCA1/2 deleterious mutations are sensitive to PARP inhibitors due to a defect in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repair pathway. PARP inhibitors have little effect on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repair (HRR)-proficient tumor types including cervical cancer. In addition to 
catalytic activity, PARP inhibitor BMN673 has a potent ability to trap PARP1 on damaged DNA 
and induce profound cytotoxic effect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PI3K p110a inhibitor BYL719 and BMN673 on cervical cancer cells. 
Methods PI3K p110α inhibitor BYL719 and PARP inhibitor BMN673 were used to treat four 
BRCA-proficient cervical cancer cell lines (ME180, CaSki, Hela, and Siha). The Chou-Talalay 
method was used to assess synergistic effect of drug combination on cervical cancer cells. The 
effect of PI3K inhibitors and BMN673 on cell growth and survival were assessed by Cell Counting 
Kit-8 assay, and 3D sphere culture.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were assessed by wound-healing 
assay and matrigel invasion assay. DNA damage and HRR competency were assess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analysis of γH2AX and RAD51 foci, and tail moment in comet 
assay. PARP1 binding in chromatin was assessed by cellular trapping assay. Ex vivo cult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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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s of patient-derived cervical tumors were subjected to drug exposure followed by 
histological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analyses.  
Results 1. Combined use of PARP inhibitor BMN673 and p110α inhibitor BLY719 synergistically 
inhibited the growth,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cervical cancer cells (ME180, CaSki and Hela) 
with abnormal activation of PI3K signaling pathway. However, for Siha cells,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2. Compared with BMN673 or BYL719 alone treatment group, drugs combination treatment 
resulted in more significant PI3K/AKT signaling attenuation and G2/M arrest in the three cell lines 
(ME180, CaSki and Hela).  
3. Drug combination treatment increased gH2AX expression in three cell lines (ME180, CaSki 
and Hela), triggering a stronger DNA damage response. But, RAD51 showed no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all cell lines treated with single drug groups or the drug combination groups. 
4. PARP1 trapping assay showed that in three cell lines (ME180, CaSki and Hela), BYL719 in 
combination with BMN673 increased PARP1 protein expression bound to chromosomal DNA. 
Compared with the single drug group, the expression of PARP1 protein in chromosomal DNA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the combination group. 
5. Compared with BMN673 or BYL719 alone treatment group, drug combination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expression of proliferation-related Marker Ki67 and promoted the 
expression of apoptosis-related marker Caspase3 in primary xenografts of cervical cancer. Drug 
combination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AKT and S6RP phosphorylation level. Compared 
with single drug group, the expression of gH2AX, a marker of double-stranded DNA damage,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combined drug group 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 
Conclusions 1. PI3K p110α inhibitor BYL719 and PARP inhibitor BMN673 synergistically 
suppress the growth of cervical cancer cell lines and ex vivo cultured tumor tissue harboring 
aberrantly activated PI3K/AKT signaling. 
2. BYL719 and BMN673 cooperate to increase PARP1 trapping on chromatin, leading to 
exacerbated DNA damage and inducing cytotoxicity. 
3. PI3K/AKT signaling may be a potential biomarker, indicating an effective response to the 
combined treatment of cervical cancer with PI3K p110α inhibitor and PARP inhibitor BMN673. 
4.Combined use of BMN673 and BYL719 represent a promising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cervical 
cancer with aberrant PI3K activation. 
 

PU-5207 

TOLL 样受体-2 配体—Pam3CSK4 对大鼠脑微血管内皮细胞上

MMP-2/9 调节的信号通路研究 

 
朱红艳 1,2,符浩 1,2,周友全 4,3,孟强 2,1 

1.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医院 

2.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3.云南省肿瘤医院 

4.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目的  脑微血管内皮细胞是血脑屏障的重要组成成分，TLR2 和 MMP-2/9 共表达在脑微血管内皮细

胞上且对血脑屏障的破坏发挥作用。本研究旨在探讨 TLR2 是否通过 MAPK/NF-κB 信号通路调节

MMP-2/9 的表达 

方法  使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qRT-PCR)测定 MMP-2/9 的 mRNA 水平，MMP-2/9、紧密连接蛋白

（TJs）及磷酸化信号蛋白分子采用 western blotting 测定 

结果  Pam3CSK4 能上调脑微血管内皮细胞上 MMP-9 的 mRNA 及蛋白水平，但是下调 MMP-2 及

TJ 蛋白的表达；Pam3CSK4 能诱导 MAPKs 和 NF-κB 信号通路蛋白磷酸化；使用 ERK1/2 和 JNK

信号通路抑制剂后，MMP-9 的上调受到抑制，但是使用 NF-κB 抑制剂后，MMP-2 的 mRNA 和蛋

白水平及 MMP-9 的 mRNA 水平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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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Pam3CSK4 能通过 ERK1/2 和 JNK 信号通路上调 MMP-9 的表达，但是 NF-κB 信号通路能

负性调节 MMP-2 的表达。 

 
 

PU-5208 

TRAb 用于甲亢 131I 治疗引起甲低预测价值观察 

 
黄永杰,谢林森 

郑州市中心医院(原：郑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 TRAb 的水平在甲亢 131I 治疗引起甲低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08 年到 2013 年在本院诊治的 124 例接受 131I 治疗的甲亢患者，治疗前、治疗后 3、

6、12 个月的血清 T3，FT3，T4，FT4，TSH，TRAb 水平，将治疗后出现甲减的甲亢患者分为治

愈组，甲减组和复发组，又根据治疗后血清 TRAb 值是否增高，将甲减组分为甲减 1 组，甲减 2

组，通过各组间 TRAb 变化趋势观察， 

结果  治疗前后 TRAb 值持续阴性者更易转化为永久性甲减，而 131I 治疗后 3 个月时，TRAb 值增

加幅度相对低的患者较增加幅度更高的患者更易出现永久性甲减。 

结论  我们的观察 124 例 Graves 病患者 131I 治疗前后，TRAb 值连续变化，发现治疗前后 TRAb 值

持续阴性者更易转化为永久性甲减，而 131I 治疗后 3 个月时，TRAb 值增加幅度相对低的患者较增

加幅度更高的患者更易出现永久性甲减，尤其是治疗后 12 个月 TRAb 值已下降到正常范围的患

者。 

 
 

PU-5209 

miR-145 affected the circRNA expression in prostate 
cancer LNCaP cells 

 
Jinhua He,Zeping Han,Jiabin Zhou,Weiming Chen,Yubing Lv,Menling He,Yuguang Li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Central Hospital of Panyu District， Guangzhou， Guangdong 

 
Objective  Recent evidenc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circular RNAs (circRNAs) played crucial 
roles in fine-tuning the levels of gene expression by sequestering the corresponding miRNAs. 
Their interaction with disease associated miRNAs indicates that circular RNAs are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sease, and miR-145 has been previously shown to have anti-tumor effect in 
prostate cancer. 
Method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the miR-145-overexpressed prostate 
cancer LNCaP cells (LNCaP-miR-145) using lentiviral vectors. LNCaP cells expressing the empty 
vector (LNCaP-NC) were used as the negative control. The circRNA expression in LNCaP-miR-
145 cells was detected by microarray analysis, and the miRNA targets of circRNAs were 
predicted using the bioinformatics software TargetScan and miRanda. qRT-PCR was employ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circRNAs in the prostate cancer tissue,  non-maligant  tissue, 
LNCaP-miR-145 cells and LNCaP-NC cells. The interaction of miRNA and circRNA was further 
confirmed by dual-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Results 267 and 149 circRNAs were significantly up- and down-regulated in LNCaP-miR-145 
cells, respectively. hsa_circRNA_101981, hsa_circRNA_101996 and hsa_circRNA_09142 were 
the three circRNAs that interacted with hsa-miR-145-5p; hsa_circRNA_008068 and 
hsa_circRNA_406557 were the two circRNAs that interacted with hsa-miR-145-3p. Most of the 
circRNAs corresponded to the protein-coding exons.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hsa_circRNA_101981, hsa_circRNA_00806 and hsa_circRNA_406557 were up-regulated in the 
LNCaP-miR-145 cells but down-regulated in the prostate cancer tissue. In contrary,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hsa_circRNA_101996 and hsa_circRNA_091420 were down-regulated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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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CaP-miR-145 cells but up-regulated in the prostate cancer tissue. Moreover, miR-145-5P 
might regulate the expression of hsa_circRNA_101981, hsa_circRNA_101996 and 
hsa_circRNA_09142; while miR-145-3P might regulate the expression of hsa_circRNA_008068 
and hsa_circRNA_406557.  

Conclusions Overexpression of miR-145 promoted the expression of 
hsa_circRNA_101981, hsa_circRNA_008068 and hsa_circRNA_406557, but 
suppressed the expressions of hsa_circRNA_101996 and hsa_circRNA_091420 in 
LNCaP cells. The results from the present study should give us a clue to clarify the 
tumor suppressive effect of miR-145.  
 
 

PU-5210 

血清游离的轻链比值 用于判断冒烟型多发性骨髓瘤预后的价值 

 
谢林森,肖华,黄永杰,梁永钢 

郑州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高血清游离轻链比值作为冒烟型多发性骨髓瘤恶性转变高风险的生物标志物临界值。 

方法   

回顾分析了 2008 年到 2015 年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及郑州市中心医院医疗集团中 28 家二级

以上医院诊断的冒烟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 117 例，年龄平均 63 岁，男：女 64:53. 

方法：血清游离轻链的检测均在郑州市临床检验中心进行，试剂为西门子公司提供（freelite；The 

binding Site,Birmingham,UK）,设备为西门子公司的 BNⅡ特种蛋白分析仪，k/λ 参考区间为 0.26—

1.65. 

结果  117 例冒烟型多发性骨髓瘤平均随诊时间为 33 个月，有 22 例患者随访少于 18 个月，这 22

例中 14 例（65%）在随诊期间没有疾病进展，没有发展成多发性骨髓瘤，只有一例轻链比值大于

100，为 317（k9.82mg/l,λ3120mg/l）。 

结论  本研究表明冒烟型多发性骨髓瘤血清游离轻链比值大于等于 100 是发展为有症状多发性骨髓

瘤的高危因素。 

 
 

PU-5211 

探讨生物安全防护在医学检验专业实习学生中的意义 

 
刘海波 

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生物安全防护在医学检验专业实习学生中的重要性。 

方法  以我院医学检验专业实习学生为探讨对象，对医学检验实验室安全现状进行分析并找出问

题。 

结果  医学检验专业实习学生生物安全防护意识淡薄，自我保护能力差。 

结论  加强医学检验专业学生的生物安全教育工作和实验室的生物安全管理，制定和完善各项生物

安全防范制度，是提高实习学生生物安全防护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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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212 

A novel deletion downstream of the PAX6 gene identified in 
a Chinese family with congenital aniridia 

 
Xiangqin Liu,Xiaoqi Liu 

Sichu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Congenital aniridia, a severe bilateral panocular visual disorder, is an autosomal 
dominantly inherited eye anomaly. Mutations in the paired box 6 gene (PAX6) have been shown 
to be responsible for congenital aniridia in most patients.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report clinical features of a Chinese family with congenital aniridia, and to screen novel genetic 
mutations for congenital aniridia. 
Methods All members of a three-generation family underwent comprehensive ophthalmic 
examination and 8 of its 25 members were diagnosed with congenital aniridia. The proband was 
analyzed by exome sequencing and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and linkag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for the family. The mutation was confirmed by direct DNA sequencing. 
Results Using Illumina's Human Linkage-12 beadchip microarray (including 6090 SNPs) whole 
genome scan, the LOD score value showed that the interval on chromosome 11 between 
rs1389423 to rs910090 exhibited a strong linkage. A novel heterozygous 469kb deletion mutation 
within the downstream region of PAX6 (chr11:31189937-31659379) was identified in all affected 
family members, but not in unaffected family members or 2000 ethnically matched controls 
Conclusions A novel deletion mutation was identified within the PAX6 downstream region which 
results in congenital aniridia. 
 
 

PU-5213 

hsa_circ_0007843 acted as a miR-518c-5p sponge to 
regulate the colon cancer SW480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Zeping Han1,Jinhua He1,Jiabin Zhou1,Weiming Chen1,Yubing Lv1,Mengling He1,Yuguang Li2,Lei Zheng2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Central Hospital of Panyu District， Guangzhou， Guangdong 

2.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clarify the mechanism of circRNA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lon cancer. 
Method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retrospectively collected the colon cancer tissue samples from 
patients that were newly diagnosed. By using microarray analysis, we first ly examined the 
circRNA expression profile of the colon cancer tissue. circRNAs whose expression levels were 
confirmed to be obviously altered in the colon cancer tissue, were subjected for further in vitro 
study. Through studying its biological function and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involved, we 
hopefully will shed the light on the diagnosis, prognosis and therapeutic strategy of colon cancer. 
Results By using microarray analysis, our preliminary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1817 circRNA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colon cancer tissue, among in which 1236 of them 
were up-regulated and 581 of them were down-regulated. By using RT-PCR, we confirmed that 
the expressions of hsa_circ_0007843, hsa_circ_0010575, hsa_circ_0007331 and 
hsa_circ_0001615 were obviously higher in the colon cancer tissue than those in the normal 

colonic tissue,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 however,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hsa_circ_0014879 and hsa_circRNA_401801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normal and 
neoplastic colonic tissue (P>0.05). Among the circRNAs that were confirmed to be up-regulated 
in the colon cancer tissue, hsa_circ_0007843 was also found to be highly expressed in the colon 
cancer SW480 cells. Overexpression of hsa_circ_0007843 could promote SW480 cell invasion 
and migration, whereas down-regulation of hsa_circ_0007843 could suppress SW480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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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asion and migration. The results of dual-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s suggested that 
hsa_circ_0007843 could interact with miR-518c-5p and suppress its expression, and miR-518c-
5p could interact with MMP2 and promote its expression and translation. 
Conclusions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hsa_circ_0007843 acted as a 
miRNA sponge to regulate MMP2 expression via removing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miR-518c-5p on 
MMP2 gene translation, which further affected the SW480 cell invasion and migration. Our date 
suggested that hsa_circ_0007843would be a promising target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olon cancer. 
 
 

PU-5214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性别差异的蛋白质组学研究 

 
张美瑜 1,罗世兴 2,秦雪 3 

1.广西柳州市妇幼保健院 

2.广西医科大学第九附属医院 

3.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是是运动系统中常见的多发病，该病在全球的发病率和致残率极高，严重

影响人类的身心健康。且女性的患病率高于男性。本研究旨在运用 iTRAQ 标记和 Nano-HPLC-

MS/MS 联用的技术分别对男性及女性 KOA 血清样本中的蛋白质的表达差异分析，建立 KOA 男女

性别差异的蛋白谱，为 KOA 的发病机制、疾病的进展和临床诊治的深入研究提供依据。 

方法  各性别组搜集 KOA 患者和健康对照者血清各 30 例，采用 iTRAQ 标记，随后进行 Nano-

HPLC MS/MS。经数据搜库及蛋白定量分析，初步筛选出差异蛋白，并对差异蛋白进行生物信息

学分析。同时采用 western blot 验证具有潜在临床意义的差异蛋白。 

结果  KOA 患者与健康对照共鉴定到 571 个蛋白，男性组中，相比于其健康对照，共有 60 个蛋白

差异表达在 KOA 患者组中，其中上调的有 50 个，下调的有 10 个；而女性组中，相比于对照组，

共有 179 个蛋白差异表达在 KOA 患者组中，其中上调的有 110 个，下调的有 69 个。经 western 

blot 验证，相对于其对照组，C9、C4B、SAA1 在男性 KOA 中表达增高；而 C4B、HSP90α 在女

性 KOA 组中表达增高，ITIH4 的表达则降低。验证的的结果和 iTRAQ 的趋势一致，证明了 iTRAQ

结果的可靠性 

结论  通过蛋白质组学技术筛选出了男性和女性 KOA 组中的差异表达蛋白，这些蛋白质分子可以作

为潜在的分子标志物进一步深入研究，同时 SAA1 和 HSP90α 可能分别是和男性及女性 KOA 发生

发展相关的分子标志物。 

 
 

PU-5215 

两台不同型号血细胞分析仪的检测结果比对分析 

 
陈瑞飞 1,祁新坤 1,许金玲 2,李刚 2,许泼实 1 

1.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2.河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比对分析检验科两台不同型号的血细胞分析仪检测结果的一致性，确保同一实验室检测结果

的一致性和准确性，为临床提供可靠的检测数据。 

方法  设本科室血细胞分析仪 Sysmex-9000 为参比仪器，ABX60 为比对仪器，连续 5 天每日收集

低值、中值和高值共 6 例新鲜血常规标本，分别在两台血细胞分析仪上进行白细胞（WBC）、红

细胞（RBC）、血红蛋白（HGB）、红细胞压积（HCT）和血小板（PLT）的检测，比对分析检测

结果，得出两台仪器每个检测项目的回归方程及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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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两台血细胞分析仪间检测结果的 R2均大于 0.95，即相关系数 R 大于 0.975，表明结果具有可

比性。计算各项目医学决定水平处的系统偏差，各参比项目均在可接受范围内。 

结论  两台血细胞分析仪 WBC、RBC、HGB、HCT 和 PLT 的检测结果具有可比性，可以互认，可

为临床提供一致的实验结果。 

 
 

PU-5216 

65 台便携式血糖仪与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血糖测定结果的比对分析 

 
肖华,谢林森 

郑州市中心医院(原：郑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对我院各科室便携式血糖仪与检验科全自动大型生化分析仪血糖检测结果进行比对、分析，

以期建立可靠的血糖仪质量保证体系，为临床提供准确的检测结果。 

方法  分别抽取血糖浓度为高、中、低水平的 5 份肝素抗凝全血用血糖仪和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各检

测 3 次，并对结果进行比对分析。 

结果   该批 65 台血糖仪的准确性合格率为 95.4%（62/65）；3 台不合格的血糖仪中有 2 台来自

雅培公司、1 台来自强生公司。65 台血糖仪对含有不同血糖浓度的样本进行重复检测，共有 8 台血

糖仪的重复性检定不合格，合格率为 87.7%。 

结论  定期对便携式血糖仪检测结果进行比对并建立和实施有效的质量保证体系是保证便携式血糖

检测结果准确可靠的必要前提。 

 
 

PU-5217 

上海地区基层医院检验科现状及常见问题探讨 

 
朱俊,娄娇,杨雪,徐翀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通过调查分析上海地区基层医院检验科的情况及在实验室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初步了解上海

地区基层临床实验室现状，为今后分级诊疗工作的有效推进和进一步改进上海地区基层实验室质量

及制定相应的管理规范提供依据。 

方法  发放调查表收集上海地区基层医院基本信息，采用 Microsoft Excel2016 对调查数据进行整

理，了解基层医院现状。在上海地区开展检验项目的 212 家基层医院检验科中抽取 80 家，通过现

场检查收集基层医院检验科存在的问题。对问题进行分类整理，查找并分析急需解决的影响检验质

量的共性问题。 

结果  开展生化和免疫专业项目的实验室分别占 54.35%和 33.70%，技术人员高级、中级和初级职

称人员分别占 2.12%、38.28%和 54.53%。平均每日样本量 120 到 130 个。85.7%基层医院有样

本外送。80 家基层医院共发现存在的问题 589 条，主要为：检测项目不开展室内质控和出现失控

处理不当、不参加室间质评(22.58%)；仪器设备管理缺陷（14.94%）；实验室记录保存缺陷

（11.21%）；委托检验质量评估和外送样本分析前质量保证缺陷（8.83%）等。 

结论   基层医院检验科现状为开展项目较少，高级职称人员缺乏，样本量少，项目多为外送，不利

于基层医院及人员进一步发展，出现危急值无法及时有效传报。基层医院存在较多影响检验结果的

问题，尤其是质控的开展与分析、设备管理和委托检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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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218 

IL-3 SNP 与精神分裂症的遗传易感性研究 

 
卢丹玉 

广西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 

 

目的  1、研究白细胞介素-3（IL-3）基因 rs40401 和 rs3914025 两个位点的单核苷酸基因多态性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及 IL-3 血清表达水平。2、对广西地区健康人群的 IL3 基因

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的遗传易感性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 

方法      本课题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采用聚合酶链式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技术（PCR-

RFLP）分别对 IL-3 基因的 rs40401 和 rs3914025 两个位点的基因多态性进行检测，并利用 DNA

直接测序法进行验证；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ELISA）检测 IL-3 血清水平，分析 IL-3 基因多态

性及血清水平与广西地区精神分裂症的发病风险关系 

结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症组 IL-3 血清水平结果为：16.11±5.21（pg/ml），对照组为：

10.64±4.80（pg/ml），两者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经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校正年龄和性别

因素后，以对照组做为参照，计算精神分裂症组与对照组间相应的 P 值、OR 值、和 95%CI 值，

结果发现：rs40401 位点精神分裂症组 CC 较对照组 TT 基因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47，

OR=0.734，95%CI=0.385~1.398）；rs3914025 位点精神分裂症组 CC 较对照组 TT 基因型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77，OR=0.548，95%CI=0.282~1.066） 

结论  1、精神分裂症组血清 IL-3 水平与对照组比较显著增高，两者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2、IL-3 基因 rs40401 和 rs3914025 位点的基因多态性在本研究中与精神分裂症的患病风险无相关

性，与患病年龄也无相关性。 

3、IL-3 基因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的遗传易感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PU-5219 

EB 病毒抗体和 DNA 联合检测在儿童 EB 病毒感染中的应用价值 

 
李颖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联合检测 EB 病毒抗体和 EB 病毒 DNA 在儿童 EB 病毒感染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145 例疑似 EB 病毒感染的患儿，分别抽取外周全血和血清，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

测 EBV-DNA、化学发光法检测 EBV 的 CA-IgM、CA-IgG、EA-IgG 和 NA-IgG 抗体。 

结果  145 例疑似 EBV 感染患儿根据抗体反应模式分为 EBV 感染组 135 例和未感染组 10 例，感染

组中 EBV-CAIgM 阳性率为 16.30%，EBV-NAIgG 阳性率为 80.74%，EBV-DNA 阳性率为

82.96%。EBV-CAIgM 及 EBV-DNA 阳性率随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其中 1~3 岁组的 EBV-CAIgM

及 EBV-DNA 阳性率较分别是 15.09%、90.57%；4~8 岁组的 EBV-CAIgM 及 EBV-DNA 阳性率较

分别是 20.00%、86.67%，但>8 岁患儿 EBV-CAIgM 及 EBV-DNA 阳性率有所下降。 

结论  EB 病毒抗体检测有助于明确 EBV 感染的分期，对临床诊断和治疗具有指导意义，联合 EBV-

DNA 检测能够提高检出率，减少漏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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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220 

藤黄酸对人类白血病 Reh 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郭维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藤黄酸对人类白血病 Reh 细胞的增殖和凋亡的影响及其机制。 

方法  利用 CCK-8 检测 Reh 细胞的增殖活性,Ki67 和细胞克隆形成检测细胞增殖。Hoechst 染色和

Annexin V-FITC 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的凋亡形态及比例，流式细胞术检测周期。Western blot 检

测细胞中 IAP1、IAP2、Bcl-XL、TRAF1、cyclin D1、c-Myc、Bcl-2、Bax 蛋白的表达。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及 t 检验 

结果  Reh 细胞经藤黄酸处理后，细胞活性受到显著抑制（P<0.05）；Hoechst 染色后观察到细胞

凋亡形态明显增多；流式细胞术发现细胞凋亡率明显增加（P<0.05），流式检测到 G0/G1 期细胞

明显增多；IAP1、IAP2、Bcl-XL、TRAF1、cyclin D1、c-Myc、Bcl-2 蛋白水平明显下调，Bax 蛋

白表达明显增加（P<0.05）。 

结论  藤黄酸抑制 Reh 细胞的增殖，促进细胞凋亡。可能通过抑制 NF-κB 的下游的表达，促进细

胞凋亡，通过周期阻滞的方式抑制细胞增殖。 

 
 

PU-5221 

“灰区”设置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检测乙型肝炎表面抗原中意义 

 
肖华 

郑州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国产试剂检测 HBsAg 的影响因素及“灰区”的设定。 

方法  采用某国产 ELISA 试剂对 140709 份血清样本进行乙肝血清标志物检测，对 HBsAg 弱反应

性样本采用美国雅培试剂定量检测 HBV 血清标志物，而对于定性和定量结果不符合的样本采用另

外一种定性试剂进行验证。对部分定性弱反应性样本进行 HBV DNA 检测，同时采用定性和定量两

种试剂对系列 HBsAg 定值参比血清进行测定，比较其灵敏度。 

结果  140709 份样本中 HBsAg 可疑者 174 份（0.124%），弱阳性者 126 份（0.089%）。其中 49

份可疑样本、41 份弱阳性样本经定量检测呈阳性者分别为 39 份和 32 份，符合率分别为 79.59%和

78.05%。17 份 HBsAg 定性弱反应性而定量阴性的样本经另外一种定性试剂进行验证，结果 2 份

呈弱反应性，其中 1 份样本为 HBV DNA 阳性。对 85 份弱反应性样本进行 HBV DNA 检测，其中

阳性 3 份。某国产 ELISA 试剂检测 HBsAg 灵敏度为 0.5ng/ml,雅培试剂为 0.05 ng/ml。 

结论  我国的 HBV 感染人群中，有一部分血清 HBsAg 呈低水平状态存在，并且部分感染者存在病

毒复制。国产 HBsAg ELISA 定性试剂灵敏度较进口定量试剂低，因此必须重视弱反应性结果，尤

其是位于阳性判断值以下的样本，灰区的设置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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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222 

肿瘤相关巨噬细胞过表达巯基氧化酶 1 

对人 SMMC-7721 肝癌细胞生物学功能影响的研究 

 
孔令希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肿瘤微环境的提出为研究肿瘤的发病机制提供了新思路，本课题拟通过检测 SMMC-7721 肝

癌细胞的生物学功能改变，明确巯基氧化酶 1（QSOX1）过表达对肝癌细胞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通过载有 QSOX1 过表达基因的慢病毒感染人急性单核白血病细胞 THP-1，筛选出 THP-1 细

胞稳转株，将其作为过表达组（OE 组）；将空病毒转染的 THP-1 细胞作为阴性对照组（NC

组）；未做任何处理的 THP-1 细胞作为空白对照组（BC 组）。使用佛波酯（PMA）将 THP-1 细

胞诱导成未分化巨噬细胞（UM0）。实时荧光定量 PCR（RT-PCR）和免疫印迹法（WB）分别检

测 QSOX1 的 RNA 相对表达量和蛋白表达量。用三组巨噬细胞条件培养液分别培养 SMMC-7721

肝癌细胞后，通过 CCK-8 增殖实验、克隆形成实验、Transwell 小室实验和划痕实验对细胞功能进

行检测。用 SPSS21.0 进行统计数据的分析。 

结果  RT-PCR 结果显示 QSOX1 过表达基因成功在 THP-1 细胞中表达；WB 检测发现 QSOX1 有

QSOX1-S 和 QSOX1-L 两种蛋白亚型，且 OE 组蛋白表达量明显高于另两组。通过 PMA 成功将

THP-1 细胞诱导成 UM0。克隆形成实验发现，OE 组肝癌细胞形成的克隆数平均为 82.67±9.07

个，高于另两组（P<0.05）；细胞增殖实验显示，QSOX1 过表达组肝癌细胞增殖能力在 72h 时开

始高于另两组（P<0.05）；细胞划痕实验表明，OE 组在 12h 和 24h 肝癌细胞的迁移面积均明显高

于另两组（P<0.05）；Transwell 转移实验中，OE 组细胞转移数明显高于另两组（P<0.001）。 

结论  肿瘤微环境中的未分化巨噬细胞 UM0 可通过 PMA 诱导 THP-1 细胞获得。QSOX1 蛋白有

QSOX1-S（67Kd）和 QSOX1-L（83Kd）两种亚型。QSOX1 蛋白过表达可增加 SMMC-7721 肝

癌细胞的增殖、迁移和转移能力，对肝癌的发生发展有调控作用。 

 
 

PU-5223 

南京地区体检人群血糖水平调查 

 
张楠哲,张露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江苏省第二红十字医院） 

 

目的  调查南京地区体检人群血糖水平的性别和年龄分布特征，了解本地区人群血糖水平的变化趋

势，为糖尿病的防治提供参考。 

方法  对 2018 年 1 至 4 月间前往本院进行常规体检的 8466 例体检者（男 6620 例，女 1846

例），通过己糖激酶法测得的空腹血糖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8466 名体检者空腹血糖均值为（5.41±1.45）mmol/L，结果不符合正态分布。男女均值分别

为（5.48±1.52）mmol/L 和（5.14±1.09）mmol/L。高血糖（≥7.0mmol/L）检出率 6.7%，低血糖

（＜3.9mmol/L） 检出率 0.38%。男性空腹血糖水平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不同年龄组之间，小于 45 岁人群空腹血糖均值为（5.06±0.95）mmol/L，高血糖检出率 1.96%；

45 至 60 岁人群空腹血糖均值为（5.74±1.74）mmol/L,，高血糖检出率 11.08%；大于 60 岁人群空

腹血糖均值为（5.92±1.81）mmol/L，高血糖检出率 14.78%。大于 45 岁人群与小于 45 岁人群的

空腹血糖水平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空腹血糖水平随年龄的增长呈升高趋势，高血糖的检出率也随年龄增加。建议定期检测血糖

水平，并向不同年龄段人群有针对性的加强宣传教育，预防糖尿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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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224 

实验室冰箱温度、温箱温度、环境温湿度 

监控系统架构与应用研究 
 

张力 

雁江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目的  解决实验室内冰箱温度、温箱温度、环境温湿度的实时监控 

方法  应用传感器硬件、微处理器芯片和计算机软件设计完成整个体系架构，以实现实时读取监控

点数据。 

结果  通过现有软件设计、硬件搭建以及软件驱动硬件最终实现实验室内各设备位点的温湿度连续

监控。 

结论  系统架构是该套系统的难点，通过现有的资源也能容易搭建该套系统。实际应用中它与传统

人工记录各点位温湿度数值有实时性、准确性、完整性和节省人力等优点。是实验室信息化的一个

方面，值得推广应用。 

 
 

PU-5225 

FLT3-ITD 对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预后的影响 

 
吕梦媛,郑沁,曹婷雍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探讨 FLT3-ITD 突变及突变的具体情况对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预后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09 年 8 月至 2015 年 10 月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诊断明确的 215 例 AML 患者，对患

者骨髓及外周血样本进行 DNA 提取、PCR、电泳以及测序等分析，根据其突变发生与否及发生突

变比例的高低将患者分组，比较不同组患者的年龄、性别比、外周血白细胞计数（WBC）等临床

资料，对不同组别患者的缓解、复发以及总生存期进行分析。 

结果  215 例患者中共检出 FLT3-ITD 突变阳性（阳性组）48 例，FLT3-ITD 突变阴性（阴性组）

167 例。FLT3-ITD 突变患者的 WBC，骨髓原始细胞比例较高。此外，阳性组具有较高的复发率

（ꭓ2=6.328，P＜0.05）和较短的总生存期（ꭓ2=299，P＜0.05）。以突变比例 0.265 将阳性组

分为高比例突变组（22 例）和低比例突变组（26 例），阴性组的总生存期最长，其次为低比例突

变组，高比例突变组总生存期最短。三组总生存期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ꭓ2=148.1，P＜0.05）。 

结论  FLT3-ITD 是 AML 患者不良预后因子，其突变比例越高预后越差。对 AML 患者进行 FLT3-

ITD 检测有助于预后判断和临床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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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226 

中西医结合疗法对溃疡性结肠炎疗效、凝血 

和炎性因子水平的影响 

 
王琼 

无锡市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的疗效及对凝血功能、炎性

因子水平的影响。 

方法  选取 UC 活动期患者 200 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100 例。对

照组患者采用单纯西药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疗法基础上加用中药灌肠治疗。对两组患者的临

床疗效进行评价和比较。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原时

间（PT）、血浆纤维蛋白原（Fib）、D-二聚体（D-D）等凝血功能指标进行检测和比较。对两组

患者的血清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白细胞介素（IL-8）水平进行测定

和比较。 

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临床有效率分别为 96%和 76%，观察组的临床有效率和疗效均优于对照

组，两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的血浆 Fib 水平和血浆 D-D 水平

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且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血浆 Fib 水平和血

浆 D-D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的各项血清炎性因子

水平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且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各项血清炎

性因子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应用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 UC，能够显著提高治疗效果，纠正患者的凝血纤溶功能失衡，降

低炎症反应程度，有利于促进患者康复、减少并发症、改善患者的预后。 

 
 

PU-5227 

ABO 血型不相合对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噬血细胞综合征

后造血重建的影响 

 
苏瑞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 ABO 血型不相合（ABO-incompatible）对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噬血细胞

综合征后造血重建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3－2017 年间于北京友谊医院血液科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噬血细胞综合征

的患者 32 例，统计移植后造血重建的时间。 

结果  ABO 血型相合组 16 例患者，移植后+13 天白细胞植活、+15 天血小板植活，ABO 血型不相

合组 16 例患者，移植后+13 天白细胞植活、+16 天血小板植活，两组统计学并无差异。 

结论  ABO 血型不相合对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噬血细胞综合征后造血重建并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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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228 

同型半胱氨酸与冠心病关系的研究进展 

 
易帆,曾召琼,谢小兵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近年来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作为了冠心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的独立危险因素，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临床重视。而 Hcy 与 CHD 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也不断

在进展，但是血清中高 Hcy 水平引起 CHD 的具体发病机制还不明确。本文就当前 Hcy 与 CHD 关

系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旨在探讨 Hcy 在 CHD 发病机制中所产生的作用以及相关影响。 

 
 

PU-5229 

4296 名高校女教师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结果分析 

 
明安萍 

湖北省中医院 

 

目的  探讨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在宫颈癌早期筛查、早期防治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7 年 5 月至 2017 年 11 月到本市三所 4296 名参与体检的高校女教师的宫颈细胞学

检查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4296 例被检高校女教师中， ASCUS 106 人，占 2.47%；AGC 4 人，占 0.09%；LsiL2 人，

占 0.05%；ASC-H 和 HsiL 共 6 人，占 0.14%。对以上 118 人进行进一步高危 HPV 检测及其它相

关检查进行分流，最终查出宫颈病变 CINII 3 人，CINIII 及以上病变 1 人。 

结论  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应用于宫颈癌筛查中效果显著，有助于宫颈病变的早期发现、早期防

治，为临床治疗提供可靠的依据。 

 
 

PU-5230 

231 株肺炎克雷伯菌耐药性及临床特征分析 

 
郭霞,陈艳芝,段培增,张学林 

保山市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我院 2018 年 1 月-2018 年 5 月分离的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性及临床特征分析，为指导临

床合理用药及院内感染的监测和预防提供实验室依据。 

方法   收集我院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5 月 30 日临床科室送检的各类标本中分离的 231 株非

重复肺炎克雷伯菌，根据《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进行细菌的分离和培养，用 VITEK-2 微生物

分析系统对菌株进行鉴定和药物敏感试验，部分药敏采用纸片扩散法。抗菌药物敏感试验质控菌株

为大肠埃希菌 ATCC25922。根据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2017 年标准进行药敏试

验结果的判读。同时按照 CLSI2017 推荐的 ESBLs 纸片法初筛和酶抑制增强纸片法确证产酶菌

株，阳性对照为肺炎克雷伯菌 ATCC700603，阴性对照为大肠埃希菌 ATCC25922。采用

WHONET5.6 和 SPSS 17.0 软件进行数据的分析处理。 

结果   本次研究共检出 2159 株细菌，其中肺炎克雷伯菌为 231 株，检出率为 10.70%

（231/2159），位居革兰阴性菌的第二位。231 株肺炎克雷伯菌来源于不同类型的标本，其中痰液

为最主要的标本来源，高达 143 株，占 61.94%。肺炎克雷伯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率由高到低

依次为头孢唑林（ 41.56%）、头孢呋辛（ 37.67%）、哌拉西林（ 36.84%）、头孢吡肟

（30.14%）、环丙沙星（30%）、头孢他啶（27.95%）、头孢西丁（27.43）、哌拉西林-他唑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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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26.91%）、头孢哌酮-舒巴坦（25.55%）、亚胺培南（24.54%）、美罗培南（23.48%）、庆

大霉素（21.47%）、阿米卡星（17.11%），231 株肺炎克雷伯菌中产 ESBLs 的菌株有 66 株，占

28.57%。同时，研究显示 ICU 是肺炎克雷伯菌检出率最高的科室，为 58 株，占 25.11%，且 ICU

来源的菌株对多数常用抗生素的耐药率高于非 ICU 来源的菌株。 

结论  我院肺炎克雷伯菌耐药率较高，我们应当对 ICU 等肺炎克雷伯菌感染多发科室进行连续监

测。临床医生应根据药物敏感试验结果，合理选用抗生素，根据切断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

易感人群的原则进行肺炎克雷伯菌感染的防控。 

 
 

PU-5231 

血液酒精浓度三种标本和两种方法检测结果相关性的应用研究 

 
华星 

陕西省安康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究对比干片法与气相色谱法两种方法对血液酒精浓度的测试结果相关性；并采用同一病人

的血清，血浆，全血分别用两种方法检测得出的结果比较。 

方法  选择来我院体检的健康志愿者与疑似酒精中毒病患 312 例，碘伏消毒后同时抽取肝素钠抗凝

管和普通生化真空管取得血液后得到全血，血浆和血清。分别采用干片法和气相色谱法对血清酒精

浓度进行检测，并对比检测结果。 

结果  干片法与气相色谱法对血浆可检测的范围更大，通过统计对比发现，气相色谱法全血检测的

均值显著高于干片法和气相色谱法中血浆、血清检测的结果。并且干片法回收率及用时均显著低于

气相色谱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  干片法对血清酒精浓度的测试具有操作简便、环保等显著优势，结果的准确度相对较低。而

气相色谱法操作结果准确度高，但检测成本高。两种检测方法对酒精的检测结果具备统一的同向

性，且伴有一定的差异性，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检测方法进行选择。在最大经济化的前提下检测，

既保证检测的有效性，同时减少使用成本。 

 
 

PU-5232 

辽宁地区 1828 例遗传咨询者染色体核型分析 

 
李研月,于潇,马长剑 

沈阳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目的  统计遗传咨询者染色体异常发生率，分析不良生育史夫妇和先天畸形、发育障碍儿童及婴儿

与染色体异常的关系。 

方法  常规外周血淋巴细胞培养法制备染色体标本，采用 G 显带技术进行细胞遗传学分析。 

结果  分析 1828 例遗传咨询者的外周血染色体核型，共检出 355 例染色体异常（包括多态性改

变）。异常检出率 19.4%。其中结构异常核型 52 例，占异常核型的 14.65%。数目异常核型 63，

占异常核型的 17.75%。各类染色体多态性 239 例，占异常核型的 67.32%。性逆转 8 例，占异常

核型的 2.25%。 

结论  染色体异常是常见的遗传缺陷，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和质量，对疑有染色体异常者进行染色体

核型分析，对临床诊断、指导优生、提高人口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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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233 

以问题为导向的病例教学法在临床检验形态学教学中的应用 

 
陶莹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目的  探讨以问题为导向的病例讨论教学法在临床检验形态学教学中的应用及改进。 

方法  以血细胞教学为例，采用病例讨论教学方式，启发和引导学生。 

结果  培养了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了学生观察、分析、思考的能力和临床实际

工作能力。 

结论  以问题为导向的病例教学法，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加强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促进检验医学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PU-5234 

医院检验科实习带教工作的实践和探讨 

 
陈丽华,陈海蔚,漆涌,宋明胜,伍勇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目的  医院检验科实习是医学检验系学生专业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引导学生走向工作岗位的重

要过渡环节。文章总结了多年的带教医学检验和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实习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并

对积累的经验进行阐述,以期提高实习成效。 

方法  通过成立实习教学小组，借鉴 ISO15189 质量管理方法对实习教学过程进行全面质量控制，

建立对实习生和带教老师的考评制度，建立虚拟实验室提高形态学教学效果和加强质量控制意识，

扩大实习生的专业视野、加强对实习生科研能力的培养等方面提高实习生的实习效果。 

结果  实习生的实习积极性得到了提高，专业素养和科研能力增强，保证了实习效果。 

结论  对医院检验科实习带教进行探讨，在实践中进行系列改进，取得积极成效。 

 
 

PU-5235 

主要产地温石棉粉尘对 A549 细胞凋亡和周期的影响 

 
王玉琳 1,2,霍婷婷 3,4,董发勤 3,4,刘琬薰 1,2,杨洁 1,曾娅莉 1,邓建军 1,2 

1.四川绵阳四 0 四医院 

2.西南医科大学 

3.西南科技大学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4.西南科技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目的  对比研究四川新康、陕西陕南、甘肃阿克塞和青海茫崖四大矿区温石棉对 A549 细胞周期和

凋亡率的影响。 

方法  通过 FT-IR 和 XRD 对的物相成分、谱学特征进行测试分析，利用 MTT 法、流式细胞术检测

了四种温石棉纤维粉尘染毒 A549 细胞后的细胞存活率、凋亡率和细胞周期分布，比较和探讨了四

大矿区温石棉纤维粉尘抑制细胞增殖能力的大小以及其对细胞凋亡和周期阻滞的影响。 

结果  四大矿区温石棉的主要物相是斜纤蛇纹石，新康温石棉成分比其他三种温石棉的复杂，阿克

塞和茫崖温石棉的成分相似；四大矿区的温石棉化学基团基本相同，阿克塞和茫崖温石棉纤维的表

面结构较陕南和新康温石棉的完善。四种温石棉均能不同程度的抑制 A549 细胞增殖，诱导细胞凋

亡和周期阻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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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四大矿区温石棉染毒 A549 细胞 24 h 后，细胞存活率随着温石棉染毒浓度的增加均呈递减趋

势，存在剂量依赖效应；当温石棉染毒浓度为 200 μg/mL 时，茫崖组细胞存活率最高

（75.22±4.16）%，新康组细胞存活率最低（65.57±4.99）%，陕南组和阿克塞细胞存活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四种温石棉分别以 50 μg/mL 的浓度染毒 A549 细胞 24 h 后检测细胞周期和凋亡率：

四种温石棉染毒后细胞凋亡率均明显增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1），其中茫崖组细胞凋

亡率最大（22.56±2.56）%，陕南组细胞凋亡率最小（19.57±3.07）%。4 种温石棉对 A549 细胞

凋亡率的影响由大到小排序为：茫崖>新康>阿克塞>陕南；四种温石棉均可导致 G1/G0 期和 S 期

的细胞比例减少，G2/M 期的细胞比例增加。新康、陕南、阿克塞和茫崖组处于 G2/M 期细胞比例

分别增加 8.9%、8.58%、9.13%和 10.44%。与对照组相比，G2/M 期细胞比例差异具有统计学差

异（P <0.01）。四种产地温石棉诱导的细胞周期阻滞均以 G2/M 期阻滞为主，其导致细胞周期阻

滞的能力：茫崖>新康>阿克塞>陕南。 

 
 

PU-5236 

同型半胱氨酸与凝血因子联合检测在动脉粥样硬化中的意义 

 
马开慧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 HCY）与凝血因子的联合检测对动脉粥样硬化的预

警及诊断意义。 

方法   测定 58 例冠心病患者（冠心病组）和 71 例健康体检者（对照组）的同型半胱氨酸

（HCY）、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纤维蛋白原（FIB）的水

平。将冠心病组与对照组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冠心病组的 HCY 和 FIB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 < 0.05)；冠心病组的 PT、APTT 较对照组时间

缩短(P < 0.05)。 

结论  冠心病组的 HCY 和 FIB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 < 0.05)；冠心病组的 PT、APTT 较对照组时间

缩短(P < 0.05)。 

 
 

PU-5237 

小天心穴在儿童末梢采血中的应用 

 
耿俊秀 

山东省德州市中医院 

 

目的  探讨小天心穴在儿童末梢采血中的应用 

方法  运用小天心穴安神定志的中医理论，用大拇指按压小天心穴的方法给儿童末梢采血。将门诊

末梢采血的儿童随机分为两组，：穴位点按组 700 例，用按压小天心穴末梢采血的方法，对照组

700 例按操作规程直接末梢采血，让患儿用 Wong-bskerr 面部表情量表卡片评价疼痛，并获得满意

度 

结果  用按压小天心穴的方法采血的儿童，采血前，采血中，采血后，表现良好，儿童都愉快的选

择有点疼的笑脸，满意率为 98.7%，该方法简便易行无副作用减轻了患儿的疼痛及家长的焦虑情

绪，虽然首次提出中医穴位配合采血的方法，但临床效果显著，方法安全可靠，值得临床推广 

结论  小天心为推拿穴位名，出陈氏《小儿按摩经》[3]。位于手掌根部大鱼际与小鱼际相交处，距

大陵穴五分。能治惊风抽搐，烦躁夜啼等症[3]。小天心为经外奇穴名[3]。出《小儿推拿方脉活婴秘

旨全书》[3]。位于手掌根部，大鱼际与小鱼际相接部，距大陵约 0.5 寸处[4]。位于手掌侧，当大、

小鱼际交接处之中点[3]。主治心痛，惊风抽搐，目视不正，高热神昏，小便不通，心绞痛，风湿性

心脏病等[4]。一般用指甲按掐末梢采血以其便利，创伤小，止血快等特点，仍然是很多医院儿童血

https://www.wiki8.com/xiaotianxin_2206/#ref1
https://www.wiki8.com/xiaotianxin_2206/#ref1
https://www.wiki8.com/xiaotianxin_2206/#ref1
https://www.wiki8.com/xiaotianxin_2206/#ref1
https://www.wiki8.com/xiaotianxin_2206/#ref1
https://www.wiki8.com/xiaotianxin_2206/#ref1
https://www.wiki8.com/xiaotianxin_2206/#re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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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分析或其他微量检验采集血液标本的首选，寻找安全有效的非药物方法，减轻患儿末梢采血时的

疼痛和恐惧是每一个检验人为之奋斗的目标。本人通过临床实践，发现按压小天心穴对改善患儿因

疼痛所致的哭闹，拒不合作，甚至肢体攻击等负面情绪有明显改善作用，患儿敏感的情绪得到缓

解，有利于患儿的健康成长。郭建清认为：第一次就形成良好的疼痛控制心理体验，可以增强患儿

对治疗措施的合作性，对今后的治疗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点按小天心穴末梢采血对形成良好疼

痛控制心理体验起到积极地作用，需要注意的是，采血者要严格遵守末梢采血技术规程，掌握针刺

的力度和深度，力求快、准、稳，再配合穴位点按，能显著减轻患儿的疼痛感，有利于医患合作，

本方法简便易行，依从度高，临床效果显著，方法安全可靠，值得临床推广，因第一次提出望前辈

们批评指正。 

 
 

PU-5238 

H2S 在 NLRP3 炎症小体活化中的分子机制 

 
翟晓芸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NLRP3（nucleotide-binging domain-like receptor protein 3）炎症小体是由 NLRP3、ASC 和

caspase-1 组成的分子平台，能够识别来自病原微生物的病原相关分子模式和胞内自身危险信号--

损伤相关分子模式后活化组装。NLRP3 炎症小体活化调控机制研究对于阐明机体免疫反应产生及

调控的机理具有重要意义。硫化氢(Hydrogen sulfide, H2S)是继 NO 和 CO 之后的第三种重要的气

体信号分子,可由机体内源性产生。我们前期研究发现 H2S 合成过程中的关键酶：胱硫醚-γ-裂解酶

的抑制剂炔丙基甘氨酸(PAG)处理，可明显促进小鼠巨噬细胞中 NLRP3 的表达，提示 H2S 可能通

过影响 NLRP3 表达参与 NLRP3 炎症小体的活化调控。然而，H2S 是否可调控 NLRP3 炎症小体

活化，尚有待进一步实验验证；具体的分子机制，有待于进一步阐明。本研究拟利用免疫学、分子

生物学的技术方法(ELISA、Western Blot)以及 NLRP3 炎症小体相关的疾病模型探讨 H2S 在

NLRP3 炎症小体活化中的调控作用，为 NLRP3 相关疾病的免疫调节疗法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1、PAG 对 NLRP3 炎症小体活化的影响 用 H2S 特异性抑制剂 PAG 处理小鼠原代腹腔巨噬

细胞 2h 后，LPS 刺激 7h，最后分别用 ATP、Nig、Flagellin、poly（dA:dT）处理 1h，收集细胞

培养上清。用 ELISA 方法检测上清中 IL-1β 的分泌情况，用 PCR 方法检测 NLRP3、IL-1β 等细胞

因子在 mRNA 水平的表达情况。 2、PAG 调控 NLRP3 炎症小体活化的分子机制 用 PAG 处理小鼠

原代腹腔巨噬细胞 2h 后，LPS 刺激 7h，再用 ATP 处理 1h，裂解细胞。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裂

解液中 NLRP3、ASC 和 caspase-1 的表达情况。  

结果  1、PAG 促进 NLRP3 炎症小体的活化。 2、PAG 促进 NLRP3、ASC 在蛋白水平的表达。

3、PAG 抑制 LPS 诱导的 IL-1β 的分泌。  

结论  H2S 可通过其特异性抑制剂 PAG 影响 NLRP3 表达参与 NLRP3 炎症小体的活化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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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239 

Apoptosis and oxidative stress induced by chrysotile 
asbestos in A549 cells 

 
Yulin Wang1,2,Tingting Huo3,Wanxun Liu1,2,Chenxu Feng3,Jie Yang1,2,Jianjun Deng1,Faqin Dong3 

1.Sichuan Mianyang 404 hospital 
2.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3.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bjective The current study was aimed to determine whether chrysotile asbestos could cause 
oxidative stress and apoptosis in human lung epithelial cells (A549) and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induced cell apoptosis. 
Methods Human lung epithelial cell (A549) cells exposed to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chrysotile 
asbestos dust, detection of cell viability by MTT assay, detection of cell apoptosis rate, 
intracellular ROS level and mitochondrial membrane potential by flow cytometry before and after 
pretreatment of N-acetyl-l-cysteine (NAC) of ROS inhibitor, detection the concentration of MDA 
and GSH and the activity of SOD in each concentration group, determination of caspase-3, Bax, 
Cyt c and p53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Our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chrysotile asbesto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proliferation of A549 cells. Additionally, chrysotile asbestos increased ROS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It injured the antioxidant defense system and caused lipid peroxidation, of which the 
glutathione (GSH),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were dramatically decreased and the 
malondialdehyde (MDA)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Excessive production of ROS up-regulated 
pro-apoptotic protein P53 and Bax to depress the mitochondrial membrane potential (MMP) and 
promote cytochrome c (Cyt c) to release into cytosol, which triggered downstream apoptotic 
protein caspase-3 to induce cell apoptosis. Furthermore, N-acetyl-L-cysteine (NAC) was applied 
to inhibit the production of ROS. NAC pretreatment hindered the decrease of MMP, reduced the 
expression of P53, Bax and Cyt c, of which down-regulated caspase-3 and reduced cell 
apoptosis. 
Conclusions chrysotile asbestos caused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and cell oxidative stress 
injury to induce apoptosis by regulating ROS/P53/Bax mitochondrial pathway. The 
results could help to provide a foundation for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 of 
toxic effects of chrysotile asbestos on human body 
 
 

PU-5240 

Bact/ALERT 3D 血培养仪阳性报警标本的生长曲线、报阳时间 

及血培养瓶底部颜色在判断血培养假阳性中的应用研究 

 
董世雷 

浙江医院 

 

目的  研究并了解 Bact/ALERT 3D 血培养仪中阳性报警标本的生长曲线、报阳时间及血培养瓶底部

颜色与血培养假阳性报警之间的关系，为快速而准确识别血培养假阳性报警、降低血培养标本假阳

性率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将血培养阳性报警标本的血培养瓶底部颜色归类后分为 I、II、III、IV 4 个等级，同时收集阳

性报警标本的 OD 值、生长曲线、报阳时间以及病原菌种类，然后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 20.0 对

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共收集血培养假阳性报警标本 126 个，假阳性率为 35.1%，平均报阳时间为 18.7 小时，报

警血培养瓶底部颜色等级平均值为 2.5，共收集真阳性报警标本 233 个，真阳性率为 64.9%，其中

革兰阴性杆菌、革兰阳性球菌和真菌的数量和所占比例依次为 118 株（32.9%）、92 株（25.6%）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789 

 

和 17 株（4.7%），平均报阳时间依次为 20.1、27.1 和 43.5 小时，阳性报警血培养瓶底部颜色等

级平均值依次为 3.6、3.7 和 4.0。 

结论  与真阳性报警标本相比，血培养假阳性标本的瓶底颜色等级和 OD 差值较低（P<0.05）、报

阳时间较早（P<0.05），且假阳性标本的报阳曲线大部分为慢加速型报阳曲线。 

 
 

PU-5241 

V-ATPase V1G1 亚基在肝癌中的表达及 其功能的研究 

 
朱璇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本文研究目的是探讨 V-ATPase 亚基之一 ATP6V1G1 在肝癌组织和肝癌细胞中的表达水平，

明确 ATP6V1G1 过表达后对肝癌细胞生物学功能的影响。 

方法  构建 ATP6V1G1 过表达的 SMMC-7721、HCC-LM3 肝癌细胞稳转株，每种细胞各分为对照

组、病毒空载组、过表达组三组，采用 qRT-PCR 及 Western-blot 分别检测三组细胞中

ATP6V1G1 的 mRNA 表达水平和 Flag 蛋白的表达情况，运用细胞单克隆形成实验检测细胞的克隆

能力，并进行 CCK8 实验检测细胞的增殖能力，利用 Transwell 实验检测各组细胞的迁移和侵袭情

况，最后通过流式细胞周期实验检测各组细胞的周期情况。采用 SPSS16.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P＜0.05 被认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  7721 和 LM3 中，过表达组的 mRNA 表达量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和病毒空载组（均为 P＜

0.05），WB 实验中过表达组出现 Flag 蛋白条带，表明 ATP6V1G1 过表达的 SMMC-7721、LM3

肝癌细胞稳转株构建成功；过表达组的细胞克隆数量均明显高于其他两组（P＜0.05）；CCK8 实

验发现，过表达组的细胞增殖能力均比其他两组要高（均为 P＜0.05）；Transwell 实验表明，过

表达组的迁移和侵袭能力均比另外两组要强（P＜0.05）；流式细胞周期实验发现， ATP6V1G1 过

表达可使 7721 细胞阻滞于 G2/M 期，即细胞分裂能力增加，并减短 S 期，促进细胞的生长代谢，

同时使 LM3 的 G0/G1 期阻滞， S 期减短，发挥促癌作用，不同侵袭性的肝癌细胞中，ATP6V1G1

过表达对细胞周期影响的具体机制具有一定的差异。 

结论  ATP6V1G1 过表达对肝癌细胞的单克隆形成能力、细胞增殖能力、细胞迁移及侵袭能力均有

促进作用，表明 ATP6V1G1 参与到肝癌细胞的生长发展以及转移侵袭等各个环节中并发挥促癌作

用，为肝癌的发生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PU-5242 

An Differential Diagnose Model of SCA3 Based on Back 
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BPNN) 

 
Lanshu Xiao1,Minjin Wang1,Yanbing Zhou1,Rui Liao2,Binwu Ying1 

1.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2.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Spinocerebell arataxia type 3 (SCA3) is the most common SCA worldwide, which is a 
kind of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SCA3 belongs to the group of autosomal dominan disorder 
caused by a CAG repeat expansion at the ATXN3 gene that codes for ataxin-3. Its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differ from onset age and individual. Besides, the pathological signs of SCA3 
showed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As a consequence, misdiagnosis and missed diagnosis occur 
frequently due to inexperienced doctors or doctors’ subjective misjudgment during initial 
diagnosis, which is disadvantage of SCA3’ further therapy and genetic analysis. Therefore, we 
hope to establish a differential diagnose model of SCA3 and other common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by screening out their respective clinical features and using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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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stic regression methods. And we hope this model can provide new methods for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Methods We included 55 patients with SCA3 diagnosed by clinical and genetic analysis and 40 
patients with Parkinson disease (PD) who were also clinically diagnosed in the previous study. 
Patients included in the study were assessed by the same neuropathological signs, including 95 
features. 70% of them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training set of the model and 30% as the 
testing set. The model output the category of the input data, that’s to say, whether it’s SCA3 or 
not. Both BP neural network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pply to classification problems, the 
difference being that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can capture more complex features from the 
original input. 
Results After preliminary debugging and calculation of the BP neural network model, we verified 
the results of the training set and the test set. The model has accuracies of 0.94 and 0.89 on the 
training and testing, respectively. The sensitivity , specificity, on the testing set (trainingset) are 
0.81 (0.89), 0.90 (0.95), respectively. The areas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urve on the testing 
and training sets are 0.90 and 0.97,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preliminary study shows that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e model based on BP 
neural network has been used successfully in discriminating SCA3 and PD. This model will 
promise to be applied to the diagnosis of more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if expanding the 
model’s included sample and optimizing further.   
 
 

PU-5243 

microRNA-17 在西部地区结核病患者 

外周血中的差异表达及临床意义 
 

microRNA-17 在西部地区结核病患者外周血中的差异表达及临床意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结核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传染病，且我国是全世界第三结核病高负担国家，面临着

严峻的发病率和耐药率，本文旨在探讨 miRNA-17 在中国西部活动性结核病患者外周血表达及其临

床意义。 

方法  通过 GCBI 生物信息学数据库筛选结核感染关键基因，通过 miRTarBase 软件预测关键基因

的靶向 miRNAs，结合已发表的权威文献，筛选出与结核感染可能相关的候选标志物 miRNA-17。

在中国西部地区随机纳入无亲缘关系的汉族活动性结核病患者和汉族健康个体各 72 例。采集外周

血并提取 RNA，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miRNA-17 在病例组和对照组中的表达量。利用

SPSS16.0 对各组表达量进行差异表达分析，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 miRNA-17 作

为结核病诊断标志物的临床价值。 

结果  活动性结核病患者组的 miRNA-17 表达量明显高于健康个体对照组(P<0.05)，表达丰度增加

2.236 倍；诊断效能分析显示 miRNA-17 分离结核患者和健康个体的曲线下面积（AUC）为

0.5827，95%CI 为 0.4838-0.6815；以最大约登指数作为最佳截点，计算敏感性为 0.750，特异性

为 0.668，阳性似然比为 3.267，阴性似然比为 0.481。 

结论  以上结果提示 miRNA-17 可能参与活动性结核病的发生、发展，未来可能成为潜在的新型结

核病诊断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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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244 

两个中国人先天性眼外肌纤维化家系致病基因突变的鉴定 

 
肖亚雄 1,2,赵秀丽 2,张剑飞 3 

1.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2.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学院医学遗传学系 

3.张家口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 

 

目的  对两个中国人先天性眼外肌纤维化综合征（congenital fibrosis of the extraocular muscles，

CFEOM）家系进行致病基因突变分析。 

方法     本研究收集两个 I 型 CFEOM 家系（CFEOM1），采集外周血 3-5ml/人份，采用酚-氯仿法

提取外周血基因组 DNA；通过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Sanger 测序在先

证者 KIF21A 基因内第 2-3、8、18-20、21-22 号外显子中进行突变分析，筛查候选致病突变；根

据先证者候选致病突变，设计错配引物，引入 Nco I 限制性酶切位点，通过突变区域的限制性片段

长度多态性分析（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RFLP）在两个家系中进行突变致病

性验证。 

结果    在两个家系先证者中均发现位于 KIF21A 基因第 21 号外显子内的杂合性错义突变

c.2860C>T(p.R954W)； RFLP 分析结果发现上述突变与两个家系中患者 CFEOM 特征共分离。 

结论   KIF21A 基因第 21 号外显子内的杂合错义突变 c.2860C>T 是导致两个 CFEOM1 家系的致病

原因。该研究结果再次证明 c.2860C>T 是 KIF21A 基因导致 CFEOM1 的突变热点；KIF21A 基因

的突变检测是明确 CFEOM 临床诊断的优选方法，建立基于针对该突变热点的快速基因诊断方法具

有重要临床意义。 

 
 

PU-5245 

ISO15189 质量管理体系下检验前相关质量指标的持续改进 

 
寸倩滢,陈艳芝 

云南省保山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本院检验科在 ISO15189 质量管理体系下检验前相关质量指标的持续改进，提高检验质

量，确保结果的准确性。 

方法   利用实验室信息系统收集云南省保山市人民医院 2014 年 4 月至 2018 年 4 月检验科的不合

格标本数量，分为 4 个时间段，分别统计标本类型错误率、标本容器错误率、标本采集量错误率、

抗凝标本凝集率及血培养污染率，并进行比对。 

结果  本实验室从 2014 年开始运行 ISO15189 质量管理体系以来，检验科不断完善自我，加强相

关人员能力培训，通过向医护人员共同分析不合格标本情况，在医院进行宣教培训，并予以改进，

同时加强各部门内管理人员之间的沟通，赢得了院领导及各部门的信任，检验前相关质量指标均稳

步提升，提高了检验质量。 

结论  医学实验室建立 ISO15189 质量管理体系并有效运行，可以降低检验标本的不合格率，对检

验质量的提升有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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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246 

mTOR 信号调控 MAIT 细胞的发育 

并决定 MAIT1 和 MAIT17 的分化 

 
褚帅,裘宇容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探究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信号在黏膜相关恒定的 T 淋巴细胞（MAIT）发育和

功能性亚群分化中的作用。 

方法  使用 Raptorf/f 和 Rictorf/f 的 C57bl/6J 小鼠与携带 CD4cre 的 C57bl/6J 小鼠繁殖出 mTOR、

Raptor 和 Rictor 分别条件性敲除和未敲除的小鼠，获取胸腺、脾脏、外周淋巴结、肺和肝脏中的

免疫细胞，应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各组织中 MAIT 细胞的发育状况和功能性亚群。利用 Mr1-tetramer

和 TCRαβ 标记检测 MAIT 细胞在各组织中的数量；利用 CD24 和 CD44 检测 MAIT 细胞所处发育

阶段；检测转录因子 PLZF、 T-bet 和 RORγt，表面分子 ICOS 和 CD122 的表达，细胞因子干扰

素 γ（IFN-γ）和白介素 17A（IL-17A）反应 MAIT 细胞功能性亚群 MAIT1 和 MAIT17 的分化。 

结果  mTORf/f CD4cre、Raptorf/f CD4cre 和 Rictorf/f CD4cre 小鼠体内各组织 MAIT 细胞数目均下

降，mTORf/f CD4cre 小鼠体内 MAIT 细胞数量下降最为严重，Raptorf/f CD4cre 次之。三种小鼠

MAIT 细胞的发育均受阻，mTORf/f CD4cre 和 Raptorf/f CD4cre 小鼠胸腺中处于阶段 3 的成熟

MAIT 细胞数目下降，其中 mTORf/f CD4cre 小鼠胸腺中成熟 MAIT 细胞缺失；Rictorf/f CD4cre 小

鼠阶段 1、2 和 3 的 MAIT 细胞数目均下降。Raptorf/f CD4cre 小鼠 PLZF+T-bet+MAIT 细胞群缺

失，PLZF+RORγt+MAIT 细胞群比例上升；CD122+ICOS-MAIT 细胞群缺失，CD122-ICOS+MAIT

细胞群比例上升但是数目下降。 

结论  mTOR、Raptor 和 Rictor 蛋白在 MAIT 细胞的发育和功能性亚群分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单

独敲除 mTOR、Raptor 或 Rictor 的 MAIT 细胞数目下降或缺失，成熟收到阻滞。Raptor 倾向于支

持 MAIT1 细胞的分化而 Rictor 倾向于支持 MAIT17 细胞的发育。 

 
 

PU-5247 

关于检测 SNP rs1800566 的 PNA 介导的 LAMP 方法的建立 

 
董智慧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NQO1 是一种重要的 I 相反应酶，该基因 cDNA609 上 C/T 单核苷酸多态性（SNP 

rs1800566）会引起酶的活性减低。环介导等温扩增(LAMP)方法主要利用两对或三对特异性引物和

具有链置换活性的 Bst DNA 聚合酶,恒温条件下连续快速扩增，具有反应条件简单、结果易判读、

高灵敏度等特点。PNA 是一种人工合成的 DNA 类似物，能够与 DNA 特异性结合且稳定性极高。

我们的目的是利用 PNA 构建能够准确、快捷地检测 SNP rs1800566 的 LAMP 方法。 

方法  1.    样本选取：首先 TA 克隆构建针对 SNP rs1800566 的 CC 型和 TT 型质粒并通过测序验

证。其次找出并测序验证 SNP rs1800566 的 CC 型、TT 型、和 CT 型的三型正常人 DNA 样本。 

2.    设计引物和探针：设计针对检测 SNP rs1800566 的 LAMP 引物和 PNA 探针，引物包括

FIP&BIP、F3&B3 2 对，PNA 探针分别为针对 C 位点的 CAGTTGAGGTTCTAAG 和针对 T 位点的

CAGTTGAGATTCTAAG 两条。3.    用已经构建好的 CALR 突变 LAMP 检测体系验证将采用的反

应液和酶的可用性和稳定性。4.    摸索反应条件：反应体系为反应液（含荧光染料）19ul，引物

（FIP 和 BIP 40uM，F3 和 B3 5uM）、探针（PNA 20uM）和酶各 1ul，模板 2ul。条件摸索包

括：（1）将合成的 10 套引物在 63℃ 1h 的反应条件下反应，选取信号较强、区分 SNP 型别较好

的引物。（2）比较 63℃-68℃之间各温度下的反应情况，摸索最合适温度。 （3）引物浓度设置

梯度比较（FIP&BIP 浓度为 0.8uM-1.6uM，F3&B3 浓度是前者 1/8），选择最适引物浓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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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不同浓度质粒和正常人 DNA 样本的 LAMP 反应差异。（5）比较不同厂家（上海速创、日本

荣研、NEB）的试剂的反应结果 

结果  在特异性引物 FIP&BIP 为 1.6uM、B3&F3 为 0.2uM 的浓度条件下，利用 PNA 探针，65℃ 

1h 的 LAMP 反应能够较好地检测和区分 SNP rs1800566 的三种不同型别。 

结论  成功地利用 PNA 构建了检测 SNP rs1800566 LAMP 方法。 

 
 

PU-5248 

低氧环境下维生素 C 对结肠癌细胞的毒性及其机制初探 

 
刘建华,钟白云,赵志丹,刘萌,王恝歆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研究维生素 C 对结肠癌细胞的毒性及其作用机制，并探讨低氧环境下其毒性有无改变及分子

机制，为临床合理、有效地应用维 C 治疗肿瘤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方法  用 CCK-8 法或曙红染色法检测维 C 干预后结肠癌细胞和人体正常细胞的细胞存活率，并得

出 IC50 值。采用活性氧（ROS）试剂盒检测不同条件下（不同时间、不同浓度以及抗氧化剂或过

氧化氢酶预孵育）维 C 引起的细胞 ROS 水平变化。采用凋亡检测试剂盒分析细胞凋亡情况。利用

二氯化钴（CoCl2）构建细胞低氧模型，探讨低氧环境下维 C 对结肠癌细胞的 IC50 变化以及细胞

ROS 含量变化。后续通过构建低表达 HIF1a 的细胞模型和低表达 GLUT1 的细胞模型，再次检测

低氧环境下一定浓度的维 C 对细胞存活率的影响。 

结果  常氧下，维 C 对结肠癌细胞 SW480 的 IC50 为 1.1mM，对结肠上皮细胞的 IC50 为

10.6mM，对人淋巴细胞的 IC50 大于 20mM。维 C 可引起 SW480 细胞 ROS 增多，导致细胞死

亡，此效应可被抗氧化剂或过氧化氢酶拮抗，且维 C 的作用呈浓度依赖性和一定的时间依赖性。维

C 干预后，结肠癌细胞凋亡百分比增多。低氧环境下，维 C 对结肠癌细胞 SW480 的 IC50 为

3.6mM，较常氧下增大，表现为对维 C 耐药，且低氧时细胞 ROS 产生明显减少（P<0.05）。低氧

环境下，3mM 维 C 干预后，低表达 HIF1a 的 SW480 细胞存活率为 30.82%，低表达 GLUT1 的

SW480 细胞存活率为 60.50%，而正常 SW480 细胞存活率为 72.58%，前者与常氧下同样浓度维

C 干预后的细胞存活率 14%较为接近。 

结论  药理学浓度的维 C（0.3mM~10mM）可选择性杀死结肠癌细胞。维 C 导致结肠癌细胞死亡与

氧化损伤密切相关，其可引起细胞 ROS 增多，导致细胞死亡，且死亡方式与细胞凋亡机制有关。

低氧环境下，维 C 对结肠癌细胞的毒性明显减弱，表现为结肠癌细胞对维 C 的耐药，而低氧环境

下 HIF1a 的表达上调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有望成为改善维 C 抗癌效果的干预靶点。 

 
 

PU-5249 

Jab1/Cops5 contributes to chemoresistance in breast 
cancer by regulating Rad51 

 
Yunbao Pan1,Guohong Liu2,Shuang Guo1,Yirong Li1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Objective Jab1 overexpression correlates with poor prognosis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suggestting that targeting the aberrant Jab1 signaling in breast cancer could be a promising 
strategy. In the current study, we investigate the hypothesis that Jab1 positively regulates the 
DNA repair protein Rad51 and, in turn, the cellular response of breast cancer to chemotherapy 
with adriamycin and cispla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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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driamycin resistant MCF-7 (MCF-7R) and parental MCF-7 breast cancer cell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hypothesis that Jab1 positively regulates the DNA repair protein Rad51 
and, in turn, the cellular response of breast cancer to chemotherapy with adriamycin and cisplatin. 
High-throughput mRNA sequencing (RNA-Seq) data from 113 normal and 1109 tumor tissues 
(obtained from 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 data were integrated to our analysis to give 
further support to our findings. 
Results We found that Jab1 was overexpressed in MCF-7R cell lines and that knockdown of 
Jab1 expression conferred cellular sensitivity to adriamycin and cisplatin both in vivo and in vitro. 
By contrast, exogenous Jab1 expression enhanced the resistance of breast cancer cells to 
adriamycin and cisplatin. Moreover, we discovered that Jab1 positively regulated Rad51 in p53-
dependent manner and that overexpression of Rad51 conferred cellular resistance to adriamycin 
and cisplatin in Jab1-deficient cells. Data from TCGA further validated an correlation between 
Jab1 and Rad51 in breast cancer, and elevated Jab1 and Rad51 associated with poor survival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Jab1 association with Rad51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ellular response to chemotherapy in breast cancer. Therefore, Jab1 and Rad51 are novel 
biomarkers for predicting the outcome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PU-5250 

苏式接骨胶囊对大鼠胫骨干骨折早期愈合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俞媛,白雪,王毅 

天津医院 

 

目的  观察苏式接骨胶囊（Sus）对大鼠胫骨干骨折早期愈合的影响，并探讨其作用机制。 

方法   实验用 SD 大鼠随机分为 3 组，行胫骨干骨折术，术后第二天用苏式接骨胶囊给予干预，分

为假干预组（sham 组），Sus 剂量分别为 140、280mg/Kg/d 组（Sus-140 组、Sus-280 组）。干

预 10 天后处死动物，取患侧肢体观察骨折愈合情况，通过 X 线对骨折愈合情况进行评分；Micro-

CT 观察骨折断端骨痂的三维图像，并进行定量分析；RT-PCR 检测外周血中 VEGF、PDGF、

PECAM-1(CD31)等因子在 mRNA 水平的表达；骨痂组织行病理形态观察，计数骨痂血管数。 

结果  Micro-CT 显示，同 sham 组相比较，Sus-140 组、Sus-280 组的 Tb.BV/TV（%）高于 sham

组（p＜0.05），且 Sus-140 组、Sus-280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Sus-140 组、Sus-

280 组 Tb.Th（mm）高于 sham 组，Sus-280 组同 sham 组和 Sus-140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 p＜0.01），sham 组和 Sus-140 组间无统计学意义（p＞0.05）；Sus-280 组的 Tb.N（mm）

高于 sham 组和 Sus-140 组（p＜0.05），sham 组、Sus-140 组及 Sus-280 组间无明显差异（p＞

0.05）；VEGF、PDGF、CD31 各因子 mRNA 水平表达量，Sus-280 组各因子相对表达量均高于

sham 组（p＜0.05）；Sus-140 组 VEGF 的表达量高于 sham 组，PDGF、CD31 同 sham 组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Sus-280 组各因子相对表达量均高于 Sus-140 组（p＜0.05）；骨痂

内血管数计数显示，Sus-140 组高于 sham 组（p＜0.05），Sus-280 组高于 Sus-140 组和 sham

组（p＜0.05） 

结论  苏式接骨胶囊在大鼠胫骨干骨折早期愈合过程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且随药物浓度的增加，效

果更加显著；其作用机制可能是促进了 VEGF、PDGF、CD31 各因子的分泌从而促进骨痂内血管

的增加，进而加速了骨痂的钙化及骨折的早期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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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251 

结直肠癌患者血清 PCAT-1 的表达及其意义 

 
倪慧,申娴娟,鞠少卿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血清前列腺癌相关非编码 RNA 转录物 1（PCAT-1）在结直肠癌（CRC）中的辅助诊断

价值。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 月在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手术治疗并经病理确诊的 CRC 患者

73 例，结直肠息肉患者 54 例，健康对照者 62 名。运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的方法分别检测 CRC

患者、结直肠息肉患者、健康对照者血清 PCAT-1 的表达水平。分析 CRC 患者血清 PCAT-1 的相

对表达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评估 PCAT-1、癌胚抗原

（CEA）及糖类抗原 199（CA199）单独和联合检测对 CRC 的诊断价值。 

结果  CRC 患者、结直肠息肉患者和健康对照者血清 PCAT-1 的相对表达量分别为 2.190 0

（0.852 5，6.715 0）、0.586 5（0.331 8，1.697 0）、0.530 0（0.127 5，0.957 5）。CRC 患者

血清 PCAT-1 的表达水平与患者年龄（U=593，P=0.753 3）、性别（U=536，P=0.390 8）、肿瘤

大小（U=549，P=0.557 2）、肿瘤部位（U=584，P=0.426 7）无关，而与肿瘤分化程度

（U=30，P=0.038 4）和肿瘤分期（U=399，P=0.005 0）相关。ROC 曲线分析血清 PCAT-1、

CEA 及 CA199 对 CRC 的诊断效能。CRC 患者区别于健康对照者，PCAT-1、CEA 和 CA199 的

ROC 曲线下面积 （AUC）分别为 0.836、0.756、0.493。三项指标联合检测敏感度为 93.2%

（68/73），高于单一指标。 CRC 患者区别于结直肠息肉患者，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39、

0.673、0.515。三项指标联合检测敏感度为 95.9%（70/73），高于单一指标。 

结论   PCAT-1 对 CRC 具有辅助诊断价值。PCAT-1、CEA 和 CA199 联合检测显著提升 CRC 的

诊断效能。 

 
 

PU-5252 

脑卒中伴消化道出血相关危险因素回顾性分析 

 
白金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脑卒中患者伴消化道出血的相关危险因素，从而为指导脑卒中合并消化道出血预

防性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广东省广州市珠江医院神经内科 53 例脑卒中伴消化道出血的患者。将患者性别、年龄、

卒中史、病变类型、高血压、糖尿病、肺部感染、吸烟、饮酒、意识状态（GCS 评分）、家族

史、入院首次凝血四项结果纳入考察指标，并收集阴性病例 144 例以作为对照组。对各考擦指标进

行 Logistic 二元回顾性分析，分析脑卒中患伴消化道出血的独立危险相关因素。 

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病变性质、肺部感染 、饮酒、意识状态、纤维蛋白原（FIB），存在统计学

差异(p 值均小于 O．05)。在二元回归分析中，脑卒中伴消化道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为病变性质、

饮酒意识状态和 FIB(p < 0.05)。 

结论  病变性质、饮酒、意识状态和 FIB 是脑卒中伴消化道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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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253 

Sysmex UC3500 尿干化学分析仪性能验证与评价 

 
厉天颖 

湘雅二医院 

 

目的  本实验旨在对 Sysmex UC3500 尿干化学分析仪及其配套试纸进行性能验证，评价其检测性

能是否达到标准要求，同时为其他干化学尿液分析仪的性能评估提供方法参考。 

方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药行业标准干化学尿液分析仪通用技术条件（YYT0475-2011）及尿

液分析试纸条通用技术条件（YYT0478-2011）对尿干化学分析仪及其配套试纸的要求，收集湘雅

二医院的门诊和住院病人标本，设计实验在 Sysmex UC3500 上检测隐血、白细胞酯酶、葡萄糖、

尿蛋白、尿胆原、胆红素、比重、亚硝酸盐、酮体、酸碱度十个项目，对 UC3500 仪器的重复性、

稳定性、携带污染、配套质控符合率及试纸条的重复性、批间差、准确度及抗干扰等指标进行验

证。并选取 75 例标本分别在参加室间质评的基准仪器及 UC3500 上进行检测，比对两台仪器检测

结果的一致性。 

结果  仪器精重复性、稳定性、携带污染、配套质控符合率及试纸重复性、准确度、批间差、抗干

扰验证均符合行业标准；比重和 pH 无显著性差异；其余 8 项指标阴/阳性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appa 值均大于 0.40。 

结论  Sysmex UC3500 全自动尿干化学分析仪及其配套试纸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行业标准，满足

临床检验需要。 

 
 

PU-5254 

孝感地区成人糖化血红蛋白水平的流行病学调查 

 
王斌,宁宜国,张露,王莉,王艺耘,黄勇进 

湖北航天医院 

 

目的  检测孝感地区人群全血糖化血红蛋白(glycosylated hemoglobin Al，HbA1c)水平，以探讨该

地区人群 HbA1c 水平在性别和年龄上的分布特点及其之间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5 年 3 月-2016 年 10 月湖北航天医院体检的 8527 份样本，应用上海惠中

MQ2000PT 全自动糖化血红蛋白分析仪检测 HbA1c 受试者水平。 

结果  8527 名体检者 HbA1c 的异常率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且其水平呈现出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

渐增高的趋势。男、女之间 HbA1c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孝感市健康人群 HbA1c 水平随年龄而逐渐升高，在 40 岁以上人群中，更应重视糖尿病的筛

查。 

 
 

PU-5255 

高危型人乳头瘤状病毒 DNA 感染与宫颈病变的关系 

 
谭琪,宗明,虞珊珊,通讯作者：范列英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目的  研究高危型人类乳头状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HPV）DNA 感染与宫颈病变的关

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64 例在上海市东方医院妇科门诊同时行高危型 HPV DNA 分型检测及液基细胞

学检测（thinprep cytologic test，TCT）筛查宫颈疾病患者的临床资料，HPV DNA 或 TCT 检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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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者或有临床症状者进一步行阴道镜宫颈病理活组织检查，分析高危型 HPV DNA 感染与宫颈病变

的关系。 

结果  2064 例女性共筛查出 HPV 感染者（含单一感染及多重感染）276 例 ，感染率 13.40％，

HPV 单一感染亚型前六位分别是 16、52、58、59、18、39，其中 HPV16 型单一感染者 33 例，

占阳性感染率的 15.0％；HPV52 型单一感染者 32 例，占阳性感染率的 14.5％；HPV58 型单一感

染者 23 例，占阳性感染率的 10.5％；多重感染者共 56 例，占阳性感染率的 20.29%。多重感染与

各单一感染组比，其相关 TCT LSIL 及以上病变统计学分析无明显差异（P>0.05）；HPV16 型相

关的宫颈组织病变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我们的研究显示 HPV DNA 16 型与宫颈鳞状上皮内瘤变及宫颈癌密切相关（P ＜0.05）。与

其他高危型 HPV DNA 感染和多重感染相比，HPV DNA 16 型感染相关的子宫上皮内瘤变和癌变可

能性增加，但限于样本数量限制，研究所得结论有限，在后续研究中需进一步加大研究样本量，以

期得到更为准确的流行病资料。  

 
 

PU-5256 

滨州地区 0-14 岁呼吸道感染患儿肺炎支原体抗体检测结果分析 

 
王加芬 

滨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 14 岁及 14 岁以下呼吸道感染儿童肺炎支原体（mycoplasma pneumoniae,MP）感染情

况及流行病学特征 

方法  对 2016 年 1 月-12 月在滨州市人民医院就诊的患儿 12838 例采用被动凝集法检测血清 MP 抗

体，分析其结果和临床资料。采用 SPSS16.0 软件进行 X2 检验。 

结果  MP 感染率为 41.42%（5318/12838），其中女性患儿感染率为 48.71%，男性患儿感染率为

37.3%。6-14 岁组 MP 感染率为 59.85%，高于<1 岁组感染率为 18.22%，1-3 岁组感染率为

26.66%，3-6 岁组感染率为 41.88%，随年龄增长阳性标本检出率逐渐增高，学龄期儿童检查率最

高。12 月感染率最高为 57.59%，高于 1-11 月，7 月感染率最低为 28.49%。肺炎支原体感染在不

同性别、年龄组、季节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呼吸道感染患儿中以大叶性肺炎 MP

感染阳性率最高，其次为间质性肺炎。 

结论  滨州地区儿童 MP 感染全年均有发生，女性患儿发病率高于男性患儿，冬季常见，学龄期儿

童感染率最高，呼吸道感染患儿以大叶性肺炎感染 MP 阳性率最高。 

 
 

PU-5257 

高血压患者血液流变学参数与血糖血脂的相关性研究 

 
陈瑶瑶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探讨高血压患者的血液流变学参数与其血糖血脂的相关性。 

方法  检测 100 例高血压患者的血流变学以及血糖血脂指标,并将其分为血糖血脂均正常组、血糖异

常组、血脂异常组、血糖血脂均异常组，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血糖血脂均异常组的全血黏度、血浆粘度、红细胞刚性指数与血糖血脂均正常组相比较，差

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血糖异常组的血浆粘度与血糖血脂均正常组相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意义（P<0.05）；血脂异常组的全血黏度高切、红细胞刚性指数与血糖血脂均正常组相比较，差

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血脂异常组的红细胞刚性指数与血糖血脂均异常组相比较，差异有

显著性意义（P<0.05）；高血压患者的全血黏度中切、全血黏度高切、红细胞刚性指数与血糖浓

度呈正相关（P<0.05）；甘油三酯是全血黏度低切升高的影响因素（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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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高血压患者的部分血液流变学参数与血糖血脂有密切关系。定时监测高血压患者的血流变指

标，为高血压患者调脂降压降血糖有重要的使用价值，并且对临床诊断、药物治疗以及预后观察提

供了参考依据。 

 
 

PU-5258 

两种富硅细颗粒矿物粉尘对 A549 细胞的毒性作用研究 

 
杨芝芝 1,霍婷婷 2,董发勤 2,邓建军 1,曾娅莉 1 

1.四川绵阳四〇四医院 

2.西南科技大学 

 

目的   研究石英和纳米二氧化硅两种富硅细颗粒矿物粉尘对 A549 细胞的毒性作用。  

方法  采用体外培养的方法，检测细胞存活率、总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甘肽（GSH），

分析其对 A549 细胞周期阻滞和凋亡的影响。 

结果   随着矿物粉尘浓度的升高，细胞的死亡率明显升高，SOD 活性增高，GSH 含量降低，存在

剂量效应关系；石英和纳米二氧化硅还能够诱导 A549 细胞在 G2 期被阻滞，并诱导部分凋亡。 

结论   超细石英和纳米二氧化硅粉尘均能够破坏细胞膜的完整性，引起氧化损伤，诱导 A549 细胞

周期阻滞和凋亡，且纳米二氧化硅粉尘的细胞毒性强于石英粉尘，氧化应激可能是超细石英和纳米

二氧化硅粉尘引起 A549 细胞周期阻滞和凋亡的机制之一。 

 
 

PU-5259 

珠江医院 2234 例地中海贫血检测的血液学表型和基因型分析 

 
秦嘉敏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了解人群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率，探讨地中海贫血不同基因型对血液学表型的影响以及 HbA2

的界值筛查地中海贫血的价值。 

方法  收集 2016～2017 年期间来本院做地中海贫血诊断的患者或正常人的相关数据。采用回顾性

分析方法，整理的数据资料包括基因诊断结果、血常规结果（MCV、MCH、HGB）以及电泳结

果，计算地中海贫血基因人群总携带率以及各突变携带率，比较地中海贫血的常见基因型对血液学

表型的影响程度，分析本院 HbA2 界值对诊断地中海贫血的影响。数据分析使用 Graphpad prism 

6.0 以及 Excel 2007 软件。 

结果  共收集本院 2234 例样本，实查正常人 1237 例以及地中海贫血携带者或患者 997 例。地中海

贫血基因携带率 44.6%，人群突变携带率较高的前六种基因型依次为：(--SEA/)，24.5%；CD41-

42(-CTTT)，7.7%； (-α3.7/)，7.1%； IVS-Ⅱ -654(C>T)，4.6%；CD17(AAG>TAG)，2.9%； (-

α4.2/)，2.7%；-28(A>G)，1.7%。MCV、MCH 在 α-地中海贫血与 β-地中海贫血男女人群中没有差

异，但是 HGB 男性比女性高；--SEA 血液学表型比(-α3.7/)和(-α4.2/)严重，(-α3.7/)和(-α4.2/)之间血液学

表型没有差异；在 β-地中海贫血中，-28(A>G)突变影响表型较轻，CD41-42(-CTTT)、IVS-Ⅱ-

654(C>T)、CD17(AAG>TAG)之间没有血液学表型差异；(--SEA/)合并 CD41-42(-CTTT)突变血液学

表型变轻。本院把 HbA2界值提高至 2.8%降低了 α-地贫漏检率。 

结论  本次调查分析真实地反映了本院地中海贫血检测的基本情况，为临床诊断地中海贫血提供可

靠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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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260 

HPV 分型及液基细胞学(TCT)联合检测 

在宫颈上皮内瘤样变早期筛查中的应用价值 

 
张丽科,张木旺 

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比较人乳头瘤病毒 HPV 分型检测核酸和液基细胞形态学 TCT 在子宫颈上皮内瘤样变早期筛

查应用中的各自方法学优劣，得出一套合理临床病理诊断程序，在特异度和灵敏度上提供理论依

据。 

方法  采用流式荧光（液态芯片）检测技术进行 HPV 亚型分型（包括 17 种高危型别和 10 种低危

型别）检测，宫颈脱落细胞 TCT 的细胞学病理报告采用液基细胞学 TBS 诊断系统，对已行进行阴

道镜下异常转化区定位活检、病理检查进行回顾性分析。以病理检查结果为最终诊断标准。检查结

果用 SPSS17.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在 227 例观察对象中，TCT 结果异常病例 90 例，其中 HPV 阳性 74 例，病理检查结果异常

病例有 143 例。HPV 阳性患者病毒亚型在正常对照组中，检出率最高的依次是 HPV52,53,18，

58,51,66 型，在有病理性改变的组中，检出率最高的依次是 HPV16，52，58，18，51，53，

56,66 型。以病理活检为最终诊断标准，单项检测中，HPV 分型检测灵敏度最高（72.0%），TCT

细胞学检测特异度最高（73.8%）而 HPV 分型+TCT 联合检测灵敏度（80.4%）、阳性预测值

（71.4%）、阴性预测值（59.4%）、诊断符合率（67.4%）都明显好于两者的单独检测。 

结论  HPV 感染率集中在年龄中段，即 30～50 岁间；HPV 感染尤其是高危型别感染是宫颈细胞病

变的主要原因；TCT 与 HPV 检测具有良好的一致性，推荐联合 HPV 分型与细胞学 TCT 检测筛查

子宫颈上皮内瘤变。 

 
 

PU-5261 

Wnt 信号通路抑制基因 DKK1、WIF1 单核苷酸多态性 

与结核易感性的相关研究 

 
王念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此篇文章目的在于探讨 Wnt 信号通路基因 DKK1、WIF1 单核苷酸多态性与中国汉族人群临

床表型和结核易感性的关系。 

方法  采用 MassARRAY 质谱分析法对 475 例结核病患者（  病 例组）和 370 例健康对照(对照

组）进行Ｗｎｔ信号通路中 2 个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SNP）检测，分别为 DKK1 基因

rs11001548 位点和 WIF1 基因 rs58635985 位点。计算目标ＳＮＰｓ遗传多态性与结核发病风

险、临床表型的关系以及目标 SNPs 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的分布，并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突

变位点进行遗传模型分析（  共显性、显性、隐性模型）。 

结果   2 个 ＳＮＰｓ位点在病例组与对照组的频率分布均符合 Hardy－weinberg 平衡。DKK1、

WIF1 在病例组和对照组中的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分布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p＝0.42, 0.73）.目

标 SNPs 遗传模型分析与肺内、肺外结核发病风险以及药物不良反应间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Ｗｎｔ信号通路 DKK1、WIF1 基因多态性与中国汉族人群结核病的发生并不相关。但其在不

同种族间的结核易感性研究可能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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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262 

循环细胞外囊泡及血清纤连蛋白对非小细胞肺癌的诊断价值分析 

 
列林妙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检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血清中血清纤连蛋白（fibronectin, FN）和循环细胞外囊泡 FN 的含

量，研究血清 FN 和循环细胞外囊泡 FN 对非小细胞肺癌的诊断效能。 

方法  收集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2017.8-2017.12 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56 例，同期健康体检者 40

例作为对照组，用 ExoQuick exosomes 试剂盒提取血清中的循环细胞外囊泡，采用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检测血清中的 FN 和循环细胞外囊泡 FN 的含量，评价血清 FN 和循环细胞外囊泡 FN 对非小

细胞肺癌的诊断效能。 

结果   非小细胞性肺癌患者血清 FN 和循环细胞外囊泡 FN 表达水平高于正常人(p<0.05)。未用药

肺癌组血清 FN 水平为 272.2 士 37.6 mg/L (`C 士 SD),循环细胞外囊泡 FN 水平为 240.4 士 32.5 

mg/L (`C 士 SD);肺癌化疗组血清 FN 水平为 285.4 士 30.2 mg/L (`C 士 SD),循环细胞外囊泡 FN 水

平为 248.9 士 32.3 mg/L (`C 士 SD);健康对照组血清 FN 为 234.8 士 22.0 mg/L，循环细胞外囊泡

FN 水平为 198.0 士 20.6 mg/L (`C 士 SD)。ROC 曲线分析中，未用药肺癌组中，循环细胞外囊泡

FN 曲线下面积为 0.817（95%CI，0.695-0.940），血清 FN 曲线下面积为 0.868（95%CI，0.774-

0.962），循环细胞外囊泡 FN 对未用药肺癌组诊断效能较好。已化疗肺癌组中，血清 FN 曲线下面

积为 0.917（95%CI，0.857-0.977），循环细胞外囊泡曲线下面积为 0.898（95%CI，0.821-

0.974），血清 FN 对肺癌化疗组诊断效能较好。 

结论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循环细胞外囊泡和血清 FN 表达量高于正常人(p<0.05)。已进行化疗的非小

细胞肺癌患者与未用药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循环细胞外囊泡和血清 FN 含量无显著差别(p>0.05)。循

环细胞外囊泡 FN 对未用药非小细胞癌性肺癌患者诊断效能相对较好，血清 FN 对已进行化疗的非

小细胞性肺癌患者诊断效能较好。 

 
 

PU-5263 

Establishment of SH-SY5Y cell model with Spinocerebellar 
ataxia type 3 

 
Yanbing Zhou,Minjin Wang,Lin Jiao,Shuo Guo,Lanshu Xiao,Wencong Yao,Linghong Zhou,Huiling Tan,Binwu 

Ying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Spinocerebellar ataxia type 3/Machado-Joseph disease (SCA3/MJD) is a fatal, 
autosomal dominantly inherited and neurodegenerative disorder, whose clinical features are 
described as poor coordination of movement. Current researches in molecular biology have 
speculated that an abnormal expansion of a CAG repeat sequence at the mutated ATXN3 gene 
that encodes ataxin-3 with an expanded tract of polyglutamine (polyQ) stretch is related to SCA3. 
The aggregation of toxic ataxin-3 is widely thought to have a role in pathogenesis. In our study, 
we generated SCA3 cell model from human neuroblastoma SH-S5Y5 cell line and performed 
analyses demonstrating the overexpression of CAG copy in cell lines. In this sense, we wer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of proteins involved better and reveal potential candidates for 
therapy. 
Methods  Here, lentiviral vectors that contained the CAG repeat at ATXN3 gene (PGMLV-CMV-
ATXN3-EF1-ZsGreen1-T2A-Puro) were transfected into SH-SY5Y cell lines. We used 
immunofluorescence localization to observe its localization. We adopted Western blot assay to 
detect the overexpression of polyQ-ataxin3 in the SH-SY5Y cell model. Next,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was utilized to conduct the DNA fragment analysis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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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normal repeat of CAG in each cell lines. Flow cytometry method and Western blot assay were 
applied to examine apoptosis while the apoptosis-associated protein was also detected with 
Western blot. Furthermore, the cell survival rate was observed by MTT and CCK8 assay and the 
expression difference during the cell apoptosis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We established the stable SH-SY5Y cell lines including control, ATXN3-20Q (the 
number of CAG repeats is 20) and ATXN3-80Q(the number of CAG repeats is 80). ATXN3-20Q 
and ATXN3-80Q SCA3 cell lines exhibited higher levels of ataxin-3 expression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DNA fragment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more CAG repeats were in the ATXN3-
20Q and ATXN3-80Q groups. In addition, more apoptosis were observed in  and ATXN3-20Q 
when compared to control. 
Conclusions  Our study had established a novel and stable cell line of SCA3 expressing high 
level of ataxin-3. The results also supported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aggregation of the mutated 
protein(ataxin-3) was responsible for promoting apoptosis in neuronal cells. 
 
 

PU-5264 

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外周血 Th17 细胞表达/Treg 

细胞变化及临床意义 

 
霍娟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检测类风湿性关节炎（RA）患者外周血 Th17 细胞和调节性 T 细胞的变化，探讨其在

RA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机器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流式细胞术（FCM）检测 89 例 RA 患者和 56 例健康对照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PBMC）中 IL-17+CD4+T 细胞（Th17 细胞）与 Foxp3+CD25+CD4+细胞（Treg 细胞）占

CD4+细胞百分比，分析其与 RA 临床及实验室指标之间的关系。。统计学处理采用 t 检验和方差分

析，相关分析采用皮尔逊直线相关分析。 

结果  RA 组 Th17 细胞占 CD4+T 细胞的百分比较健康对照组明显升高[(5.1+1.3)%和（2.2+1.1）

%，P=0.000],调节性 T 细胞降低[(3.9+1.6)%和（6.2+1.9）%，P=0.000],Th17 细胞/调节性 T 细胞

比值显著升高（5.7+1.4 和 6.7+1.9，P=0.000）。RA 早期组和非早期组外周血 Th17 细胞、调节

性 T 细胞及二者比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相关性分析显示 RA 患者外周血

Th17 细胞及 Th17 细胞/调节性 T 细胞比值与关节压痛数、DAS28 评分呈正相关（P 值均

<0.05）。 

结论  RA 患者 Th17 细胞明显增多，调节性 T 细胞明显减少，Th17 细胞/Treg 细胞比例明显增高。 

 
 

PU-5265 

SELDI-TOF-MS 检测羊水方法的建立及应用 

 
董召刚,张义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建立 SELDI-TOF-MS 检测羊水的操作流程（芯片和磁珠），观察不同的标本处理和储存条件

对羊水蛋白谱检测的影响。 

方法  超声引导下行羊膜穿刺术收集羊水（12 例）后进行蛋白定量，分析处理和储存过程中多种因

素（如基质成分，样品储存时间、温度，冻融次数等）对羊水 SELDI-TOF-MS 检测的影响，比较

芯两种不同蛋白捕获技术（片法和磁珠法）对羊水检测的差异，建立 SELDI-TOF-MS 检测羊水的

操作流程。另外收集 10 例经超声及病理检查确诊的神经系统畸形胎儿羊水，对照组选用超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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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系统正常胎儿羊水 10 例，利用上述建立的 SELDI-TOF-MS 操作流程检测神经系统畸形胎儿羊

水中的差异蛋白，Protein-Chip software 3.1 软件采集数据 BiomarkerWizard 软件分析差异蛋白。 

结果  羊水芯片和磁珠 SELDI-TOF-MS 检测的重复性分别为 4%~18%和 7%~19%。三种外源性因

素（样本在室温或者 4℃ 储存 3 天，或者反复冻融至第 5 次）显著降低羊水中蛋白峰的数量和强

度。50% CHCA 后蛋白峰增多，强度增强。羊水收集后 1000×g 离心获得更多的蛋白峰。另外，芯

片较磁珠可捕获更多蛋白。建议羊水的处理、运送、操作及储存的蛋白质质谱分析的标准条件：4

℃下处理标本，2 小时内尽快处理，离心速度为 1000×g。24 小时内室温下运送或直接检测。羊水

应分装并长期储存在-80℃ ，但冻融不超过 3 次。基质使用 50% CHCA。与正常胎儿羊水相比，神

经系统先天畸形胎儿羊水中 5 个蛋白质水平发生变化，其中质/荷比（m/z）4873.511、11717.010

的蛋白峰表达下调，质/荷比（m/z）7893.634、3765.55、2634.176 的蛋白峰上调。 

结论  在 SELDI-TOF-MS 检测羊水蛋白谱时，芯片法检测优于磁珠，检测时必须考虑外源性因素对

实验结果的影响，从而保证数据的可靠性与可重复性。筛选的 5 个差异蛋白质可能是神经系统先天

畸形的诊断标志物。 

 
 

PU-5266 

Curcumin inhibit liver cancer by inhibiting DAMP 
 molecule HSP70 and TLR4 signaling 

 
Shudi Luo2,Biqiong Ren1,2,Zhichao Jiang1,2,Guoying Zou1,2, Fei Xu1,2,Tieqiu Yin1,2,Yiran Huang2,Junlong Liu2 

1.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Hunan Province 
2.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of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Curcumin has been shown to inhibit liver cancer, however, no studies have reported 
that the mechanism of curcumin's action on liver cancer is related to 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 (DAMP)  molecule heat shock protein 70 (HSP70) and the toll-like receptors 4 
(TLR4) signaling.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activation of TLR4 signaling by 
HSP70 can be inhibited by curcumin, so as to investigate the possible mechanism of curcumin 
inhibiting liver cancer.  
Methods Western blot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expression of the HSP70 and TLR4 in HepG2 
cells, ELISA was used to detect the concentration of HSP70 in cell culture medium. Thermal 
tolerance HepG2 (HepG2TT) cell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simulate HSP70 accumulation in 
microenvironment. A certain concentration of curcumin was co cultured with HepG2 and 
HepG2TT to observe the changes of HSP70 and TLR4. 
Results Our results shown that heat stres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extracellular 
HSP70 (eHSP70) and TLR4 (p < 0.01), but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expression of intracellular 
HSP70 (p < 0.01). Curcumin inhibited proliferation,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of HepG2 cells, 
caused cells to remain in the DNA S phase, and promoted apoptosis, and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tracellular HSP70, eHSP70 and TLR4 levels of HepG2TT, after removal of curcumin, eHSP70 
increased again. 
Conclusions In summary,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anti-tumor effect of curcumin is related to 
the inhibition HSP70-TLR4 sign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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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267 

2016 年至 2018 年北京甲/乙型流感病毒流行病学特点 

及检测方法比较 

 
刘宁,娄金丽,孙桂珍 

北京佑安医院 

 

目的  观察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期间本院收治的 110 例疑似流感病例中，甲/乙型流感病毒

的流行病学特征，比较抗原检测与核酸 PCR 检测方法之间的差异。 

方法  总结 110 例疑似流感患者的一般情况和人群分布，并采集咽拭子，同时进行甲/乙型流感病毒

抗原和核酸检测，分析其流行病学特征，统计分析两种检测方法的一致性。 

结果  流感以 12 月到次年 3 月为高发季节，甲、乙型流感病例分别为 26 例和 11 例，在性别和是

否合并肝脏基础疾病中发病率均无明显差异（p>0.05）。抗原检测与核酸 PCR 检测结果一致性较

差（p>0.001）。甲型流感抗原检测敏感性低于核酸 PCR 检测（抗原阳性 CT 值位于 24.63-39.35

之间），乙型流感病毒抗原检测与核酸 PCR 检测无明显相关性。 

结论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 月流感高发，甲/乙型流感发病率在性别和有无肝脏基础疾病中无

差异，抗原检测的灵敏性、特异性低于 PCR 检测。 

 
 

PU-5268 

Mini-VIDAS 和 VIDAS PC 全自动荧光免疫分析仪使用探索 

 
龙琴 

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统计仪器使用前三年 Mini-VIDAS 和 VIDAS PC 全自动荧光免疫分析仪工作中的常见故障；

介绍故障排除方法及使用体会，以供同行参考 

方法  仪器为法国梅里埃 Mini-VIDAS 和 VIDAS PC 全自动荧光免疫分析仪，试剂均为法国梅里埃

公司配套试剂。分别统计 2 台仪器前三年常见故障及故障率，同时总结常见故障排除方法及使用体

会。 

结果  Mini-VIDAS 全自动荧光免疫分析仪三年的故障发生数以第一年的故障数最高，为 43 次，且

以温度故障发生率最高，占全年总故障的 46.51%。经过对仪器安装环境的改进及相应日常使用操

作的进一步熟练，后两年的故障发生数呈逐年下降趋势。VIDAS PC 故障数较 Mini-VIDAS 全自动

荧光免疫分析仪明显降低，三年总故障数为 15 次，其中温度故障 4 次，机械故障 6 次，其他故障

5 次。 

结论  Mini-VIDAS 全自动荧光免疫分析仪适合标本量相对较小的基层医院或大型医院用于某些项目

的急诊快速检测，VIDAS PC 全自动荧光免疫分析仪适合标本量较大的大型医院，各医院根据自身

条件及相关需求选择合适的仪器。同时，检验人员应对该仪器做好日常使用维护和能够排除常见故

障，才能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更好为临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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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269 

宫颈病变与高危型 HPV 检测相关性研究 

 
刘倩,马亮,丛笑,曹永彤 

中日医院 

 

目的  分析 2017-2018 年中日友好医院女性宫颈液基薄层细胞学（TCT）与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

（HR-HPV）感染情况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4 月就诊于中日友好医院妇科门诊 9745 例女性宫颈脱落细胞样

本，同时进行 TCT 检查和 HPV16、18、31、33、35、39、45、51、52、56、58、59、66、

68、82 共 15 种 HPV 亚型检测。 

结果  9745 例标本根据 TBS 分组，HSIL 组共 116 例（1.19%），LSIL 组共 214 例（2.20%），

ASC 组共 362 例（3.71%），未见病变共 9053 例（92.9%）；TCT 阳性标本中，HPV 单一感染

率为 53.0%，多重感染率为 24.4%，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HPV 感染型别检出率前 3

位为 16 型、56 型和 58 型，显著高于 TCT 阴性样本（P<0.01）。HSIL 组 HPV 单一感染率为

73.3%，多重感染率为 18.1%；LSIL 组 HPV 单一感染率为 51.9%，多重感染率为 25.7%；ASC 组

单一感染率为 47.2%，多重感染率为 25.7%。根据年龄分组后，17～<30 岁人群感染率为

29.83%，30～<40 岁为 22.66%，40～<50 岁为 21.96%，50～<60 岁为 24.97%，60～90 岁为

21.27%。 

结论  TCT 阳性患者 HPV 检出率显著高于 TCT 阴性患者，TCT 联合 HPV 检测在宫颈疾病中具有

极其重要的临床意义，对于宫颈上皮细胞早期病变的检出很重要，弥补了单一检测手段的不足，极

大地减少宫颈疾病的漏诊，提高检出率。 

 
 

PU-5270 

108 例住院患者感染肺炎链球菌的分布与耐药分析 

 
张学林 

保山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肺炎链球菌的分布及耐药现状,为有效预防与控制肺炎链球菌感染与流行提供依据。 

方法  对 2018 年 1 月-2018 年 5 月临床分离的 108 例肺炎链球菌进行抗菌药物敏感试验的回顾性

分析，运用 WHONET 软件和 SPSS15.0 对肺炎链球菌耐药率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呼吸道感染患者感染肺炎链球菌居首位，肺炎链球菌感染在儿童和中老年人群中较多，耐药

性居前五位的依次是阿奇霉素、红霉素、克林霉素、四环素和复方新诺明。 

结论  肺炎链球菌对阿奇霉素、红霉素、克林霉素、四环素耐药率均在 90%以上，未发现对左氧氟

沙星、万古霉素、利奈唑胺、利福平耐药的菌例，对阿莫西林、青霉素、三代头孢类的敏感率均在

70%以上，临床可考虑经验用药。 

 
 

PU-5271 

哮喘患者 TIPE2 表达水平与 TF、TSP-1 的相关性及临床意义 

 
赵俊伟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哮喘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s）中炎症负性调节因子 TIPE2 和组织因子 TF、凝

血酶敏感蛋白-1（TSP-1）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其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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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3 月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患者 82 例，

健康对照者 70 例。Western blot 法检测哮喘患者和健康者 PBMCs 中 TIPE2、TF 蛋白的表达水

平；ELISA 法检测哮喘病人和健康者血清中 TF、TSP-1 表达水平； SPSS 进行统计分析，p < 

0.05 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和健康对照组相比，哮喘患者 PBMCs 中 TIPE2 蛋白表达降低，而 TF、TSP-1 蛋白水平升

高 (P < 0.01)。炎症负性调节因子 TIPE2 和凝血物质 TF（r = -0.5422, P < 0.01）、TSP-1 （r = -

0.3013, P < 0.05）均呈负相关。 

结论   TIPE2 可能通过与凝血物质相互作用参与哮喘发病机制，对支气管哮喘的病情监测和临床治

疗有重要意义。 

 
 

PU-5272 

Taqman-MGB 探针法检测遂宁市 MTHFR C677T 基因多态性及

与微测序法的比较分析 

 
胥国强 

遂宁市中心医院 

 

目的  应用 Taqman-MGB 探针技术检测遂宁地区女性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MTHFR）C677T 基

因多态性的分布特征，并与微测序法进行比较分析。 

方法  以遂宁市 1972 例女性为研究对象，通过 Taqman-MGB 探针法进行 MTHFR C677T 基因多

态性检测，统计分析该地区 MTHFR C677T 基因多态性的分布特征，并与其他地区已报道的数据

进行比较。随机选择 68 例样本，同时以微测序法检测 MTHFR C677T 基因多态性，对他们的分布

特征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遂宁地区女性的 MTHFR C677T 基因 CC 型、CT 型和 TT 型频率分别为 42.8%、45.0%、

12.1%，以 CC 型和 CT 型为主。与文献报道全国多地 MTHFR C677T 基因型比较，遂宁地区分布

特征与昆明、德阳、湘潭地区基因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郑州、廊坊、烟台、延

边、乌鲁木齐、镇江、荆州、惠州、淄博、临沂、武汉、广州、琼海、松滋、西安、尚志、郫县地

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Taqman-MGB 探针技术与微测序法检测 MTHFR C677T 基因

多态性的分布频率具有高度一致性，CC 型、CT 型和 TT 型符合率分别为 100%、100%、100%。 

结论  遂宁地区女性 MTHFR C677T 基因多态性分布不同于其他地区，具有地域特异性。微测序法

技术准确、检测效率高，适用于临床实验室基因多态性的快速筛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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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273 

The Long Non-coding RNA PTTG3P Promotes Cell Growth 
and Metastasis via Up-regulating PTTG1 and Activating 

PI3K/AKT Signaling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Jinlan Huang2,1,Shunwang Cao2,Qishui Ou1,Bin Yang1,Shihao Zheng3,Jing Tang4,Jing Chen2,Yanwei Hu2,Lei 

Zheng2,Qian Wang2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2.Laboratory Medicine Center，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3.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Fujian Provincial Hospital， Fuzhou， Fujian， China 

4.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Oncolog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China 

 
Objective Dysfunctions of 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s)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the 
initiation and progression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but the clinicopathologic 
significance and potential role of lncRNA PTTG3P (pituitary tumor-transforming 3, pseudogene) 
in HCC remains largely unknown. 
Methods We compared the expression profiles of lncRNAs in 3 HCC tumor tissues and adjacent 
non-tumor tissues by microarrays. In situ hybridization (ISH) and 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 were applied to assess the level of PTTG3P and 
prognostic values of PTTG3P were assayed in two HCC cohorts (n=46 and 90). Artificial 
modulation of PTTG3P (down- and over-expression) was performed to explore the role of 
PTTG3P in tumor growth and metastasis in vitro and in vivo. Involvement of PTTG1 (pituitary 
tumor-transforming 1), PI3K/AKT signaling and its downstream signals were validated by qRT-
PCR and western blot. 
Results We found that PTTG3P was frequently up-regulated in HCC and its level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tumor size, TNM stage and poor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HCC. Enforced expression 
of PTTG3P significantly promoted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in vitro, as well as 
tumorigenesis and metastasis in vivo. Conversely, PTTG3P knockdown had opposite effects. 
Mechanistically, over-expression of PTTG3P up-regulated PTTG1, activated PI3K/AKT signaling 
and its downstream signals including cell cycle progression, cell apoptosis and 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associated genes.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PTTG3P, a valuable marker of HCC prognosis, promotes 
tumor growth and metastasis via up-regulating PTTG1 and activating PI3K/AKT signaling in HCC 
and might represent a potential target for gene-based therapy. 
 
 

PU-5274 

肿瘤患者血清 IL-21 和 IL-23 水平变化 

与肿瘤标志物的相关分析 

 
张金仿 

北京友谊医院 

 

目的  探讨白细胞介素 21、23（IL-21,IL-23）与恶性肿瘤的关系。 

方法   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 法）检测 75 例恶性肿瘤患者(其中男性 41，女性 34，患者

组）和 30 名健康正常人（对照组）的血清 IL-21、IL-23 水平。 

结果  患者组中 IL-21 水平比照对照组水平明显降低（p<0.01）,而 IL-23 比照对照组水平则变化不

显著（p>0.05）。对 67 例检测糖类抗原肿瘤标志物的血清标本，同步检测了 IL-21 水平，发现其

变化与各肿瘤标志物水平的变化并无明显相关关系。对 43 例术后肿瘤患者检测血清 CEA、IL-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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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IL-23 水平，结果表明术后疗效稳定患者 IL-21 水平明显上升（p<0.05）,而 IL-23 水平则未见显

著性变化（p>0.05）。 

结论  血清 IL-21 水平在肿瘤患者中显著降低，IL-23 的水平在肿瘤患者中却无明显改变。 

 
 

PU-5275 

肿瘤相关巨噬细胞来源外泌体在胃癌转移中的机制研究 

 
郑培明,罗琴,袁向亮,王维维,沈立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分析胃癌组织中巨噬细胞表型，探讨肿瘤相关巨噬细胞来源外泌体在胃癌转移中的调控机

制，以期为胃癌的临床诊断及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方法  首先分离临床胃癌组织中的巨噬细胞，并通过免疫组化及流式细胞术对其免疫学分型进行鉴

定，同时分析其与肿瘤进展的相关性；体外诱导建立巨噬细胞极化模型，并分离巨噬细胞来源外泌

体，分别在体内、体外实验验证其对胃癌转移的影响；蛋白质谱分析肿瘤相关巨噬细胞来源外泌体

蛋白组分，Western Blot 及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技术分析外泌体对肿瘤转移相关信号通路的影响，并

探讨可能的作用机制；收集临床胃癌患者资料信息及组织标本，分析 Apoe 表达与胃癌进展及转移

的相关性。 

结果  胃癌组织中巨噬细胞多数为 M2 型（CD68+、CD206+），并且与肿瘤进展成正相关；体外实

验证实与 M1 型相比，M2 型巨噬细胞可以明显促进胃癌细胞的迁移及侵袭；体外分离 M2 型巨噬

细胞来源外泌体，可以促进胃癌细胞的迁移及侵袭，体内动物实验表明其可以促进胃癌肺转移灶及

腹腔转移的形成；通过质谱及蛋白印迹反应发现，M2 型巨噬细胞来源外泌体富含 ApoE 蛋白，实

验证实巨噬细胞来源外泌体可以通过传递 Apoe 促进胃癌细胞的转移；通过蛋白印迹反应及激光共

聚焦技术发现，M2 型巨噬细胞来源外泌体中 Apoe，主要通过激活 PI3K-AKT 信号通路及细胞骨架

重塑调控胃癌细胞株的转移，同时可以促进与肿瘤侵袭相关的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9、MMP-2 的

表达量。临床资料分析显示，胃癌组织中 Apoe 表达与胃癌的进展及转移密切相关，Apoe 高表达

组胃癌患者的预后较差。 

结论  胃癌组织中的肿瘤相关巨噬细胞以 M2 型为主，肿瘤相关巨噬细胞通过外泌体传递 Apoe 促

进胃癌细胞的迁移及侵袭，Apoe 蛋白表达水平可以作为胃癌进展及不良预后的预测指标。 

 
 

PU-5276 

DCTPP1 参与胃癌转移的功能研究及其靶向干预策略的初步研究 

 
徐苓 1,王颖 2,沈立松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目的  研究 DCTPP1 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分布，探究 DCTPP1 在胃癌肿瘤细胞中的功能，以期为

胃癌的诊断或治疗寻找新策略。 

方法  收集胃癌患者的肿瘤组织及其配对正常胃粘膜组织、癌旁组织，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和蛋

白印迹法比较 DCTPP1 蛋白在三类组织中的表达水平，检测 DCTPP1 在胃癌肿瘤细胞中的表达分

布；探讨其与胃癌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着重分析 DCTPP1 在不同分期胃癌中的表达和分布。

构建稳定干扰 DCTPP1 表达的人胃癌细胞株，采用 CCK-8 法和克隆形成实验检测胃癌肿瘤细胞体

外增殖能力，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周期和细胞凋亡，迁徙趋化小室和侵袭基质小室检测肿瘤细胞的

体外运动迁徙和侵袭能力。通过裸鼠皮下成瘤实验和尾静脉注射实验检测干扰 DCTPP1 表达后胃

癌肿瘤细胞在小鼠体内的增殖能力和转移能力。利用不同浓度梯度 DCTPP1 小分子酶活抑制剂检

测肿瘤细胞在体外的运动迁徙和侵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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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DCTPP1 在胃癌组织中高表达，并且其在肿瘤细胞核的富集表达与肿瘤的恶性程度和转移存

在一定的统计学相关性，提示 DCTPP1 可能在胃癌的发生发展和转移过程中发挥作用。体外细胞

学和体内裸鼠实验进一步表明 DCTPP1 在胃癌细胞的迁徙和侵袭中发挥重要作用。而靶向抑制

DCTPP1 活性可以抑制胃癌细胞的迁徙和侵袭能力，则表明 DCTPP1 有望成为新的胃癌潜在治疗

靶点，为胃癌的治疗提供新策略。 

结论  DCTPP1 有可能成为参与胃癌转移的新机制，由此获得针对胃癌转移的治疗新靶标；所获得

的 DCTPP1 小分子酶活抑制剂有望成为胃癌转移的新的治疗手段。 

 
 

PU-5277 

Urovysion FISH 法检测尿液泌尿道肿瘤相关基因的异常 

及在老年科体检中的应用 

 
李莉,徐苓,谢国化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了解基于 Urovysion 荧光原位杂交技术（FISH）检测尿液脱落细胞中泌尿系统恶性肿瘤相关

性染色体异常在老年科体检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1350 例老年科患者的晨尿，采用 Urovysion FISH 法检测尿液细胞中第 3、7、17 号染

色体的非整数倍，以及第 9 号染色体长臂 21 区域的缺失。 

结果   1350 例患者中共检测出 3 号染色体异常 55 例（4.07%），7 号染色体异常 68 例

（5.04%），17 号染色体异常 41 例（3.04%），9 号染色体异常 36 例（2.67%）。经病理证实为

膀胱癌 22 例（1.63），其他泌尿系统恶性肿瘤 16 例（1.19%）。FISH 的特点是方法稳定，可以

避免标本处理和固定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其另一个优点是能对结果直接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受观

察者主观因素的影响较小。本研究中晨尿中脱落细胞的数量决定了分析结果的可靠性。FISH 检测

尿液脱落细胞染色体异常产生了较为满意的敏感度和特异性，与国外的报道结果相类似。3、7、

17 号染色体倍体异常，以及 9p21 区段的缺失在膀胱癌中呈现较高的发生率。尿液脱落细胞 FISH 

阳性结果可以预测尿液细胞学可疑及膀胱镜检阴性的膀胱癌患者的复发和肿瘤的进展，但需要的随

访时间较长；染色体的不稳定性与膀胱癌的发生密切相关，3、7、17 号染色体的多倍体异常，以

及 9p21 位点的缺失是膀胱癌最为常见的拷贝数变异（CNV ）表现，此类异常具有累积性，且在肿

瘤获得诊断前 3 年即可被发现；高分化性肿瘤比低分化性肿瘤有更高的累计性 CNV。 

结论  Urovysion FISH 法对于泌尿系统恶性肿瘤的早期诊断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可以作为老年科泌

尿系肿瘤筛查的一线方法。 

 
 

PU-5278 

Apolipoprotein E polymorphism determined by a novel 
pyrosequencing and effect on lipid parameter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based on a normal aging Han 
Chinese population 

 
GUOHUA XIE,LIN DENG,LISONG SHEN 

Xinhua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To design a novel pyrosequencing assay for APOE genotyping and determin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apolipoprotein E (APOE) genotypes and serum levels of glucose, total 
cholesterol (TC), low 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 (LDL-C),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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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L-C), triglycerides (TG), apolipoprotein AI (ApoAI), apolipoprotein B (ApoB) and lipoprotein (a) 
(Lp(a)) in a cognitively normal aging Han Chinese population. 
Methods There were 652 cognitively normal aging subjects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he mean age 
was 76 years (range from 65 to 101 years). APOE genotypes were analyzed precisely by our 
designed pyrosequencing with a novel dispensation order and the biochemical parameters were 
tested. All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APOE genotypes: (1) APOE 
e2 (e2/2 and e2/3); (2) APOE e3 (e3/3); and (3) APOE e4 (e2/4, e3/4, and e4/4). Correlations of 
serum levels of glucose, TC, LDL cholesterol, HDL cholesterol, TG, ApoAI, ApoB and Lp(a) with 
APOE genotypes were assessed by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sults The frequency of genotypes e2/3, e3/3, and e3/4 was found to be 12.5, 70.7, and 15.0 %, 
respectively, and 0.6, 1.2, and 0.6% for e2/2, e2/4, and e4/4. The effects of ApoE genotypes and 
alleles on lipid parameters were analyzed. Serum levels of TC, LDL-C and ApoB were statistically 
higher in the APOE e4 group (P<0.05). However, no association was found between APOE 

status and serum levels of glucose (OR=0.976, 95% CI=0.680-1.245, P=0.914) ， HDL-C 

(OR=0.881, 95% CI=0.820-1.636, P=0.952), ApoAI (OR=0.925, 95% CI=0.714-1.325, P=0.932), 
Lp(a) (OR=0.931, 95% CI=0.697-1.416, P=0.924) or total TG (OR=1.022, 95% CI=0.749-1.426, 
P=0.805).  
Conclusions A higher serum level of TC, LDL-C and ApoB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APOE e4 status in a cognitively normal, non-diabetic aging population, indicating that ApoE 
polymorphism is an independent genetic factor on individual serum levels of lipids and 
apolipoproteins. 
 
 

PU-5279 

卵巢癌患者手术前后凝血及纤溶指标变化与预后的相关性 

 
田英 

甘肃省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卵巢癌患者手术前、后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及 D-二

聚体（D-dimer）、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FDP）水平的变化幅度与患者预后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术前凝血、纤溶指标无明显异常的 156 例卵

巢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术前一天及术后第二天清晨抽取空腹血检测 PT、APTT 及 D-

dimer、 FDP，比较手术前后 PT、APTT 及 D-dimer、FDP 变化幅度，并分析与患者临床病理特

征、术后出、凝血并发症的相关性。 

结果  156 例患者的 PT 变化幅度（1.16±0.43）s，APTT 变化幅度（5.67±3.56）s，D-dimer 变化

幅度（118.52±36.4）μg/L，FDP 变化幅度（4.62±2.03）。手术后并发血栓及栓塞 21 例

（13.46%），出血 7 例（4.48%）。PT、APTT 及 D-dimer、FDP 变化幅度与患者术后并发症的

发生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卵巢癌患者手术前、后 PT、APTT 及 D-dimer、FDP 的变化幅度与患者并发症及预后具有相

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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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280 

临床实验室质量管理系统的信息化设计与管理 

 
欧阳能良,王伟佳,黄福达,温冬梅,兰海丽 

中山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临床实验室质量管理系统的信息化设计与管理。 

方法  采用三层 B/S 模式，结合准则文件和认可实验室质量体系管理经验，设计建立临床实验室质

量管理系统。 

结果  建立了临床实验室质量管理系统，实现了对体系文件、质量与技术记录、人员、设备、服务

与供应、咨询服务等要素的全方位信息化管理。 

结论  该系统的建立有效提高了对临床实验室质量体系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保障了质量体系的有

效运行和持续改进。 

 
 

PU-5281 

某新建三级医院检验危急值全流程管理模式的建立与优化 

 
李润青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目的  探索建立并优化检验危急值全流程管理模式 。 

方法  分析 2015 年 11 月至 2017 年 9 月 23 个月间检验科发给临床的危急值数据，基于自行开发的

信息系统监控品质管理指标，推进危急值的精准管理。 

结果  检验危急值的总的发生率为 0.70%，高敏-肌钙蛋白 T（≥0.053 ng/mL）占比（34.00%）及

发生率（10.70%）排序最高。品质管理指标为：危急值的通报率 99.67%（4.3 sigma）、通报及

时率 91.20%（2.9 sigma）、临床查看率 94.42%（3.1 sigma）、查看及时率 89.19%（2.8 

sigma）、医师处置率 97.93%（3.5 sigma）。 

结论  医院应建立检验危急值全流程管理模式并不断优化，保障患者安全。 

 
 

PU-5282 

SNP 芯片检测两例胎儿额外小标记染色体 

 
郑芳秀 

常州市妇幼保健医院（常州市第五医院） 

 

目的   用 SNP 芯片技术对两例胎儿额外小标记染色体（ small supernumerary marker 

chromosomes, sSMC）进行鉴定，为产前遗传咨询提供参考。 

方法  应用传统 G 显带技术对两例胎儿羊水细胞及其父母外周血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进一步用

SNP 芯片技术明确胎儿 sSMC 的来源。 

结果  1 号胎儿羊水染色体核型为 45,X[74]/46,X,+mar[31]，芯片扫描结果为 Xp22.33-p11.22 和

Xq27.3-q28 区域均缺失，缺失大小分别为 52.7Mb 和 8.6Mb。2 号胎儿羊水染色体核型为

47,XX,+mar，芯片结果为 46,XX，其父亲外周血染色体核型为 47,XY,+mar，临床表型正常。 

结论  SNP 芯片可以确定 sSMC 的来源，可作为传统核型分析的补充，为产前诊断和遗传咨询提供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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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283 

The effects of conditioned medium derived from 
mesenchymal stem cells co-cultured with hepatocytes on 

damaged hepatocytes and acute liver failure in rats 

 
Shichang Zhang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 

 
Objective 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s) and hepatocytes are two attractive sources of cell-
based therapies for acute liver failure (ALF). The co-transplantation of hepatocytes with MSCs 
can improve the therapeutic performance for the treatment of ALF. However, the therapeutic 
potential of conditioned medium (CM) derived from MSCs co-cultured with hepatocytes (MSC-H-
CM) remains unclear.  
Method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MSC-H-CM on damaged 
hepatocytes in vitro and on D-galactosamine-induced ALF in vivo. 
Results D-Galactosamine-treated L02 cells cultured in MSC-H-CM exhibited higher of cell 
viability and total protein synthesis than L02 cells cultured in MSC-CM, CM derived from 
hepatocytes (H-CM) or with non-conditioned medium (NCM). Lactate dehydrogenase and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levels were lower in the supernatant of damaged L02 cells cultured in 
MSC-H-CM than in that of L02 cells cultured in other types of CM. The lowest percentage of 
apoptotic cells was observed after the MSC-H-CM treatment. When CM was injected into the tail 
vein of rats with ALF, MSC-H-CM was most successful at preventing the release of liver injury 
biomarkers and in promoting the recovery of liver structure. The greatest survival rate 7 days after 
the first treatment was observed in the MSC-H-CM-treated rats.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delivery of MSC-H-CM could be a novel strategy for 
integrating the therapeutic potentials of hepatocytes and MSCs for the treatment of ALF. 
 
 

PU-5284 

Research on clinical application condition of blood 
peptides analysis with MALDI-TOF MS 

 
Fei Guo1,Xingwang Jia1,Jing Gao1,Jin Dong1,Yanhong Gao1,Qiuling Yang1,Guangyan Cai2,2,Guangtao Yan1,Yong 

Wang1,Yaping Tian1 

1.Medical Laboratory Center，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Beijing， China 

2.Department of Nephrology， Chinese PLA Institute of Nephrology，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Kidney 

Diseases，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Kidney Diseases， Medical Institution Conducting Clinical 

Trials，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Beijing， China 

 
Objective This research aimed at selecting the optimal vacuum tube of blood collection and the 
best standing time at room temperature for blood peptides test with MALDI-TOF MS.  
Methods All blood samples came from six volunteers, were centrifuged and grouped according to 
the tubes (6 kinds) and standing time (5 points). Samples were extracted with SPE-C magnetic 
beads reagent and tested by MALDI-TOF MS. The difference was analyzed with SPSS 22.0. 
Principal component was employed to get the scores and ranks.  
Results 108 out of 117 peptide peaks had difference (P<0.05) among 6 tube-groups, and 5 out of 
58 peaks were different (P<0.05) in 5 time-groups. The amounts of different peptide peaks 
among plasma tubes were much more than among serum tubes. There was no obvious change 
of peptide peak’s intensity among 5 time-groups. Anderson Darling test indicated peptide peaks 
with normal distribution from coagulant tube were more than other tubes, and from 6h and 10h 
were more than other time. Crosstabs analysis showed the intensities of 10 serum peptide peaks 
varied depending on time in vitro, increasing or decrea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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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ed coagulant tube and standing about 6h before analysis got highest scores than other 
tubes or other time.  
Conclusions The tube with coagulant and 6h standing time were the optimal selection for blood 
peptides analysis with MALDI-TOF MS. Within 24h, the change of serum peptides was not 
enough to affect data analysis, even at room temperature. 
 
 

PU-5285 

血栓弹力图分析前影响因素的探讨 

 
马跃飞,林锦骠,吴文楠,欧启水,戴琳孙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分析前因素对血栓弹力图（TEG）检测的影响，为规范该项目分析前质量管理提供依

据。 

方法  采集健康志愿者和住院患者标本，分析不同检测时间（5min～3h）、不同标本状态如溶血/脂

血/稀释、不同标本采集量和人员等因素对 TEG 检测的影响。 

结果  与重抽后的正常标本相比，溶血和脂血标本的反应时间(R)降低 、凝块形成时间(K)升高、最

大切角(α)降低、最大振幅(MA)降低，除脂血标本的 K 值外，各参数差异显著（P<0.05）。随着时

间延长，R 、K、α 呈现趋势性变化，体现为 R 降低、K 降低、α 升高，在 5min～30min 内差异显

著。MA 在 60min 内先高后低成“˄”型波动。R 在 30min 后、 MA 在 1h 后、K 和 α 在 2h 后检测结

果无显著差异。与正常标本采集量 2.0mL 相比，标本量 2.3mL 时 K 值升高，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09），其他参数在 1.7～2.3mL 均无显著变化。标本倍数稀释后的检测真值与按稀释倍数

推算的计算值存在较大偏倚。不同实验人操作时各参数的变异系数（CV）均高于同一实验人员。 

结论  溶血、脂血和标本稀释对结果影响较大，TEG 应在 1⁓4h 内检测，不同实验人应严格遵循相

同的操作程序。 

 
 

PU-5286 

心肌纤维化主要标志物在心律失常 

不同类型中的鉴别作用临床价值探讨 

 
林贵州 1,黄山 1,2 

1.贵州省临床检验中心 

2.贵州省人民医院 

 

目的  检测心律失常不同疾病类型患者心肌纤维化标志物（Fibrotic markers）血清水平，探讨其在

心律失常不同疾病类型中的诊断价值。方法：检测正常对照组和室性早搏、心房扑动、心房颤动、

室性心动过速等不同心律失常疾病类型中转化生长因子 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 , 

TGF-β1）、透明质酸（Hyaluronic acid，HA）、层粘连蛋白（Laminin，LN）、Ⅳ型胶原

（ Collagen Type Ⅳ，Ⅳ-C）、Ⅲ型前胶原 N 端肽 （Collagen Type Ⅲ N-terminal Peptide，PⅢ

NP）等心肌纤维化标志物的血清 水平，分析各指标在疾病组和对照组，以及在不同疾病疾病类型

间的差异。 

方法  检测方法：检测所有研究对象透明质酸、层黏连蛋白、IV 型胶原和Ⅲ型前胶原 N 端肽。均取

外周静脉采血 4ml，迅速注入抗凝管中，放入 4℃冰水中冷却并送检。采用深圳新产业公司

2000plus 化学发光分析仪及配套试剂，按说明书操作检测层黏连蛋白、IV 型胶原和Ⅲ型前胶原 N

端肽水平。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A4%E6%80%A7%E6%97%A9%E6%90%8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F%83%E6%88%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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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1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计

量资料比较采用两组独立样本的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中两两比较采用最小显著差异检验法(LSD

检验)。所有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病例组与对照组在透明质酸、层黏连蛋白、Ⅲ型前胶原 N 端肽水平上有统计学差异

（P<0.05），疾病组血清水平高于正常组；在 IV 型胶原水平上无统计学差异（P>0.05）。在四类

心律失常疾病患者中，TGF-β1、HA、LN、PⅢNP 水平在不同的疾病类型中有着不同的分布差

异，对疾病分类和鉴别诊断有一定的临床意义，其中室速患者的 TGF-β1、HA 和 LN，房扑患者的

Ⅳ-C，以及室早患者的 PⅢNP 血清水平在四类疾病中是最高的。 

结论  心律失常患者心肌纤维化标志物的血清学水平在不同的疾病类型中有着不同的分布差异，对

疾病分类和鉴别，以及是否需进行抗纤维化治疗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PU-5287 

Hotspot mutations detection in children with nonsyndromic 
hearing loss in Henan Province of China 

 
Ting Sun,Liang Mi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Hearing impairment is the most common neurosensory disorder in humans. 
Approximately half of cases have a genetic etiology, and the frequency and distribution of genetic 
mutations that cause deafness differ significantly according to ethnic group and region. 
Methods A total of 130 sporadic NSHL children from Henan province were subjected to 
microarray-based mutation detection for nine hotspot mutations in four of the most common 
deafness-related genes, including GJB2, SLC26A4, GJB3, and mitochondrial 12s rRNA. 
Results At least one mutated allele was detected in 65 (50%) patients. Among them, 37 (28.46%) 
had genetic defects in GJB2, 27 (20.77%) had pathogenic mutations in SLC26A4, one (0.77%) 
child carried 12s rRNA mutations, and no GJB3 mutation was detected. 
Conclusions Genetic factors are important causes for sporadic NSHL patients in Henan province, 
and indicated the necessity of genetic screening for these genes in patients with NSHL. 
 
 

PU-5288 

HPV 流式荧光分型检测和 E6/ E7 mRNA 

检测在妇科宫颈病中的运用 

 
崔鲂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对两种不同检测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 HPV)感染分型检测方法流式荧光杂交

技术( Flexible Multi-Analyte Profiling, xMAP)和高危型 HPV E6/E7 mRNA （Aptima HPV ）检测在

宫颈病变中临床价值进行评估。 

方法  根据宫颈活检病理结果将 141 例标本分为 76 例低度宫颈病变（慢性宫颈炎，子宫颈上皮内

瘤变 CINI 级）和 65 例高度宫颈病变（包括 CIN Ⅱ级 CIN Ⅲ级和宫颈浸润性癌），同时以 20 例

健康体检其他良性妇科疾患为对照组。应用 xMAP 分型检测和 Aptima HPV E6/E7mRNA 进行检

测。 

结果  xMAP 分型检测和 Aptima HPV E6/E7mRNA 检测显示对照组阳性率低于各级别病变组（P < 

0.05），Aptima HPV E6/E7mRNA 检测的拷贝数随着病变级别的加重而明显增高。高级别组及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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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浸润癌组患者中，Aptima HPV E6/E7mRNA 检测拷贝数>10000 的患者比例明显增多。高级别

组、宫颈浸润癌组的 E6/E7 阳性率高于低级别组（P < 0.05）。xMAP 分型检测和 Aptima HPV 

E6/E7mRNA 的相符（Kappa=为 0.694，P < 0. 001） 

结论   HPV E6/E7 mRNA 的表达及拷贝数的测定与宫颈病变程度密切相关，是宫颈癌早期筛查的

有效措施之一，xMAP 分型检测可以具体分出 HPV 感染型别，对是否二次感染及疗效检测有较高

的意义，而 Aptima HPV E6/E7mRNA 检测的结果，可以预测疾病发生及进展，两者结合使用更有

利于对生宫颈病变进行治疗。 

 
 

PU-5289 

慢性乙型肝炎中血清 S100A9 可作为炎症性坏死的新型标志物 

 
武睿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最近 S100A9 被归类为一种新型损伤相关模式分子（damage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 , 

DAMP），可以从坏死的细胞中释放出来，或者在肝细胞遭受感染、损伤和肿瘤时，作为一个危险

信号，从肝细胞中分泌出来。但是，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中，血清 S100A9 的水平是否与炎症性坏

死相关还不十分清楚，本文旨在探讨慢性乙肝中血清 S100A9 的水平与 HBV 复制以及炎症性坏死

严重程度的相关性，为慢性乙肝寻找新的标志物。 

方法  收集 170 例慢性乙肝患者血清标本，以及肝活检的结果，进行炎症性坏死的分级。正常对照

组是 49 个健康人。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 S100A9 的血清水平。用 ROC 曲线来分

析 S100A9 与 HBV 病毒复制的关系，以及与炎症性坏死的相关性。 

结果  在慢性乙肝患者血清中 S100A9 水平高于正常对照组（P<0.01），并且，S100A9 水平与

HBV DNA 水平正相关。较严重的乙肝炎症性坏死组（G ≥2）与较轻微的乙肝炎症坏死组（G<2）

相比较，S100A9 水平较高。 

结论  S100A9 在慢性乙肝中表达升高，并且与 HBV 病毒载量具有一定的相关性，S100A9 的表达

与乙肝炎症性坏死的严重程度正相关。 

 
 

PU-5290 

不同来源允许总误差和偏倚在六西格玛性能评价中的差异 

 
刘慧玲,王冰 

四川省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由不同来源的允许总误差（TEa）和偏倚（bias）计算出的西格玛（σ)水平的差异对评价

临床生化指标的影响。 

方法  收集四川省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检验科 2017 年实验室的室内质控（IQC）数据计算不精密度

（CV），偏倚计算来源于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2017 年室间质评（EQA）和正确度验证计划数

据，允许总误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20470-2006）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

标准（WS/T403-2012），西格玛值通过公式 σ=（TEa -Bias）／CV，选取实验室参加了正确度验

证的 12 个生化项目计算 σ 值，并利用统计学软件 spss19.0 对 4 组 σ 值进行两两比较。 

结果  行业标准下，ALT、TP、UREA、GLU 四个项目 σ 水平不佳。在同一来源允许总误差下，不

同来源 bias 计算的 σ 值无明显差异（P>0.05）。不同来源的 TEa 计算出的 σ 水平均存在差异

（P<0.05），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实验室不同来源的 bias 对 σ 值影响不大，不同来源的 TEa 会计算出不同的 σ 值，推荐实验

室选择行业标准为 TEa，正确度验证的结果为 Bias 来计算项目的 σ 值。若条件不允许，也可选择

EQA 的结果为 Bias 参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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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291 

第二代血清维生素 B12 实验室参考区间的建立 

 
门莎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建立第二代血清维生素 B12检测试剂的实验室参考区间，为临床监测血清维生素 B12水平提供

依据 

方法  验证分析了第二代血清维生素 B12 的精密度、线性范围和最大稀释倍数，并用电化学发光法

检测了 120 例健康人第二代血清维生素 B12水平 

结果  （1）重复变异系数高值为 1.55%，低值为 1.63%，期间变异系数高值为 1.60%、低值为

1.56%。(2)线性分析，回归方程为 y=x-0.0016,r=0.9999.（3）维生素 B12 的最大稀释倍数为 5

倍，（ 4）实验室参考区间为 235.2-1000.0pg/ml ，不同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不同年龄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建立了本实验室维生素 B12参考区间，为维生素 B12检测的临床应用和监测提供理论依据。 

 
 

PU-5292 

某三级医院不合格样本现状分析及思考 

 
彭玲 

绵阳市中心医院 

 

目的  调查不合格样本及其分布情况，探讨质量体系建立前后不合格样本的变化及持续改进方案。 

方法  收集我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发生的所有不合格样本，共计 10218 份，依次分析总

体不合格样本率、各季度不合格样本率变化趋势、不合格样本发生原因、各种样本类型的不合格

率、各亚专业组不合格样本构成比、各临床科室不合格样本发生率及主要不合格类型，通过观察以

上不合格样本的发生特点，思考有针对性的的改进措施。 

结果  近两年我院不合格样本率分别为 0.27 和 0.29，主要不合格原因为溶血（占 37.0%）、样本

量不足（占 24.2%）和抗凝样本凝集（占 19.9%），不合格样本的发生以较寒冷的 1、4 季度为

主，不合格样本送检率以重症医学科、新生儿、烧伤科等临床科室较高且相对固定。 

结论  在质量体系初步建成后，检验科仍需不断改进分析前质量控制措施，加强不合格样本信息监

控，深入分析不合格样本发生的原因与规律，改善沟通效果，有效提高样本质量。 

 
 

PU-5293 

住院部 4630 份不合格标本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罗立梅 

绵阳市中心医院 

 

目的  通过分析不合格标本的数量和不合格的原因，以此作为实验室分析前质量管理持续性改进的

控制指标之一。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7 年 1 月至 12 月住院患者各种常规标本中不合格标本数和不合格率，分

析不合格标本发生的主要原因。 

结果  共接收不合格标本 4630 份，占标本总数的 0.53%。临床科室以重症医学科（1.00%）、新生

儿科（0.86%）、整形烧伤科（0.83%）不合格率最高。标本不合格原因前三位的分别是标本溶血

（34.69%）、标本量不足（23.82%）和血液凝固（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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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检验科应通过不断分析及与临床医护人员的沟通交流，有效降低标本不合格率，确保分析前

质量。 

 
 

PU-5294 

门诊血液分析的样本周转时间分析 

 
何益洋 

绵阳市中心医院 

 

目的  为持续提升检验科服务质量，现对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的门诊血常规检验报告标本

周转时间 TAT 进行回顾性分析，评价相应改进措施并提出建议。 

方法  利用医院 LIS 系统收集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的门诊血常规检验项目信息,并进行统计

分析。 

结果  在改进措施推行之前，2017 年 1 月到 6 月份的标本周转时间的平均合格率为 90.40%，推行

改进措施之后，2017 年 7 月到 2017 年 12 月的标本周转时间的平均合格率为 98.46%，经过 X2 检

验计算出 P 值≤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通过推行改进措施，能提高门诊血常规的标本周转时间 TAT 的合格率，提高检验科的服务质

量。 

 
 

PU-5295 

4 种不同血液样本的常规生化检测结果的对比分析 

 
陈慧崇 

师宗县中医院 

 

目的  对比分析 4 种不同血液样本的常规生化检测结果，明确合格的血液样本类型，提高临床诊断

的准确性。 

方法  对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100 例健康受检者的 4 种血液标本进行常规生化检

测，4 种血液样本分别为 A 组：枸橼酸钠血浆，B 组：EDTA-K2 血浆，C 组：肝素锂血浆，D 组：

普通血清。检测条件相同，比较 4 种血液样本的检测结果。 

结果  以 D 组生化检测结果为参照，C 组 TG、TC、HDL-C、ALP、AST、ALT 水平有明显差异

（P＜0.05）；C 组与 D 组的 Urea、Cr、UA、TBIL、DBIL、TP、GGT 水平无显著性差异（P＞

0.05）；B 组除 ALB 外其他项目与 D 组均有明显差异（P＜0.05）；A 组除 Cr 外其他项目与 D 组

均有明显差异（P＜0.05）。 

结论  4 种不同血液样本的常规生化检测结果之间有明显的差异，通过使用抗凝剂可以提高血液检

测标本的稳定性，可以提高检测的准确性。应遵循 WHO 关于抗凝剂的使用标本进行血液样本检

测，提高检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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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296 

潘世达 PSD-15a 与贝克曼库尔特 AU58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测定 K+、Na+、Cl-离子的比对 

 
梁勤东,黄华安,邢鼐 

成都铁路局中心医院 

 

目的  对本室贝克曼库尔特 AU58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与潘世达 PSD-15a 电解质分析仪测定 K+、

Na+、Cl-的性能进行比对试验，验证测定结果的一致性。 

方法  收集 20 份本院临床血清样本，涵盖各高、中、低值，分别在 AU5800 与 PSD-15a 上进行

K+、Na+、Cl-测定，以 AU5800 为基准，比较 PSD-15a 与 AU5800 测定结果的相关性等性能指

标。 

结果  AU5800 与 PSD-15a 测定 QC1 与 QC2 质控的批内精密度均<1/4 CLIA’88 允许误差，批间精

密度均<1/3 CLIA’88 允许误差；潘世达 PSD-15a 测定 K+、Na+、Cl-的结果与 AU5800 测定结果相

关系数均>0.97，说明两仪器测定 K+、Na+、Cl-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结论  潘世达 PSD-15a 电解质分析仪具有较好的精密度和准确度，与贝克曼 AU5800 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测定 K+、Na+、Cl-离子结果一致性较好，可用于日常电解质分析及异常结果复查。 

 
 

PU-5297 

M2 型巨噬细胞对前列腺癌细胞迁移的影响 

 
凡慧慧 

永州市中心医院 

 

目的  检测 M2 型巨噬细胞在正常前列腺以及前列腺癌组织的分布情况，并体外探究 M2 巨噬细胞

对前列腺癌细胞的迁移作用 

方法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以 CD206+作为 M2 巨噬细胞的分子标记；应用 IL-4 细胞因子诱

导出 M2 巨噬细胞，并利用 Transwell 迁移实验检测 M2 巨噬细胞对前列腺癌细胞的迁移作用 

结果  M2 巨噬细胞在前列腺癌组织中的分布高于正常前列腺组织（P<0.05）。体外诱导的 M2 巨

噬细胞与前列腺癌细胞（DU145,PC3）共培养可促进前列腺癌细胞的迁移活动。 

结论  前列腺癌组织中 M2 巨噬细胞浸润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肿瘤的侵袭能力。 

 
 

PU-5298 

VEGF 基因多态性与慢性 HBV 感染者临床转归的相关性分析 

 
柏立婧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634G/C、-2578C/A 2 个位点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与

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后临床转归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本实验采取方法为病例-对照研究，应用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PCR-RFLP)方

法检测 200 例慢性 HBV 感染病例组和 60 例正常对照组 VEGF 基因-634G/C、-2578C/A 位点多态

性分布情况，采用 SPSS21.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①VEGF 基因-634G/C 及-2578C/A 位点基因型和等位基因的分布在病例组和对照组均无统计

学差异。②-634G/C 在病例组各临床分型的基因型和等位基因分布中有统计学差异（χ2 =14.12，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818 

 

P=0.03；χ2 =10.80，P=0.01）。③在基因型与 HBV 相关危险性分析中，-634G/C 位点中与 GG

基因型相比， CC 基因型与乙肝患者重型肝炎的发生呈正相关 (OR=3.05,95%CI:1.19～

7.83,P=0.02)； -2578C/A 中与 CC 基因型相比，CA 基因型与乙肝患者肝癌的发生正相关

(OR=31.21,95%CI:1.33～730.98,P=0.03)。 

结论   VEGF 基因位点-634G/C SNP 与慢性 HBV 感染后重型肝炎的发生存在相关性，其中携带

CC 基因型可能会增加患病风险；基因位点-2578C/A SNP 与 HBV 感染后肝癌的发生有相关性，其

中携带 CA 基因型可能会增加患肝癌的风险。 

 
 

PU-5299 

检验医学咨询报告模式专家共识 

 
王开正 1,胡琼英 2 

1.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开展检验医学咨询，合理检查和有效利用检验结果，在精准医学和个体化医疗活动中起到应

有的作用。由于影响检验结果准确性和可靠性的因素众多，而且很多检验项目的检测结果生物学变

异较大，使得检验结果的综合分析显得更为重要。加之各级医疗机构实验室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检

验医学咨询又是一项理论和技术水平要求较高、且风险较大的临床医疗措施，制定检验医学咨询规

范非常必要。 

方法  确立检验医学咨询的服务对象和主体；制定检验医学咨询的伦理要求和咨询类型；规划检验

医学咨询的路径；建立检验医学咨询的质量管理。 

结果  开创检验医学咨询新途径，建立检验医师岗位制度，积累检验医学知识，提高检验医学技术

水平，规范检验医学咨询报告。 

结论  切实做好检验医学咨询工作，有效促进检验医学学科发展。 

 
 

PU-5300 

浅谈检验医学面临问题及解决方法 

 
刘春梅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如何发现并解决检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提升检验人员综合素质，促进检验医学发展。 

方法  通过分析检验医学的发展现状，总结自己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整理通过各种途径学习到的实

用知识。 

结果  检验医学发展迅速，但是检验医学相关知识却未能在临床工作中发挥出应有的价值。 

结论  应加强检验科和临床科室之间的交流，注重检验人员综合能力的培养，共同促进医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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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301 

FN1：卵巢癌进展检测的新肿瘤标志物 

 
霍茜瑜 1,宋佳音 3,苏卫东 2,袁琴 1,白英玉 1,杨微微 4,于晓旭 4,刘运德 1,鲍会静 1,徐晨 2 

1.天津医科大学 

2.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3.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4.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 

 

目的  卵巢癌是女性三大恶性肿瘤之一，是恶性程度最高的妇科癌症。目前在卵巢癌的诊断中，以

经阴道超声检查和血清肿瘤标志物 CA125(cancer antigen 125)检测为主，而这两种检测方法在卵

巢癌的早期诊断中均存在一定弊端。由于早期诊断手段的缺乏，约有 70%的卵巢癌患者在确诊时

已进入疾病进展期。在本研究中，我们旨在通过基因芯片和数据分析，寻找一种新的卵巢癌诊断标

志物。 

方法  卵巢癌细胞系 OVCAR3 和 A2780，是卵巢癌研究中常用的两株细胞系。我们研究使用划痕

实验和 transwell 小室实验，检测了这两株细胞的迁移、侵袭能力。并通过基因芯片技术，分析了

造成两株细胞系之间，迁移侵袭能力差异的可能的原因。筛选找出了与迁移侵袭能力相关的基因，

FN1 基因。接下来，我们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验证了基因芯片的结果。随后，我们利用

oncomine 数据库，分析了在卵巢癌患者和正常人群中的 FN1 的表达情况。 

结果  我们研究发现，卵巢癌细胞株 OVCAR3 和 A2780 的迁移侵袭能力不同，其中细胞株

OVCAR3 迁移侵袭能力强于细胞株 A2780。在随后的基因芯片实验中，我们使用大于两倍表达差

异和 p 值小于 0.05 为筛选标准筛选差异基因，并通过对差异基因进行 KEGG 分析，在其中选出了

可能和 OVCAR3 高迁移侵袭能力相关的基因，FN1 基因。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PCR，我们验证了基

因芯片的结果。接着，通过基于 oncomine 数据库的分析，我们进一步确认 FN1 与卵巢癌进展相

关。与正常人群相比，卵巢癌患者 FN1 表达水平升高；且在卵巢癌患者中间，FN1 表达水平与卵

巢癌患者的 FIGO 分期正相关。 

  

结论  通过迁移实验与基因芯片分析，我们发现 FN1 的表达水平与卵巢癌细胞系的迁移侵袭能力正

相关。通过患者及正常人群的样本数据库分析，卵巢癌患者的 FN1 表达水平升高，且升高程度与

患者 FIGO 分期正相关。总而言之，通过研究我们发现，FN1 表达水平可以作为卵巢癌发生、及疾

病进展的肿瘤标志物。 

 
 

PU-5302 

PKCzeta in prostate cancer cells represses the recruitment 
and M2 polarization of macrophages in the prostate cancer 

microenvironment 

 
Huihui Fan1,Fangyin Zeng2 

1.The Central Hospital of Yongzhou 

2.The Fifth Affiliated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 (TAMs) are key regulators of the complex interplay 
between tumor and tumor microenvironment. M2 Macrophages, one type of TAMs, are involved 
in prostate cancer growth and progression. PKCζ has been shown to suppress prostate cancer 
cell growth,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as a tumor suppressor; however, its role in chemotaxis and 
activation of 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 remains unclear. Here, we investigated the role of 
PKCzeta of PCa cells in regulating of macrophages chemotaxis and M2 phenotype activation.  
Methods Immunohistochemistry was performed to analyze the expression of PKCζ and the 
number of CD206+ M2 macrophages in human prostate tissue. Macrophage chemotaxi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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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arization were examined using transwell migration assays and a co-culture system.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western blotting and ELISA assays were used to detect M2 markers, 
PKCζ, IL-4 and IL-10 expression.  
Results We found the expression of PKCζ increased in prostate cancer tissues, especially in the 
early stage, and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umor grade and the number of CD206+ 
macrophages. Inhibition of PKCζ expression in PCa cells promoted chemotaxis of peripheral 
macrophages and acquisition of M2 phenotypic features. These results were further supported by 
the finding that silencing of endogenous PKCζ promoted the expression of PCa cell-derived IL-4 
and IL-10.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PKCζ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ducing infiltration of 
TAMs and activation of a pro-tumor M2 phenotype, which may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mechanism by which PKCζ represses cancer progression. 
 
 

PU-5303 

细菌性肺炎中单核细胞 CD38+CD14+免疫信号研究 

 
康家媛,张芹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单核细胞的激活与细菌性肺炎发生发展及细胞免疫应答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3 月年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20 例细菌性肺炎住院患者及 20 例健康体检者

的全血，分离外周血中单个核细胞，用 FCM 的方法分别分选出其中 CD38+CD14+单核细胞，然后

以不同浓度佛波酯激活对照组细胞，用 ELISA 法测定其分泌的 IL-2，同时测定病例组分选细胞分

泌的 IL-2,得到所需要的 CD38+CD14+单核细胞占单个核细胞百分比。将各组细胞分别与 T 细胞共

培养，用 Western Blot 测定 pSMC、CD3ε、TCR、pLAT 及 GAPDH。 

结果  病例组 CD38+CD14+的单核细胞百分比明显高于对照组。病例组细胞与高浓度 PMA 激活的

对照组细胞分泌的 IL-2 明显高于阴性对照，且它们与 T 细胞共培养后能检测到较高的 T 细胞激活

信号途径相关蛋白质表达。 

结论  细菌性肺炎患者外周血 CD38+CD14+的单核细胞表达明显增高表明有单核细胞的激活，且这

类单核细胞具有分泌 IL-2 的功能并与 T 细胞激活相关。可能通过 CD38 分子与 T 细胞相互作用并

激活 T 细胞，促进 T 细胞免疫应答，促进炎症发生和发展。 

 
 

PU-5304 

糖化血红蛋白（液相色谱-质谱）参考测量程序的不确定度评定 

 
居漪,李卿,金中淦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探讨液相色谱-质谱（LC-MS）参考测量程序测量（又称：参考方法）人全血中糖化血红蛋白

（HbA1c）的不确定度评定方法。 

方法  建立国际检验医学溯源联合委员会（JCTLM）推荐的 HbA1c参考测量程序—LC-MS 法，按照

国际临床化学与检验医学联合会（IFCC）HbA1c 标准化工作组实验方案对样本进行测量，分析测量

不确定度分量来源，评定各分量，合成标准不确定度，计算扩展不确定度，确定参考测量能力范

围、校准和测量能力（CMC）。 

结果  人全血 HbA1c 浓度为 32.8mmol/mol、71.8mmol/mol、52.4mmol/mol、100.9mmol/mol、

59.6mmol/mol 其相对扩展不确定度分别为 2.9%、1.6 %、1.9 %、1.4%和 1.7 %（95％置信区

间，包含因子 k=2）。参考测量能力范围为 32.8 mmol/mol 至 100.9mmol/mol 时，其 CMC 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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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参考实验室建立的 HbA1c LC-MS 参考测量程序通过了 2016 年 IFCC HbA1c工作组考评，

在此基础上评定的测量不确定度，满足了对 HbA1c参考测量能力的要求。 

 
 

PU-5305 

北京地区成人血清肌酐正常参考区间的建立 

 
郭超敏 1,何赏 1,熊瑜琳 2,王成彬 1,王海滨 2,杨明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北京地区健康成人的血清肌酐水平，建立本地区的正常参考区间，为早期肾功能损伤的

诊断提供依据。 

方法  选择北京市各企事业单位来我院体检的人群为研究对象，共收集血清样本 1942 例（男性 799

例，女性 1143 例）；按照不同性别和年龄分组，以肌氨酸氧化酶法测定该人群的血清肌酐值。 

结果  不同性别组血清肌酐值存在显著差异（P﹤0.01）；男性不同年龄组的血清肌酐值存在差异

（P<0.05）；女性不同年龄组的血清肌酐值存在差异（P>0.05）分别以（x±1.96s）法和 2.5 和

97.5 百分位数作为参考区间 M(P2.5～P97.5)表示，最终建立血清肌酐水平分布区间为男性 52～

90μmol/L，女性 41～70μmol/L。 

结论  通过分析北京地区近 2000 例样本，建立了本地区 18～60 岁健康人群血清肌酐参考值区间；

血清肌酐参考范围与性别显著相关，与年龄不相关。本研究得到的参考值区间的上限明显低于现有

参考上限，有利于肾小球功能损伤的早期诊断，为未来修订血清肌酐值的参考范围提供依据。 

 
 

PU-5306 

人工受孕人群与正常育龄妇女阴道环境对比分析 

 
张翠,孙武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比较人工受孕人群与正常育龄妇女阴道环境之间的差异，为人工受孕手术的术前评价提供依

据。 

方法  收集本院人工受孕患者 22382 例（观察组）与同期 2892 例正常育龄妇女（对照组），取阴

道后穹窿处分泌物进行阴道分泌物有形成分分析+干化学检测，对两组检测结果进行 χ2检验。 

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在白细胞酯酶、白细胞、清洁度方面，差异均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P<0.01），而唾液酸苷酶、线索细胞、加特纳球杆菌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人工受孕人群与正常育龄妇女阴道环境之间有差异，观察组总体的阴道环境情况比对照组

好。 

 
 

PU-5307 

国内慢性肾脏病流行病学研究方法的比较与分析 

 
龚珂 

民航总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 2003-2017 年我国成年人慢性肾脏病流行病学的研究报道，比较研究过程中使用

的方法学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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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通过对万方医学数据库、中国医院知识总库以及 PubMed 进行搜索，对 2003-2017 年期间所

有与慢性肾脏病流行病学相关文献进行筛选，并将入选文献的各个研究环节进行比较，特别是实验

设计中抽样人群的组成、研究实施时采用的慢性肾脏病诊断标准、实验室指标的测量方法及其溯源

性、肾小球滤过率估算公式的选择等。 

结果  共搜集了 1146 篇关于慢性肾脏病流行病学研究的文献，除外 1087 篇之后，有 59 篇文献入

选。59 篇文献中共涉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共 23 个，其中包括华东 6 个地区，华南 2 个地

区，华中 3 个地区，以及华北、西北和西南各 4 个地区。人群抽样方面，37 篇文献（62.7%）采

用了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5 篇文献（8.5%）其抽样方法不够随机，11 篇文献（18.6%）采用

了体检人群。慢性肾脏病诊断标准方面，有 76.3%的文献采用了肾小球滤过率和白蛋白肌酐比值标

准，这其中有 69.5%的文献采用的白蛋白肌酐比值诊断界值为 30mg/g，有 5.1%的文献采用的白

蛋白肌酐比值诊断界值为 17mg/g(男)或 25 mg/g(女)；有 74.6%的文献将血尿作为慢性肾脏病的诊

断标准之一；仅有 32.2%的文献明确提到了检测异常者 3 个月后复查的情况。血肌酐的测量方法，

有 52.5%的文献采用了碱性苦味酸法，13.6%的文献采用了肌氨酸氧化酶法，而未提及方法的文献

占 33.9%，仅有 15.3%的文献提及了肌酐溯源性；尿白蛋白的测量方法，有 54.2%的文献采用了

免疫比浊法，有 15.3%的文献采用了尿干化学试纸条法，有 18.6%的文献未提及方法学，有 5.1%

的文献未检测。肾小球滤过率评估公式的使用情况，中国改良简化肾脏病膳食改善公式占 54.6%，

简化肾脏病膳食改善公式占 29.1%，慢性肾脏病流行病合作组公式占 12.7%。 

结论  研究方法的差别可能导致慢性肾脏病患病率的调查偏倚，应进一步普及慢性肾脏病诊断标准

及筛查方法，实验室应标准化其检测方法，以获得真实、可比的慢性肾脏病患病率，用于公共卫生

和健康管理。 

 
 

PU-5308 

体检妇女在不同年龄段感染人乳头瘤病毒亚型特点分析 

 
刘小玉 

遂宁市中医院 

 

目的  探讨人乳头瘤病毒（HPV）亚型感染在不同年龄段体检妇女中的分布特点。 

方法  随机收集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5 月在本院体检的妇女 687 例，分别进行 HPV 亚型检测，

对各年龄段妇女的人乳头瘤病毒病毒常见亚型、单一感染及多重感染的特点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687 例体检妇女 HPV 感染总阳性率为 11.1%；HPV 亚型以 52、58、16 型最常见，阳性率分

别为 27.8%、16.8%、12.3%。其中<30 岁妇女无论在 HPV 总阳性率、单一感染、多重感染，还

是常见亚型中感染率均最高。 

结论   

体检妇女感染的主要基因型是 HPV52、58、16 型，尤其<30 岁的妇女是感染 HPV 的高峰期，应

引起重视,加强相关知识的普及，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PU-5309 

中药对检验结果的影响及预防策略 

 
李琦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目的  探讨中药对检验结果的影响及预防策略。 

方法  通过探究中药对临床医学检验结果的干扰机制，总结常见中药对检验结果的影响，并针对干

扰的机理提出相应的预防策略，能够为临床的诊断和治疗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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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中药对检验结果的影响表现在包括化学、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等诸多方面，了解中药对检验

结果的干扰机制，就可以合理分析判断检验结果是否准确并通过适当的检验方法克服干扰。 

结论  中药对检验结果的影响较为复杂，而且对血液、生化、免疫、微生物等各个方面的检测都有

不同程度的影响，需要临床医生和检验人员高度关注中医诊疗的患者群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及

时结合临床患者的具体用药情况进行检验项目方法的调整。 

 
 

PU-5310 

浅谈当代医患关系下检验沟通的必要性 

 
周熙浩,冯孝金 

富顺县人民医院 

 

目的  沟通在医患关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作为医患关系中位居“二线”的检验人，沟通也显

得十分重要。探讨检验沟通的必要性，有助于我们在日常工作中更好地去进行沟通，以减少医患矛

盾和纠纷；同时可以提高检验价值和地位。 

方法  通过我科室工作中遇到的沟通案例进行分析和总结，探讨当代医患关系下检验沟通的价值。 

结果  检验以其特有的角色定位，不仅可以直接和患者进行沟通，参与和维护良好的医患关系；还

可以和患者医师进行沟通，从而间接地服务并维护医患关系。 

结论  检验通过良好的沟通，不仅有利于患者疾病的诊治，促进良好的医患关系，还有利于患者家

庭和谐，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同时良好的沟通依赖于检验人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过硬的专业技术知

识，有助于提高检验人自身价值和技术地位水平。在检验医学高速发展的今天以及检验医师培养的

需求，都迫使我们必须从幕后走到台前，主动进行医患沟通。 

 
 

PU-5311 

CBL 教学在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制） 

实验诊断学实习课教学中的应用 

 
陆松松,裴林,赵晓涛,王辉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和评估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方法（CBL）在实验诊断学实习课中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4 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某班学生共计 34 人由同一老师对不同章节以不同的模式，

CBL 和 LBL 进行教学，通过问卷调查，统计学分析，回顾性的评价 CBL 教学在实验诊断学实习课

中的效果。 

结果  教学效果评价的 13 个项目进行评分中，结果显示对于其中的 11 项包含“提高学习内容与理解

能力”，“调动学习兴趣与主动性”，“提高自学能力”，“提高自我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逻辑分

析能力”，“增强语言表达能力”，“启发临床思维”，“激发个人潜能发挥”，“活跃教学气氛”，“调动团

队协作能力”，“提高沟通能力”CBL 组明显优于 LBL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而“提高

知识点的掌握程度”“提高学习效率”两项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对于 CBL 教学模型的认可

度：97%（33/34）的同学认为非常满意，3%(1/34)的同学认为满意； 

结论  CBL 有助于提高实验诊断学实验课的教学效果，同学们对于 CBL 教学模型认可度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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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312 

冠心Ⅱ号对心肌梗死后心力衰竭大鼠超声心动指标 

及体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B 型钠尿肽的影响 

 
李琦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目的  研究冠心Ⅱ号对实验性大鼠心肌梗死后心力衰竭程度的影响。 

方法  应用结扎左冠状动脉造成心肌梗塞后心力衰竭模型，术后 35 天分别对对照组（假手术）、模

型组、冠心Ⅱ号低剂量组（冠心Ⅱ号 3g/kg）和冠心Ⅱ号高剂量组（冠心Ⅱ号 9g/kg）采用超声和

血流动力学检测评价其心功能，并进行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 、碱性成纤维生长因子

(bFGF)、B 型钠尿肽(BNP)等观测指标的测定。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室间隔舒张末期厚度(IVSd),左室后壁舒张末期厚度(LVPWd), 左室后

壁收缩末期厚度(LVPWs), 左室射血分数(LVEF) 左室短轴缩短率（LVFS）均下降（P<0.01）,左室

舒张末期内径(LVDd), 左室收缩末期内径(LVDs)，舒张末期容积 (EDV)、收缩末期心室容量(ESV) 

均上升（P<0.01），血清 BNP 升高（P<0.05），bFGF 、VEGF 降低（P<0.05）；与模型组比

较，冠心Ⅱ号高剂量组 IVSd、LVPWd、LVPWs、LVEF 及 LVFS 均上升（P<0.01）, LVDd、

LVDs、EDV 及 ESV 均下降（P<0.01），血清 BNP 降低（P<0.05），VEGF、bFGF 升高

（P<0.05）。 

结论  冠心Ⅱ号可通过调节 VEGF 促进血管再生，改善心功能，减弱心衰程度，同时心衰发生后

BNP 与 LVEF 等心功能指标具有正相关性。 

 
 

PU-5313 

辛伐他汀联合复方丹参滴丸 

对高血压伴高脂血症患者 hs-CRP 等指标的影响 

 
利定建,孟丽琴,傅应昌,林瑞基,梁伟燕 

阳江市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辛伐他汀联合复方丹参滴丸对高血压伴高脂血症患者 hs-CRP、血管内皮功能及脉搏波

传导速度等指标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6.10～2017.12 阳江市人民医院住院及门诊的高血压伴高脂血症患者 200 例，随机

分为 2 组，辛伐他汀治疗组（A 组）及复方丹参滴丸+辛伐他汀治疗组（B 组），各 100 例，所有

患者在入组后第二天开始用药，A 组患者常规服用降压药物及辛伐他汀片 20mg qn，B 组则在对照

组用药的基础上加服复方丹参滴丸 270mg tid，对所有患者在入组第二日空腹抽血测定血常规、肝

肾功能、血脂、血糖、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同型半胱氨酸（Hcy），采用高分辨力超声

检测患者血流介导的血管舒张反应（FMD）及硝酸甘油介导的血管舒张反应（NMD），以及脉搏

波传导速度（PWV）的检测。连续服药 3 个月及 6 个月后复查上述指标及血压。 

结果  两组患者入院时 CHOL、LDL、TG、hs-CRP、PWV、Hcy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值，FMD、

NMD 低于正常值；服药 3 月后两组患者 CHOL、LDL、TG、hs-CRP、SBP、DBP 水平明显下

降，FMD、NMD 较服药前上升，半年后这种变化更加明显（P<0.05），且 B 组改善效果优于 A 组

（P<0.05）；服药 3 月后两组患者 PWV、Hcy 水平与入院时无明显改变，服药半年后 PWV、Hcy

明显下降，且 B 组下降幅度大于 A 组（P<0.05）；所有患者服药半年后血常规、血糖、肝肾功能

无明显变化（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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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辛伐他汀联合复方丹参滴丸可明显改善高血压伴高脂血症患者炎症反应、血管内皮功能及脉

搏波传导速度，其效果优于辛伐他汀片单独使用，可能给高血压伴高脂血症患者带来更大的获益。 

 
 

PU-5314 

高血压伴高脂血症患者炎症反应等指标的表达 

 
利定建,孟丽琴,傅应昌,林瑞基,黄国丽 

阳江市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高血压伴高脂血症患者炎症反应及血管内皮功能等指标的表达。 

  

方法  选择 2016.10～2017.12 阳江市人民医院住院的高血压并高脂血症患者 200 例（A 组），单

纯高血压患者 50 例（B 组），单纯高脂血症患者 50 例（C 组），健康体检者 50 例（D 组），观

察四组患者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血流介导的血管舒张反应（FMD ）、硝酸甘油介导的血

管舒张反应（NMD）、脉搏波传导速度（PWV）、总胆固醇（CHOL）、甘油三酯（TG）、低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LDL）、血糖（GLU）、肌酐（CR）、丙氨酸转氨酶(ALT)、同型半胱氨酸

（Hcy）、平均动脉压（MAP）的表达。 

结果  四组患者 GLU、ALT、CR 比较无差别（P＞0.05），与 D 组患者相比，A、B、C 三组患者

hs-CRP、PWV、Hcy 明显升高（P<0.05），FMD、NMD 明显降低（P<0.05），A 组患者

CHOL、LDL、TG 与 C 组患者无差别（P＞0.05），较 B 组及 D 组明显升高（P<0.05）；A 组患

者 MAP 与 B 组无差异（P＞0.05），较 C 组及 D 组明显升高（P<0.05）； B 组与 C 组在 hs-

CRP、PWV、Hcy 、FMD、NMD 方面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A 组患者 hs-CRP、

Hcy 、PWV 较 B 组、C 组明显升高（P<0.05），FMD、NMD 则明显降低（P<0.05）。 

结论  高血压或者高脂血症患者炎症反应较正常人群严重，血管内皮功能较正常人群差，且动脉僵

硬程度明显；高血压伴高脂血症患者比单纯高血压及单纯高脂血症患者炎症反应更严重，血管内皮

功能更差，动脉僵硬度更加明显，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更大，更加值得临床重视。 

 
 

PU-5315 

宣威肺癌血浆 miR-193a-5p、139-5p、551b-3p 

和 4778-5p 的表达及临床研究 

 
李娅,李静,张艳亮,段勇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检测宣威肺癌、肺癌、良性肺疾病和健康体检者血浆标本 miR-193a-5p、miR-139-5p、miR-

4778-5p 和 miR-551b-3p 的相对表达水平和临床资料的关联性分析，评价 4 个 miRNAs 的诊断价

值。  

方法  收集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胸外科 2012 年 1 月到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51 例良性肺疾

病，53 例肺癌，50 例宣威肺癌及 53 例健康体检者外周血标本。运用 RT-qPCR 方法检测四组血浆

标本 miR-193a-5p、miR-139-5p、miR-4778-5p、miR-551b-3p 的相对表达水平，ROC 曲线评价

这 4 个 miRNAs 对肺癌患者和宣威肺癌患者的诊断价值。  

结果  健康体检组和良性肺疾病组血浆 miR-193a-5p、miR-139-5p、miR-4778-5p 和 miR-551b-3p

相对表达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肺癌组 4 个 miRNAs 表达相对下调（P<0.05）；宣威肺癌组血

浆 miR-551b-3p 表达相对下调（P<0.05）。检测 43 例宣威肺癌患者和 47 例健康体检者血浆 miR-

193a-5p、miR-139-5p、miR-4778-5p、miR-551b-3p 相对表达水平，以宣威肺癌组为分析人群建

立 ROC 曲线，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582、0.555、0.600 和 0.361。检测 43 例宣威肺癌患者和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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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良性肺疾病患者血浆 miR-193a-5p、miR-139-5p、miR-4778-5p、miR-551b-3p 相对表达水平，

以宣威肺癌组为分析人群建立 ROC 曲线，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519、0.512、0.427 和 0.365。 

结论  与健康体检组或良性肺疾病组相比，宣威肺癌组血浆 miR-193a-5p、miR-139-5p、miR-

4778-5p、miR-551b-3p 的表达相对下调，其对宣威肺癌患者的诊断具有较大的临床价值。  

 
 

PU-5316 

Linderalactone inhibits human lung cancer growth by 
modulating expression of apoptosis-related proteins, G2/M 

cell cycle arrest and inhibition of JAK/STAT signalling 
pathway 

 
Ya Li,Yanglin Deng,Yong Dua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work was to evaluate the antitumor effects 
of Linderalactone in A-549 human lung carcinoma cells alongside studying its effects on 
apoptosis related proteins, cell cycle phase distribution and JAK/STAT signalling pathway 
Methods    The viability of lung cancer cell line was investigated by MTT assay at varying doses 
of linderalactone. Apoptosis was detected by using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and flow cytometry. 
Cell cycle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by flow cytometery. The protein expression was examined by 
western blotting 
Results Linderalactone could inhibit the proliferation of the lung cancer A-549 cells with an IC50 
of 15.5 µM. Further investigations indicated the antiproliferative effects of Linderalactone are due 
to apoptosis induction which was further confirmed by Bax and Bcl-2 expression. It also induced 
G2/M cell cycle arrest which was also associated with alteration of the expression of several 
important proteins. Further, Linderalactone could also suppress the JAK/STAT signalling pathway.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Linderalactone could be developed as a potential drug candidate 
against lung cancer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further in depth studies are carried out in this 
direction focusing on its in vivo efficacy. 
 
 

PU-5317 

T lymphatic subgroups can assess the level of AID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the region 

 
Ya Li,Chenglu He,Min Zhong,Yong Dua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T lymphocyte subsets in newly diagnosed HIV/AIDS cases in Yunnan 
patients and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age, gender, and ethnicity in their characteristics. 
Methods Two hundred and eight newly diagnosed HIV-infected patients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College were selected between 2014 and 2017. Lymphocyte and 
lymphocyte subsets were determined in whole blood using FACS in our retrospective study. 
Results The median CD4 count was 216±186 cells/ml.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women having 
a significantly higher percentage of CD3+CD4+CD8+T/CD45+T lymphocytes than men (z=-2.091,P

＜0.05). The number of CD3+T lymphocyte was higher among Han patients than among the 

ethnic minority patients（z=-1.964, P＜0.05）. The absolute number of CD3+T, CD3+CD4+ T cells 

in group aged < 30 year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other two age groups. The number of 
CD3+CD8+T, CD45+T, CD3+CD4+CD8+T/CD45+ T lymphocyte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patients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827 

 

aged ＜30 years compared to those in the age group of 30-59 years. 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gender，age and racial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number of T lymphocyte subtype.  

Conclusions  Of the 208 newly diagnosed patients，the majority of them had an initial CD4 cell 

count that was consistent with relatively the late stages of the disease. Our results indicate a 
need for enhanced HIV/AIDS surveillance as well as the HIV testing for at-risk individuals across 

Yunnan province，and the testing could reduce transmission and improve patient response to 

ART therapy.  
 
 

PU-5318 

室间质量评价的持续改进 

 
孙辉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 

 

目的  总结内蒙古林业总医院临床化学室卫生部临检中心室间质评经验教训，持续改进生化检测项

目质量水平及质量目标，更好地满足临床诊疗需求。 

方法  分析临床化学组卫生部临床中心室间质评不合格及偏倚较大产生的原因，制定合理、有效的

纠正及预防措施，将 2014 年至 2017 年临床化学室全部室间质评项目进行合格率和偏倚的统计分

析比较，判断措施的有效性。 

结果  2014 年至 2017 年临床化学卫生部临检中心室间质评合格率依次为 98.46%、99.06%、

99.18%、99.41%，呈逐年上升趋势，检测项目偏倚呈下降趋势。 

结论  重视室内质控和室间质评的管理，及时进行不符合原因分析，措施的制定、执行，才能确保

将准确的结果提供给临床。 

 
 

PU-5319 

采用互换性参考物质改进 C 反应蛋白检测结果  一致性 

 
张顺利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目的  探讨互换性 CRP 候选标准物质改进 CRP 不同检测系统检测结果一致性的效果。 

方法  将经多系统联合定值的高（H）、低（L）两个浓度水平北京市临床检验中心研制的候选

CRP 标准物质采用称重法按 L、4L+1H、3L+2H、1L+4H、H 分别配成 5 个浓度的校准点，用这 5

个浓度点分别代替原厂校准品去校准德赛、利德曼、西门子和罗氏四个国内外不同试剂品牌的

CRP 检测系统，然后比校准前后这四个检测系统对 21 份患者血清以及 IFCC 的国际标物 ERM DA-

474 的检测测结果的差异，以上每个样本均逐次检测 2 次。 

结果  校准后 21 份患者系统间样本均值平均变异系数（CV）从校准前的 18.64%下降到 7.03%，

小于基于生物学变异度导出的最优 CV(CV=10.6%)。以德赛为对照系统，其他检测系统作为比较系

统，校准前所得的斜率范围为 0.90-1.09，校准后为 0.93-0.96，斜率更接近 1。以 ERM-

DA474/IFCC 作为正确度验证物质时，校准前 3 个系统 2 次检测均值的绝对偏差为 3.08~-11.07 

mg/L，校准后为 0.95~-2.97 mg/L，绝对偏差接近其物质本身定值不确定度（2.5 mg/L）。 

结论  利用研制的 CRP 两个浓度候选标准物质采用称重法配制的 5 个线性点代替厂家校准品去校准

CRP 的常规检测系统后，各检测系统间的变异系数减小了，正确度提高了。该物质的推广应用，

可能会有效提高 CRP 各检测各系统检测结果一致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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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320 

C 反应蛋白正确度验证物质 10 检测系统定值及应用 

 
吴春颖 

北京市通州区潞河医院 

 

目的  采用 ERM DA-474/IFCC 通过多家实验室多系统量值传递，对 C 反应蛋白(CRP)正确度验证

物质进行定值。 

方法  参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C37-A，进行 CRP 冰冻混合人血清正确度验证物质的

制备。采用 CRP 国际标准物质 ERM-DA474/IFCC,利用 10 个临床常用检测系统进行量值传递，从

而对正确度验证物质进行联合定值。将 ERM-DA474 稀释成 4 个浓度水平，用以上 10 个系统分别

测量各水平的 C 反应蛋白的浓度值，用认证浓度和测量的浓度值拟合成直线，分别为高、低 2 个

浓度水平的正确度验证物质定值，并评估其定值不确定度。最后, 在北京地区开展 C 反应蛋白正确

度验证调查。 

结果  两水平 CRP 正确度验证物质，在 9 个检测系统每天各检测 3 支，每支测量 6 次，连续 2

天，共得到 36 个数据，在 Beckman Immage 800 检测系统，仅检测 1 天，获得 18 个数据。最

终，CRP 两个浓度水平定值及定值扩展不确定度分别为 109.9±8.4 mg/L 和 27.1±2.0 mg/L。北京

市正确度验证计划中，制备的 2 水平物质适用情况良好，定值结果与所有参加实验室的均值无显著

差异，效能函数 En 均小于 1。 

结论  我们建立了 CRP 正确度验证物质多个系统联合定值方法，其定值准确，不确定度小，对于没

有公认参考测量方法的 CRP，是一种准确可行的方法。制备的正确度验证物质的原料来源充足，

适用于北京市正确度验证计划。 

 
 

PU-5321 

TSH 国际标准物质（WHO NIBSC 81/565）互换性研究 

 
王华 

中日医院 

 

目的  通过选择适当的稀释液，使 TSH 国际标准物质（WHO NIBSC 81/565）在多系统间具有互换

性。 

方法  采用 CLSI C37-A 推荐的方案制备 11 浓度混合人血清 TSH 制备物(0.247~54.920 μIU/ml)，

从中选择高中低 3 浓度制备物，按照 ISO Guide 35 推荐方案对其均匀性和稳定性评价。随后，将

不同基质（D-PBS，Earle 平衡盐，Hanks 平衡盐溶液，PBS，DMEM，MEM，1640，1640（含

HEPS），阳离子混合液，阳离子混合液和 PBS，胎牛血清）稀释的 WHO NIBSC 81/565 随机插

入 11 浓度制备物中，在 11 种市场主流检测方法间采用 CLSI EP30-A 推荐方案进行国际标准物质

2 水平(理论浓度 0.4 和 47.9 μIU/ml)互换性研究。 

结果  三浓度水平 TSH 制备物样本均匀（F 值分别为 2.83、2.21 和 2.25，均小于 F0.05，9,20 界

值 2.84），在室温下能稳定 10 天，2~8°C 能稳定 10 天。在不同基质中，WHO NIBSC 81/565 表

现不同互换性。D-PBS，Hanks 平衡盐溶液，PBS 稀释的国际标准物质在 8 种检测方法间具有互

换性。 

结论  TSH 制备物均匀性和稳定性良好，WHO NIBSC 81/565 在 3 种基质中 8 种检验方法间具有互

换性，这一发现有望推动 TSH 检测标准化/一致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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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322 

美国对实验室自建方法（LDT）监管的介绍 

 
樊高威 1,贾婷婷 1,李金明 2,徐国兵 3,王清涛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2.北京医院 国家老年医学中心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北京市临床检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检验科 恶性肿瘤发病机制及转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目的  实验室自建方法（LDT）近年来发展迅速，对公众健康有重要作用。为保障患者安全,促进技

术创新，美国的行政机构及医疗专家们对 LDT 提出监管办法。 

方法  本文概述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临床实验室改进修改案（CLIA）、国会和一些学

术机构如美国病理家学会（CAP）、美国分子病理学会（AMP）、美国医学遗传学会（ACMG）

对 LDT 的监管办法。 

结果  目前，美国政府和各学术团体对于如何监管 LDT 还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比较关键的问题是临

床实验室是否是设备生产商？实验室检测服务是否需要按检验设备进行管理？为此，美国 FDA、

CMS、国会和各学术团体对 LDT 的监管提出不同的方案。这场大范围的讨论也在不断推高 LDT 的

监管热度。 

结论  也许未来，监管者将会在保障 LDT 安全可靠和鼓励技术创新发展之间寻找一条平衡之路，这

样才能得到各方的认同，才有助于 LDT 监管相关的法律法规正式落地实施。 

 
 

PU-5323 

情系高原 心系藏区——甘南州迭部县医院检验科援藏一年心得 

 
司晓枫 

甘肃省肿瘤医院 

 

目的  为藏区百姓解决缺医少药、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为藏区百姓健康的未来共写一片蓝天 

方法  我的同事及同行将前仆后继的走上援藏健康扶贫之路 

结果  努力做好“一对一”帮扶带教，鼓励年轻人积极看书学习，坚持每周三，在全科进行一次检验

专业基础知识培训讲座，大家的学习气氛很浓，都做好笔记并提问，通过师带徒不但增强了大家的

学习积极性也增进了感情。通过全年的督促学习，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 

结论  我的援藏任务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我认为援藏一直在路上，为了改观因自然、历史和经济

等方面的因素制约，对藏区经济卫生造成的发展相对缓慢，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相对滞后，我们

国家、省、藏区领导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为藏区百姓解决缺医少药、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省委组织部立足藏区医疗卫生实际，三到五年的援藏部署，我的同事及同行将前仆后继的走上援藏

健康扶贫之路，为藏区百姓健康的未来共写一片蓝天。 

 
 

PU-5324 

再生障碍性贫血中医证型与检验医学指标相关性分析 

 
徐佳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目的   探讨再生障碍性贫血中医证型与检验医学指标的临床相关性。 

方法  根据中医证型相关诊断标准，将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0 月符合入选标准的再生障碍性贫

血（aplastic anemia syndrome， AA）患者分为肾阳虚组、肾阴虚组、肾阴阳虚组、脾肾虚组和

血气虚组，分析各组间血常规指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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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肾阴虚组和肾阴阳虚组白细胞计数（Leukocyte count，WBC）均高于肾阳虚组、脾肾虚

组和血气虚组（P<0. 05），其中肾阳虚组最低。(2)肾阴虚组和血气虚组红细胞计数（Erythrocyte 

count，RBC）低于肾阳虚组、肾阴阳虚组和脾肾虚组（P<0. 05），其中血气虚组最低。(3)肾阴

虚组血小板计数（Platelet count，PLT）低于肾阴阳虚组、脾肾虚组和血气虚组，肾阳虚组 PLT

低于脾肾虚组（P<0.05），以肾阴虚组最低。(4)肾阴阳虚组红细胞压积（Hematocrit，HCT）高

于肾阳虚组、肾阴虚组和血气虚组，脾肾虚组 HCT 高于血气虚组（P<0.05），以肾阴阳虚组最高

（P<0.05）。 (5)肾阴虚组和肾阴阳虚组平均血红蛋白浓度（Mean corpuscular hemoglobin 

concentration，MCHC）低于肾阳虚组、脾肾虚组和血气虚组，以肾阴虚组最低（P<0.05）。(6)

肾阴阳虚组和血气虚组（Neutrophil percentage，N%）均高于肾阳虚组（P<0.05），肾阴阳虚组

还高于脾肾虚组，其中肾阴阳虚组最高（P<0.05）。 

结论  再生障碍性贫血中医证型与检验医学指标间有一定的相关性。 

 
 

PU-5325 

Microbiologist 和 Technologist 并行下的微生物室操作 

 
庞峰 1,2,张义 2 

1.聊城市人民医院 

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探讨国际先进的 Microbiologist（微生物学家）与 Technologist（微生物检验技师）并行下的

微生物检验新模式。 

方法  结合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医学中心的微生物发展模式，阐述符合我国工作实际的操作模式。 

结果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微生物工作人员包含 Technologist 58 人，Microbiologist 26 人，外加管理

人员（8 名），秘书（3 名），仓库管理，标本转运等共 100 余人。Microbiologist 负责新技术项目

的引进和宣讲，检验报告的审核，临床会诊及病例讨论，临床沟通活动，SOP 的撰写等；检验技

师负责仪器操作，质控操作等。 

结论  先进的微生物发展模式值得国内医院学习和改进，人员的细分有利于精细化的操作，提高检

验效率。 

 
 

PU-5326 

2015-2017 年北京朝阳医院 HIV 筛查检测情况分析 

 
冷冬,朱佐民,霍虹,梁玉芳,高志戎,李桂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目的  根据 2015-2017 年北京朝阳医院本部 HIV 筛查结果，分析监测范围内 HIV 筛查的结果判断与

艾滋病的流行趋势。 

方法  用化学发光法对临床样本血清进行 HIV 抗原抗体联合测定，按检测规范对有反应的样本进行

复检和患者基本信息采集，并报医院疾病控制处。复检样本由北京市朝阳区 CDC 进行 HIV 抗体确

证试验并发确证报告。 

结果  2015-2017 年北京朝阳医院本部累计进行 HIV 检测 245, 226 例，初筛有反应性 663 例（初

筛有反应性率 2.70‰），确证阳性 449 例（确证阳性率 1.83‰），确证阴性 136 例（初筛假阳性

率 0.55‰），确证不确定报告 78 例（可疑阳性率 0.32‰）。平均每年 140 例左右的 HIV 确证阳

性病例主要为来源于皮肤、急诊、呼吸及消化内科，年龄在 20-40 岁的男性。 

结论  化学发光法进行 HIV 筛查试验具有高效和敏感的特点。雅培化学发光法假阳性病例主要来源

于消化内科，提示消化道类疾病可能对此检测造成干扰。近三年发现的 HIV 确证阳性病例主要为常

住在朝阳区，年龄在 20-40 岁男性，提示该人群应为本地区艾滋病防控干预的主要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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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327 

Clinical Biochemistry Data Mining for Pulmonary Fibrosis 

 
Dong Leng,Ying Wang,Ran Miao,Duo Chen,Xiaoxi Huang 

Beijing Chao‑Yang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Pulmonary fibrosis (PF) is a group of lethal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s with unknown 
etiology, which shares the global features of extrcellular matrix accumulation at the injury site and 
fibrosis during wound healing and tissue repair though it may cause a range of different disease 
states. Previous investigations have shown that metabolites in response to PF possess special 
features. As indications of endogenous metabolism of PF, clinical biochemistry characteristics 
would give important information on disease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The present study involved 
an in-depth learning on PF patients’ serum biochemistry indexes. 
Methods Raw data containing 29 PF and 55 healthy controls were normalized by z-score 
indexation and log2 transformation followed by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and Bayesian probit 
regression.  
Results Among the 34 common used clinical biochemistry indexes, six significantly changed 
indexes including HBDH, LDH, ALB, A:G, PAB and Ca were further used for discriminative 
function constructions an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Conclusions Interestingly, HBDH has shown strong efficiency in facilitating PF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ur results provided novel serum biochemistry signatures that would give help for 
disease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PU-5328 

微小 RNA-145、粘结合蛋白多糖-2 

与膀胱癌株增殖、分化的关系 

 
刘红春 1,李雨晴 2,朱峰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河南中医药大学 

 

目的   探讨膀胱癌细胞株中微小 RNA-145（miRNA-145）、粘结合蛋白多糖-2（Syndecan-2）的

表达与细胞增殖、分化的关系 

方法  脂质体转染技术上调 miRNA-145 的表达，四氮唑蓝盐比色法（MTS assay）、衰老相关 β-

半乳糖苷酶法（SA-β-gal assay）和原位末端标记法（TUNEL assay）分别检测转染前后癌株的增

殖、衰老、凋亡情况；荧光定量 PCR（Real-Time PCR）测定转染前后癌株内 miRNA-145、

Syndecan-2、干细胞标志物、鳞状细胞标志物、腺状细胞标志物和神经内分泌细胞标志物的含量 

结果  上调 miRNA-145 的表达可诱导癌株衰老并显著抑制增殖，同时使 Syndecan-2 表达减少，而

干细胞标志物、鳞状细胞标志物、腺状细胞标志物和神经内分泌细胞标志物表达增加。转染 siRNA

沉默 Syndecan-2 的表达使癌株 Syndecan-2 表达降低的同时干细胞标志物表达增加 

bookmark:OLE_LINK31'>SA-β-gal assay）和原位末端标记法（TUNEL assay）分别检测转染前

后癌株的增殖、衰老、凋亡情况；荧光定量 PCR（Real-Time PCR）测定转染前后癌株内 miRNA-

145、Syndecan-2、干细胞标志物、鳞状细胞标志物、腺状细胞标志物和神经内分泌细胞标志物的

含量 

结论  miRNA-145 可通过降低 Syndecan-2 的表达诱导细胞衰老、使细胞发生干细胞样变及细胞分

化，以此抑制细胞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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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329 

呼吸道感染患者 EBV-DNA 和 EBV-CA IgM 检测结果分析 

 
范新萍,齐斐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目的  EB 病毒（Epstein-Barr virus, EBV）是引起儿童呼吸道感染的常见病毒之一，也可导致成人

出现发热或呼吸道感染临床表现。EBV 病毒核酸及抗体检测是用于判断 EBV 感染的常用指标，本

研究旨在探讨有呼吸道感染的儿童和成人， EBV-DNA 和 EBV 血清学抗体 IgM 的检出情况。 

方法  选取北京朝阳医院三年间以发热、呼吸道感染就诊且曾进行过 EBV-DNA 和/或 EBV-CA IgM

检测的患者，对两项指标的检测结果进行分析。其中进行过 EBV-DNA 检测的病例 1205 例，包括

486 例儿童和 719 例成人；进行过 EBV-CA IgM 检测的病例 1602 例，儿童和成人分别为 751人和

851 人；同时进行过两项检测的 790 例。 

结果  有呼吸道感染表现的疑似 EBV 感染患儿和成人中，EBV-DNA 的阳性率分别为 43.8%、

38.9%，EBV-CA IgM 阳性率分别为 29.4%和 9.1%，后者成人阳性率明显高于儿童；对疑似 EBV

感染患儿和成人的 EBV-DNA 阳性标本拷贝数分层分析发现，二者间拷贝数占比分布不同，儿童

EBV-DNA 阳性标本拷贝数多集中于 103和 104数量级/ml，成人 EBV-DNA 阳性标本拷贝数近一半

为 103数量级/ml，且儿童 EBV-DNA 高拷贝数（≥105copies/ml）较成人更常见；将疑似 EBV 感染

患儿按年龄分组，各年龄段 EBV-DNA 拷贝数和 EBV-CA IgM 分布均无差异；对于儿童，两项指标

联合检测阳性率为 67.9％，成人联合检测阳性率为 51.3%。两检测指标结果之间的一致性差。 

结论  EB 病毒血清学及 EBV-DNA 检测对于 EBV 感染的诊断及病情评估意义重大，联合检测可减

少临床漏诊、误诊率，建议对于临床疑似 EBV 感染的发热或呼吸道感染患者应同时进行 EBV 血清

学及 EBV-DNA 检测。 

 
 

PU-5330 

美国贝克曼库尔特 IMMAGE800 

特种蛋白仪检测 IgE 的性能验证 

 
荣海燕,姜艳,李思怡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检验中心 

 

目的  评价美国贝克曼库尔特 IMMAGE800 特种蛋白仪检测 IgE 的精密度、正确度、临床可报告范

围，验证其检测能力是否符合行业标准。 

方法  精密度验证按照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EP15-A 文件要求，使用美国伯乐中

值、高值 2 个浓度质控品，用特种蛋白仪每天分析一批，2 个浓度每个浓度重复检测 4 次，连续检

测 5 天，计算批内变异系数（CV）及总变异系数，与厂家声明的相应变异系数进行比较。正确度

验证按照 CLSI 的 EP15-A 文件要求，采用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下发的 2017 年室间质评盲样标本

10 份（包含正常水平和异常水平标本）进行常规检测，以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的靶值作为预期结

果，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并计算偏倚。以检测偏倚小于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要求的偏差范围为符合

要求。一般参考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NCCLS）推荐的 EP6-A 文件，对特种蛋白仪 IgE

项目进行分析测量范围（AMR）验证，但如果检测系统使用配套原装试剂的话，则不必再进行

AMR 验证，可以直接使用试剂厂商提供的 AMR，故本试验只需使用回收实验验证最大稀释度，以

该稀释倍数乘以最大检测限即为该项目的临床可报告范围（CRR），从而实现临床可报告范围验

证。 

结果  精密度：特种蛋白仪 IgE 两个浓度水平质控品的批内 CV、总 CV 均通过验证；正确度：10

份标本平均偏倚均小于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要求的偏差范围。临床可报告范围验证结果显示，IgE 

CRR 上限为最大稀释倍数乘以 AMR 上限，CRR 下限为 AMR 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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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特定蛋白仪测定 IgE 的精密度、正确度及临床可报告范围均符合医学实验室认可性能评价要

求，可用于临床检测。 

 
 

PU-5331 

河南省儿童铁蛋白水平及检测铁蛋白的重要性 

 
王亚龙,贾全胜 

河南省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展示河南省儿童血清铁蛋白的水平，讨论儿童检测血清铁蛋白的必要性。 

方法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2 月收治进行检查的儿童 1236 例，年龄 0-14 岁，所研究对象均无

心、肝、肾、血液及其他相关疾病。 

方法：选取 8:00-9:00 采集受试者空腹静脉血 4mL，分离血清，检测血清铁蛋白含量 

结果  调查统计河南省内 613 名男性儿童检测血清铁蛋白的数据显示：有 9 名儿童血清铁蛋白水平

小于 15ng/ml，占比：1.47%；有 5 名儿童血清铁蛋白水平大于 200ng/ml，占比：0.82%。 

统计河南省内 623 名女性儿童检测血清铁蛋白的数据显示：有 29 名儿童血清铁蛋白水平小于

15ng/ml，占比：4.65%；有 11 名儿童血清铁蛋白水平大于 150ng/ml，占比：1.77%。 

调查显示河南省有 4.36%儿童处于血清铁蛋白的异常状态，更有 3.07%的儿童缺乏，以女性儿童占

主导。 

结论  虽然，血清铁蛋白的重要性逐渐被人们认识，但是还是不能满足我们正常的需求量。儿童是

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儿童的健康更是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健康的传承。考虑到血清铁蛋白

对儿童生长发育的重要影响，血清铁蛋白的检测已经十分必要。 

 
 

PU-5332 

7 例运动性横纹肌溶解症辅助检查及临床救治分析 

 
王秋慧,薛克俭,云发超,王志中 

解放军第四七四医院 

 

目的   探讨运动性横纹肌溶解症（exercise rhabdomyolysis,ER）的辅助检查特点及对临床救治的

意义。 

方法  收集 2014 年至今 7 例运动性横纹肌溶解症病例资料，对患者的辅助检查结果、临床救治数

据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病例均为年轻男性，平均年龄 25±3.5 岁，诱因为过度运动，临床表现血尿（100%），肌肉

酸痛、肿胀（85.7%），肌力下降（57.1%）；实验室检查结果：血清肌酸激酶（CK）、CK-

MB、LDH 及天门冬氨酸转移酶（AST）等酶显著增高，尿潜血阳性、尿素、肌酐水平升高；临床

治疗：碱化尿液、保护肾功、补液维持电解质平衡、防止并发症，必要时予以血液过。 

结论  过度运动可导致横纹肌溶解症，实验室检查 CK 增高急剧增高、肾功能损害对早期诊断及治

疗有重要临床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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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333 

甲状腺激素检测试剂稳定性的评估 

 
田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目的  评估甲状腺激素检测试剂的稳定性 

方法  应用甲状腺激素检测试剂盒，包括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riiodothyronine ,T3）、总甲状腺素

（thyroxine ,T4）、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ree triiodothyronine ,FT3）、游离甲状腺素（free 

thyroxine ,FT4）、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TSH）的起始部分（前 10 个测

试）和末尾部分（最后 10 个测试）检测室内质控品（方案 1，连续 5 天每天检测 5 次；方案 2，

连续 22 天每天检测一次），分析各个项目检测结果的重复性，并比较两部分结果的一致性。同时

参照室内质控的靶值和标准差，观察试剂起始、末尾部分检测数据的分布情况。 

结果  1）方案 1：除外 T4、FT3 两水平，FT4 的低值质控起始部分结果与末尾部分结果差异不具

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其余项目检测结果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T3 试剂两

部分结果偏差最大，质控水平 1、2 分别的为 6.1%、5.5%，同时其低值质控检测结果的变异系数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CV）大于 8.3%。（2）方案 2：除外 FT4、FT3 两水平及 T4 的低值和

TSH 高值质控起始部分结果与末尾部分结果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项目的检测结

果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T3 低值质控检测结果的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CV）大于 8.3%。5 种试剂的起始部分和末尾部分在不同范围内的分布比例不存在差异

（均 P>0.05）。22 天各项目数据位于`X±2SD 到`X±3SD 之间所占的比例，T3 项目（水平 1：起

始部分 4/22，末尾部分 2/22;水平 2：末尾部分 2/22）。T4 项目（末尾部分 1/22）。FT4 项目

（水平 1：起始部分 3/22，末尾部分 1/22）。各项目数据超过`X±3SD 所占的比例，T3 项目（水

平 1：末尾部分 2/22）。 

结论  甲状腺激素部分项目稳定性符合实验室要求，稳定性较好。但是 T3 项目检测试剂盒稳定性

相对较差，未能完全达到实验室要求。需要进一步分析原因并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 

 
 

PU-5334 

比较不同压缩材料对阳离子脂质体基因递送效率的影响 

 
丁伟峰 1,叶小磊 2,1 

1.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宁波大学 

 

目的  体内递送核酸一直是制约基因治疗的瓶颈。为明确不同核酸压缩材料对核酸的压缩效果，进

一步提高阳离子脂质体的转染效率，考察常见核酸压缩材料 PEI、壳聚糖、PLL 和亚精胺等分别与

阳离子脂质体联合使用后对核酸递送效率的影响。 

方法  阳离子脂质体/聚合物/DNA 复合物的转染效果的研究通过在使用阳离子脂质体前，用 DNA 压

缩材料预先压缩 DNA。随后，对得到的复合物的粒径，包封率，细胞毒性和转染效率进行考察。 

结果  粒径检测表明，阳离子脂质体/聚合物/DNA 形成的复合物粒径较单纯脂质核酸复合物小。凝

胶阻滞实验结果显示，PEI，壳聚糖，PLL 在一定比例下，均可以完全包裹 DNA，但是亚精胺为小

分子化合物，不能完全包裹 DNA。相比单纯的脂质核酸复合物，加入核酸压缩材料后，形成的如

PEI/DNA，壳聚糖/DNA，PLL/DNA，亚精胺/DNA 等复合物均可作为有效的核酸递送载体，并表现

出较高的转染效率（分别提高 51.0%，41.9%，22.4%，57.6%）。同时，4 种压缩材料及其与阳

离子脂质体形成的复合物都是低毒。基于这些结果，这表明核酸压缩材料与阳离子脂质体联合使用

可能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核酸递送载体。 

结论  综合考察上述 4 种压缩材料与脂质体，证实 PEI 与亚精胺联合使用是有效的核酸递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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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335 

Novel ALK inhibitor AZD3463  inhibits neuroblastoma 
growth by  overcoming crizotinib resistance  and inducing 

apoptosis 

 
Yongfeng Wang, liang Mi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ALK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has been shown to be a therapeutic target in 
neuroblastoma. Germline ALK activating mutation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majority of hereditary 
neuroblastoma and somatic ALK activating mutations are also frequently observed in sporadic 
cases of advanced NB. 
Methods Crizotinib, a frst-line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harboring ALK rearrangements, demonstrates striking efcacy against ALK-rearranged 
NB. However, crizotinib fails to efectively inhibit the activity of ALK when activating mutations are 
present within its kinase domain, as with the F1174L mutation. 
Results Here we show that a new ALK inhibitor AZD3463 efectively suppressed the proliferation 
of NB cell lines with wild type ALK (WT) as well as ALK activating mutations (F1174L and 
D1091N) by blocking the ALK-mediated PI3K/AKT/mTOR pathway and ultimately induced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Conclusions In addition, AZD3463 enhanced the cytotoxic efects of doxorubicin on NB cells. 
AZD3463 also exhibited signifcant therapeutic efcacy on the growth of the NB tumors with 
WT and F1174L activating mutation ALK in orthotopic xenograft mouse models.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ZD3463 is a promising therapeutic agent in the treatment of NB 
 
 

PU-5336 

云南宣威肺癌全基因组 DNA 甲基化状态改变的研究 

 
王娟,段勇,张艳亮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在中国，云南宣威是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地区之一，目前的研究表明 DNA 甲基化的改

变与癌症的发生、侵袭、转移相关，而宣威肺癌全基因组 DNA 甲基化状态的改变仍少有研究。 

方法  10 例宣威肺癌组织及配对癌旁肺组织分别采用 DNA 甲基化免疫沉淀联合芯片（methylated 

DNA immunoprecipitation combined with microarray analysis, MeDIP）和基因表达谱芯片进行差

异甲基化序列（ differentially methylated regions，DMRs）和差异表达基因（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DEGs）的筛查。将 DMRs 和 DEGs 进行联合分析，最终描绘出云南宣威肺癌

全基因组 DNA 甲基化状态改变并因此致基因表达改变的图谱。 

结果  通过 MeDIP 技术，从宣威肺癌中筛选出 5788 个高甲基化序列和 1111 个低甲基化序列，发

生高甲基化的序列占 83.9%。这些肺癌中的 DMRs 主要分布在 1 号、11 号、17 号、19 号染色体

上。高、低甲基化序列发生在启动子区的比例分别是 57.9%、95.2%。表达谱芯片共筛选出 5129

个 DEGs，其中 3248 个基因表达上调，1881 个基因表达下调。5788 个高甲基化的序列所涉及的

基因中有 516 个是低表达的（占 14.7%），有 752 个是高表达的（占 21.5%）。1111 个低甲基化

的序列所涉及的基因中有 78 个是低表达的（占 11.9%），有 115 个是高表达的（占 17.6%）。启

动子区发生高甲基化、低表达的基因占启动子区发生高甲基化区域所对应基因的 15.8%，启动子区

发生低甲基化、高表达基因占启动子区发生低甲基化区域所对应基因的 17.6%。甲基化改变和表达

改变之间无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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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联合差异甲基化和差异表达基因进行分析来研究宣威肺癌的发病机制，不仅为宣威肺

癌发病机制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 MeDIP 结果的分析建立了一种分析模型，同时，为宣威

肺癌的诊治筛选出了一些潜在的诊治靶点。 

 
 

PU-5337 

Beclin 1 acetylation impairs the anticancer effect of aspirin 
in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Ting Sun,Liang Mi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Regular use of aspirin can reduce cancer incidence, recurrence, metastasis and 
cancer-related mortality. Aspirin suppresses proliferation and induces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in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but the precise mechanism is not clear.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demonstrated that aspirin induced autophagosome formation in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but autophagic degradation was blocked through aspirin-mediated 
Beclin 1 acetylation. Blocked autophagic degradation weakened aspirin-induced cell death. 
Results Collectively,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e dual roles of aspirin on autophagy, and 
demonstrate a new mechanism by which Beclin 1 acetylation impairs the anticancer effect of 
aspirin in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Conclusions Collectively,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e dual roles of aspirin on autophagy, and 
demonstrate a new mechanism by which Beclin 1 acetylation impairs the anticancer effect of 
aspirin in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PU-5338 

Quantitativemethylation analysis reveals gender and age 
differences in p16INK4a hypermethylation in hepatitis B 

virus-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Yongfeng Wang,Liang Mi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Frequent promoter hypermethylation of the inhibitors in either Rb or p53 pathways is 
associated with th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development. Objective: To quantitatively 
assess the gradual changes of the promoter methylation of p14ARF, p15INK4b, p16INK4a and 
CCND2 genesin hepatitis B virus (HBV) infection-related HCC.  
Methods A total of 118 pairs of tumour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non-tumour tissues were 
collected from HCC patients with evidence of HBV infection. The promoter methylation status was 
analysed by combined DNA methylation-sensitive and methylation-dependent restriction 
endonuclease digestion, followed by subsequential quantitative PCR assay.  
Results  Promoter hypermethylation frequencies were gradually increased from 6.25% in normal 
liver tissues to 21.19% in adjacent non-tumour and to 40.68% in tumour tissues for p16INK4a (P= 
0.000), and from none to 10.20% and to 29.59% for CCND2 (P= 0.001). The hypermethylation 
intensities in HCC tissues were also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 0.0018 for p16INK4a, P= 0.0001 
for CCND2).Altogether, 48.93% cases were found with increased hypermethylation intensity of 
either p16INK4a and/or CCND2 promoter in tumour tissues, compared with their matched non-
tumour tissues. In addition, tumour tissue p16INK4a promoter hypermethyla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male than that in female gender patients in frequency (P= 0.041) and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patients older than 50 years of age in intensity (P= 0.0021). 
Nohypermethylation of p14ARF or p15INK4b was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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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Ourstudy demonstrated that from normal liver to the adjacent cirrhotic liver and to 
the HCC tissues, p16INK4a hypermethylation was gradually increased both in frequency and in 
intensity, such increase might be gender and age related 
 
 

PU-5339 

浅析抗肿瘤药物的用药顺序在联合化疗中的作用 

 
白靖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目的  探讨用药顺序在联合化疗中对药物疗效和毒性的影响，以引起临床对化疗药用药顺序的注

意，从而促进安全、高效、合理联用化疗药物。 

方法  本文依据临床药理学知识，分别从提高化疗效果和降低毒性两方面，列举临床常用联合化疗

方案的用药顺序，从而阐述分析输液顺序的改变，对化疗效果和毒性方面的影响。 

结果  由于抗肿瘤药物作用的复杂性，联合化疗方案中用药顺序的微小改变会对治疗结果产生不同

的影响。 

结论  在临床实践中有必要从药物生化药理学、药代动力学、细胞增殖动力学及药物毒性方面等考

虑化疗药用药顺序。临床药师应充分发挥药学监护的作用。 

 
 

PU-5340 

Loss of calcium overload promotes oxidative stress 
tolerance and imparts cisplatin resistance in ovarian 

cancer cells 

 
Liwei Ma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Cisplatin is a commonly used chemotherapeutic drug, used for the treatment of 
malignant ovarian cancer, but acquired resistance limits its application. Objective: We want to 
show that loss of calcium overload and oxidative stress tolerance play key roles in cisplatin 
resistance in ovarian cancer. Cisplatin induces an increase in oxidative stress and alters 
intracellular Ca²⁺ concentration, including cytosolic and mitochondrial Ca2+ in cisplatin-sensitive 
SKOV3 cells. 
Methods We used western blot, MTT, DCFH-DA and using an Apoptosis and Necrosis Assay Kit 
methods. 
Results Cisplatin induces mitochondrial damage and triggers the mitochondrial apoptotic 
pathway in cisplatin-sensitive SKOV3 cells, but rarely in cisplatin-resistant SKOV3/DDP cells. 
Inhibition of calcium signaling attenuates cisplatin-induced oxidative stress and intracellular Ca2+ 
overload in cisplatin-sensitive SKOV3 cells. 
Conclusions Collectively, our data indicate that loss of calcium overload mediates cisplatin 
resistance by alleviating oxidative stress in ovarian cancer cells.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838 

 

PU-5341 

荧光原位杂交在快速产前诊断中的应用 

 
赵利娟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目的  探讨荧光原位杂交（FISH)）技术应用于快速产前诊断胎儿染色体非整倍体数目异常中的临床

价值。 

方法  对 247 例孕 16-27 周孕妇的羊水样本进行 FISH 检测，同时对所有样本进行羊水细胞培养和

常规 G 显带核型分析，通过对比，对 FISH 技术用于产前诊断进行评价。 

结果  245 例样本成功杂交，获得 FISH 诊断结果，检出异常 60 例，其中，30 例 21-三体、15 例

18-三体、1 例 13 三体、9 例性染色体异常和 5 例嵌合体。242 例羊水细胞培养成功，核型分析与

FISH 结果一致。另外，羊水核型分析检出 6 例染色体结构异常，FISH 检测未能检出。 

结论  FISH 技术能快速、准确的检测出胎儿染色体数目异常，但是并不能完全替代羊水细胞培养的

核型分析，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快速产前诊断方法。 

 
 

PU-5342 

血栓弹力图预测静脉血栓栓塞症发生的价值分析 

 
蒋知云,马俊芬,吴凡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静脉血栓栓塞症是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包括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in thrombosis，DVT）

和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PE）。30%的 VTE 病人在初次发病以后的十年内会复发。血栓

弹力图检测易于操作，可评价血栓形成和溶解的整个过程，包括从凝血因子激活到血块形成，以及

纤溶信息。有关血栓弹力图在诊断机体高凝状态及早期预测 VTE 的研究结果相差悬殊，而且血栓

弹力图在我国中的应用起步较晚，技术不够成熟。因此本文就血栓弹力图对 VTE 的预测价值进行

客观评价，以期更加准确地认识血栓弹力图在临床上预测 VTE 的应用价值。 

方法  两名研究者按照纳入与排除标准，系统检索 1980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 Pubmed，

CENTRAL，EMBASE 数据库中相关的临床研究，并对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目录进行手工检索。对

检索到的文献独立进行文献筛选及资料提取，遇到分歧时询问第三名研究人员。本次评价的指标包

括 R 值、K 值、MA 值、a 角、CT 值、CFT 值、MCF 值。此外，运用 QUADAS-2 工具对纳入文

献的质量进行评价。最终对纳入的研究进行定性分析。 

结果  共纳入研究 15 篇，涉及 293 名 VTE 患者。统计结果显示纳入研究在病例选择方面的偏倚风

险较小。最大的偏倚风险来自于病例流程和进展情况，以及血栓弹力图的解释与实施。研究结果显

示血栓弹力图预测 VTE 的准确性参差不齐。MA 或者 MCF 值增加可能与 VTE 的发生有关。三分之

一的研究显示血栓弹力图参数的变化与 VTE 的发生没有关系。 

结论  目前的研究显示血栓弹力图预测 VTE 的准确性差异较大。血栓弹力图联合血栓检测实验的其

它指标可能会提高预测 VTE 发生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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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343 

miRNA-205 在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组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董树岭 2,尹惠卿 2,吕彦萌 3,孟伟伟 2,董翠翠 2,贺付成 2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 

3.河南省高等学校临床医学重点学科开放实验室 

4.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输血科 

 

目的  探讨 miRNA-205 在食管鳞状细胞癌（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患者

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及其在不同临床病理资料之间的差异。 

方法  收集 56 例经病理确诊的 ESCC 患者的手术切除组织（癌组织及其癌旁组织），采用实时荧

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 real tim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检测

miRNA-205 的表达情况，并分析 miRNA-205 在不同临床病理资料之间的差异。 

结果  ESCC 患者组织中 miRNA-205 相对表达量为 1.475（0.444~5.478），高于癌旁组织，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Z=-3.067，P=0.002）；miRNA-205 在不同 TNM 分期 ESCC 患者组织中存在差

异，TNM 分期越高，miRNA-205 表达量越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36.335,P=0.000）；

miRNA-205 在淋巴结转移阴性/阳性组织中存在差异，淋巴结转移阳性组组 miRNA-205 表达量显

著高于淋巴结转移阴性组组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3.353，P=0.001）。 

结论  ESCC 患者癌组织中 miRNA-205 表达升高，并可能参与 ESCC 的发生与发展。 

 
 

PU-5344 

Predictive value of plasma microRNA-216a/b in the 
diagnosis of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Shuling Dong2,3,Huiqing Yin2,Dong Cuicui2,Sun Kaiyan2,Lv Pin2,Meng Weiwei2,Miang Liang2,He Fuchegn2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2. 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52， Henan Province， China 

3.Institute of Clinical Medicin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52， 

Henan Province， China 

4.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52， Henan Province， China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was design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plasma miRNA-
216a/b for ESCC. 
Methods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 is a common human malignancy with a 
poor survival, which was usually diagnosed at an advanced stage. MicroRNAs (MiRNAs), a class 
of single strained non-coding RNAs with only 17-25 ribonucleotides, were demonstrate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lots of cancers. Recent years, increasing evidences revealed that circulating 
miRNAs exhibited great potential in the diagnosis of various types of cancers. 
Result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plasma miRNA-216a/b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ESCC patients compared with that of healthy controls.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nalysis yielded an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value of 0.877 
[95% CI (confidence interval): 0.818-0.922] for miRNA-216a and 0.756 (95% CI: 0.685-0.819) for 
miRNA-216b. Clinical data indicated that decreased expression of plasma miRNA-216a/b was 
inversely correlated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TNM stage. Additionally, the plasma 
miRNA-216b expression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postoperative samples than 
preoperative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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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Our study, for the first time, demonstrated that plasma miRNA-216a/b might serve 
as potential biomarkers for the diagnosis of ESCC and dysregulation of miRNA-216a/b might be 
involved in the progression of ESCC. 
 
 

PU-5345 

Predictive value of plasma miRNA-718 for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Shuling Dong2,3,Sun Li2,Dong Cuicui2,Sun Kaiyan2,Meng Weiwei4,Lv Pin2,Hui Huiping2,Meng Liang2,He Fucheng2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52， Henan Province， China 

3.Institute of Clinical Medicin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52， 

Henan Province， China 

4.Department of Blood Transfusion，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52， Henan Province， China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plasma miRNA-718 i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 patients and its diagnostic value. 
Methods Quantitive real 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 method was performed to 
examine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plasma miRNA-718 in 120 consecutive ESCC patients and 51 
healthy controls. The difference of plasma miRNA-718 expression level between the paired pre- 
and postoperative patients was compar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lasma miRNA-718 
expression levels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as further analyzed and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power of 
plasma miRNA-718 for ESCC. 
Results Plasma miRNA-718 expression level of ESCC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healthy controls. Compared with preoperative patients, the plasma miRNA-718 expression 
level of postoperative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Plasma miRNA-718 expression level 
was invers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TNM stage. The ROC curve 
analysis showed that plasma miRNA-718 yielded AUCs of 0.715, 0.689 and 0.620 for the 
detection of ESCC patients, early patients with Tis-T1 or early patients with TNM 0-I,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Plasma miRNA-718 is downregulated in ESCC patients and might serve as a 
potential diagnostic marker for ESCC. 
 

PU-5346 

ATP-mediated lysosomal function promotes cisplatin 
resistance of human ovarian carcinoma cells 

 
Liwei Ma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Lysosomes are involved in promoting resistance of cancer cells to chemotherapeutic 
agents. However,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lysosomal influence of cisplatin resistance in 
ovarian cancer remain incompletely understood. 
Methods  In our study, we used western blot to the expression of the protein. According to MTT, 
we detected the growth of cells. And we used  immunofluorescence to detect the location the 
protein in cells. 
Results We report that, compared with cisplatin-sensitive SKOV3 cells, autophagy increases in 
cisplatin-resistant SKOV3/DDP cells treated with cisplatin. Inhibition of early-stage autophagy 
enhanced cisplatin-mediated cytotoxicity in SKOV3/DDP cells, but autophagy inhibition at a later 
stage by disturbing autophagosome-lysosome fusion is more effective. Notably, SKOV3/D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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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s contained more lysosomes than cisplatin-sensitive SKOV3 cells. Abundant lysosomes and 
lysosomal cathepsin D activity were required for continued autolysosomal degrad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autophagic flux in SKOV3/DDP cells. Furthermore, SKOV3/DDP cells contain 
abundant lysosomal ATP required for lysosomal function, and inhibition of lysosomal ATP 
accumulation impaired lysosomal function and blocked autophagic flux. 
Conclusions Therefore,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lysosomes at least partially contribute to 
cisplatin resistance in ovarian cancer cells through their role in cisplatin-induced autophagic 
processes, and provide insight into the mechanism of cisplatin resistance in tumors. 
 
 

PU-5347 

溶酶体参与自噬介导卵巢癌顺铂耐药性机制研究 

 
马丽伟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讨溶酶体参与了自噬介导卵巢癌顺铂耐药性机制研究。  

方法  ＭＴＴ 法检测细胞生存率；免疫荧光检测自噬相关蛋白 ｐ６２ 和 ＬＣ３ 变化，再通过 Ｌ

ｙｓｏＴｒａｃｋｅｒ 染色观察溶酶体变化；ｃａｔｈｅｐｓｉｎ Ｄ 试剂盒检测酶活性改变；流

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检测凋亡相关蛋白表达。 

结果  对于不同浓度的顺铂，ＳＫＯＶ３ ／ＤＤＰ 细胞比 ＳＫＯＶ３ 细胞的生存率高；６ ｍｇ 

／Ｌ 的顺铂作用下，与 ＳＫＯＶ３ 细胞相比，在 ６ ｈ、１２ ｈ 和 ２４ ｈ，ＳＫＯＶ３ ／ＤＤ

Ｐ 细胞 ＬＣ３ 的表达增高，ｐ６２ 逐渐下降，ＬｙｓｏＴｒａｋｃｅｒ 着色增强，ｃａｔｈｅ

ｐｓｉｎ Ｄ 活性增高；与自噬抑制剂 ３－ＭＡ 相比，ＣＱ 更加明显地增加顺铂诱导 ＳＫＯＶ３ 

／ＤＤＰ 细胞的凋亡率（P ＜０．０５），ＬｙｓｏＴｒａｃｋｅｒ 着色明显减弱，ｃａｔｈｅ

ｐｓｉｎ Ｄ 活性降低，细胞色素 Ｃ、ｃｌｅａｖｅｄ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 和 Ｂａｘ 表达增加，

Ｂｃｌ－２ 表达降低（P ＜０．０５）。  

结论  溶酶体的功能活化促进了卵巢癌细胞的顺铂耐受。 

 
 

PU-5348 

骨髓细胞学与流式免疫分型结果不符情况的调查及分析 

 
金咏梅,姚尧,蒋能刚,廖红艳,粟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探讨骨髓细胞学及流式细胞术免疫分型结果不符情况，从而设法提高实验室骨髓细胞学检查

的正确率以及增加骨髓细胞学检查与流式细胞术免疫分型结果的一致性。 

方法  回顾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016 年临检血液室骨髓组接收到的包括住院、门诊及会诊骨髓细胞

学检查及流式细胞术免疫分型结果并应用统计学方法进行统计。 

结果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016 年临检血液室骨髓组接收到的包括住院、门诊及会诊在全年中同时

申请了骨髓细胞学检查及流式细胞术免疫分型的病例数为 2448 例，两种检查结果不符的有 110

例，占总数的 4.49 %。 

结论  二者区别主要体现在形态识别与细胞分类比例两方面，应从这两方面入手提高实验室骨髓细

胞学检查的正确率以及增加骨髓细胞学检查与流式细胞术免疫分型结果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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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349 

应用简化比对方案对贝克曼 DXI 800 

与 ACCESS 2 部分检测项目的比对研究 

 
赵雪晴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应用简化比对方案对实验室全自动化学发光分析仪 DXI 800 与 ACCESS 2 检测系统在临床生

化中的一致性，并对其结果进行判断 

方法  按照 CNAS-CL38 的要求，以 DXI 800 为参照仪器，ACCESS 2 为待评仪器，检测 20 例患

者新鲜血清中不同浓度孕酮（Prog）、雌二醇（E2）、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肌钙蛋白

（cTnI）项目。采用配对 t 检验对 2 个检测系统的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计算各项目在 2 个检测

系统间的相关系数，列出回归方程，并对偏倚进行评估。 

结果  配对 t 检验显示，所有项目结果在 2 各检测系统间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检测系统

相关性较好，所有项目的 r2均大于 0.950，比对系统所有项目比对数据均<1/2 TEa，符合比例均大

于 80%。 

结论  贝克曼化学发光仪 DXI 800 与 ACCESS 2 全自动化学发光分析仪应用简化比对方案，所有检

查的项目均具高度的可比性，并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可以用于临床标本的检测。 

 
 

PU-5350 

LKB1 在肠道肿瘤发病中的作用研究 

 
刘夏楠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肠道炎症与肠道肿瘤的发生息息相关，炎症性肠病患者肠道肿瘤发生率较正常人高出十倍之

多。前期我们发现肠道上皮细胞特异性 LKB1 基因敲除导致小鼠对 DSS 诱导的急性肠炎易感性显

著增加。为探讨 LKB1 在肠道肿瘤发病中的作用，我们进行了以下研究。 

方法  选取 6 周大小的雄性肠道上皮细胞特异性 LKB1 基因敲除小鼠为实验对象，以同窝出生、分

笼饲养的 6 周大小的雄性野生型小鼠为对照小鼠。应用经典的 AOM+DSS 模型诱导小鼠肠炎相关

肠癌模型，通过分析两组小鼠肠道肿瘤的数量、大小、荷瘤负担、组织学变化等比较两组小鼠肠道

肿瘤发生的差异。 

结果  在 AOM+DSS 诱导的小鼠肠炎相关肠癌模型中，肠道上皮细胞特异性 LKB1 基因敲除小鼠肠

道肿瘤数量显著多于野生型小鼠，荷瘤负担显著高于对照小鼠，同时 LKB1 基因敲除小鼠肠道肿瘤

中有 40%的肿瘤直径在 4mm 以上，而对照小鼠中直径大于 4mm 的肿瘤数量不足 5%。取两组小

鼠肿瘤组织进行 H&E 染色分析比较两组小鼠组织学差异，结果显示 LKB1 基因敲除小鼠肿瘤组织

中隐窝长度显著高于对照小鼠，增生更加明显。 

结论  肠道上皮细胞特异性 LKB1 基因敲除促进小鼠肠道肿瘤的发生，正常肠道上皮细胞 LKB1 的

表达对抑制肠道肿瘤的发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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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351 

Clinical and molecular genetic analysis of a family with 
early-onset LAMA2-related muscular dystrophy 

 
Xingbo Song, Minjin Wang,Huiyu Zhong,Qian Wu,Yang Wen,Jun Wang,Xiaojun Lu,Binwu Ying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LAMA2-related muscular dystrophy (LAMA2 MD) is the most common and fatal form of 
early-onset congenital muscular dystrophies. LAMA2 MD, an autosomal recessive inherited 
disease, is caused by mutation or exon deletion in LAMA2 gene. The spectrum of the phenotype 
is expanding in recent years partially due to the definitive diagnosis of molecular genetics. We 
inquired the genotype and phenotype in a LAMA2 abnormal muscular dystrophy family 
manifesting as limb-girdle muscular dystrophy (LGMD). 
Methods The clinical disease information of the proband and his family has been collected. The 
muscle specimen were performed by muscle biopsy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The 
peripheral blood genomic DNA was extracted from proband and his family, and genetic testing 
was analyzed using the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and multiplex ligation dependent 
probe amplification (MLPA). The point mutation was verified by Sanger sequencing. 
Results The proband had muscle atrophy and motor retardation when he was age two , and his 
brother had the same clinical symptoms but died at the age of five. Muscle biopsy showed 
atrophy in histochemical staining and electromyography examination found obvious anomalies.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using antibody against merosin showed nearly normal expression 
surrounding the muscle fiber. By analyzing the gene test we found that compound heterozygous 
LAMA2 mutation inherited from the parents respectively. One coming from the mother was a 
heterozygosity deletion of exon 30. The other from the father was a missense mutation 
c.8906G>C (p.Arg2969Pro). Sanger sequencing verified the point mutation. The brother had the 
same mutations as the proband. We diagnosed these early-onset LAMA2 MD Chinese patients 
on molecular genetic level and genetic counseling is available. 
Conclusions We inquiried the genotype and phenotype in a LAMA2 abnormal muscular 
dystrophy family manifesting as limb-girdle muscular dystrophy (LGMD). 
 
 

PU-5352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HER-2  
and NF-κB expression  in Gastric Cancer 

 
Xiaogai L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2 (HER-2) and 
Nuclear factor-κb (NF-κB) in gastric cancer, and the relation of these two parameters with stage, 
grade and metastasis of gastric cancer. 
Methods The serum level of HER-2 in 75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and control participants were 
determin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kits. Expression of HER-2 and NF-
κB protein were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SP method) of paraffin-embedded 
tissues in 75 tumors (observed group) and 22 normal gastric specimens. The clinical pathological 
data was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Serum HER-2 level were signicantly increased in study group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01). The HER-2 level of 8.2 ng/mL as the cutoff value has a 79% 

sensitivity and an 82% specificity for predicting gastric cancer. The positive rate of HER-2 and 
NF-κB in the observed group was 24.00% (18/75) and 62.67% (47/75) respectively. The 
expression of HER-2 and NF-κB were not correlated with age and gender, but with stage, grade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844 

 

and metastasis (P＜0.05). The expression of NF-κB was correlated with tumor size (P＜0.05), 

while HER-2 was not (P＜0.05). When HER-2 was positive, NF-κB had a positive rate of 94.44% 

(17/18), but a positive rate of 52.63% (30/57) when HER-2 was negative. Expression of NF-κB in 

gastric cancer tissue was correlated with HER-2 expression (Ｘ2 =8.514, P＜0.01). 

Conclusions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the expression of NF-κB in gastric cancer tissue is 
correlated with HER-2 expression, and they may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gress of 
gastric cancer. 
 
 

PU-5353 

Molecular Identification of Huntington’s disease  
in a Chinese family 

 
Xiaogai L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Huntington’s disease (HD) is an autosomal dominant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caused by a CAG expansion in the 5’coding region of the HD gene, which is the genetic ba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D. The Pathogenesis remain unknown at present, and no effective 
treatment is known. This is a brief report about the genetic diagnosis for a family with a history of 
HD in Wuhan, China.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informed consent, we analyzed the brain imaging features 
of 4 borderline HD cases.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PAGE) and DNA sequencing were applied to detect and analyze the repeated CAG sequence in 
ITl5 gene of 17 members in the HD family. 

Results In the family, four patients (Ⅱ2, Ⅱ6, Ⅲ5 and Ⅲ9) typically exhibit involuntary dance-like 

movements, three of them have atrophy in the bilateral cerebral cortex and the caudate nucleus 
by MRI, two of them have abnormally amplified repeated CAG sequence (>40) by genetic 
analysis. Among the borderline cases with clinical symptoms and imaging features of HD, 2 
cases were identified with CAG expansions in IT15 gene by mutation analysis, which effectively 
excluded the suspected HD patients. 
Conclusions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 clinical diagnosis of HD requires a combination of 
clinical symptoms, radiological changes and genetic diagnosis. 
 
 

PU-5354 

不同浓度雷帕霉素对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稳定性的影响 

 
于菲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近几年来，由于心血管疾病导致临床事件的发生，其死亡率在全球人口总死亡率中居高不

下，严重威胁人类健康。这些事件的发生多数是由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继发血栓形成，而不

稳定斑块是几乎所有斑块破裂产生的基础。因此对于不稳定斑块早期积极的干预，有益于患者的预

后。目前对于斑块不稳的研究很多，但针对雷帕霉素对其稳定性的影响还不明确。本课题旨在探讨

不同浓度雷帕霉素对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稳定性的影响。 

方法  利用 ox-LDL 体外处理小鼠 RAW264.7 巨噬细胞，建立 AS 不稳定斑块模型；通过油红 O 染

色鉴定不同浓度 RAPA 处理后对于巨噬细胞泡沫化的影响；通过 ELISA 方法测定不同处理后炎症

因子 IL-18 的含量。 

结果  1、小剂量 RAPA 作用可以抑制巨噬细胞泡沫化，大剂量 RAPA 作用会增强巨噬细胞的泡沫

化。2、小剂量 RAPA 作用可以减少 IL-18 的含量，大剂量 RAPA 作用会使 IL-18 含量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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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于 RAW264.7 巨噬细胞模拟的 AS 斑块模型，小剂量 RAPA 能够起到稳定 AS 斑块的作

用，而大剂 RAPA 增大了 AS 斑块的易损性。 

 
 

PU-5355 

罗氏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16 项常规生化检测项目的性能评价 

 
郭书忍,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评价罗氏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16 项常规检测项目的分析性能。 

方法  参考美国临床与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 institution, CLSI）发布

的方法学评价系列文件，对 Roche Cobas C8000@C701，  Roche Cobas C8000@C702 和

Roche Modular DDPP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16 项常规生化检测项目的精密度、正确度、分析测量范

围、最大稀释倍数、生物参考区间进行评价，并与厂商声明的性能和有关的质量标准进行比较。根

据 EP-15A 和 EP9-A2 文件分别进行检测系统的精密度和正确度性能评价。参考 CLSI-EP6A 文

件，用平均斜率法评价并验证厂商声明的可测量范围。用回收率来判断 16 个项目的最大稀释倍

数，以验证临床可报告范围。用根据 CLSI C28-A2 文件，选择 18-74 岁的健康体检者男女各 20

名，以验证厂商声明的生物参考区间的适用性。 

结果  各检测系统测定的 16 项常规生化检测项目（ALB、TC、TG、Glu、Ca、P、ALP、CK、

GGT、Crea、TP、UA、ALT、AST、UREA、TBIL）总不精密度均小于 1/3CLIAA’88 允许的总误

差，批内不精密度小于 1/4CLIAA’88 允许的总误差。与参加卫生部质评测定的 Roche Cobas 

C8000@C702 仪器做比对，其它两套检测系统的检测结果与之的相关系数大于 0.99。平均斜率法

分析显示三个检测系统的 16 个项目在厂家声明的线性范围内斜率在 0.97-1.03，截距与 0 无统计学

差异。最大稀释倍数与 Roche 声明的一致。20 名健康人的检测值均分布在设定的生物参考区间

内。 

结论  Roche 三台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系统检测的 16 项常规生化项目的主要分析性能达到了厂商声

明的性能和有关的质量要求，最大稀释度和临床可报告范围可为临床提供更好的质量保证，厂商声

明的生物参考区间可满足临床需要。 

 
 

PU-5356 

XRCC1 Arg399Gln polymorphism is not associated with 
breast cancer in Chinese 

 
shuren guo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A number of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of XRCC1 
polymorphisms with Breast cancer (BC) risk in Asians, but the results have been inconsistent. We 
therefore performed the present meta-analys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in detail. 
Methods Reported studies were searched from 1990 to October 15, 2014 in PubMed and Wan 
fang Med Online. We performed a meta-analysis of 13 published case-control studies fiting our 
eligibility criteria. These studies involved XRCC1 Arg399Gln polymorphisms in 
4984 BC cases and 5744 controls in dominant (ArgArg vs. GlnGln+ArgGln), recessive 
(ArgGln+ArgArg vs. GlnGln),and co-dominant (ArgArg vs. GlnGln) inheritance models. The total 
odds Ratio (OR) and 95% CI were calculated and analyzed by Review Manager 5.2 and STATE 
12. 
Results Overall, signifiantly increased BC risk was observed inany genetic model (dominant 
model: odds ration [OR] = 1.31, 95% confience interval [CI] = [1.08, 1.58]; recessive model: 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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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 95% CI = [0.50, 0.81]; codominant model: OR = 2.52, 95% CI: [1.38, 4.60]) when all eligible 
studies were pooled into the meta-analysis. In further stratifid analyses, no association was found 
between Arg399Gln polymorphism and BC risk in Chinese fewer than three hereditary models.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XRCC1 Arg399Gln polymorphism may b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Breast cancer risk among Asians, except Chinese population. 
 
 

PU-5357 

Platelet-to-lymphocyte ratio, 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and platelet indice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deep venous 

thrombosis 

 
Zhiyun Jiang,Junfen Ma,Qian Wang,Fan Wu ,Liang Mi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Inflamm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thrombotic events and complete 
blood count (CBC) is an easily measured tes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CBC components including mean platelet volume (MPV), platelet-to-lymphocyte ratio 
(PLR), mean platelet volume-to-lymphocyte ratio (MPVLR) and 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NLR) for patients with acute deep venous thrombosis (DVT). 
Methods A total of 115 patients with acute DVT and 105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All 
tests were further measured in clinical laboratory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Detections for all specimens were completed within four hours from collection. 
Additionally, based on the results above, PLR was calculated as platelet count divided by 
absolute lymphocyte count and NLR was absolute neutrophil count divided by lymphocyte count. 
While MPVLR referred to the ratio of MPV and lymphocyte count. 
Results MPV (P=0.044), PLR (P=0.006), MPVLR (P=0.001) and NLR (P<0.0001)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acute DVT patients compared to controls. MPV was inversely correlated 
with platelet count (P<0.0001) and NLR was positively with D-dimer (P=0.002) and PLR 
(P<0.0001). Notably, on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NLR and D-dimer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acute DVT (OR: 3.110, P=0.006; OR: 1.009, P<0.000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MPV and inflammatory markers including PLR, MPVLR and NLR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acute DVT compared to control group. In addition, NLR 
seems to be a novel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of acute DVT. These findings should be further 
evaluated in larger prospective randomized trials in the future. 
 
 

PU-5358 

The Coxsackie and Adenovirus Receptor Promotes Anti-
tumor Activity of Oncolytic Adenovirus H101 to ESCC 

 
马俊芬 1,赵继敏 2,路静 2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郑州大学 

 

目的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variation of CAR expression o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 cell lines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anti-tumor effect of oncolytic 
adenovirus H101. 

方法   The protein levels of CAR ESCC cell lines, EC9706 and EC1, were measured by 

immunocytochemistry analysis，Flow-cytometry and Western-b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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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TSA can up-regulated the protein level of CAR in human ESCC cells and can increase the 

anti-tumor activity of oncolytic adenovirus H101 to ESCC cells through enhancing the protein 
level of CAR. There were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level of phosphorylated 
ERK1/2 and the protein level of CAR  

结论  The anti-tumor activity of oncolytic adenovirus H101 was positively related with the protein 

level of CAR on cancer cells. TSA can increase the protein level of CAR in human EC1 cells and 
promote the anti-tumor activity of H101. The mechanisms maybe involve in the interruption of 
MAPK / ERK pathway. 
 
 

PU-5359 

甲型肝炎病毒 2C 蛋白的解旋活性研究 

 
程振云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确定甲型肝炎病毒 2C 蛋白的解旋功能。 

方法  将甲型肝炎病毒（HAV）编码的 2C 蛋白与同属小 RNA 病毒目的其它几种病毒的氨基酸序列

进行同源比对后，发现该蛋白的氨基酸序列中含有三个比较保守的氨基酸基序，根据同源比对的结

果设计了 2C 基因的特异性扩增引物，并在引物中引入适当的酶切位点（XbaI 和 KpnI），通过

RT-PCR 方法扩增获得 HAV 非结构蛋白 2C 的基因片段，回收该目的片段并与 T 载体进行连接

后，转化到 DH5α 的感受态细胞中，挑选阳性克隆并提取其质粒，将测序正确的质粒和

pFastBacTMHTA-MBP 载体进行双酶切并回收目的片段，连接后转化到 DH10BacTMEcoli 感受态细

胞中获得重组穿梭载体，经转染和感染昆虫细胞 Sf9 后，获得重组蛋白 MBP-2C，通过 SDS-

PAGE 和 western-blot 分析。 

结果  检测到 2C 蛋白成功表达，并确定了蛋白的解旋活性。 

结论  HAV 2C 蛋白具有解旋功能 

 
 

PU-5360 

发光 HBeAg 校准品稀释液稳定性研究 

 
程振云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发光 HBeAg 校准品存在 37℃降幅较大，影响试剂盒整体的稳定性。通过不同缓冲体系和不

同防腐剂的稳定性研究，获得使 HBeAg 校准品稳定性较好得缓冲液体系。使降幅基本在 8%以

内。  

方法  研究在 10 种配方中发光 HBeAg 校准品的稳定体系 

①：0.02M PBS+3%BSA+0.2%P300+0.05%ADP+0.5%庆大霉素（针剂） 

②：0.02M PBS+3%BSA+0.2%P300+0.05%ADP+0.5%链霉素 

③：0.02M PBS+3%BSA+0.2%P300+0.05%ADP+0.5%氨苄西林钠 

④：0.02M PBS+3%BSA+0.2%P300+0.05%ADP+0.5%BB2 

⑤：Hepes+3%BSA+0.2%P300+0.05%ADP+0.5%庆大霉素（针剂） 

⑥：Hepes+3%BSA+0.2%P300+0.05%ADP+0.5%链霉素 

⑦：Hepes+3%BSA+0.2%P300+0.05%ADP+0.5%氨苄西林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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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Hepes+3%BSA+0.2%P300+0.05%ADP+0.5%BB2 

⑨：Hepes+3%BSA+0.1%P300+0.05%ADP+0.01%硫柳汞 

⑩：Hepes+3%BSA+0.2%P300+0.05%ADP+0.02%硫柳汞 

结果  0.02MPBS +3%BSA+0.2% P300 +0.05%ADP+0.5%氨苄西林钠的稳定性为最好。 

结论  通过实验分析，在 10 种配方验证中，0.02MPBS +3%BSA+0.2% P300 +0.05%ADP+0.5%

氨苄西林钠的稳定性为最好。 

 
 

PU-5361 

Epidemiology of four kinds of pathogens associated with 
liver disease in Henan province, China 

 
Zhenyun Che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Epidemiology of Hepatitis A virus (HAV), hepatitis B virus (HBV), 
hepatitis C virus (HCV) and Helicobacter pylori(H.pylori) associated with liver disease in Henan 
province, China. 
Methods  HAV, HBV and HCV were detected by ELISA . H. pylori was detected by colloidal gold. 
Results The overall prevalences of HAV, HBV, HCV and H.pylori were 14.66%, 3.92%, 0.41% 
and 54.68%, respectively. The overall prevalences of HAV, HBV, HCV and H.pylori in males were 
13.7%, 4.3%, 0.4%, 56.1% contrast with 15.9%, 3.7%, 0.4%, 52.8% in females. 
Conclusions In each age group, the infection rates of four kinds of pathogens in males were 
different from females. For each pathogen, the infection rate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all age 
groups. From this study we obtained some information in preventing the liver disease, and predict 
which age group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 
 
 

PU-5362 

The anti-inflammatory effects of periplogenin on TPA- and 
IMQ-induced psoriasis-like mouse models 

 
Wenjing Zh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We undertook experiments in an attempt to elucidate the anti-inflammatory effects of 
Periplogenin on Psoriasis. 
Methods By using the TPA-induced epidermal hyperplasia model and the IMQ-induced skin 
inflammation model, We undertook Immunohistochemistry experiments to test the CD4, CD11b, 
and CD11c of the tissue samples from murine ears. 
Results In TPA- and IMQ-induced psoriasis-like mouse models, the inflammatory cell numbers of 
CD4 + Th cells, CD11c + myeloid DCs, and CD11b + macrophage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those of normal control mice. 
Conclusions The anti-inflammatory effects of periplogenin were investigated in 12-O-
tetradecanoylphorbol 13-acetate (TPA) - and imiquimod (IMQ)-induced psoriasis-like mouse 
models. In the models, the inflammatory cell numbers were increased, but they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treatment with periploge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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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363 

HDACIs trichostatin A enhance the anti-tumor effect of 
oncolytic adenovirus H101 to ESCC in vitro and vivo 

 
Junfen Ma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anti-tumor effects of H101 combined with TSA o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 in vitro and in vivo, and determine the 
mechanisms of these effects.  
Methods The combination of H101 and TSA increased survival of mice harboring human ESCC 
cell lines tumor xenografts compared to mice treated with either agent alone. 
Results Increased replication of H101 and cell cytotoxicity mediated by TSA and H101 
combination.Effect of TSA and H101 combination on H101-mediated tumor cell in xenograft 
model.TSA alone or combined H101 up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CAR in EC1 cellsxenografts 
model  
Conclusions The combination of H101 and TSA increased survival of mice harboring human 
ESCC cell lines tumor xenografts compared to mice treated with either agent alone. We conclude 
that TSA can enhance the anti-tumor effect of H101 i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PU-5364 

HBV 相关性肝细胞癌基因芯片数据的 Gene Ontology 分析 

 
廖玲,邓少丽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目的  对 140 例 HBV 相关性肝癌患者的基因芯片数据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探寻可能参与肝癌发

生过程的基因并对其功能进行分析。 

方法  GEO 数据库中筛选 140 例 HBV 阳性的肝癌患者基因芯片信息，通过 Expression Console 软

件进行差异基因的筛选，再对差异基因 mRNA 表达谱进行 GO 富集分析，筛选差异基因主要参与

的生物学过程。 

结果  通过对 49 例癌组织与 91 例非癌组织的基因芯片进行分析，筛选出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基因

mRNA 有 2277 个，其中 1371 个表达上调,906 个表达下调；IPA 分析得到了 712 条 GO 功能条

目；以 HAMP、REG3A、C9、AKR1D1 等为首的差异显著的 20 个基因参与了小分子代谢过程、

细胞转导、免疫应答、细胞粘附等癌症发生过程中可能的生物过程。 

结论  HAMP、REG3A、C9、AKR1D1、SLC22A1、SULT1C2、GLS2、CXCL12、FCN2、IGF2

等基因可能与肝癌发生过程中的重要调节过程相关，其具体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证明。 

 
 

PU-5365 

抗苗勒氏管激素测定在无精子症中的应用价值 

 
张靖,陈剑辉,陈文秋,梁晓燕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及精浆抗苗勒氏管激素（AMH）测定对评估无精子症患者睾丸生精功能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 356 例无精子症，分为梗阻性无精子症组（OA）72

例，非梗阻性无精子症（NOA）284 例根据睾丸体积分为<5ml 组 135 例、5-9ml 组 109 例、≥1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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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40 例，取 60 例精液精子浓度正常的男性作对照组。比较各组年龄、睾丸体积、血清及精浆

AMH 浓度、NOA 显微取精率的差异。 

结果  血清 AMH 浓度在对照组、OA 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且均大于 NOA 各组，NOA

各组间血清 AMH 浓度随体积变小而降低（P<0.05）。精浆 AMH 浓度在对照组、NOA 睾丸≥10ml

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且均大于其余各组（P<0.05），OA 组精浆 AMH 浓度最低。血

清及精浆 AMH 浓度与睾丸体积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656、0.295（P<0.05）。NOA 显微取精阳性

组的血清 AMH 浓度低于阴性组（P<0.05），精浆 AMH 浓度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血清结合精浆 AMH 浓度可用于鉴别 OA 与 NOA，血清 AMH 浓度与睾丸体积正相关，但

AMH 测定不能直接用于评估睾丸生精功能及预测 NOA 睾丸取精率。 

 
 

PU-5366 

长链非编码 RNA SPRY4-IT1 用于肝细胞癌的诊断及预后评估 

 
景伟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的发生是一个多因素、多步骤、复杂的过程。由于缺乏

早期预测指标，许多患者在 HCC 晚期被诊断。近年来，非编码 RNA(non-coding RNA, ncRNA)的

研究不断深化，改变原先认为 ncRNA 基因只是“噪音”的想法。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长链非编码

RNA（long non-coding RNA，lncRNA）在表观遗传学、转录前和转录后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也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在本研究中，我们着眼于 SPRY4-IT1 在 HCC 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提取 87 例 HCC 患者组织、60 例肝癌患者和 63 例对照组患者血浆 RNA。通过实时 PCR 检

测 SPRY4-IT1 表达水平。 

结果  本实验分析了 SPRY4-IT1 在肝癌组织和血浆中的表达、临床特征的联系和其诊断价值。

SPRY4-IT1 在 HCC 患者组织中高表达并且与肿瘤的分化程度相关（r = 0.249，P = 0.039），肿

瘤大小（r = 0.258，P = 0.024）、TNM 分期（r = 0.287，P = 0.015）和生存率相关。同时在

HCC 患者血浆中，SPRY4-IT1 被认为是一个新的诊断标志物。 

结论  数据表明，SPRY4-IT1 在 HCC 的发生发展和预后起关键作用，并可能被当作是一个潜在的

HCC 的诊断标志物。 

 
 

PU-5367 

Anti-tumor effect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Chinese 
medicine compound TI579 

 
Wenjing Zh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We undertook experiments in an attempt to investigate the anti-tumor effects of 
Chinese medicine compound TI579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Methods We firstly detected cell viability of the four cell lines treated with TI579 by MTT 
cytotoxicity assay.Then, we analyzed DAPI and TUNEL staining of human gastric cancer cells 
(SGC-7901) treated with TI579. 
Results The results from DAPI and TUNEL staining showed that treatment of SGC-7901 cells 
with TI579 for different time periods significantly induced cell apoptosis.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compound TI579 can play anti-
tumor effect by inducing cell apoptosis.Our study lays the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basis fo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compound TI579 to be gastric cancer 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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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368 

云南宣威肺癌的发病原因的总结 

 
何晨晖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总结云南宣威地区的流行病学，更加广泛深入地了解宣威肺癌的发病原因。 

方法  无 

结果  云南宣威肺癌是一个空气污染导致的肺癌，与室内燃煤空气污染有重要关系，吸烟、肺部疾

病、饮食因素、遗传等均不是宣威肺癌发病的主要因素。 

结论  云南宣威肺癌是一个空气污染导致的肺癌，与室内空气污染有重要的关系，吸烟、肺部疾

病。遗传等不是宣威肺癌发生的主要因素。 

 
 

PU-5369 

留置针采血对儿童血标本质量影响的随机对照试验 

 
武世文,申冬琴,高文芳,孙晓明,姚立琼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静脉留置针联合采血器采血对儿童血标本质量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试验的方法，对 708 例既需穿刺留置针又需采血的儿童患者随机分成两组，每

组各 354 例，试验组采用留置针联合真空采血器采血，对照组直接使用采血器采血，比较两组所采

集标本的溶血率、抗凝标本凝固率和标本采集量是否合格等标本质量情况，以及操作所耗时间，留

置针留置时间及相关并发症、患者满意度等。 

结果  在标本质量方面，试验组的溶血率（12.4%）低于对照组（15.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试验组与对照组抗凝标本凝固率无统计学差异，而标本采集量不合格率对照组高于

试验组（P<0.05）；试验组留置针留置时间、留置针相关并发症发病率与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

（P>0.05）；试验组不仅操作时间短与对照组，而且患者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既需穿刺留置针又需采血的儿童患者采用脉留置针联合采血器采血不仅未影响血液标本的质

量和增加留置针并发症，而且减少了操作时间，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 

 
 

PU-5370 

长非编码 RNA-UCA1 

参与膀胱癌细胞顺铂/吉西他滨耐药分子机制的探讨 

 
潘晶晶 1,吴文婧 2,薛梅 2,侯慧莲 2,陈葳 2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长非编码 RNA-UCA1 参与膀胱癌细胞顺铂/吉西他滨耐药的分子机制，为膀胱癌提供新

的治疗靶点。 

方法  应用 CCK8、流式细胞仪和 Western Blot 等检测敲低或过表达 UCA1 后顺铂/吉西他滨对膀胱

癌细胞活力和细胞凋亡的变化，利用双荧光素报告酶实验、siRNA 干涉技术和 Real Time PCR 研

究 CREB 对 miR-196a-5p 以及 miR-196a-5p 对 p27Kip1的调控作用，明确 UCA1 参与顺铂/吉西他

滨耐药的分子机制。建立裸鼠移植瘤模型，通过 TUNEL 和免疫组化技术鉴定细胞凋亡和相关蛋白

表达。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852 

 

结果  敲低 UCA1 能增加顺铂/吉西他滨引起的膀胱癌细胞凋亡，降低细胞活力和磷酸化 AKT 和

CREB 的蛋白表达；过表达 UCA1 能减少顺铂/吉西他滨引起的膀胱癌细胞凋亡，增加细胞活力和

磷酸化 AKT 和 CREB 的蛋白表达。敲低 miR-196a-5p 能增加 p27Kip1的表达以及顺铂/吉西他滨引

起的膀胱癌细胞凋亡，减少细胞活力；增加 miR-196a-5p 的表达不仅能降低 p27Kip1 的表达，还可

以逆转敲低 UCA1 引起的顺铂/吉西他滨诱导的膀胱癌细胞凋亡增加和细胞活力下降。敲低 CREB

能显著降低 miR-196a-5p 的表达，而且 miR-196a-5p 启动子区 CREB 结合位点突变能显著降低荧

光素酶活性，p27Kip1 3’UTR 区 miR-196a-5p 种子序列结合位点的突变也能显著降低荧光素酶活

性。体内实验证实敲低 UCA1 联合顺铂/吉西他滨能显著抑制肿瘤生长，而且敲低 UCA1 能抑制肿

瘤组织磷酸化 AKT 和 CREB 的表达，下调 miR-196a-5p，继而上调 p27Kip1的表达。 

结论  UCA1 能通过 CREB/miR-196a-5p/p27Kip1通路促进膀胱癌细胞对顺铂/吉西他滨的耐药。 

 
 

PU-5371 

Complex Class I Integron and Plasmid-mediate qnr Gene 

 
Nan W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As a kind of broad-spectrum antibiotic, quinolones are widely applied in the treatment 
of bacterial infections because of its strong bacteriostasis activity, various formulations and easy-
to-use. But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bacteria are becoming increasing resistant to quinolones. The 
resistant mechanisms contain the gene mutation of bacterium chromosome, such as the change 
of target sites that drug act on, protein lost of cell channel and expressing of effux pump, and 
plasmid-mediated resistance resulted from qnr gene. Qnr gene can increase the MIC of bacteria 
to ciprofloxacin 4-32 times more than normal. Qnr genes (qnrA, qnrB and qnrS) locate in the 
ISCR1 of complex class I integron by DNA sequencing. 
Methods   5’-CS, variable region and 3’-CS are the basic structure of class I integron. Complex 
class I integron is composed of class I integron and ISCR1. ISCR1 is made up of orf513, variable 
region(which can carry kinds of resistance genes) and 3’-CS, that is, orf513 and its downstream 
resistance genes are connected to the 3’-CS of class I integron. Since complex class I integron 
has both class I integron and ISCR1, so it can carry more resistance genes and induce the 
widespread of bacterial multidrug resistance. 
Results   Integron can integrate different resistance gene cassettes together and mediate the 
movement of them among chromosome, plasmid and transposon by integrase gene. 
Consequently, the spread of resistance genes leads to multidrug resistance in bacteria. Different 
regions’ reports show that resistance gene cassettes in variable region of class I integron include: 

aminoglycosides （aadA1~aadA13；aadB、aacA1~5、aacA7~8）, β-lactams（blaCEF-1、blaCES-

1、blaIBC-1,2 ）， trimethoprim（dfrA1,dfrA5、dfrA12、dfrA17），chloramphenicols（catB2、

catB3、catB8）and so on. 

Conclusions   ISCR1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intensively researched members in ISCR 
family. As a result of its lacking of inverted repeat sequence, ISCR1 transpose its neighboring 
resistance gene through rolling cycle. This simple and efficient manner makes ISCR1 a powerful 
spread element for resistance gene. The main resistance genes in ISCR1’s variable region are: 

ESBLs genes （ blaCTX-M-1, blaCTX-M-2, blaCTX-M-9, blaCTX-M-14, blaCTX-M-20 ） , 

quinolone resistance genes（qnrA, qnrB）, trimethoprim（dfrA10, dfrA19, dfrA23）and so on. At 

present, qnr genes are generally detected by PCR and DNA seque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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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372 

IFN-γ 刺激 UC-MSC 前后 UC-MSC 基本生物学功能 

及免疫调节能力的研究 

 
戎丽娟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 IFN-γ 刺激传代的脐带间充质干细胞（UC-MSC），检测其基本生物学功能（表型，增

殖及分化功能）的变化及免疫调节能力的变化，并初步探讨 IFN-γ 对 UC-MSC 的作用机制。 

方法  分别对传代中的不同批次的 UC-MSC 施以 IFN-γ 刺激，以未刺激组作为对照组。流式分析刺

激前后 UC-MSC 表型变化，CCK-8 测定 UC-MSC 增殖能力，并用相应的成骨成脂诱导培养基进行

成骨成脂诱导培养后分别用 oil red，茜素红及 von cossa 染色，观察形态学变化。分别利用不同批

次的 UC-MSC 与健康志愿者的外周单个核细胞共培养，Brdu ELISA 的方法测定单个核细胞的增殖

情况，以检测 IFN-γ 刺激前后 UC-MSC 抑制外周单个核细胞增殖的能力变化。 

结果  IFN-γ 刺激后，UC-MSC 表面分子表达除 SSEA-4（未刺激组 IFN-γ 刺激组）和 CD106（未

刺激组 IFN-γ 刺激组）外，其余无明显变化。IFN-γ 刺激组和未刺激组相比，UC-MSC 增殖及分化

能力无显著差异。UC-MSC 与外周单个核细胞共培养后，与未刺激组相比，IFN-γ 刺激组的 UC-

MSC 对外周单个核细胞增殖的抑制率升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50） 

结论  IFN-γ 刺激后，UC-MSC 表面 SSEA-4 和 CD106 表达升高，说明 IFN-γ 刺激可能对 UC-

MSC 的干细胞特性有所影响。并且 IFN-γ 刺激后，UC-MSC 抑制外周单个核细胞增殖的能力增

高，表明 IFN-γ 刺激可能提高 UC-MSC 的免疫抑制能力。 

 
 

PU-5373 

盐酸氢吗啡酮注射液在 3 种不同容器中的稳定性 

 
史学莲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目的  观察 25℃条件下，盐酸氢吗啡酮注射液储存于 3 种不同容器中 7 天的稳定性。 

方法  将临床上常用的、配制好的盐酸氢吗啡酮混合液（盐酸氢吗啡酮注射液 2mg、0.9%氯化钠注

射液 38ml，配成氢吗啡酮浓度为 0.05 mg/ml）分别放置在无线镇痛泵系统一次性专用储液药盒

（以下简称“泵盒”）、50 ml 塑料注射器、100 ml 硼酸玻璃瓶中，储存于 25℃环境下，于第 0、

1、2、3、5、7 天分别取样，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各容器中盐酸氢吗啡酮浓度。 

 结果  7 天后，3 种容器中的氢吗啡酮浓度均相对稳定，“泵盒”中的氢吗啡酮浓度为原始浓度的

99.93%，注射器为 95.08%,玻璃瓶为 93.54%。 

 结论  25℃条件下，放置 1 周后，无线镇痛泵系统一次性专用储液药盒（以下简称“泵盒”）中盐酸

氢吗啡酮注射液的浓度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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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374 

武警某部 430 例新兵 HLA-B27 结果分析 

 
段萃娟,王莉,王玉飞,郭晓今,刘元明,杨晓莉 

武警总医院 

 

目的  探讨检测部队入伍新兵 HLA-B27 的意义。 

方法  用流式细胞技术检测武警某部 430 例新兵的 HLA-B27 抗原，并对其阳性率和地方人群进行

比较。 

结果  430 例样本中 HLA-B27 阳性 23 例，阳性率 5.35%，和文献报道中安徽淮南市、河北邯郸

市、四川达州市、广州军区以及福建泉州市的健康人群 HLA-B27 的阳性率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部队入伍新兵的 HLA-B27 的阳性率和地方人群无显著差异，而且部队士兵每天从事着不同强

度的军事训练，所以部队入伍新兵应该检测 HLA-B27 抗原，研究这些军事活动是否更容易诱发

HLA-B27 阳性者的强直性脊柱炎。 

 
 

PU-5375 

Complex Class I Integron and Plasmid-mediate qnr Gene 

 
Nan Wang,Fengqi Zhang,Xin Xie,Yan She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As a kind of broad-spectrum antibiotic, quinolones are widely applied in the treatment 
of bacterial infections because of its strong bacteriostasis activity, various formulations and easy-
to-use. But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bacteria are becoming increasing resistant to quinolones. The 
resistant mechanisms contain the gene mutation of bacterium chromosome, such as the change 
of target sites that drug act on, protein lost of cell channel and expressing of effux pump, and 
plasmid-mediated resistance resulted from qnr gene. Qnr gene can increase the MIC of bacteria 
to ciprofloxacin 4-32 times more than normal. Qnr genes (qnrA, qnrB and qnrS) locate in the 
ISCR1 of complex class I integron by DNA sequencing. 
Methods   5’-CS, variable region and 3’-CS are the basic structure of class I integron. Complex 
class I integron is composed of class I integron and ISCR1. ISCR1 is made up of orf513, variable 
region(which can carry kinds of resistance genes) and 3’-CS, that is, orf513 and its downstream 
resistance genes are connected to the 3’-CS of class I integron. Since complex class I integron 
has both class I integron and ISCR1, so it can carry more resistance genes and induce the 
widespread of bacterial multidrug resistance. 
Results   Integron can integrate different resistance gene cassettes together and mediate the 
movement of them among chromosome, plasmid and transposon by integrase gene. 
Consequently, the spread of resistance genes leads to multidrug resistance in bacteria. Different 
regions’ reports show that resistance gene cassettes in variable region of class I integron include: 

aminoglycosides （aadA1～aadA13；aadB、aacA1～5、aacA7～8）, β-lactams（blaCEF-1、

blaCES-1 、 blaIBC-1,2 ） ， trimethoprim （ dfrA1,dfrA5 、 dfrA12 、 dfrA17 ）， chloramphenicols

（catB2、catB3、catB8）and so on. 

Conclusions   ISCR1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intensively researched members in ISCR 
family. As a result of its lacking of inverted repeat sequence, ISCR1 transpose its neighboring 
resistance gene through rolling cycle. This simple and efficient manner makes ISCR1 a powerful 
spread element for resistance gene. The main resistance genes in ISCR1’s variable region are: 

ESBLs genes （ blaCTX-M-1, blaCTX-M-2, blaCTX-M-9, blaCTX-M-14, blaCTX-M-20 ） , 

quinolone resistance genes（qnrA, qnrB）, trimethoprim（dfrA10, dfrA19, dfrA23）and so on. At 

present, qnr genes are generally detected by PCR and DNA seque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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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376 

Identification of microRNA-mRNA networks involved in 
cisplatin-induced renal tubular epithelial cells injury 

 
jie wu,Dan-dan Li,Jia-yao Li,Yi-cong Yin,Peng-chang Li,Ling Qiu,Li-meng Che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Objective Cisplatin is a widely used chemotherapeutic drug that often causes acute kidney injury 
(AKI) in cancer patients. The mechanism of cisplatin-induced renal damage is not completely 
understood. Moreover, the contribution of miRNAs to the cisplatin nephrotoxicity remains largely 
unknown. Here we performed an integrative network analysis of miRNA and mRNA expression 
profiles to shed light into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cisplatin-induced renal tubular epithelial 
cell injury. 
Methods We first described the effect of cisplatin on cell viability and apoptosis of human 
proximal tubular epithelial cells HK2. Then, miRNAs and mRNAs expression were profiled after 
cisplatin treatment and qRT-PCR was applied to validate several differential expressed miRNAs. 
Furthermore, the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was completed to elucidate the biological functions of 
miRNAs target genes. 
Results Microarray analysis identified 47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iRNAs, among them 26 were 
upregulated and 21 were downregulated. Moreover, integrating dysregulated miRNAs target 
prediction and altered mRNA expression enabled us to identify 1181 putative target genes for 
further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Gene ontology (GO)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putative target 
genes were involved in apoptosis process and regulation of transcription. Pathway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top upregulated pathways included MAPK and p53 signaling pathway, while the 
top downregulated pathways were PI3K-Akt and Wnt signaling pathway. Further network analysis 
showed that MAPK signaling pathway and apoptosis with the highest degree were identified as 
core pathways, hsa-miR-9-3p and hsa-miR-371b-5p as the most critical miRNAs, and CASK, 
ASH1L, CDK6 etc. as hub target genes. 
Conclusions The integrative analysis combining miRNA and mRNA expression profiles, and the 
related cellular pathways revealed that miRNAs regulated cell apoptosis and stress response 
pathways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cisplatin-induced renal tubular epithelial cell injury. Overall, our 
results provide the molecular basis and potential targets for the treatment of cisplatin-induced AKI. 
 
 

PU-5377 

Analysis of serum uric acid level and the prevalence of 
hypouricemia based on a multicenter study in Chinese 

population 

 
Yicong Yin,Jie Wu,Li'an Hou,Ling Qiu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Chinese Academic Medical Science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hypouricemia based on a representative multi-centre 
population in China. 
Methods A multistaged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was carried out to recruit 36 
215 participants from six representative provinces. After exclusion,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22 
769 (10 573 men and 12 196 women) aged 18 years and older was determined.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about general information (age, gender, smoking habits and drinking habits) and their 
physical examinations including blood pressure, height, weight, and waist circumference were 
measured. Biochemical indicators including uric acid (UA), glucose, blood lipids and renal 
function were also examined. Hypouricemia was defined as a UA concentration less than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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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al to 119 μmol/L (2.0 mg/dl).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performed to identify the 
risk factor for hypouricemia.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hypouricemia in this population was 0.7% (160/22 769).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females had a higher prevalence rate of hypouricemia than males (1.1% vs.0.3%, 
p<0.05). Participants from the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had a higher rate of 
hypouricemia than subjects from other provinces (p<0.01). The average UA concentration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was 299.1±87.9 μmol/L. The female subjects had a significantly 
lower UA concentration than males (258.2 ± 68.0 vs. 346.3±84.4μmol/L, p<0.01). Participants 
from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and the Korean ethnic group had a higher odds ratio of 
hypouricemia than other provinces and ethnic groups,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hypouricemia prevalence was higher in Chinese women than in men. 
Gender, ethnic group and geographic region were associated with hypouricemia prevalence. Our 
findings provide fundamental data for hypouricemia prevalence in China and could be the 
founda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PU-5378 

miR-10a 对宫颈癌细胞生长、迁移 

和侵袭的影响及其靶基因功能的研究 

 
龙美静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寻 miRNA 是否参与了宫颈癌细胞生长、迁移和侵袭的调控过程，以及该调控过程是通过

哪些基因实现的。 

方法  用 real-time PCR 检测 miR-10a 在人宫颈癌及癌旁正常组织标本中的表达差异，然后在人宫

颈癌 HeLa 和 C33A 细胞系中改变 miR-10a 的表达水平，通过 MTT，平板克隆形成实验检测了

miR-10a 对细胞活性及生长能力的影响，同时用 Transwell 迁移及侵袭实验研究 miR-10a 对宫颈癌

细胞迁移及侵袭能力的影响。之后，我们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预测其靶基因，挑选了其中与肿瘤转

移过程密切相关的靶基因 CHL1 为研究对象，通过 real-time PCR 检测 CHL1 在人宫颈癌及癌旁正

常组织标本中的表达差异，并利用 Real-time 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改变 miR-10a 表达水平后

的宫颈癌细胞中靶基因 CHL1 mRNA 和蛋白水平的表达变化。最后通过构建 pcDNA3/CHL1 质粒

在 HeLa 和 C33A 细胞中过表达 CHL1. 

结果  Real-time PCR 结果显示，在人宫颈癌组织中，miR-10a 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宫颈组

织，在 HeLa 和 C33A 细胞中过表达 miR-10a 后，细胞生长、迁移及侵袭能力明显升高。通过生物

信息学方法预测 miR-10a 的靶基因有 15 个，挑选了其中与肿瘤转移过程密切相关的靶基因 CHL1

为研究对象。在人宫颈癌组织中，CHL1 mRNA 表达水平则明显低于正常宫颈组织。在 HeLa 和

C33A 细胞中 CHL1 的过表达使细胞的生长、迁移及侵袭能力明显受到抑制。在增强 miR-10a 功能

的宫颈癌细胞中，CHL1 的 mRNA 表达水平和蛋白表达水平都有明显降低。 

结论  miR-10a 是能够促进宫颈癌细胞生长、迁移和侵袭的重要 miRNA，其发挥调节作用可能是通

过调控 CHL1 表达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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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379 

microRNA-10a 在宫颈癌 HeLa 和 C33A 细胞系中通过靶定

CHL1 基因影响细胞生物学功能 

 
龙美静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进一步确定 miR-10a 直接作用的靶基因，以及靶基因在宫颈癌细胞中的细胞生物

学功能，从而阐明 miR-10a 对宫颈癌发生和发展发挥作用的可能分子机制 

方法  首先综合利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和 cDNA 微阵列技术筛选 miR-10a 的候选靶基因，检测候选靶

基因 CHL1 基因在宫颈癌组织和正常组织中表达水平的差异。而后利用荧光报告载体实验验证

miR-10a 对 CHL1 的直接调控作用。通过 real-time PCR、western blot 检测过表达和封闭 miR-

10a 后宫颈癌 HeLa 和 C33A 细胞中 CHL1mRNA 和蛋白水平的表达变化。 最后利用 RNA 干扰技

术将靶基因的表达沉默后，通过平板克隆、transwell 迁移和 transwell 侵袭实验检测靶基因 CHL1 

对宫颈癌细胞的生长，迁移和侵袭的影响。最后，通过挽救实验验证外源性 CHL1 是否能够抵消

miR-10a 对宫颈癌 HeLa 和 C33A 细胞的生长、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响，进一步验证 miR-10a 对靶

基因的调控作用以及靶基因的功能。 

结果  靶基因筛选结果表明，神经粘附分子 CHL1 是 miR-10a 的候选靶基因，CHL1mRNA 在 14 对

宫颈癌及癌旁组织中存在差异性的表达，在癌组织中的表达量明显低于其癌旁正常组织。miR-10a

能够通过作用于 CHL1 基因 3’ -UTR 的特定结合位点，对其表达进行负性调节。此外，过表达

miR-10a 可以下调 CHL1 的 mRNA 和蛋白水平，而封闭 miR-10a 后，CHL1 的 mRNA 和蛋白水平

均有明显升高。利用 RNA 干扰技术沉默 HeLa 和 C33A 细胞中 CHL1 基因的表达后，细胞增殖，

迁移和侵袭能力均明显增强。挽救实验验证了外源性 CHL1 能够抵消 miR-10a 对宫颈癌 HeLa 和

C33A 细胞的生长、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响。 

结论  miR-10a 在宫颈癌 HeLa 和 C33A 细胞系中能够靶向调节 CHL1 基因。CHL1 基因能够抑制

宫颈癌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研究 miR-10a 在宫颈癌细胞系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及其靶基因的

功能 

 
 

PU-5380 

武汉地区冠心病患者氯吡格雷药物代谢 

相关基因 CYP2C19 的多态性分布分析 

 
韩瑞玲,李艳,吴薇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武汉地区冠心病介入患者氯吡格雷代谢相关基因 CYP2C19 多态性的分布。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进行介入治疗（PCI）治疗的 316

例冠心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基因芯片法检测氯吡格雷代谢相关的 CYP2C19*l，*2，*3 基

因，并将患者按 CYP2C19 基因型别分为不同代谢类型：强代谢型（ *1/*1）、中间代谢型

（*1/*2，*1/*3）、弱代谢型（*2/*2，*3/*3，*2/*3），分析各基因型的比例及性别在各基因型上的

差异。 

结果  根据 CYP2C19 基因多态性位点功能代谢分型，携带 CYP2C19*1 的强代谢型（*1/*1）占

43.4%，携带 CYP2C19*2 或*3 的中间代谢型（*1/*2 和*1/*3）及弱代谢型（*2/*2，*2/*3 和*3/*3）

分别占 42.4％，16.8％。不同性别在 CYP2C19 基因分型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武汉地区冠心病介入患者中分布有较多的 CYP2C19 氯吡格雷代谢功能缺失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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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381 

Tetra-ARMS PCR 检测丙型肝炎患者 IL-28B rs12979860 

 
姜树朋,戴锴,乔斌,童永清,李艳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评价四引物扩增受阻突变体系 PCR（Tetra-ARMS PCR）检测 IL-28B rsl2979860 基因多态

性在丙型肝炎患者抗病毒治疗中的应用。 

方法  选取 2015 年 05 月至 2016 年 07 月于我院就诊的慢性丙型肝炎患者 275 例，提取外周血

DNA，建立 Tetra-ARMS PCR 检测体系，与 Sanger 测序法对比验证，检测本地区丙型肝炎患者

IL-28B rs12979860 基因多态性分布情况。 

结果  Tetra-ARMS PCR 检测体系成功建立，与 Sanger 测序法的符合率 100％，rsl2979860 基因

的 C/C 型、C/T 型和 T/T 型的分布频率分别为 86.5%、12.0%、1.5%。在 C/C 型组与 C/T 或 T/T

型组中，年龄分布、性别分布、HCV 基因 1b 型比例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患者肝硬化比

例和持续病毒学应答比例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在 C/T 或 T/T 组中肝硬化比例较高，

在 T/T 组中持续病毒学应答比例较高 

结论  本研究建立的 Tetra-ARMS PCR 技术是一种操作简单、成本低廉、快速有效的基因多态性检

测方法，对于丙型肝炎患者 IL-28B rs12979860 基因多态性基因分型具有很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PU-5382 

应用高分辨熔解曲线分析技术检测 ALDH2 和 ADH1B 

 
姜树朋,童永清,赵锐,李艳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建立高分辨率熔解曲线分析体系检测 ALDH2 和 ADH1B 基因多态性。 

方法  针对 ALDH2 和 ADH1B 基因序列设计短片段引物，在核酸扩增后，使用 Eva Green 染料分

析不同 PCR 产物，并与 Sanger 测序法相比较。 

结果  采用 HRM 法在同一程序下，90min 内即可成功检测出 ALDH2 rs671 和 ADH1B rs1229984

各种基因型，且其结果与 Sanger 测序一致。 

结论  采用 HRM 法检测 ALDH2 和 ADH1B 基因多态性快速简单、经济有效，值得推广。 

 
 

PU-5383 

肿瘤患者术中合理输血分析 

 
樊锦慧 

甘肃省肿瘤医院 

 

目的  外科手术中的合理用血一直是输血管理的难题，肿瘤患者手术过程中易出现急性大失血，本

研究旨在了解甘肃省肿瘤医院肿瘤患者术中用血情况，提高围术期合理用血水平。 

方法  回顾分析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在甘肃省肿瘤医院行非急诊手术并输注异体血肿瘤患

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卫生部《临床输血技术规范》分析术中各科室用血合理性。 

结果  共纳入 386 例肿瘤患者，成分输血率为 100%，红细胞合理性输注比例为 90.4%，血浆合理

性输注比例为 86.0%。妇瘤科、胃肠肿瘤外科、骨软科、肝胆外科、胸外科红细胞合理性输注比例

分别为 86.6%、90.6%、95.3%、94.9%、93.7%，血浆合理性输注比例分别为 87.2%、73.4%、

93.6%、88.2%、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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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术中成分输血虽开展良好，但仍存在术中不合理用血现象，需对医务人员加强临床输血知识

的培训，重视术中输血管理。 

 
 

PU-5384 

一例胎儿染色体嵌合体的产前诊断 

 
李峰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微阵列比较基因组杂交技术(array-CGH），羊水染色体及脐血染色体在产前诊断胎儿染

色体低比例嵌合体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产前诊断发现 1 例羊水 array-CGH 结果为纯合子的 Y 长臂缺失，但羊水染色体检查结果为正

常核型和异常核型的嵌合体，因此进一步做脐血染色体检查确诊。 

结果  经脐血染色体确诊，确实存在嵌合体，但嵌合体比例与羊水染色体不一致。 

结论  对于产前诊断嵌合问题，尤其是低比例的嵌合体，array-CGH 不是低比例嵌合体的确诊方

法，可根据脐血核型分析和超声结果，为孕妇提供正确的遗传咨询。当羊水核型分析或羊水 CGH

检查存在染色体数目异常的嵌合体的疑问，都应行脐带血染色体检查确诊。 

 
 

PU-5385 

瑞舒伐他汀对 ApoE 基因型冠心病患者血脂调控影响的临床研究 

 
柯峰,赵建忠 

襄阳市中心医院检验科 

 

目的  运用 PCR-荧光探针技术，检测冠心病患者 ApoE 基因型以及瑞舒伐他汀对不同 ApoE 基因患

者血脂调控的影响，探讨冠心病的发病机制及瑞舒伐他汀对其预后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12 月襄阳市中心医院心内科收治的冠心病住院患者 112 例作为冠心病组，另

取同期健康体检者 50 例作为健康对照组，通过 PCR-荧光探针技术测定 ApoE 基因型，同时测定冠

心病组服用瑞舒伐他汀治疗前及治疗 12 周后的血脂水平，分析基因型与调脂疗效的关系。 

结果  冠心病患者中 ApoE E3/4、E4/4 基因型和 ε4 等位基因频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ε4 等位基因组，血脂 TC 和 LDL-C 水平显著高于其他等位基因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瑞舒伐他汀治疗 12 周后，ApoE E2/2+ E2/3、E3/3 与 E3/4+ E4/4 等位

基因组比较，治疗后患者血浆中的 TC、LDL-C 和 HDL-C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ApoE 基因型 E3/4、E4/4 及 ε4 等位基因有可能参与了冠心病的发生、发展过程，瑞舒伐他

汀对 ApoE E2/2+ E2/3、E3/3 等位基因组冠心病患者降脂效果更好，而对 E3/4+ E4/4 等位基因组

冠心病患者效果不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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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386 

中国中部地区乳腺癌遗传易感基因 BRCA1/2 

高通量测序情况分析 

 
孙思,吴薇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中国中部女性遗传性乳腺癌患者 BRCA1/2 基因遗传变异情况，探究中国人群乳腺癌易

感基因 BRCA1/2 的遗传变异热点，为临床乳腺癌风险评估提出可靠依据。 

方法  对自 2013 年 6 月~2016 年 6 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乳甲外科收治的具有乳腺癌家族史的女性

患者 62 例，无家族史正常女性志愿者 60 例，利用 Life Tech Ion Proton 高通量测序技术对

BRCA1/2 基因进行测序分析，并用 sanger 测序法验证  

结果  在 62 例有家族史乳腺癌患者中，BRCA1 基因突变率为 25.8%（16/62），BRCA2 基因突变

率为 33.9%（21/62），BRCA1/2 有害变异率为 11.3%（7/62）。乳腺癌家族史患者组与正常组对

比分析，家族史乳腺癌患者组 BRCA1/2 基因变异率（45.2%）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31.7%）。

通过家系分析和数据比对发现 BRCA1c.4986+1G>T 和 BRCA2 5773C>T 为中国人群遗传性乳腺癌

有害变异。 

结论  家族遗传性乳腺癌患者 BRCA1/2 基因变异率显著高于正常人群。通过家系遗传分析并利用

高通量测序技术可以有效地筛选出乳腺癌 BRCA1/2 基因的有害变异，为乳腺癌的风险评估提供可

靠的临床依据。 

 
 

PU-5387 

武汉市汉族女性 MTHFR C677T 基因多态性分布研究 

 
周漫,刘欢,李艳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武汉市汉族女性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MTHFR）C677T 基因多态性的分布特征，为

本地区育龄女性个性化孕期保健奠定遗传学基础。 

方法  通过横断面调查研究武汉市 1438 例汉族女性 MTHFR C677T 基因型，采用统计学方法分析

MTHFR C677T 基因多态性分布特征在不同年龄、地域之间的差异。 

结果  武汉市 MTHFR 677CC/CT/TT 基因型频率分别是 37.1％、47.3％、15.6％，本地区汉族女性

MTHFR C677T 基因型频率及等位基因频率与其他非湖北省城市（乌鲁木齐、延边、长春、廊坊、

烟台、郑州、湘潭、九江、镇江、南宁、琼海）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湖北省内

其他城市（建始、荆州）相比无显著差异（P＞0.05）。MTHFR C677T 基因多态性分布在各年龄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18）。 

结论  武汉市女性 MTHFR C677T 基因多态性分布与其他地区相比有一定差异，具有地区特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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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388 

稳定高表达 TGF-β1 的大鼠心肌细胞 H9c2 细胞株的构建及鉴定 

 
许淑文,李艳,戴雯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构建及鉴定稳定高表达 TGF-β1 的大鼠心肌细胞 H9c2 细胞株。 

方法  利用 RNA 干扰技术提取 pEGFP-TGF-β1 质粒后采用 ABI3130 基因测序仪进行测序鉴定，将

鉴定后的质粒转染到大鼠心肌细胞 H9c2 细胞株，利用 G418 筛选转染的 H9c2 细胞，通过 RT-

PCR 和 western-bloting 技术对转染后的 H9c2 细胞进行鉴定 

结果  pEGFP-TGF-β1 质粒测序结果包含 TGF-β1 序列，筛选后的高表达组和对照组 U87 细胞转染

效率分别为 85%和 93%。RT-PCR 结果显示：pEGFP-TGF-β1 质粒转染组的 TGF-β1mRNA 表达

量显著高于对照组；western-bloting 结果显示：pEGFP-TGF-β1 质粒转染组的 TGF-β1 蛋白表达

量显著高于对照组。 

结论  本研究所构建的大鼠心肌细胞 H9c2 细胞株能稳定高表达 TGF-β1，可用于后续 TGF-β1 在大

鼠心肌细胞的生物学作用及相关信号通路的研究。 

 
 

PU-5389 

液相色谱-质谱法检测 25 羟基维生素 D2/D3 室间调查分析 

 
居漪,李卿,孙贺伟,冯雪晴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设计仅针对采用液相色谱-质谱法（LC-MS）检测 25 羟基维生素 D2/D3 的室间调查方案，为

规范 LC-MS 的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方法  按照 ISO17043 准则设计调查方案，采用均检稳检符合要求的 5 份人源样本（可立梅塔公司

提供），冷链发放至全国 31 家实验室（6 家医疗机构、18 家独立实验室、6 家公司和 1 家研究

所），收集参加者结果，1. 用参加者中位数为靶值，靶值±25%（免疫法质评）和±15%（LC-MS

准确度评估）标准，对参加者结果进行评价。2. 本中心运行 JCTLM 公布的、并通过 IFCC 参考实

验室比对的参考方法为调查样本 25-OH VD3 赋值，用靶值±15%和±12.5%（1/2 质评）标准评估正

确度。 

结果  31 家实验室采用质谱仪品牌为爱博才思 16 家、沃特斯 5 家、岛津 5 家、安捷伦 4 家和赛默

飞世尔 1 家；试剂为商品化 8 家、自建方法 23 家，结果为：1.计算参加者中位数（nmol/L）、变

异系数（CV%），5 个样本 25-OH VD2 结果分别为 7.89、16.50、29.17、61.90、74.10 和

12.7%、11.9%、14.3%、14.3%、13.7%；25-OH VD3 结果分别为 25.96、80.77、159.77、

287.28、446.78 和 10.0%、8.7%、8.4%、8.2%、8.0%。2. 以参加者中位数为靶值，分别用靶值

±25%和±15%进行评价，25-OH VD2 的不合格实验室分别为 1 家和 6 家，合格率分别为 96.8%和

71.0%；25-OH VD3 的不合格实验室分别为 0 家和 3 家，合格率分别为 100%和 90.3%。3. 以参

考方法赋值为靶值，分别用靶值±15%和±12.5%进行 25-OH VD3 正确度评估，不合格实验室分别

为 3 家和 5 家，合格率分别为 90.3%和 83.9%。 

结论  LC-MS 25-OH VD3 检测质量优于 25-OH VD2，且有较好的正确性；免疫法标准用于评价

LC-MS 较宽松，建议制定适用于 LC-MS 质评标准，同时，开展人员培训、参考区间调查，规范实

验室自建方法流程，为 LC-MS 的临床应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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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390 

长沙地区儿童血清肌酐参考区间的建立 

 
唐爱国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血清肌酐（Scr）浓度测定对相关疾病的临床诊断和预后评估等有重要价值。目前，国内对儿

童 Scr 参考区间的文献报道很少，多是引用国内成人标准或国外文献报道。本文调查了长沙地区较

大样本的健康儿童的 Scr 水平，以期建立本地区儿童 Scr 参考区间。 

方法  应用肌氨酸氧化酶法测定长沙地区 2064 例 1~18 岁健康儿童 Scr 浓度,并按幼儿期、学龄前

期、学龄期和青春期年龄组和性别分组统计,以确立儿童 Scr 的参考值范围。 

结果  随着年龄增长，Scr 水平升高。各年龄期组健康儿童 Scr 水平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同年龄期组不同性别儿童的 Scr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幼儿期儿童 Scr 参考

区 间 为 15.8~36.8μmol/L, 学 龄 前 期 18.6~44.6μmol/L ， 学 龄 期 21.2~58.4μmol/L, 青 春 期

25.2~73.6μmol/L。 

结论  本地区健康儿童的 Scr 参考值明显低于其他文献报道的成人参考值,不同年龄组儿童 Scr 的参

考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临床实验室针对这些特殊人群应建立合理的参考值区间,为临床疾病诊断

和评估预后等提供重要依据。 

 
 

PU-5391 

长沙地区健康老年女性血清 PSA 水平调查 

 
唐爱国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是目前敏感性较高的前列腺肿瘤标志物之一。近年来的研究发

现，PSA 亦存在于女性体内，测定女性体内某些体液或组织中的 PSA，对于一些女性疾病的诊断

治疗同样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目前，国内罕有健康女性血清 PSA 水平的文献报道，本文对长沙

市地区健康老年女性血清 PSP 水平进行初步调查。 

方法  选取长沙市地区 61~90 岁的健康成年女性 995 例，应用蛋白芯片-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清 PSA

浓度，并分为 61~70、71~80 和 81~90 岁三个年龄组统计分析结果。 

结果  各年龄组健康老年女性血清 PSA 水平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9.55%的老年

女性血清 PSA 水平﹤0.04ng/ml,98.79%的女性血清 PSA 水平≦1ng/ml, 1.2%的女性血清 PSA﹥

1ng/ml。 

结论  采用蛋白芯片-化学发光法测定，本地区 61~90 岁健康老年女性血清 PSA 水平≦1ng/ml。约

1%的女性血清 PSA 水平﹥1ng/ml。 

 
 

PU-5392 

长沙地区 21~60 岁健康女性血清 PSA 水平调查 

 
唐爱国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是目前敏感性较高的前列腺肿瘤标志物。近年来的研究发现，

PSA 亦存在于女性体内，测定女性体内某些体液或组织中的 PSA，对于一些女性疾病的诊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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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目前，国内罕有健康女性血清 PSA 水平的文献报道，本文对长沙市地

区 21~60 岁健康女性血清 PSP 水平进行调查。 

方法  选取长沙市地区 21~60 岁健康女性 5310 例，应用蛋白芯片-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清 PSA 浓

度，并分为 21~30、31~40、41~50 和 51~60 岁四个年龄组统计分析结果。 

结果  各年龄组健康女性血清 PSA 水平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9.4%的女性血清

PSA 水平﹤0.04ng/ml,99.09%的女性血清 PSA 水平≦1ng/ml,血清 PSA﹥1～4ng/ml 者为 0.88%。 

结论  采用蛋白芯片-化学发光法测定，本地区 21~60 岁健康女性血清 PSA 水平≦1ng/ml。约 1%的

女性血清 PSA 水平﹥1ng/ml。 

 
 

PU-5393 

阴道分泌物对尿常规临床检验结果的影响 

 
王梅春 

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目的  探讨阴道分泌物对尿常规临床检验结果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 2017 年 1~12 月期间的妇科就诊患者共 200 例，应用随机分组的方法将患者平均分

为两组，其中 100 例试验组患者采用专业尿液采集方式，100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尿液采集方

式。检验后比较两组患者的红细胞、白细胞、上皮细胞和蛋白质等指标的检出率。 

结果  试验组患者的红细胞、白细胞、上皮细胞和蛋白质等指标的检出率与对照组相比显著降低，

差异明显，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妇科疾病患者在进行尿常规临床检验时，阴道分泌物对检测结果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在对妇

科患者进行尿常规检测时，应当避免阴道分泌物的溢出，并且需要采取专业尿液采集方式，确保检

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PU-5394 

A facility and high efficiency separation method of rat 
primary hepatocytes 

 
Xiuli zhang,Hongyun Guo,Yongdong Zhang,Tao Wang,Tao Liang,Haixiang Su 

Gansu Academic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 

 
Objective Search a facility and high efficicenty separation method of rat primary hepatocytes. 
Methods Rat hepatocytes were isolated and purified by using the modified Selgen’ s two- step 
method, portal vein perfusion. The cell viability and purity were identified by trypan blue and HE 
stain. 

Results The average yield of hepatocytes were （1.2±0.31）×108 cells per rat with an average 

viability of 96.2%, and the purity was 98%. The hepatocytes showing as triangle、roundness and 

so on after HE stain, and there were one or two circular nucleuses in each cell. 
Conclusions  The separation method of hepatocytes was simple and easy, with advantages of 
high yield good viability and high purity, so it would be applied widely in ordinary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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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395 

在肝癌细胞中，SIRT1 通过依靠 PKAα 来作用于 βCatenin 进而

抑制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 

 
吴棋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目的  Sirt1 敲除以及敲入小鼠的生物信息学数据分析表明，Sirt1 能够在肝脏中抑制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但是两者之间关系怎么建立的以及对肝癌细胞转移表型的影响尚不清楚。 

方法  我们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实时荧光定量 pcr、免疫组化、免疫共沉淀等实验方法进行了探

索。 

结果  我们发现 Sirt1 能够刺激 βcatenin S675 位点的磷酸化进而导致总的 βcatenin 变化。机制上

来讲，Sirt1 通过提高 PKAα 的磷酸化进而导致 βcatenin 的磷酸化。Sirt1 对 βcatenin 的稳定性调节

也依赖 PKAα。刺激 PKAα 能够招募 βcatenin 的 E3 泛素化连接酶 βTrCP 与 βcatenin 结合。有趣

的是，Sirt1 能够上调 βTrCP 的表达。最终我们还发现肝细胞同时过表达 Sirt1 和 βcatenin 能够出

现恶性转移表型，如果进一步敲减 PKAα 能够加强这些表型。相比之下，在肝癌细胞中如果敲减

Sirt1 能够减弱转移表型，同时敲减 βcatenin 的话能够进一步减弱转移表型。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治疗肝癌时，同时抑制 Sirt1 和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能够更加有

效。 

 
 

PU-5396 

NRAGE 对人牙髓细胞以及小鼠成牙本质细胞 MPDC-23 的细胞

周期和凋亡的作用 

 
吴棋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目的  NRAGE 是一个调控细胞增殖，细胞周期阻滞以及凋亡的重要因子。我们之前的研究发现

NRAGE 能够作为一个重要的因子来调节小鼠牙髓细胞的增殖和分化。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研究一

下在人牙髓细胞以及小鼠成牙本质细胞系 MDPC-23 中，NRAGE 对细胞周期和凋亡的调控。 

方法  在细胞中，通过慢病毒来稳定敲除 NRAGE，并且加入 IKK 抑制剂，分组之后，主要通过流

式细胞术进行检测，然后检测生理功能。 

结果  慢病毒感染之后，在 mRNA 水平以及蛋白水平 NRAGE 都明显减少。NRAGE 的减少抑制了

人牙髓细胞以及 MDPC-23 的凋亡。在人牙髓细胞中，NRAGE 减少导致 G0G1 期阻滞，而在

MDPC-23 中并不明显。此外，NRAGE 的减少，导致 NFKB 信号通路的激活，加入 NFKB 抑制剂

之后，NRAGE 减少所导致的作用消失。 

结论  在人牙髓细胞中，NRAGE 是一个潜在的细胞周期以及凋亡调控因子。在人牙髓细胞以及

MDPC-23 中，敲减 NRAGE 能够通过 NFKB 信号通路来增加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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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397 

病例分析：缺铁性贫血与铁代谢检查 

 
喻静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患者，女，48 岁，4 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活动或刺激性气味后出现胸闷、咳嗽、心悸，无咳

痰、咯血、呕吐，症状可自行缓解，1 周前再发并加重。 

既往史：“浅表性胃炎”十余年。月经生育史：月经量多。 

方法  入院常规检查示：血常规：红细胞 4.25×1012/L，血红蛋白 89g/L，红细胞平均体积 69.7fL，

平均 HGB 含量 20.9pg，平均 HGB 浓度 299g/L。 

针对患者小细胞低色素贫血，结合病史考虑缺铁性贫血可能性大，查铁三项：铁蛋白 10.6ng/ml，

血清铁 52.7umol/L，总铁结合率 61.24umol/L。结果示铁蛋白下降，血清铁升高，不支持缺铁性贫

血诊断。 

结果  小细胞低色素贫血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缺铁性贫血、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主要是 β 地中

海贫血、HbH 病）、铁粒幼细胞贫血。1 缺铁性贫血特点是血清铁蛋白、血清铁及转铁蛋白饱和度

降低，骨髓、肝、脾及其它组织中缺乏可染色铁。2 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常有家族史、血片中可

见多数靶形红细胞，血清铁、转铁蛋白饱和度、骨髓可染铁均增多。3 铁粒幼细胞贫血为骨髓中铁

粒幼细胞显著增多，血清铁浓度显著增高，单核—巨噬细胞中含铁血黄素显著增多。为明确贫血原

因，患者行骨髓穿刺，送检细胞学检查结果示：红系增生活跃，晚幼红细胞比例稍高；部分幼红细

胞胞体偏小，染色质紧密呈炭核状，胞浆深蓝色，边缘不整齐。成熟红细胞轻度大小不一，部分红

细胞血红蛋白充盈欠佳。细胞外铁（-），细胞内铁 1：3%。骨髓细胞外铁缺乏，不支持珠蛋白生

成障碍性贫血及铁粒幼细胞贫血诊断，仍考虑缺铁性贫血可能性大。遂复查铁三项：铁蛋白

10.6ng/ml，血清铁 3.2umol/L，总铁结合率 60.40umol/L。此次检测血清铁降低，支持缺铁性贫血

诊断。 

结论  1. 入院常规检查的重要性：患者活动后胸闷、心悸，不排除是贫血和心律失常所致，可在纠

正贫血及改善心室率治疗后评价疗效。 

2. 实验室检查的准确性：排除患者自身因素（晨起空腹抽血，未服用铁剂，不在月经期），短期内

两次检测的血清铁值有数倍差异，干扰了疾病诊断。在检验工作中，是否可以考虑发病率及其他因

素，对非常规结果进行复查。 

 
 

PU-5398 

CYP3A5*3 基因多态性检测 

在肝移植患者术后他克莫司治疗中的临床意义 

 
唐菁,周燕虹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观察在 CYP3A5*3 基因型检测指导下服用他克莫司（FK506）的肝移植患者术后不同基因型

之间的血药浓度、肝肾功能以及血常规的差异，为不同基因型患者术后使用他克莫个体化治疗提供

实验依据。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0 月到 2017 年 12 月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接受肝移植手术，并且术后一直服

用他克莫司的 57 位患者，观察这些患者用药前，用药后不同时相点的肝肾功能、血常规及他克莫

司血药浓度，比较不同基因型患者之间的差异，并评估其药物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结果    AA 型患者他克莫司的初始给药剂量 0.123±0.069 显著高于 GG 型和 GA 型患者的

0.058±0.036，0.059±0.026（P=0.006），按该给药方案给药，三种基因型的用药后他克莫司血药

浓度没有显著差异，均能达到有效血药浓度，提示在术后用药过程中, 对于 AA 型患者需提高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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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方可达到有效血药浓度；不同基因型患者行个体化他克莫司治疗，其用药前及用药后不同基因

型的患者肝肾功和血常规相关检查中，用药后一个月 WBC（P=0.04），用药 6 个月后的 ALP

（P=0.039），TP（P=0.001），Glb（P=0.03），PLT（P=0.007）在不同基因型患者之间的检查

结果有统计学差异，其中 AA 型患者的这些指标较差于 GG 和 GA 型，其余的指标均无统计学差

异，提示用药过程中应注意密切观察 AA 型患者的药物不良反应。 

结论   根据 CYP3A5*3 基因型的检查结果为肝移植术后患者制定他克莫司个体化给药方案，能够有

利于患者迅速达到有效血药浓度，达到有效治疗的目的，同时降低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PU-5399 

线粒体与衰老研究进展 

 
马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衰老是由累积性损伤引起的，细胞功能失调，组织衰竭，最终死亡的退行性过程。线粒体是

真核细胞的细胞器，为细胞活动提供能量，同时也具有自身的遗传物质，线粒体 DNA 突变及线粒

体功能的衰退与衰老及其相关性疾病的研究已经有大量的报道。 

方法  衰老是由累积性损伤引起的，细胞功能失调，组织衰歇，最终死亡的退行性过程。 

结果  衰老是由累积性损伤引起的，细胞功能失调，组织衰竭，最终死亡的退行性过程。线粒体是

真核细胞的细胞器，为细胞活动提供能量，同时也具有自身的遗传物质，线粒体 DNA 突变及线粒

体功能的衰退与衰老及其相关性疾病的研究已经有大量的报道。 

结论  衰老是由累积性损伤引起的，细胞功能失调，组织衰竭，最终死亡的退行性过程。线粒体是

真核细胞的细胞器，为细胞活动提供能量，同时也具有自身的遗传物质，线粒体 DNA 突变及线粒

体功能的衰退与衰老及其相关性疾病的研究已经有大量的报道。而在众多衰老机制理论中，与线粒

体相关的线粒体衰老自由基学说（简称自由基学说）是几十年来最引人关注的，但是近年来越来越

多的的研究开始质疑这种衰老假设机制，并提出了其他可能的机制，包括胰岛素/胰岛素样生长因

子-1 和雷帕霉素受体等线粒体相关的信号通路。同时，根据线粒体 DNA 位点多态性所定义的线粒

体 DNA 单倍型也相继报道与各地区长寿人群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PU-5400 

胃肠外科手术最大备血量目录的研究 

 
谭金哲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分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胃肠外科择期手术用血情况，建立本院胃肠外科手术最大备血量目录

(MSBOS)，指导临床申请及输血科备血。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6 年胃肠外科择期手术申请备血量和实际输血量，对手术进行分类，计

算输血率、输血指数、输血手术人均 RBC 用量等指标，结合国外手术最大备血量目录(MSBOS)算

法与本院实际情况，得出本院手术最大备血量目录。 

结果  共纳入择期手术患者 1589 例，申请用血量 3787.5U，手术分为 22 类，其中输血手术 205

例，总输血量 578.5U，输血率为 12.90%，输血指数为 0.36，输血手术人均 RBC 用量为 2.82U。

输血率、输血指数、输血手术人均 RBC 用量最大的手术分别为小肠切除术（36.84%）、盆腔肿瘤

切除术（2.34）、盆腔肿瘤切除术（11.13U）。备血量最多的手术为盆腔肿瘤切除术（10U）。 

结论  利用本院胃肠外科手术的输血情况，建立了我院的手术最大备血量目录(MSBOS)，为更好的

指导临床用血提供依据，也为我院其它科室及我国其他医疗机构建立手术最大备血量目录(MSBOS)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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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401 

新生儿溶血病血型血清免疫学检验研究进展 

 
陈为俊 

烟台市桃村中心医院(原:栖霞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新生儿溶血病血型血清免疫学检验研究进展 

方法  新生儿溶血病血型血清免疫学检验研究进展 

结果  新生儿溶血病血型血清免疫学检验研究进展新生儿溶血病（HDN）是指母、婴血型不合引起

的胎儿或新生儿同族免疫性溶血，临床多以新生儿黄疸常见，严重者可并发核黄疸甚至死亡。本文

现对 HDN 血清免疫学检验项目和方法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使各级医院，尤其是妇幼保健院能重

视并准确的对围产期 HDN 进行免疫学血清检测，为早期防治 HDN 提供依据，提高新生儿生存质

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结论  新生儿溶血病血型血清免疫学研究进展 

 
 

PU-5402 

哈尔滨市儿童手足口病病原学分析 

 
赵文凤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目的  了解哈尔滨市儿童手足口病的病原体构成及分布情况。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14 年来我院就诊的手足口病患儿 2065 例，男孩 1204 例，女孩 861 例；患儿

年龄 1 月-16 岁 7 月。采集患儿咽拭子标本，采用 RT-PCR 进行肠道病毒通用型、EV71 和 CA16

核酸检测。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10.0 软件进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 手足口病病原体检出情况 

共检测手足口病患儿咽拭子标本 2065 例，肠道病毒阳性 1202 例，占 58.21%，其中，EV71 阳性

患儿最多，占总标本数的 26.78%，CA16 阳性患儿最少，仅占 5.18%，而其他未分型肠道病毒阳

性患者为 542 例，占 26.25%。 

2、 手足口病病原体性别分布 

1202 例阳性病例中，男性 715 例，女性 487 例，男女比例 1.47:1，男性患者明显高于女性。但是

经 X2 检验，仅未分型肠道病毒的检出率在男女性别间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肠道病毒总检出率及

EV71、CA16 检出率在男女性别间的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 

3、 不同年龄手足口病患儿肠道病毒检出情况 

手足口病阳性病例中，年龄最小的 1 个月，最大的 16 岁 1 月，以 1 岁-5 岁幼儿阳性数最多，占总

数的 77.79%，1 岁以下婴幼儿阳性数最少，仅占 4.41%。0-1 岁组肠道病毒感染率及 EV71、

CA16 阳性率最低，其中 CA16 感染率与＞1 岁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4、 不同月份手足口病病原学分布变化 

2014 年手足口病的发病主要集中在 6-9 月，以 EV71 和未分型肠道病毒为主，以 CA16 为

辅； EV71 和未分型肠道病毒流行高峰在 7 月，CA16 在 6 月；不同分型肠道病毒在不同月份分布

均与病例数分布类似。 

结论  手足口病的发病与性别、年龄及气候因素有关；2014 年哈尔滨市儿童手足口病以 EV71 和未

分型肠道病毒感染为主，未分型肠道病毒的感染应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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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403 

全自动尿有形成份分析仪 UF5000 性能评估报告 

 
李佳芮,曹宇星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目的  对全自动尿有形成份分析仪 UF5000 进行性能评估 

方法  参考说明书，对全自动尿有形成份分析仪 UF5000 的空白计数、携带污染率、准确性、批内

精密度、批间精密度、线性范围、可报告范围、仪器比对、生物参考区间。 

结果  （1）空白计数：红细胞、白细胞、上皮细胞、管型及细菌数均为零。（2）携带污染率：红

细胞、白细胞、细菌的携带污染率均为零。（3）准确性：红细胞的变异系数为 2.6%、白细胞的变

异系数为 5.0%、上皮细胞的变异系数为 7.9%、管型的变异系数为 13.6%，细菌的变异系数为

5.7%。（4）批内精密度红细胞的变异系数为 5.1%、白细胞的变异系数为 8.6%、上皮细胞的变异

系数为 12.4%、管型的变异系数为 19.3%，细菌的变异系数为 8.1%。（5）批间精密度：红细胞

的变异系数为 5.25%、白细胞的变异系数为 7.44%、上皮细胞的变异系数为 12.17%、管型的变异

系数为 10.96%，细菌的变异系数为 6.94%。（6）线性范围：红细胞的分析测量范围为（0.47-

10458.37），a 值为 1.0493，r 方值为 0.9998，符合标准；白细胞的分析测量范围为（0.47-

10458.37），a 值为 1.031，r 方值为 0.9998，符合标准；细菌数的分析测量范围为（0.47-

10458.37），a 值为 1.0036，r 方值为 0.9997，符合标准。（7）可报告范围：白细胞为 0--

10846.97 个/微升，红细胞为 0--10202.83 个/微升，细菌为 0--10648.70 个/微升。（8）仪器比对

均合格。（9）生物参考区间均合格。 

结论  全自动尿有形成份分析仪 UF5000 本次性能评估合格 

 
 

PU-5404 

肥胖与 2 型糖尿病肾病的研究进展 

 
李思琳,王琳琳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DN 被人们所了解的很少，确定 DN 的发病原理和对于 DN 的早期诊断手段已经成为全部医生

所要应对的巨大问题。大多数的治疗手段已经进行到需要进行临床验证的时期特别是肾素-血管紧

张素-醛固酮系统多位点的抑制药物、抵抗氧化的氧化药物、肿瘤坏死因子和抗体蛋白激酶 C 的抑

制。在以后的研究和探索的道路上，利用有效手段减少脂质，抑制 DN 形成将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 

方法  在 1974 年，有学者在报道中首次提出了过于肥胖会出现大量的蛋白尿，从此以后就有很多

以动物为实验对象和通过临床研究确定了肥胖本身就可以引发糖尿病和对肾脏进行损伤，也就是关

于肥胖的肾病。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数据表明，在全球的成人总数中大约有 14.6 亿的成年人是超

重患者，5.02 亿的成年人是肥胖患者。美国健康和营养调查的最新报告的数据表明在 2006 年到

2009 年，美国超过有 30%的成年人和将近 17%的儿童和年龄在 18-25 之间的青少年有肥胖症状。

我国患有肥胖的人数在日益增加，有 28%的成年人的体重，5.5%的成年人属于肥胖患者。根据

2008 年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出来的数据，全球大约有 3.5 亿人患有糖尿病。流行病学资料表明，

1999 年到 2000 年我国患有二型糖尿病患者并且伴随肾病的患者的发病率为 35%。 

结果  DN 被人们所了解的很少，确定 DN 的发病原理和对于 DN 的早期诊断手段已经成为全部医生

所要应对的巨大问题。大多数的治疗手段已经进行到需要进行临床验证的时期特别是肾素-血管紧

张素-醛固酮系统多位点的抑制药物、抵抗氧化的氧化药物、肿瘤坏死因子和抗体蛋白激酶 C 的抑

制。在以后的研究和探索的道路上，利用有效手段减少脂质，抑制 DN 形成将作为未来的发展方

向。 

结论  体重指数与 DN 发生的概率成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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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405 

雷帕霉素显著抑制 T 淋巴细胞白血病在小鼠体内的发生发展 

 
华春兰,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是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发病率较高的一种，分别占成人和儿童急性白

血病的 25%和 10-15%，并且成人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的预后很差，五年生存率较低。临床研究

发现在超过半数的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中都有 notch1 的突变。 

方法  在小鼠的 lin-血液细胞中过表达 notch1 的胞内段，建立了 notch1 过表达诱发急性 T 淋巴细胞

白血病的小鼠模型。 

结果  在这个白血病模型中，PI3K/AKT/mTOR 信号通路异常激活，rapamycin 是 mTOR 的抑制

剂，能够特异性的抑制 mTOR 的活性。通过实验我们发现 rapamycin 能够抑制白血病细胞的植入

和发展，显著延长小鼠的寿命，但并不能清除白血病细胞，小鼠最终死于白血病。为了深入探讨

rapamycin 在 notch1 诱导的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临床治疗及预后中的作用，我们给每只小鼠

移植 5×105 个 ICN1 诱导的白血病细胞使小鼠诱发白血病，当这些移植了白血病细胞的小鼠的外周

血的 GFP 达到 10%时用 rapamycin 处理，在短期内（3 天）rapamycin 能够抑制细胞周期，使多

数白血病细胞进入 G0 期，而长期（10 天）的 rapamycin 处理后白血病细胞的这种细胞周期抑制

作用会消失。通过对白血病细胞的凋亡分析发现，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的 rapamycin 处理并不影响

白血病细胞的凋亡。另外，PI3K/AKT/mTOR 信号通路并没有因为 rapamycin 长期抑制 mTOR 的

活性而通过负反馈异常激活。 

结论   mTOR 抑制剂 rapamycin 在短期内抑制白血病细胞进入细胞周期，并且不影响

PI3K/AKT/mTOR 信号通路的活性及白血病细胞的凋亡，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是由于 notch1 的

胞内段过表达而诱发的，rapamycin 联合 γ 分泌酶抑制剂或者促进细胞凋亡药物的应用可能会为临

床治疗提供一个更好的方案，这也给我们提示，白血病发病初期或者部分缓解患者给予 rapamycin

处理后，可能会改善患者的预后，提高患者的五年生存率。 

 
 

PU-5406 

血小板假性减少 EDTA 诱导的 or 抽血不顺利造成的? 

 
张慧慧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病例分析，分析血小板假性减少的原因。 

中午值班，一位 20 岁漂亮小姑娘因为肚子疼来急诊就诊，做了个血常规检测。结果出来一看其他

的还好，就是血小板偏低，71（正常范围 125~350）×109/L，看图形（如下图），血小板直方图基

本正常，不正常的是白细胞散点图，在散点图最左下角有 SSC 和 FSC 都比淋巴细胞小的位置（红

色圈）有一群异常的散点存在，在这个位置一般有以下几种怀疑和猜测： 

•有核红细胞； 

‚疟原虫感染的成熟红细胞； 

ƒ 聚集的血小板。 

方法  临床沟通及外周血涂片镜检 

结果  镜检观察到血小板聚集 

与临床沟通发现抽血不顺利 

结论  本次血小板假性减少是由于抽血不顺造成的血小板微凝集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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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407 

一例血常规检测三系异常的案例分析 

 
张慧慧,黄凯达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案例经过：患者，老年男性，66 岁，以“1.呼吸困难查因 2.胆管癌并多发转移”收入呼吸内科

住院。1 月余前因多部位疼痛于我院确诊为“胆管腺癌并多发转移”，PET-CT 示：升结肠局部肠壁

增厚代谢活跃，考虑恶性病变，建议结合肠镜（不除外为临近增厚的腹膜）；右肺门、膈上前后

群、腹盆腔、腹膜后、双侧髂血管旁及双侧腹股沟多发淋巴结肿大代谢活跃，肝内多发低密度肿块

代谢活跃，右侧胸膜、腹盆腔腹膜多处结节样增厚代谢活跃，脐周软组织结节代谢活跃，右侧第 5

前肋，L3/L4 椎体骨质破坏代谢活跃，考虑转移；双肺多发高密度小结节代谢未见异常，疑转移；

右侧胸腔及盆腔积液。于 2017-10-4、2017-10-25 行“奥沙利铂 250mg d1 ivgtt + 吉西他滨 1.6g 

d1,8 ivgtt ”方案化疗 2 周期，半月前查胸水彩超提示右侧大量胸腔积液，给予置管引流，引流出洗

肉水样胸水，并于 2017-10-31 给予“顺铂 30mg”胸腔灌注。 

方法  外周血涂片镜检 

临床沟通了解病史及用药史 

结果  该患者标本中确实存在有有核红细胞，数量比较多，计数 100 个白细胞见 42 个晚幼红细

胞，经校正该患者真实的白细胞数为 4.41.该患者标本中有核红细胞形态不正常，结合患者病史，

可能跟患者化疗药物的使用有关。该患者标本中存在胞浆颗粒粗大的中性中、晚幼粒细胞，未见明

显病态，且白细胞计数逐日上升，考虑患者应用了升白细胞药物，查看医嘱，患者 14 日应用了泉

升针（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解释了此现象。患者 15 日应用了升血小板胶囊，16 日输注机采

血小板 1 个治疗量，解释了患者血小板升高较之前较快的原因。 

结论  认真对待每一份标本。在临床工作中，对于患者血象变化比较大的标本，一定要认真核对，

按照标本复检的 SOP 流程来一步步查找原因，对患者认真负责。 结合患者临床病史及用药史很重

要。下图为患者的用药史，结合临床病史和用药史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查找原因，用我们的专业知识

更好地为临床服务，为临床医生提供准确合理的检测结果。 

 
 

PU-5408 

北京两性 HPV 感染情况及基因型分布分析 

 
郑静,马亮,丛笑,姜永纬,杨辉,李囡,曹永彤 

中日友好医院 

 

目的  分析北京地区两性生殖泌尿道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情况及基因型别分布，为防治 HPV

感染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11 月期间，就诊于中日友好医院检测 HPV 基因分型的患者共 13640

例；其中，男性 1696 例，女性 11944 例。从生殖泌尿道细胞标本中提取 HPV DNA，采用荧光定

量 PCR 技术检测 HPV 亚型。 

结果  11944 例女性受检者中，高危型 HPV 感染率为 25.38%（3031/11944）；主要感染型别依次

为：58 型 21.15%（641/3031）、52 型 21.08%（639/3031）、16 型 20.39%（618/3031）、56

型 10.69%（324/3031）、51 型 10.33%（313/3031）、66 型 10.19%（309/3031）和 39 型

10.13%（307/3031）。高危型以单一型别感染为主，占 72.25%（2190/3031）；而低危的 6+11

型感染率为：6.61% (449/6782)。1696 例男性受检者中 HPV 感染率为 39.80%（675/1696）；主

要感染型别是：6+11 型 54.22%（366/675），其次是 16 型 12.89%（87/675），52 型 12.30%

（82/675），51 型 11.56%（77/675），58 型 8.89%（59/675），18 型 8.60%（58/675）和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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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8.44%（56/675）。单一型别 HPV 感染者 444 例，占感染者的 65.78％（444/675）；在多重感

染病例中，主要为高危型和低危型同时存在的混合型感染。 

结论  北京地区女性 HPV 感染以高危型为主，主要感染型别依次为 58、52、16、56、51、66 和

39 型。男性 HPV 感染主要以低危的 6、11 型为主，高危型依次为 16、52、51、58、18 和 39

型。HPV 疫苗接种建议选择九价疫苗（Gardasil 9），但目前的九价疫苗不能覆盖国人主要感染型

别，需要自主研发更有针对性的疫苗。 

 
 

PU-5409 

LRRK2 在 NLRP3 炎症小体激活中的作用研究 

 
刘夏楠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NLRP3 炎症小体是目前研究最多的炎症小体，可被多种病原体成分、病原毒素及机体自身产

生的多种“危险信号”、代谢物等激活，如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尼日利亚菌素、氧化低密

度脂蛋白、活性氧、ATP、尿酸盐等，参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如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

阿尔兹海默症、痛风等。但目前关于 NLRP3 炎症小体激活的机制并步明确。前期我们发现 LRRK2

对 NLRC4 炎症小体的激活具有重要作用，为探讨 LRRK2 在 NLRP3 炎症小体活化中的作用，我们

进行了以下研究。 

方法  用 4%巯基乙酸盐腹腔注射 WT 和 LRRK2-/-小鼠，诱导腹腔巨噬细胞富集，4 天后收集腹腔

巨噬细胞并进行体外培养。细胞过夜贴壁后，分别用 NLRP3 炎症小体剪切激活剂尼日利亚菌素、

ATP 等进行刺激，然后 Western blot 检测 pro-Caspase-1 和 pro-IL-1b 的剪切体 Caspase-1 p10 和

IL-1b p17 的表达情况以评价 NLRP3 炎症小体活化情况。 

结果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 WT 和 LRRK2-/-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在应用两种 NLRP3 炎症小体激活

剂分别刺激后，Caspase-1 p10 和 IL-1b p17 的表达均没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LRRK2 基因敲除影响 NLRC4 炎症小体激活，但并不影响 NLRP3 炎症小体活化。 

 
 

PU-5410 

HSPB7 基因 rs1739843 多态性 

与扩张型心肌病易感性的关系：病例对照和荟萃分析 

 
施小晴,秦东春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最近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表明，HSPB7 基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与扩张

型心肌病（DCM）的易感性相关。一些研究报道了 HSPB7 基因上的位点 rs1739843 与 DCM 关

系；然而，这些研究的样本量小且结果有争议的。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 rs1739843 与 DCM 易感性

之间的关联。 

方法  采用 MassArray iPLEX 进行基因分型，对中国汉族人群（593 名病例和 513 名对照）的进行

关联分析，以探讨 rs1739843 与 DCM 易感性关联。荟萃分析是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下进行

的。 

结果  DCM 的病例组与对照组基因型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T：9.69% vs. 8.81%，TC：

35.73% vs. 37.23%，CC：54.58% vs.53.96%，P = 0.87）。荟萃分析（包括 1,678 名病例和

3,178 名对照）结果显示，rs1739843 与 DCM 的易感性无关。 

结论  HSPB7 基因上的 rs1739843 多态性可能与中国人群的 DCM 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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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411 

LRRK2 蛋白表达谱分析 

 
刘夏楠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富含亮氨酸重复序列激酶 2(Leucine-Rich Repeat Kinase 2，LRRK2)在 2002 年由日本科学

家在对帕金森病人进行全基因组连锁分析时被发现，因其在帕金森病人中的广泛突变被认为是帕金

森病的首位遗传因素 。近来大量研究表明 LRRK2 是炎症性肠病的风险基因，同时在固有免疫中也

具有重要作用，尤其在炎症反应中。 但关于 LRRK2 在免疫系统中的研究仍处于起始阶段 ，为探

索 LRRK2 在免疫系统中的作用及机制，我们首先分析了 LRRK2 蛋白在小鼠各组织器官中的表达

情况。 

方法  稳态情况下，取野生型小鼠的胸腺、淋巴结、肠系膜淋巴结、脾脏、大脑、脊髓、 后肢肌

肉、心脏、肝脏、肺、肾脏、大肠和小肠等，并选用 LRRK2-/-小鼠脾脏作为阴性对照， 组织匀浆

制备蛋白样品，然后进行 Western blot，检测 LRRK2 蛋白在不同组织的表达情况，选用热休克蛋

白 90（HSP90）为内参。  

结果  LRRK2 蛋白为大分子量蛋白质，经 6% SDS-PAGE 胶电泳分离后呈单一条带，分子量为

286kD。结果显示 LRRK2 蛋白几乎表达于所有组织或器官，其中肺、淋巴结、脾脏、肾脏、肠系

膜淋巴结高表达 LRRK2，脑组织次之，而胸腺、脊髓、肌肉、心脏、肝脏、小肠、大肠等均弱表

达。 

结论  LRRK2 蛋白表达广泛，在肺组织表达水平最高，其次是淋巴结、脾脏、肾脏、肠系膜淋巴结

等，提示 LRRK2 蛋白在免疫器官中高表达。 

 
 

PU-5412 

一例以高钙血症为首发症状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华春兰,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病史：患者女，17 岁，50 余天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腹痛，以右上腹部为著，为持续性针扎样

疼痛，伴恶心、呕吐，伴排气排便停止，无发热、放射痛，就诊于当地医院，血常规示：白细胞

11.2×10^9/L ，中性粒细胞 7.55×10^9/L ，血红蛋白 112g/L ，血小板 488×10^9/L ；血钙 

4.15mmol/L.脂肪酶波动在 137-237.5U/L，给予水化、鲑鱼降钙素 100U Q12 肌注治疗 5 天，血钙

降至 2.52mmol/L，患者病情好转后于 2017-06-10 出院，2017-06-15 无明显诱因再次出现恶心，

呕吐，纳差，腹痛腹泻，在当地医院查血钙 3.49mmol/L，至北京某医院，完善相关检查，诊断为

“1，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L2，B 细胞来源，BCR/ABL 阴性）  2，皮肤软组织感染”，于

2017-07-01 开始给予 VDLD 方案化疗、 2017-08-03 再次入住北京某医院，开始第 2 程 CLEA 方

案化疗，化疗过程顺利。 

方法  进一步进行临床检查。 

结果  血钙：4.15mmol/L 

腹部平片：腹部局部肠管扩张、积气，并可见气液平。 

骨髓涂片：增生活跃，原始淋巴细胞占 76%。POX 染色（-）； 

骨髓活检：（髂后）少许骨及骨碎组织，造血组织中可见成片淋巴细胞聚集，结合免疫组化，病变

符合 B 淋巴母细胞性淋巴瘤/白血病，免疫组化结果：MPO（+），TdT（+），CD79a（+），

CD99（-），PAX-5（+），CD3（散在+），CD20（-），CD34（散在+），CD43（+），Ki-67

（index 10%）,PTH（-）,FISH:BCR/ABL、MLL（-），融合基因 41 项（-）.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873 

 

结论  对于临床医生来说，对疑难病例的分析，不仅仅需要对本学科知识的了解。同时也需要对常

见疾病的鉴别诊断有充分的意识，甚至有时候需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只有这样才能拨开掩盖患

者病情的迷雾，找到真正的元凶。 

 
 

PU-5413 

医学检验分析前质量管理研究 

 
王晓瑞,刘义庆,刘芸,邵婧,牛登冉,张培莉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众所周知，医学检验是一向较为复杂的工作，其中涉及许多环节，并且每一环节都会对最终

的检验结果造成极大的影响。因此，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相关的医护人员一定要时刻保持认真谨

慎的工作态度，对检验分析数据进行严格把控，对检验前的准备工作加大关注程度，并重视患者的

准备状态，确保整项工作的严谨性，并提升对患者的负责程度。基于此，本文将对医学检验中的质

量管理进行分析，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行的优化措施。 

方法  在医学检验的过程中，对其质量进行控制管理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内容。此外，根据该项

内容的特殊性，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分析前、分析过程中以及分析后。其中，分析前这一环

节的工作尤为重要。在分析前的准备工作中，相关的医护人员应该进行的操作包括确定检验申请

单、确定患者的准备状态、对样品进行采集与保存以及对其进行分析。在正式的工作过程中，相关

的医护人员一定要保证每一环节的工作质量，减少工作误差，提升工作质量，保护患者的安全。 

结果  （一）正确选择检查项目 

（二）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 

（三）规范血液标本采集顺序 

（四）提升工作人员的能力 

（五）重视临床医护人员的作用 

（六）规范检验科室的工作制度 

结论  综上所述，在医学检测质量管理工作中，包含许多不同的工作内容，同时也会涉及许多不同

的部门。对于该项工作来说，能够对其造成影响的因素有许多。因此，在正式开展工作的过程中，

相关的医护人员一定要保证自身的工作态度，加大对检测质量的重视程度，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联

系以及合作，各个科室的相关人员一定要给予该项工作支持以及配合，保证工作质量，同时也能保

证患者的安全。 

 
 

PU-5414 

昆明地区儿童 EB 病毒感染与恶性血液病的相关性研究 

 
宋宇,苏艳丹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昆明地区儿童 EB 病毒（EBV）感染与恶性血液病的相关性及抗病毒治疗情况分析。 

方法  应用实时荧光 PCR 定量（RT-PCR）检测 53 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23 例急性非淋巴

细胞白血病患儿、31 例淋巴瘤患儿、29 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儿及 62 例非血液病患儿（对照组）

外周血 EB-DNA 含量及抗病毒治疗后的载量，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组、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组、淋巴瘤组、再生障碍性贫血组和非血液

病（对照组）阳性率分别为 37.73%、26%、54.84%、27.59%、9.68%，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组、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组、淋巴瘤组、再生障碍性贫血组与非血液病（对照组）EB-DNA 阳性

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抗病毒治疗后，EB-DNA 转阴者 51 例，持续阳性者 6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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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B 病毒感染与恶性淋巴系统疾病关系密切。更昔洛韦联合利巴韦林针剂对 EB 病毒治疗有

效。 

 
 

PU-5415 

乙型肝炎病毒耐药基因突变的统计分析 

 
宋宇,张艳亮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乙型肝炎患者 HBV 耐药基因突变的位点，并进行统计分析，讨论其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 PCR 扩增 260 例乙肝病毒患者 HBV 的基因，采用双脱氧末端终止法（Sanger 法）进

行测序，分析 HBV 基因突变位点的变异情况。  

结果  260 例乙肝患者中，产生耐药突变的有 64 例，突变率为 24.62%，1、临床意义明确的突变

位点及比例为：M204 M/I(28.28%)、L180 L/M（28.28%）、M204 M/V（20.20%）、A181 

A/V(6.06%)、V173 V/L(5.05%)、A181 A/T(5.05%)、N236 N/T(4.04%)、 M250/M/L（3.03%）；

2、临床意义不明确的突变位点及其比例为：L169 L/I（22.79%）、S223 S/A（21.54%）、I224 

I/V（16.22%）、F221 F/Y（12.18%）、T222 T/A（9.37%）、Q267 Q/L（6.43%）、V278 V/I

（5.46%）、Q267 Q/H（2.93%）、E263 E/D（1.68%）、V191V/I（1.40%）；3、（1）既有临

床意义明确的耐药突变又有临床意义不明确的位点突变的有 62 例，所占比例为 23.85%，（2）没

有临床意义明确的耐药突变但有临床意义不明确的位点突变有 186 例，所占比例为 71.54%，

（3）有临床意义明确的耐药突变，但无临床意义不明确的位点突变的有 2 例，所占比例为 0.76%

（4）都无突变的有 10 例，所占比例为 3.85% 。 

结论  这些无临床意义的基因位点的突变与 HBV 耐药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可为候选进一步研究奠

定基础；核苷（酸）类似物由于其抑制病毒复制能力强，使用方便，不良反应较小等优点，已在临

床上广泛使用，但随着核苷类似药物的广泛长期使用，导致耐药株的不断出现，所以合理用药，加

强监测，减少耐药株的出现，是乙肝患者治疗的关键。 

 
 

PU-5416 

Bit2 诱导胰腺癌细胞凋亡的机制研究 

 
谢昕,王南,沈燕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胰腺癌是预后最差的恶性肿瘤之一，手术或化疗后的 5 年生存率仅仅为 1%~2%，在所有人

类癌症中死亡率都很高。胰腺癌细胞对凋亡的抵抗导致胰腺癌对大多数的抗肿瘤治疗如化疗、放疗

和免疫治疗等均不是很敏感。为了寻找能够绕过胰腺癌细胞凋亡抗性的替代细胞死亡途径，研究指

出新型的 anoikis 效应体 Bit1 (Bcl-2 转录抑制剂)在胰腺癌细胞生存和凋亡抗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 

方法  Bit1 是一种线粒体蛋白，在整合素介导的细胞外基质(anoikis)缺失后，释放到细胞溶胶中，

诱导 caspase 独立的凋亡。研究显示，细胞溶胶中异位表达的 Bit1 降低了存活能力，并在人类胰

腺癌细胞系 Miapaca-2 和 panc1 中诱导了 caspase 独立的凋亡。虽然这些细胞中线粒体 Bit1 的表

达增加并不会在附着条件下诱导细胞凋亡，但分离显著地诱导线粒体 Bit1 转染细胞的凋亡水平高于

对照转染细胞。与此相反，在 PANC-1 细胞中内源性 Bit1 的下调进一步增强了它们的抗 anoikis。

此外，在 Miapaca-2 细胞中，线粒体 Bit1 的外源性表达抑制了它们的锚定独立生长，增强了它们

对依托泊苷介导的细胞凋亡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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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Bit1 的凋亡功能部分依赖于裂解(AES)表达的与 groucho 相关的氨基端增强子，并被转录的

corepressor TLE1 蛋白所抑制。与相关的体外实验结果一致，Bit1 是胰腺肿瘤细胞凋亡的效应物，

同时在人类胰腺癌组织的晚期，Bit1 明显下调。 

结论   Bit1-凋亡通路可靶向触发胰腺癌细胞的死亡，并暗示出 Bit1 有可能是一种新型的抑制胰腺癌

化疗抗性的药物。 

 
 

PU-5417 

抗原提呈细胞的研究进展 

 
张金凤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目的  抗原提呈细胞对抗原进行摄取、加工处理并提呈给淋巴细胞，在一些免疫分子参与下，产生

一系列的免疫应答，参与维护内环境的稳定，并且在疾病的发生发展和治疗中也具有重要作用。本

文简要总结了三种专职抗原呈递细胞的分类、发育、功能特点。  

方法  阅读相关文献，进行总结 

结果  本文对总结了三种专职 APC 的分类、发育、功能特点及 aAPC 的种类及应用，但目前 APC

的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其一，相较对鼠 DCs 起源、分类、功能及其调控的研究，目前对人 DCs

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如人们对鼠 CD8a+DC 交叉提呈抗原功能及其调控了解较为深入，而具有相似

功能的人 CD141+DC 的交叉呈递抗原的调节机制还不甚了解；其二，人们对组织定居的巨噬细胞

的起源存在争议；其三，设计和改造 aAPC，使其能作为疫苗输注患者体内，治疗或预防肿瘤、自

身免疫疾病和病毒感染性疾病，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结论  随着对 APC 研究的不断深入，使人们更加明确一些疾病的发生机制并有助于防治工作的进

行。 

 
 

PU-5418 

人乳头瘤病毒不同检测方法的临床应用价值研究 

 
周婷婷,李雨艳,许友强,宋丽影 

吉林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目的  宫颈癌是女性生殖系统肿瘤的第二位恶性肿瘤。现阶段，基本可以确定宫颈癌的病因与高危

型 HPV 的持续感染存在相关性，而且自感染 HPV 至发生宫颈癌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通常会给

患者 8~10 年的时间来进行干预。因此，早期筛查极为重要。随着宫颈癌的发病率逐年增多，早期

筛查收到的准确性是患者获得良好的诊治的前提条件。现阶段我国筛查主要采用免疫组化法、

PCR-反向点杂交法及荧光定量 PCR 方法。虽然在 HPV 的临床检验中已经有了多种检验手段，但

是每种检测手段都存在一定的误诊或漏诊率，提高诊断的准确度是检验医学的发展目标。本研究旨

在探讨不同的检验方法用于抗 HPV 检测的结果的准确性差距； 

方法  选取 12 份术确诊的 HPV（+）患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采用将 100 例健康体检者（-）样

本作为对照样本，通过免疫组化法、PCR-反向点杂交法及荧光定量 PCR 方法，对比不同检测手段

的准确率、误诊率、漏诊率 

结果  三种免疫检验结果无统计学差异（P＞0.05）；PCR-反向点杂交法的敏感度更高，荧光定量

pcr 方法方法的特异性更好，约登指数比较荧光定量 pcr 方法＞PCR-反向点杂交法＞免疫组化法

（P＞0.05） 

结论  对于抗 HPV 的早期筛查，都需要在检验实验室进行，荧光定量 pcr 方法敏感度及特异性相对

较高，不容易漏诊，PCR-反向点杂交法特异性较高，能够避免误诊，而免疫组化法由于特异性及

敏感度均相对较低，不适于临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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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419 

miR-192-5p 对胃癌细胞增殖和迁移的抑制作用研究 

 
王战豪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miR-192-5p 对胃癌细胞增殖和迁移的生物学行为的影响及相关分子机制。 

方法  qPCR（Quantitative PCR）检测胃癌组织和癌旁组织及胃癌细胞系中 miR-192-5p 表达水

平；基因重组技术构建敲降 miR-192-5p 的慢病毒载体细胞株，miR-192-5p mimic 转染胃癌细胞

株，检测细胞株的增殖和迁移；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 miR-192-5p 的靶分子；Western blot 检

测敲降 miR-192-5p 的胃癌细胞株的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胃癌细胞 AGS、SGC-7901 的 miR-192-5p 表达显著高于 BGC-823、KATO-Ⅲ、MGC-

803，胃癌组织和正常组织的 miR-192-5p 的表达水平没有显著差异；敲降 miR-192-5p 后，细胞增

殖和迁移能力较阴性对照组升高；而过表达 miR-192-5p mimic 后细胞增殖和迁移则明显受到抑

制。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结果显示，BCL2 是 miR-192-5p 的靶分子。敲降 miR-192-5p 的胃癌细胞

AGS 和 SGC-7901 中 BCL2 蛋白的表达量显著增加。敲降 miR-192-5p 的胃癌细胞 AGS 和 SGC-

7901 中，EMT 相关蛋白 Twist1、Snail2 表达升高，细胞凋亡及细胞周期相关蛋白 Capase3、

Bax、PCNA 的表达没有差异。 

结论  抑制 miR-192-5p，EMT 相关分子表达增强，并促进细胞迁移和增殖，而 miR-192-5p 模拟物

则抑制胃癌细胞的迁移和增殖。miR-192-5p 可能通过对 BCL2 的靶向调控，促使胃癌细胞发生

MET，从而抑制胃癌细胞的增殖与迁移。 

 
 

PU-5420 

PLCε shRNA 通过 JAK/STAT3 

信号通路调节膀胱癌细胞侵袭力的研究 

 
张彦懿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PLCε 对膀胱癌细胞侵袭力生物学行为的影响及相关分子机制 

方法  利用基因重组技术构建的沉默 PLCε 的腺病毒载体，感染膀胱癌细胞株，检测细胞株侵袭相

关分子 VEGF、MMP-2、MMP-9 基因、蛋白表达水平的变化；Transwell 体外侵袭实验观察腺病毒

感染后细胞侵袭能力；检测信号通路相关分子 PSTAT3、总 STAT3 蛋白水平表达；应用

JAK/STAT3 信号通路抑制剂 AG490 处理膀胱癌细胞，检测侵袭相关分子 VEGF、MMP-2、MMP-

9 蛋白水平表达，Transwell 体外侵袭实验观察 BIU-87、T24 细胞在 AG490 处理前后侵袭能力的变

化。 

结果  感染 PLCε shRNA ，侵袭相关分子 VEGF、MMP-2、MMP-9 基因和蛋白水平表达下调，活

化的信号通路分子 PSTAT3 表达下调，侵袭细胞数量减少；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加入信号

通路抑剂 AG490 后，细胞侵袭相关分子蛋白表达水平下调，同时细胞体外侵袭能力也呈显著下调 

结论  沉默 PLCε 基因的表达以后，细胞侵袭相关分子表达同时下调，JAK/STAT3 信号通路活化状

态受阻，进一步抑制信号通路后，细胞侵袭能力下调，说明 STAT3 可作为 PLCε 的下游调节侵袭

相关分子的表达，从而调节膀胱癌细胞的侵袭转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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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421 

EAE 诱导过程中脾脏及 CNS 浸润 Treg/Teff 的变化 

 
符含笑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CD4+CD25+Foxp3+调节性 T 细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效应性 T 细胞（effector 

cells,Teff）在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EAE）诱导过程中的差异表达及不同作用 

方法  用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MOG35-55)免疫 C57BL/6 小鼠诱导 EAE；用流式细胞仪分析

EAE 小鼠发病初期及高峰期脾脏和中枢神经系统（CNS）中 Treg 辅助性 T 细胞（helper T 

cell ,Th）1 和 Th17 的变化 

结果  MOG35-55 多肽成功诱导典型的 EAE 行为，脊髓出现大量的单个核细胞浸润；EAE 发病

前，脾脏 Treg、Th1、Th17 表达升高，随着 EAE 临床症状的出现，脾脏 Treg、Teff 均减少；

EAE 发病前即有少量 Teff 迁移至 CNS，Th17 细胞增加幅度最大；EAE 发病高峰期，CNS 内

Th17 细胞比例降低，Th1 细胞显著增加；EAE 发病前仅少量 Treg 迁移至 CNS，发病高峰期数量

显著增加，但不能抑制 EAE 的炎症反应。 

结论  Th17 细胞可能参与了 CNS 免疫损伤的启动，而 CNS 浸润的 Thl 细胞与疾病的严重程度密切

相关；EAE 发病高峰期脾脏 Treg 大量迁移至 CNS，但不能控制 EAE 的进展。 

 
 

PU-5422 

Pro-inflammatory macrophages suppress PPARγ activity 
and protein stability via S-nitrosylation in adipocytes 

 
Ruiying Y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pro-inflammatory macrophages 
regulating adipocyte PPARγ function through S-nitrosylation, and the effect of pro-inflammatory 
macrophages on PPARγ target genes. We further examin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etabolic 
inflammation and PPARγ function in adipose tissue of obese diabetes mice. 
Methods 3T3-L1 preadipocytes were co-cultured with Raw264.7 macrophages in transwell set. 
The expression of PPARγ and its target genes were detected by Real-time PCR. Reporter assay 
and 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ChIP) assay were used to examine the change of PPARγ 
transcriptional activity and DNA binding activity on aP2 or adiponectin promoter regions, 
respectively. Combined with Western Blotting, irreversible biotinylation procedure (IBP) was 
conducted to estimate PPARγ S-nitrosylation level. Furthermore, to reveal the S-nitrosylation 
site(s) of PPARγ, liquid chromatography with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LC-MS/MS) analysis 
and sites mutation were applied. In addition, immunochemical staining was applied to evaluate 
the infiltration of macrophages in visceral adipose tissue (VAT) of obese diabetes (db/db) or 
control (db/m) mice. 
Results LPS-stimulated Raw264.7 macrophages or treatment with NO donor GSNO decreased 
rosiglitazone-induced PPARγ target genes in 3T3-L1 preadipocytes, including adiponectin and 
aP2. While PPARγ gene expression did not alter significantly. Pretreatment of Raw264.7 cells 
with iNOS inhibitor 1400W alleviated the reduction of adiponectin and aP2. Reporter assay and 
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ChIP) assay showed that GSNO repressed PPARγ 
transcriptional activity and enrichment on cognate DNA elements within the murine aP2 or 
adiponectin promoter regions. Further study indicated that iNOS from Raw264.7 cells or GSNO 
increased S-nitrosylated PPARγ level in 3T3-L1 cells, as shown by irreversible biotinylation 
procedure (IBP). Using liquid chromatography with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LC-MS/MS) 
analysis and sites mutation, we revealed cysteine 168 of mouse PPARγ1 was modified b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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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rtosylation in vivo. Extended exposure to GSNO up to 12 h significantly reduced PPARγ protein 
level, while inhibiting S-nitosylation by NAC, proteasome activity by MG132 or lysosome activity 
by NH4Cl recoverd the reduction partially. In addition, GSNO blocked the adipogenic 
differentiation of primary preadipocyte and 3T3-L1 cells. 
We further investigated the VAT of obese diabetes mice (db/db). Immunochemical staining of 
F4/80 showed that macrophages accumulation was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control mice (db/m), 
iNOS gene expression was increased as well. Meanwhile, PPARγ protein level and adiponectin 
mRNA level in VAT of db/db mice were lower than db/m mice.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NO released by iNOS in pro-inflammatory 
macrophage suppressed adipocyte PPARγ transcriptional activity and protein stability via S-
nitrosylation of PPARγ. In VAT of obese diabetes mice, increased activation of pro-inflammatory 
macrophage and nitrosative stress might suppress PPARγ protein stability and transcriptional 
activity via S-nitrosylation, impairing the metabolic function of adipose tissue. This study provided 
a new evidence for the mechanism of metabolic inflammation causing insulin resistance. 
 
 

PU-5423 

β-catenin 在肝细胞肝癌中的表达及其与 AFP 的关系 

 
任亚君 1,2,张萌 2,熊枝繁 1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 

2.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研究 β-catenin 在肝细胞肝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 AFP 的关系。 

方法  我们收集 10 例正常肝组织标本、20 例肝硬化组织标本和 60 例肝细胞肝癌组织标本及其癌旁

组织，利用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检测 β-catenin 的表达，分析 β-catenin 表达情况与 HCC 临床资料的

相关性；分别在肝癌细胞系 SMMCC-7221 中高表达和 Huh7 中低表达 AFP，利用 Real time 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β-catenin 表达。 

结果  结果显示，β-catenin 仅在正常肝细胞的细胞膜上表达，在少数肝硬化和癌旁组织中则在胞浆

和胞核中表达，而大部分肝细胞肝癌组织均可见此异位表达；且异常表达的 β-catenin 与血清中

AFP 的含量、肿瘤细胞的增值和血管侵袭均具有显著相关性；另外，高表达 AFP 可导致 β-catenin

的 mRNA 水平和蛋白水平均有显著增加。 

结论  异常表达的 β-catenin 参与肝细胞肝癌的形成和发展，AFP 导致 β-catenin 表达的增加，为临

床 HCC 诊断和预后判断提供新的表面标记。 

 
 

PU-5424 

重组人 IL-12 诱导乳腺癌细胞自噬 

 
林艳 1,涂植光 2,梁树梅 1,周明莉 1,刘华伟 1 

1.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 

 

目的  探讨重组人 IL-12 对乳腺癌细胞自噬的影响。 

方法  用一定浓度的重组人 IL-12(rIL-12)分别作用乳腺癌 MDA-MB-231 和 MCF7 细胞不同时间，或

者用不同浓度的 rIL-12 对乳腺癌细胞作用一定时间，用免疫蛋白印迹技术检测自噬微管相关蛋白轻

链 3（LC3）的变化，用免疫荧光技术检测在乳腺癌细胞中 LC3 以观察自噬情况；用透射电镜观察

rIL-12 处理乳腺癌细胞前后自噬小体的变化。 

结果  两株乳腺癌细胞经 rIL-12 处理后检测其自噬标志蛋白 LC3 结果显示，与未处理组相比，rIL-

12 处理组细胞的自噬标志蛋白表达明显增高，LC3II/β-actin 的值同样明显增大，且增加程度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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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浓度依赖性；使用免疫荧光观察自噬体形成的结果显示，与未处理组相比，rIL-12 处理组的细

胞核周点状聚集的绿色荧光明显增多；使用电镜观察到 rIL-12 处理组明显有自噬小体形成。 

结论  IL-12 能激活乳腺癌细胞自噬，并促进自噬标志蛋白 LC3Ⅱ的表达。  

 
 

PU-5425 

肾移植术后受者胱抑素 C 恢复情况的影响因素分析 

 
辛兆丹 1,2,巫丽娟 1,2,周娟 1,2,庄杰 1,2,代波 1,2,陆小军 1,2,应斌武 1,2 

1.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随访肾移植术后受者并对其基本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影响受者肾移植术后 CysC

恢复情况的主要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008 年 12 月 13 日至 2018 年 1 月 10 日，接受肾移植并定期

随访的 2462 例受者及相应临床资料。按术后时间节点对影响肾移植术后受者 CysC 恢复情况的因

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并将有显著性差异（P＜0.05）的因素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受者性别、供受性别一致性、移植时供受者年龄、民族、BMI、HLA-A-B-

DR-DQ 位点错配数、HLA 抗体对肾移植患者术后 CysC 恢复情况有显著影响（P＜0.05）。血型、

移植次数、透析类型和透析时间、术前肝炎史、供受亲缘关系对 CysC 的恢复情况无显著影响（P

＞0.05）。多因素分析显示：受者性别、供者年龄、民族、BMI 是影响 CysC 恢复的独立因素。 

结论  对肾移植患者术后 CysC 的恢复短期内影响较好因素为受者年龄小、非汉族、BMI 小、HLA-

A-B-DR-DQ 位点错配数少、供者年龄小，短期至中长期内影响较好因素为女性、供受性别一致、

有 HLA 抗体；独立影响因素中，女性，非汉族，BMI 小，供者年龄小的患者术后 CysC 恢复较

好。因此，肾移植术前对供受者情况进行严格筛选，可改善肾移植患者术后恢复情况、及时防治肾

功能再度受损，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PU-5426 

非甾体类抗炎药阿司匹林、吲哚美辛 

对胃癌 MGC803 细胞的抑制作用研究 

 
唐菁 

烟台业达医院 

 

目的  探讨非甾体类抗炎药阿司匹林（aspirin，ASP）、吲哚美辛(indomethacin，Indo)对胃癌

MGC803 细胞促进凋亡、抑制增殖的作用和机制。 

方法  MTT 法检测 ASP、Indo 对 MGC803 细胞增殖的影响；流式细胞技术检测 ASP、Indo 对

MGC803 细胞凋亡的影响；细胞免疫化学方法检测 ASP、Indo 对 MGC803 细胞表达 CRP、IL-6

的影响。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ASP、Indo 对 MGC803 细胞具有明显的增殖抑制作用及促进 MGC803 细胞

凋亡的作用；MGC803 细胞高表达 CRP、IL-6，ASP、Indo 能下调 MGC803 细胞 CRP、IL-6 的

表达水平。 

结论  非甾体类抗炎药 ASP、Indo 对胃癌 MGC803 细胞具有抑制增殖、诱导凋亡的作用，并能下

调 MGC803 细胞中 CRP、IL-6 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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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427 

成都地区冬春季节 521 例患儿呼吸道感染病原体检测结果分析 

 
黄潇苇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本地区冬春季呼吸道感染患儿病原体分布及流行特点。   

方法  收集于 2017 年 11 月 1 日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在本院就诊的 521 例呼吸道感染患儿血清标

本，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九项呼吸道感染病原体 IgM 抗体。 

结果  225 例检测到病原体抗体，最常见的病原体感染是 MP,共 123 例，感染率为 23.6%；单一病

原体感染 144 例，混合感染 81 例。女性患儿感染率高于男性患儿。1 岁以下婴儿感染率最低，≥6

岁儿童感染率最高。  

结论  肺炎支原体是成都地区冬春季呼吸道感染患儿首要病原体，呼吸道病原体的感染率与性别和

年龄段等相关，有针对性地进行预防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PU-5428 

HCV-RNA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试剂盒性能验证 

 
杨佳佳,张彦懿,刘华伟,黄江渝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基于 ISO15189:2012 要求，对一种国产 HCV-RNA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试剂盒的性能参

数进行验证，以评价其是否可应用于临床检测。 

方法  依据《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相关文件对试剂盒的正确度、精密度、线性范围和

抗干扰能力进行性能验证。 

结果  试剂盒正确度符合要求（<靶值对数值±0.4）。两个浓度的批内精密度 CV 分别为 2.18%、

1.35%，SD 为 0.09、0.6；低值和高值的中间精密度 CV 分别为 6.38%、3.65%，SD 为 0.21、

0.20。线性范围为 1E+03～1E+07 IU/mL。血红蛋白浓度不大于 28g/dL、总胆红素浓度不大于

30mg/dL、甘油三脂浓度不大于 3200mg/dL，对检测结果没有影响（<靶值对数值±0.4）。 

结论  HCV-RNA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试剂盒的性能参数符合厂家声明，可以应用于临床检测工

作。 

 
 

PU-5429 

AIFM1 四个新发突变致病性分析 

及该基因突变所致临床表现的差异探究 

 
文树萌 1,杨艳玲 2,吕建新 1 

1.温州医科大学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对 4 例含有 AIFM1 新突变位点的患儿的线粒体功能进行测评探讨位点的致病性及其对三例患

儿的临床表型进行探究。 

方法  对 2014-2017 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就诊的 4 例患儿中有 4 个 AIFM1 新的突变位点，分别

为：第 170 位 G 到 A 的突变（c.170G>A）、第 727 位到 G 到 A 的突变（c.727G>A 

）、第 1030 位 C 到 T 的突变（c.1030C>T）、第 1449 位到 G 到 T 的突变（c.1449G>T）其中一

例已经死亡，取三例患儿血液建立永生化淋巴细胞家系，进行线粒体功能实验，另外四例设计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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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位点的模式细胞经行致病性及其线粒体功能验证。统计 AIFM1 在 pubmed 已报道的 AIFM1 突

变病人，结合新发现的四例，统计 AIFM1 突变的临床表现。 

结果  AIFM1 基因的四个新发突变位点可导致线粒体复合体 I、复合体 V 的缺失，为致病性突变。 

结论  本例发现了 4 个 AIFM1 基因的新突变，均为国际首次报道，进一步扩充人类致病基因库，同

时对中国以及国外 AIFM1 基因突变位点所致临床表现进行差异比较，有助于患者的遗传学咨询。 

 
 

PU-5430 

应用生物标志物改善肠癌患者的诊断、疗效评估及预测 

 
苏海翔 2,1,刘超敏 2,郭贝贝 2,王涛 2,1 

1.甘肃省肿瘤医院 

2.甘肃省医学科学研究院 

 

目的  应用文献复习方法了解近年来利用生物标志物改善肠癌患者的诊断、疗效评估及预测方面的

进展情况。 

方法  肠癌是常见的肿瘤之一。据文献报道，2016 和 2017 年间，我国男性癌症发病前五位的癌症

分别是非小细胞肺癌、胃癌/贲门癌、结直肠癌、食管癌、小细胞肺癌；女性癌症发病前五位的癌

症分别是乳腺癌、结直肠癌、小细胞肺癌、宫颈癌、胃癌/贲门癌。因此，肠癌在两性都是需要引

起我们高度关注的恶性肿瘤。发现和选用有效的标志物，改善早期诊断，预测疾病进展，预测化疗

药物、靶向药物等的疗效，是临床对实验医学学科提出的更高要求。 

结果  早期诊断和合理的药物使用将有效的降低肠癌患者死亡率，提高生存率。近年来，有许多关

于肠癌的诊断、预后和预测生物标志物的研究成果，改善了对患者的临床管理。 

结论  本文综述了目前在实验室应用最为广泛的基于临床标本（组织，粪便或血液）的肠癌生物标

志物及其局限性。同时，也对一些新的、有发展前景的肠癌标志物，如端粒酶活性、端粒长度和微

核频率等进行讨论。 

 
 

PU-5431 

男男性接触者“获知自身 HIV 感染”前后其行为学特征变化的研究 

 
王万海,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调查 HIV 阳性的男男性接触者在获知感染 HIV 后，其性行为和心理特征及其与未知自己感染

时相比较其性行为发生变化的情况。 

方法  以面对面访谈调查方式对 HIV+MSM 人群进行问卷调查，分析此人群的人口学，性行为和心

理特征。 

结果   98 名 HIV+MSM 者参与调查，他们绝大部分（87.8%）处在 20~40 岁之间，正处在人生的性

活跃期。与获知 HIV 感染前相比，尽管 HIV+MSM 人群的无保护性性行为相对减少，但传播 HIV 的

因素仍然存在，仍具有多性伴、活跃的性行为和未保护肛交，在性活动的表现类型中，主要以被动

肛交方式参与性活动。暴露自身感染 HIV 状况方面，54.1%的感染者未向任何人透露自己感染 HIV

的状况；在向性伴暴露自身感染 HIV 方面，他们更趋向于告诉其固定性伴。 

HIV+MSM 人群中性传播疾病混合感染率为 32.6%（32/98），其梅毒、尖锐湿疣和淋病，分别占

到 65.6%（21/32）、25.0%（8/32）和 12.5%（4/32）。 

结论    HIV+MSM 人群仍然存在活跃的性行为、多性伴及不安全性行为，并存在较高的性传播疾病

混合感染，可能成为 HIV 传播的重要传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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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432 

Association analysis of ERCC5 gene polymorphisms with 
risk of breast cancer in Han women of northwest China 

 
Haixiang Su1,TAO WANG2,HAITAO WANG2,SUISHENG YANG 1,HONGYUN GUO2,BINMING ZHANG1,HUAN 
GUO2,LAN WANG2,GONGJIAN ZHU2,YONGDONG ZHANG2,HAIHONG ZHOU2,XIULI ZHANG2,HAINING LI2 

1.GANSU PROVINCIAL CANCER HOSPITAL 
2.GANSU PROVINCIAL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 

 
Objective ERCC5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NA damage repair. Mutations in it will lead to DNA 
repair and genomic instability. Its functional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may alter 
DNA repair capacity and affect susceptibility. This study aims to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NPs in and breast susceptibility in Han women subjects genetically from northwest China.  
Methods A total of 101 breast patients and 101 healthy controls provided blood samples for 
analysis of rs17655 and rs751402 genotypes. 
Results After adjusting covariates, rs751402 homozygote AA and heterozygote AG were found 
to confer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rotections (OR 0.052, 95 % CI 0.006-0.411, P = 0.005; OR 
0.145, 95 % CI 0.067-0.315, P < 0.001, respectively) against breast . Moreover, both of the 
dominant and recessive models of rs751402 also conferred a decreased risk of breast (AA + AG 
vs. GG, OR 0.125, 95 % CI 0.060-0.261, P < 0.001; AA vs. GG + AG, OR 0.082, 95 % CI 0.010-
0.648, P = 0.018,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s751402 in may affect the risk of breast and show that 
it is associated with breast characteristics in the Han population of northwest China. However, we 
fou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breast patients and control subjects regarding rs17655 
polymorphism in the studied population. 
 
 

PU-5433 

甲烷-氢呼气试验检测肝硬化患者小肠细菌过增长情况 

 
董阳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肝硬化患者小肠细菌过生长（small intestinal bacterial overgrowth, SIBO）的发生率、

SIBO 与肝硬化患者消化道症状的关系及甲烷呼气试验对不产氢气的肝硬化患者的补充作用。  

方法  纳入 70 例肝硬化患者和 30 例年龄、性别匹配的健康对照者，通过乳果糖甲烷-氢气呼气试验

（lactulose hydrogen and methane breath test ,LMHBT）检测 SIBO 发生率，并按不同肝功能

Child-Pugh 分级、不同并发症分组，分别统计各组 SIBO 的发生率；根据 LMHBT 结果，将肝硬化

患者分为 SIBO 阳性者与 SIBO 阴性组，比较两组的氢气与甲烷呼气值及胃肠道症状评分。 

结果  肝硬化组和健康对照组 SIBO 阳性率分别为 47.1%（33/70）和 6.7%（2/30），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χ2=15.123,P=0.000），只有 3 例肝硬化患者氢气呼气试验阴性而甲烷呼气试验阳性；

且随肝功能分级变化 SIBO 阳性率逐渐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伴有并发症的肝硬

化患者 SIBO 阳性率明显高于不伴并发症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肝硬化 SIBO 阳性

组氢气呼气峰值比 SIBO 阴性组高（t=8.009，P=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氢气呼气基础

值（t=0.694,P=0.490）、甲烷呼气基础值(t=1.532,P=0.130)及甲烷呼气峰值(t=0.222,P=0.825)比

较，均无差别；肝硬化 SIBO 阳性组与阴性组胃肠道症状评分比较，总分（t=4.063,P=0.000）、

腹胀（Z=-2.547，P=0.011）及腹泻(Z=-2.637,P=0.008)评分均有差异，腹痛(Z=-0.495，P=0.621)

评分无差异。 

结论  肝硬化患者 SIBO 发生率明显高于健康人，且与肝功能 Child-Pugh 分级成正相关，与肝硬化

出现的不同并发症密切相关；SIBO 阳性的肝硬化患者氢气呼气峰值更高，胃肠道症状更严重，甲

烷呼气试验对氢气呼气试验阴性时的补充作用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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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434 

ADD3 可变剪接在原发性肝细胞癌与正常组织间的表达差异 

 
陶敏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目的  ADD3 是人类内收蛋白 γ 亚单位基因，表达一种细胞膜骨架蛋白，其有参与细胞膜骨架网状

结构构建和维持细胞信号转导、细胞膜离子转运等多项生理功能。由于启动子选择和剪接方式不

同，ADD3 基因产生 3 种 mRNA 差异剪接体，即变体 1（variant1），变体 2（variant2），和变体

3（variant3），但仅能翻译出 2 种蛋白，ADD3 亚型 a（isoform a）和 ADD3 亚型 b（isoform 

b）。亚型 a 包含 14 号外显子，亚型 b 缺失 14 号外显子。已有报道 ADD3 可变剪接的表达差异跟

非小细胞肺癌及小鼠乳腺癌细胞有关，本研究旨在探讨原发性肝细胞癌（HCC）中，总 ADD3 

mRNA（ADD3-T）、ADD3 亚型 a mRNA（ADD3-Ia）和 ADD3 亚型 b mRNA（ADD3-Ib）的表

达与正常肝脏组织中表达量是否存在差异及其与 HCC 是否具有相关性。 

方法  建立 ADD3-T、ADD3-Ia 和 ADD3-Ib Taqman 实时荧光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FQ-RT-

PCR）方法。用此方法对检测来自福建省立医院 2012 年 08 月~2013 年 11 月的 30 对 HCC 组织

和正常肝脏组织标本中 ADD3-T、ADD3-Ia 和 ADD3-Ib 的表达量，数据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

行分析。 

结果  （1）HCC 组织中 ADD3-T 和 ADD3-Ib 表达低于正常组织（P<0.05, P<0.01），（2）

ADD3-Ia 表达量和 ADD3-Ia/Ib 比值高于正常组织（P<0.05, P<0.01）。 

结论   HCC 中存在一种以 ADD3-Ib 减少为主导致 ADD3-T 减少，伴随 ADD3-Ia/Ib 比值升高的现

象。 

 
 

PU-5435 

浅谈新入职人参与科研员参与科研工作的体会 

 
董优优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目的  交流规培生参与科研工作的心得体会 

方法  注意平时积累，多向带教老师请教，多动手，多积累经验，提升自身素质 

结果  一、要有耐心。二、要抱热情。 三、要执专心。四、要承兴趣。五、要恒定力。六、阅读文

献。七、学习建立科研思维。八、学习掌握科研方法。 

结论  通过科研能够与临床工作互相促进，加深对相关知识点的认识。 

 
 

PU-5436 

IS0 15189 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体会 

 
赵强元,荣 扬 ,李艳君, 齐永志, 马学斌,张 云 ,李 娜, 郝秀红 

海军总医院 

 

目的  交流医学实验室认可工作的体会 

方法  通过认可工作组织实施的实践总结归纳。 

结果  1 科室的自主目标追求是内在动因。  

2 医院领导机关和科室的支持是必须的外部支撑。 

3 严格遵照准则规范要求和专家指导意见是完善认可准备的最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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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面细致的贯标培训是认可准备工作的重要基础。 

5 系统全面的实施计划是认可准备工作事半功倍之要。 

6 全员发动、全员参与是有效推进认可准备工作的重要手段。 

7 发挥核心骨干作用是高质推进认可准备工作的关键措施。 

8 严格落实工作路线图是扎实推进认可准备工作的重要抓手。 

9 科室领导宏观、微观两手抓是质量保证的重要环节。 

10 团队精神、集体荣誉是引领前行的旗帜。 

结论  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工作可极大提升学科建设的质量和水平，只有转变观念、全员发

动、全院联动、加强学习、严格落实、肯下功夫并坚持持续改进，才能取得圆满结果并可持续。 

 
 

PU-5437 

昆明地区 142 例丙肝患者 HCV-RNA 载量 

与 ALT、AST、GGT 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苏艳丹,宋宇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昆明地区丙型病毒性肝炎(丙肝)患者血清 HCV-RNA 载量与血浆 ALT、AST、GGT 水平

及 AST/ALT 的关系。 

方法  选取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收治的 142 例丙肝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 HCV-IgG 和 HCV-RNA 检测结果均为阳性。应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

(RT-RCR)检测患者的血清 HCV-RNA 载量，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患者血浆 ALT、AST 和 GGT

浓度。应用 SPSS 16.0 软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丙肝患者中，HCV-RNA 载量、ALT、AST、GGT 水平及 AST/ALT 的数据均不服从正态分

布，HCV-RNA 载量与 ALT、AST、GGT 水平及 AST/ALT 均无显著相关性(等级相关的 p 值均大于

0.05，分别为 0.473、0.942、0.221 和 0.100)。 

结论  HCV-RNA 载量反映丙肝病毒的复制情况，ALT、AST 水平反应肝脏损伤的情况，GGT 在急

性肝炎和慢性肝炎活动期可升高，HCV-RNA 载量检测联合 ALT、AST 及 GGT 检测结果分析有助

于丙肝的诊断、疗效观察和预后判断。 

 
 

PU-5438 

HBV-DNA 的载量与凝血功能、ALT 的相关性分析 

 
王云娟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各临床分型乙型肝炎患者凝血功能、ALT、临床分析与血清乙肝病毒脱氧核糖核酸

（HBV-DNA）载量之间的相关性，为临床对乙型肝炎临床分型及疗效观察提高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乙型肝炎患者 176 例为研究组，健康人群 50 例作为健康对照组，分别检测凝血酶原时

间(PT)、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APTT)、纤维蛋白原(FIB)等凝血功能指标、ALT 以及血清 HBV-

DNA 含量, 按血清的 HBV-DNA 定量分组，并且比较各组的 PT 、APT T 、FIB 、ALT 的关系。 

结果   除 HBV-DNA<10^3copy/ml 含量组的 PT 值与正常对照无差异外,其它各组 PT 值与正常对照

组比较均有差异,特别是当 10^5<HBV-DNA<10^7copy/ml 时,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P 

<0.01);HBV-DNA<10^3 copy/ml 组、10^3<HBV-DNA <10^4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其余各

组 APTT 值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特别是当 10^4<HBV-DNA<10^5copy/ml

时,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P <0.01);除 10^4<HBV-DNA <10^5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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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其余各组 APTT 值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HBV-DNA<10^3 copy/ml

组、 10^3<HBV-DNA <10^4 组、10^4<HBV-DNA <10^5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其余各组

ALT 值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特别是当 HBV-DNA>10^7copy/ml 时,与正常

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P <0.01)。 

结论  已型肝炎病人的凝血功能随着病人体内 HBV-DNA 含量的增加有降低的趋势,血清中 ALT 浓度

随着患者体内 HBV-DNA 含量的增加而增加，特别是对于 HBV-DNA>10^5copy/ml 的患者,应该随

时监测患者的凝血功能、血清中 ALT 的浓度，以监测患者肝损伤程度，防止出现严重的出血和把

握抗病毒治疗的时机。 

 
 

PU-5439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调控 Twist 

高表达乳腺肿瘤干细胞样细胞的富集及迁移 
 

周明莉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对 Twist 高表达乳腺癌干细胞样细胞微球体富集及其迁移的影

响。 

方法  蛋白印迹法和乳腺微球体细胞形成实验分别检测正常乳腺上皮 MCF10A 细胞、乳腺癌 MCF7

和 Hs578T 细胞中 Twist 的表达水平及微球体细胞形成能力；蛋白印迹法检测 MCF-10A、MCF-7

和 Hs578T 微球体细胞 Twist 蛋白和 β-catenin 核蛋白表达情况；在微球体细胞形成实验基础上，

检测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特异性抑制剂 XAV-939 处理后乳腺癌 Hs578T 微球体细胞形成能力及

其迁移能力；蛋白印迹法检测检测抑制剂 XAV-939 处理后乳腺癌 Hs578T 微球体细胞 SOX2、

OCT4 蛋白和 β-catenin 在核蛋白中的表达情况。 

结果  乳腺癌 Hs578T 细胞 Twist 表达水平明显高于 MCF10A 和 MCF7 细胞(p<0.05)，且具有较强

的微球体形成能力 (p<0.05)；HS578T 微球体细胞中 Twist、β-catenin 核蛋白水平显著高于

MCF10A 和 MCF7 微球体细胞(p<0.05)；经抑制剂 XAV-939 处理后，乳腺癌 Hs578T 微球体细胞

成球能力及其迁移能力明显降低(p<0.05)，SOX2、OCT4 蛋白和核蛋白中 β-catenin 蛋白表达下调

(p<0.05)。 

结论  阻断 Wnt/β-catenin 路的活化可抑制 Twist 高表达乳腺癌细胞微球体的形成及其迁移。 

 
 

PU-5440 

不同稀释方式对类风湿因子测定结果的影响 

 
张超,刘丽,郭海鹏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目的  评价手工稀释法对贝克曼 IMMAGE 800 特种蛋白系统类风湿因子（Rheumatoid factor，

RF）项目检测结果的影响，探讨预稀释用于该项目检测的可行性。 

方法    筛选出 RF 检测数值超出 IMMAGE 800 系统检测线性范围（20-800IU/mL），需系统自动稀

释重测的标本。将标本用生理盐水分别进行 1:4、1:8、1:16 倍手工稀释，确保稀释后浓度不超过

800IU/mL，重测稀释后标本的 RF 浓度并与原检测数据进行比对分析。 

结果   共收集高浓度 RF 标本 16 例，浓度范围为 800-5500IU/mL。将不同稀释倍数的标本（1:4、

1:8、1:16 倍）分别与仪器自动稀释的检测结果进行回归方程的拟合，并计算 R2 值。经计算，R2

值分别为 0.514、0.714、0.75。以系统自动稀释的检测数据为靶值，并以小于 1/3TEa 为比对通过

标准（TEa 选用卫生部临检中心室间质量评价标准），分别计算不同稀释倍数下每个标本的相对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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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结果显示，与系统稀释数据相比，手工稀释结果的相对偏倚比对通过率分别为 12.5%、

37.5%、12.5% 

结论   IMMAGE 800 特种蛋白仪在检测 RF 时，系统自动稀释与手工稀释的检测结果存在较大差

异，检测数据无法直接比对，因此实际工作中不推荐使用手工稀释的方法，特别是针对需要定期监

测 RF 数值的患者。也不建议对高值标本及复查标本进行上机前预稀释，以避免结果差异对临床诊

疗产生困扰。 

 
 

PU-5441 

室间质评与飞行检查的真菌 1,3-Β-D 葡聚糖检测结果的比较 

 
徐蓉,葛平,刘学杰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比较真菌 1,3-β-D 葡聚糖的同一质控品在室间质评和飞行检查的定量检测值的统计结果是否

存在差异。 

方法  使用模拟血清的质控品进行真菌 1,3-β-D 葡聚糖检测项目的室间质评和飞行检查，统计比较

使用相同质控品的实验室在二种质量控制活动方法中检测真菌 1,3-β-D 葡聚糖的定量检测值的变异

系数（CV）。 

结果  统计分析同样 2 个调查品分别在的室间质评和飞行检查的定量检测值结果。无论从试剂盒、

不同浓度水平的质控品和相同实验室的结果统计来看，真菌 1,3-β-D 葡聚糖检测的室间质评比飞行

检查的定量检测值的 CV 都要小。 

结论  真菌 1,3-β-D 葡聚糖检测的室间质评的 CV 小于飞行检查，这表明各临床实验室对于室间质

评的重视程度，同时也显示各临床实验室在日常检测真菌 1,3-β-D 葡聚糖时的检验质量有待提高。 

 
 

PU-5442 

EPHX2 rs751141 基因多态性 

与糖尿病血管并发症缺血性脑卒中相关性研究 

 
马亮,姜永玮,刘倩,严美花,赵海玲,赵婷婷,曹永彤 

中日医院 

 

目的  探讨 EPHX2 rs751141 基因多态性中 A 等位基因是否是 DM 血管并发症缺血性脑卒中的保护

因素。 

方法  626 例 2 型 DM 患者均为中日友好医院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6 月住院患者。其中 DM 伴缺

血性脑卒中患者 236 例（男性 127 例、女性 109 例），对照组 DM 不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390 例,

提取患者外周血 DNA 并用荧光探针法进行 SNP 检测。采用卡方检验方法分析基因型频率、等位基

因频率以及 Hardy-Weinberg 平衡。统计学效力分析采用 Quanto software version 1.2.4 软件，所

有数据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当 p<0.05，认为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   EPHX2 rs751141 基因多态性等位基因频率在糖尿病伴缺血性脑卒中组和 DM 不伴缺血性脑

卒中组均符合 Hardy-Weinberg 平衡。236 例 DM 伴缺血性脑卒中组患者中 GG、GA 和 AA 型患者

分别为 145 例、79 例和 12 例；390 例 DM 不伴缺血性脑卒中组患者中 GG、GA 和 AA 基因型频

率分别为 201 例、162 例和 27 例，二者之间差异不显著（p =0.053），DM 伴缺血性脑卒中组 A

等位基因频率为 21.8%明显低于 DM 不伴缺血性脑卒中组患者 A 等位基因频率 27.7% （p 

=0.023）。在未校正相关风险因素时，在加性和显性遗传模型下，不同基因型患缺血性脑卒中风险

明显不同（p =0 .02 和 p = 0.016）。在校正性别、年龄、BMI 指数、高血压病史、TC 水平、

HDL-C 水平以及 TG 水平等相关风险因素后，在加性和显性遗传模型下，A 等位基因携带者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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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缺血性脑卒中患病风险 （OR=0.72 ，95% CI=0.55-0.97，p<0.05；OR=0.67，95% CI=0.48-

0.95，p<0.05）。 

结论  EPHX2 rs751141 多态性中 A 等位基因对 DM 血管并发症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具有保护作

用，提示该位点可能参与了 DM 血管并发症的发生发展。 

 
 

PU-5443 

基因测序技术在医学检验中的应用 

 
刘燕 

吉林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目的  目前，随着分子水平的不断发展，基因测序技术在医学检验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可用于疾

病的预防、诊断以及用药指导等。自 1977 年第一代测序技术诞生以来，先后出现了第二代、第三

代和第四代测序技术。 

方法  第一代测序技术为双脱氧末端终止法测序。其准确性高，结果稳定，是检测碱基置换、重复

和缺失的金标准。 

第二代测序技术又称为下代测序技术，采用边合成边测序的基本原理。第二代测序技术具有通量

高，测序速度快，成本低等优势。 

第三代测序技术主要是以单分子读取技术为原理。第三代测序技术不经 PCR 进行模板扩增，直接

边合成边测序，因此缩短了时间，降低了成本，而且 GC 含量的影响。 

第四代测序技术又叫纳米孔单分子测序技术，该技术是单分子检测和电子传导检测相结合的测序新

方法，主要采用电信号原理进行测序，完全摆脱了洗脱和 PCR 扩增过程，避免了在洗脱和扩增的

过程中造成的误差，并且具有超长读长、高通量、更短测序时间、更低成本和更简单的数据分析等

优势。 

结果  第一代测序技术可应用于基因突变检测，血液及实体肿瘤诊断，以及对肿瘤靶向治疗药物相

关基因的突变位点进行检测，是检测筛选单基因遗传病致病基因主要手段。 

第二代测序技术经过了几十年的研究，在医学检验中的应用中已经十分成熟，是目前为止应用最为

广泛的一类测序技术。可用于肿瘤诊断，遗传性疾病筛查，染色体非整倍体无创产前筛查等。 

第三代测序技术用于病毒基因组的研究，对病毒感染性疾病的治疗和预后具有重要意义，检测甲基

化及 SNP 位点，RNA 序列的检测等，在医学检验中的应用越来越广。 

第四代测序技术在应用方面可以用于单核苷酸、ssDNA、dsDNA 和 RNA 测序、蛋白质的检测

等，在癌症上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结论  每一代测序技术的特点不同，能够为医学检验提供更多的选择，促进医学检验的进步。 

 
 

PU-5444 

昆明地区 436 例羊水穿刺者夫妇外周血 

与 218 例孕妇羊水细胞染色体核型对比分析 

 
王珏,钱源,段勇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对到本院进行羊水穿刺者的夫妇双方外周血染色体核型的分析，探讨夫妇双方染色体异

常与胎儿疾病之间的关系。 

方法  抽取 436 例夫妇的外周血进行淋巴细胞培养并制备标本 G 显带，同时对 218 例进行羊水穿刺

的孕妇一方进行羊水细胞培养并制备标本 G 显带，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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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18 例羊水穿刺者中，发现异常核型 14 例，占比 6.42%，436 例外周血标本中，发现异常核

型 3 例，均导致胎儿发生了染色体核型的异常。 

结论   在进行羊水穿刺的孕妇中对其夫妻双方同时进行外周血染色体的检查，对于发现其胎儿的异

常来源以及对夫妻双方未来优生优育的指导具有重要的意义。 

 
 

PU-5445 

高危型 HPV 与 TCT 检测对宫颈病变的临床筛查价值 

 
胡盼盼 

吉林金域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目的  通过对同一时间段不同年龄组妇女人乳头瘤病毒（HPV）的检测与薄层液基细胞学检测技术

（TCT）结果的对比，优化出最理想宫颈癌筛查方法。 

方法  对同一患者宫颈外口及宫颈管脱落细胞和分泌物同时做 HPV 杂交分型及薄层液基细胞学检

测，对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妇科门诊的宫颈癌的筛查资料进行分类统计分析。 

结果  10000 例患者 HPV 分型阳性者 360 例，占总筛查人数的 3.6%，薄层液基细胞学检测阳性者

320 例，占总筛查人数的 3.2%，其中 HPV 亚型中占前 5 位的高危亚型分别是：52、16、56、

58、18 型。同一标本检出单一 HPV 型别的为 220（2.2%）例，同时检出 2 个型别的 75

（0.75%）例，同时检测出 3 个型别的 45（0.45%）例，同时检出 3 个以上型别的 20(0.2%)例。

同时薄层液基细胞学检测阳性率为 3.2%，其中 ASC-US(非典型性鳞状细胞)212 例，占总数的

2.12%，ASC-H(非典型性鳞状细胞，不除外高度病变)28 例占 0.28%，LSIL(鳞状上皮内低度病

变)65 例占 0.65%，HSIL（鳞状上皮内高度病变）15 例，占 0.15%。同时对 HPV 分型阳性及 TCT

结果阳性者进行阴道镜下行活体组织病理学检测，结果单一 HPV 阳性者 186 例，占病理活检符合

率 40.8%。单一 TCT 阳性者 164 例，占病理活检符合率 40.0%。高危型 HPV 与 TCT 均阳性者

330 例，与病理活检符合率 72.4%。TCT 与 HPV 联合检测时低级别及以上的病变检出敏感度比单

独检测 TCT 或 HPV 者明显增高。 

结论  高危型 HPV 检测对宫颈疾病筛查中的敏感性较高，而 TCT 检测简单、方便，而且特异性较

好，二者联合检测可提高宫颈病变筛查的阳性率，有效指导临床对患者的进一步治疗，大大降低宫

颈病变的病死率。 

 
 

PU-5446 

视网膜母细胞瘤和葡萄膜黑色素瘤中 

DLC-1 启动子甲基化状态的研究 

 
马玮哲 1,张心菊 1,关明 1,柯碧莲 2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交通大学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视网膜母细胞瘤和葡萄膜黑色素瘤在国内分别高居眼内肿瘤发病率的第一和第二位，对患儿

视力、眼球和生命均有严重的威胁。肝癌缺失基因 1（deleted in liver cancer-1 , DLC-1），是一种

新的肿瘤抑癌基因，在许多肿瘤中发现存在该基因的甲基化，DLC-1 是 RhoGTP 酶的激活蛋白，

通过调节 GTP 酶的活性来调控 Rho 蛋白，但目前为止在眼内肿瘤是否甲基化仍未见报道。本研究

分析视网膜母细胞瘤和葡萄膜黑色素瘤组织中 DLC-1 启动子甲基化情况，有助于了解疾病的本

质，以找到用于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的靶位。 

方法   收集 8 例视网膜母细胞瘤石蜡切片、12 例葡萄膜黑色素瘤石蜡切片和 4 例正常的眼部组织

标本，抽提 DNA 后进行甲基化修饰。使用甲基化特异性 PCR（MSP）检测 DLC-1 甲基化；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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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0％和 100％甲基化标准品，使用甲基化敏感性高分辨率熔解（MS-HRM）的方法，根据熔解

曲线的位置，判断样本的甲基化情况。选择视网膜母细胞瘤细胞株 WERI-Rb1 和 Y79，同样分上

述两种方法检测其 DLC-1 甲基化状态，并采用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其 mRNA 中的表达，以印

证甲基化对基因表达的影响。MSP 与 MS-HRM 结果不一致的标本，使用亚硫酸氢盐测序验证。 

结果  8 例视网膜母细胞瘤中有 3 例（37.5％）存在甲基化现象；12 例葡萄膜黑色素瘤中有 4 例

（33.3％）有甲基化；视网膜母细胞瘤中有 1 例标本 MS-HRM 发现有甲基化，但 MSP 未发现。测

序证实该标本存在甲基化现象。这是由于 MS-HRM 是检测启动子上一段序列的 CpG 中的甲基化，

而 MSP 只能检测引物所对应的有限的数个甲基化位点。当样本在 MS-HRM 检测的区域内恰好有

CpG 出现了甲基化，而 MSP 引物覆盖的范围内没有甲基化时，则 MSP 无法检测到。WERI-Rb1

和 Y79 未发现 DLC-1 启动子的甲基化，检测这 2 个细胞株 mRNA 发现均有 DLC-1 mRNA 表达。 

结论  我们的研究首次报道人视网膜母细胞瘤和葡萄膜黑色素细胞瘤的 DLC-1 启动子存在不同程度

的甲基化，表明 DLC-1 的失活在此两种肿瘤的发生发展中具有一定的作用。采用 MS-HRM 和

MSP 联合检测可以提高甲基化的阳性率。 

 
 

PU-5447 

关于援建医院检验科建设的思考 

 
赵强元, 支文宇 ,马学斌, 齐永志 , 钱扬会 ,高兴 ,丁毅伟 , 张静 

海军总医院 

 

目的  通过参加援建工作的经验总结，提出援建检验科工作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和解决策略。 

方法  对援建医院检验科建设过程中存在主要问题的归纳，结合实际解决的工作经验，进行思考和

归纳。 

结果       所受到的制约：1、检验科设计规划囿于种种因素无法做到科学规范；2、人员对设备使用

维护技术掌握不牢导致使用不当甚至无法使用；3、需求试剂品规不符合实际需求，运输和储存条

件难以规范化保证，易造成试剂失效和使用浪费；4、试剂不能及时保障、失效试剂无法及时更

换，导致工作缩减甚至停摆，工作质量无法保证；5、设备现场维护、保养、维修无法落实，导致

设备带病运行甚至停摆；6、信息沟通不顺畅，技术支持无法及时提供。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对

策：1、规划设计的科学性、全面性和适宜性。2、设备选型的科学性。3、配套试剂采购应与设备

采购同步。4、设备采购时要考虑医用冰箱的需求。5、环境设施条件中应明确温湿度控制条件的需

求。6、建立可持续的试剂供应、设备维护维修和技术支持路径。7、人员的能力培训和传续。8、

首任工作人员应建立完整的设备试剂生产厂家、供应商和技术支持人员名录。 

结论  援建医院检验科应结合具体特点，科学性和灵活性相结合，不仅要建起来，还要用起来，形

成可持续的机制。 

 
 

PU-5448 

检验技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管理心得 

 
赵强元,李娜 ,马学斌 ,张云, 张静 

海军总医院 

 

目的  总结检验技师规范化培训管理的经验体会，交流促进规培工作的管理水平提高。 

方法  对检验技师规范化培训的做法、体会、成交进行总结归纳。 

结果  1、定制度不仅是搭架子更是为保质效。 

2、传导责任压力促进师资队伍理念转变和能力提高。 

3、培训考核的质量管理是基地管理的重心。 

4、管技管能更要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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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规培生一视同仁是最好的入职教育。 

6、发挥基地管理核心人员的作用是关键。 

结论  规范化培训基地的管理，制度构建是基础，以人为本是宗旨，落实管理是灵魂，管心是根

本，素质适岗是目的。 

 
 

PU-5449 

检验医学对于中医标准化的作用 

 
赵强元 

海军总医院 

 

目的  探索检验医学如何结合中医临床实践，在中医院标准化过程中发挥桥梁作用。 

方法  文献调研和归纳分析。 

结果  1 中医标准化所面临的问题 

    规范证候的标准化工作主要针对疾病单证候症状体征要素进行，而单结构证候的标准化使临床对

证候的判断陷入了非实证即虚证，非此即彼的绝对化困境，与临床实际证候的多态性特征、多维度

调治思维出现了差距。 

辨证论治实现标准化给“权变”的灵活性设了围，有可能阻断来自于个体辨证论治的经验积累，对于

中医学术培养和技术的应用推广带来障碍。 

2 医学检验介入中医标准化的可能性。医学检验最符合标准化特征。首先，检测系统和方法上可以

统一和标准化，结果具有可比性；其次在结果判断上有正常生物参考区间和 CUTOFF 值作为标

准，无论是比较绝对值还是增减幅度都可以做到标准化；三是检验结果具有客观性和可比性。检验

医学可为中医标准化搭建桥梁。 

3 如何发挥检验医学对于中医标准化的作用 

3.1 以规范中医药诊疗程序为切入点。 

3.2 合理地用于评估”法随证变”、“证随时变”、“方随法变”。 

3.3 构建中医辨证分型与西医病因学诊断的联系。 

3.4 需要依托独立的中医诊疗机构解决病例来源。 

3.5 需要组成不同中医学术流派和西医标准化方案的研究团队来实施 

结论  医学检验可做为中医标准化的桥梁，但需要立足于中医学科的自身特点和规范，选择好结合

点、切入点，并选择好病例，科学组成研究团队和组织实施。 

 
 

PU-5450 

医院检验科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 

 
赵强元 1,尹华 2 

1.海军总医院 

2.国防大学第二门诊部 

 

目的  结合政策导向、技术进步的现况和现实工作，分析医院检验科现实和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

并提出应对策略。 

方法  文献调研，政策分析。 

结果  医院检验科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POCT 技术的发展可能压缩或解构医院检验科做为独立科室存在的规模以及服务提供的方式内

涵。2、临床、患者对医学检验服务的需求不断提高使得医院检验科服务运行始终面临压力。3、国

家和地方有关医学检验资源区域化集中配置的政策亦可压缩或解构医院检验科做为独立科室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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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及服务提供方式。4、医学检验主要从业人员的院校教育专业类别由医学调整为理学割裂了

从业人员素质能力养成。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对策： 

1、专业学会组织积极向国家部委呼吁改进当前检验专业院校教育类别，仍然回归到医类。 

2、转变理念，以强烈的危机意识顺应技术变革的发展趋势。 

3、如检验资源区域化设置的政策导向无法扭转，在科学化配置资源和优化流程方面仍大有可为。 

4、不断提高医学检验从业者结合临床的知识服务能力。 

结论  检验科面临的挑战现实而紧迫，我们唯有顺应需求、理念转变，与技术进步共舞，下大力抓

住知识服务能力的立身之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PU-5451 

海外医疗任务检验设备的几点思考 

 
齐永志,赵强元,刘敏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目的  随着中国海军实现战略转型，远洋任务大大增加，卫勤保障任务也日趋多样化，远洋护航、

灾难救援、巡回医疗、岛礁保障、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不同任务对检验装备要求有所不同。 

方法  经过历次任务，检验设备经受了严格的考验，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本文根据任务中检验设备

存在问题提出进一步改意见及设想。检验仪器选择应考虑维护抗颠簸能力、高温高湿高盐环境适应

性、后期维护保养保养等多方面因素。舰船检验舱室面积相对固定，检验仪器摆放也需考虑环境控

制、操作方便，舰载检验设备模块化设计是一种较好的解决办法，此外，模块化检验设备对野战医

院与前出医疗队检验设备抽组具有重要意义。外出任务时备用仪器应小型便携、易于展收，适应前

出任务及野战医疗所的需求。各舰船配备大量电子设备，产生大量不同频率、强度的电磁波，战时

强大的电磁干扰，可能会影响医疗装备性能甚至导致失灵，防电磁辐射问题是舰船搭载检验设备需

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结果  本文初步讨论了不同任务、不同级别舰船所需检验设备的种类及规模。 

 
 

PU-5452 

广东省汕头地区人群地中海贫血基因型分析 

 
王咏旎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 2015-2017 年广东省汕头地区人群地中海贫血基因型的分布状况及临床特点。 

方法  应用跨越断裂点 PCR（gap-PCR）的技术原理进行 α-地中海贫血缺失性基因突变检测，应

用 PCR-反向点杂交法检测常见 β-珠蛋白基因突变。 

结果  研究中的 4339 例样本中，共检出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 1104 例，基因携带率为 25.44%

（1104/4339）；其中 α 突变共 790 例，占 71.56%（790/1104），发现变异类型 3 种共 7 种基因

型；β 突变共 339 例，占 30.71%（339/1104），发现变异类型 11 种共 15 种基因型；α、β 复合

型地中海贫血 25 例，占 2.26%（25/1104）。 

结论  汕头地区地中海贫血发病率较高，人群对地中海贫血的认识正逐步建立，加强该人群地中海

贫血疾病的宣传教育，重视婚前和产前地中海贫血基因的筛查和确诊，有利于减少 Hb H 及重型地

中海贫血患儿的出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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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453 

生化试剂携带污染对总胆红素测定结果的影响 

 
张亭 1,齐永志 1,刘洁 2 

1.北京海军总医院 

2.医学检验学院生化教研室 

 

目的  研究分析 Beckman Coulter AU5821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 12 个常规生化项目试剂的携带污染

在实际检测过程中对总胆红素测定结果的影响及原因。 

方法  将生理盐水按 1:9 加入到混合血清作为对照组，将 12 个常规生化项目试剂按 1:9 加入到混合

血清作为实验组，每组 10 份样本依次进行总胆红素测定，筛选出对总胆红素有干扰的项目。在仪

器正常检测模式下，按照干扰项目和 3 次 TBIL 测定顺序进行实验组检测，通过与未进行干扰项目

测定的对照组进行统计学分析，确定是否存在携带污染。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P<0.05 表

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总胆固醇、磷、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肌酐、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总蛋白、7 种生化试剂

对 TBIL 测定结果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虽然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中的常规生化项目试剂对总胆红素的测定结果有干扰，但是在实际检

测过程中其携带污染率在允许范围内。为避免携带污染的产生，在设置分析参数时，通过模块和内

外圈的调整改变污染和被污染项目的检测顺序，并加强严格的清洗程序。 

 
 

PU-5454 

在 IS0 15189 医学实验室认可评审过程中 

组织实施 室间质评的体会 

 
李燕燕,齐永志,李晓燕,赵强元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目的  阐述在 IS0 15189 医学实验室认可评审过程中组织实施室间质评的体会 

方法  从 5 个方面阐述我科室间质评工作在 IS0 15189 医学实验室认可评审过程中的改进以及科室

及科室工作者得到的收获。 

结果  我科室间质评工作在 IS0 15189 医学实验室认可评审过程中得到了有效的改进。 

结论  IS0 15189 认可通过远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起点，这一张证书既是荣誉，更是责任，督促

着我们持续改进 

 
 

PU-5455 

Calcium Dobesilate: A Drug Treatment for Diabetic 
Retinopathy Can Negatively Interfere with the Measurement 

of Glycated Albumin Using the Enzymatic Method 

 
Xiuzhi Guo,Fang Zhao,Yicong Yin,Ling Qiu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Objective  We reported that calcium dobesilate, a vasoprotective agent mainly used for 
diabetic retinopathy (DR), negatively interferes with glycated albumin (GA) assays involving 
enzymatic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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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 calcium dobesilate standard was added to three serum pools in vitro to prepare 
concentration-response series according to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EP7-A2 
guidelines. Percentage deviation between each drug concentration and the drug-free sample was 
calculated for six commercially available GA assays. The acceptable limit of deviation for GA 
was ±5.61%. For in vivo analyses, changes in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GA and calcium 
dobesilate were monitored in eight healthy participants before and after oral calcium dobesilate 
administration. 
Results  At 16 μg/mL calcium dobesilate, within the therapeutic range, the percentage 
deviations for Asahi Kasei, Maccura, Leadman, Homa, and Medicalsystem assays were -8.7% to 
-49.7%, -2.0% to -47.7%, and -10.1% to -35.7% for low-, medium- and high-
GA level interference pools, respectively, exhibiting dose-dependent negative interference. In vivo, 
calcium dobesilate inges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alsely decreased 
measurements in five GA assays, 2 h after daily 500 mg administration. 
Conclusions Calcium dobesilate inges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erroneously low 
measurements in five GA assays. The degree of interference varied greatly among the assays 
examined. 
 
 

PU-5456 

DXI800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测定肿瘤标志物的性能验证 

 
齐文峰,李燕燕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目的   验证和评价贝克曼 DXI800 检测甲胎蛋白（AFP）、癌胚抗原（CEA）、总前列腺抗原（T-

PSA）、游离前列腺抗原（f-PSA）、糖类抗原 125（CA125）、糖类抗原 153（CA153）、糖类

抗原 199（CA199）的方法学性能。 

方法  参照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的相关文件，对肿瘤标志物 AFP、CEA、T-PSA、

f-PSA、CA125、CA153、CA199 的正确度、精密度、线性、可稀释倍数、参考区间进行验证。参

考临检中心时间质量评价相关质量目标，验证合格的标准为，平均偏倚小于 12.5%；批内不精密度

小于 6.25%，批间不精密度小于 8.33%；线性范围验证斜率（a）在 0.975-1.025 以内，相关系数

R＞0.975；可稀释倍数，回收率在 80％≤R≤120%；参考区间符合率≥95%。 

结果  DXI800 上 7 项肿瘤标志物检测各项性能参数达到质量目标规定，性能验证合格。 

结论  贝克曼 DXI800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检测 7 项肿瘤标志物方法学性能满意，结果可

靠，能满足临床需要。 

 
 

PU-5457 

自身免疫抗体鉴别诊断克罗恩病误诊溃疡性结肠炎一例 

 
陈存存,吕红根,范列英 

上海市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目的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和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CD）均以肠道炎症性

病变为主，两者合称为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克罗恩病发热、消瘦等

肠外症状多见；而血便、里急后重以溃疡性结肠炎多见；但腹痛、腹泻两者无明显的差别，二者不

容易进行鉴别诊断，易混淆。肠镜结合病理检查为确诊的主要手段，但对于克罗恩病病变仅累及或

同时累及小肠时，极易混淆为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治疗较复杂与难治，与溃疡性结肠炎不同，

且要长时间小剂量服用激素类药物，因此两者的鉴别诊断十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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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除肠镜和病理检查，自身免疫性抗体是容易被忽略的诊断要点。克罗恩病可出现抗胰腺腺泡

抗体及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阳性，有时可出现低滴度的抗小肠杯状细胞抗体阳性。溃疡性结肠炎

可出现高滴度的抗小肠杯状细胞抗体及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也存在抗结肠抗体。 

结果  本患者 4 年前被诊断为溃疡性结肠炎，期间按照溃疡性结肠炎治疗，效果不好。本次因腹痛

加重伴发热入院，炎性指标升高，按溃疡性结肠炎治疗合并抗感染，效果不佳；因右下腹反跳痛怀

疑急性阑尾炎，后排除；经实验室其他检查排除肠结核及肠道肿瘤；考虑克罗恩病但肠镜进一步检

查未见明显异常，未明确诊断。后自身抗体检查发现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pANCA）阳性，怀

疑克罗恩病，而病变仅累及结肠，故之前可能与溃疡性结肠炎混淆。后经自身免疫抗体检查，显示

抗胰腺腺泡抗体及抗小肠杯状细胞抗体均阳性，确诊克罗恩病，经治疗，明显好转，后维持治疗。 

结论  克罗恩病极易与溃疡性结肠炎相混淆，只靠肠镜及症状经验容易误诊，自身免疫性抗体作为

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的重要诊断手段，易被忽视其区别。在日常疾病检测中，自身免疫性抗体

的检测对二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还是极其重要的，症状的经验主义不可信。 

 
 

PU-5458 

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的病原学特点 

 
张任飞 1,赵里拉 2,张婧 1,马瑜珊 1,侯钧 1 

1.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2.川北医学院 

 

目的  了解绵阳地区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CAP）的病原学分布及特点，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实验

室依据。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到 2017 年 12 月住院治疗的 1057 例 CAP 患儿为研究对象，留取呼吸道分

泌物进行细菌培养、七种呼吸道病毒及肺炎支原体检测，并分析其分布特点。 

结果  1057 例患儿中，有 363 例细菌检出阳性，阳性率为 34.3%，其中流感嗜血杆菌占 34.7%，

卡他莫拉菌占 20.9%，金黄色葡萄球菌占 20.2%；病毒阳性 174 例，阳性率为 16.5%，其中检出

呼吸道合胞病毒 140 株（80.5%），副流感 III 型 16 株（9.2%），腺病毒 7 株（4.0%）；MP 阳性

者为 302 例，阳性率为 28.6%;混合感染检出率为 13.5%,以细菌、肺炎支原体合并最为常见。 

结论  流感嗜血杆菌为绵阳地区小儿 CAP 的首位细菌病原，呼吸道合胞病毒为首位病毒病原，肺炎

支原体感染较为普遍，混合感染以细菌、肺炎支原体感染为主。 

 
 

PU-5459 

不同采血方式对血常规结果的影响 

 
邵双双,马学斌 

原海军总医院 

 

目的  比较静脉血血常规与末梢血血常规检验结果的差异，以及不同类型抗凝剂对末梢血血常规结

果的影响。 

方法  选取本院健康体检者 30 名，分别采集其静脉血和末梢血进行血常规检测，其中静脉血血常规

设为观察组，末梢血又分为液体抗凝剂组（对照 1 组）和干粉抗凝剂组（对照 2 组），然后对检验

结果进行比较和分析。 

结果  对照 1 组和观察组中各项指标结果差异显著（P〈0.05）；对照 2 组和观察组中 MCV,MCHC

结果无差异（P〉0.05），但 RBC,WBC,HB,HCT,PLT,MCH 差异显著（P〈0.05）；对照 1 组和对

照 2 组中 MCH 结果无差异，但 RBC,WBC,HB,HCT,PLT,MCV，MCHC 结果差异显著（P

〈0.05）；其中对照 2 组的结果更接近于观察组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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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临床条件不允许采集静脉血时，采用标准化的干粉抗凝剂管进行的血常规检测较自配液体

抗凝剂管检测结果与静脉血结果符合率更好，建议用商品化的干粉抗凝剂管取代自配液体抗凝剂

管。 

 
 

PU-5460 

凝血检测离心条件的验证及优化 

 
苗琪,马学斌 

原海军总医院 

 

目的  验证海军总医院中凝血标本测定前所用离心条件是否符合国家标准化要求。探讨若遇紧急标

本时提高离心力缩短离心时间得到的凝血结果是否具有准确性。 

方法  收集海军总医院中既往无出血及血栓性疾病，无心、肝、肾、肺、肿瘤和血液病史的基本健

康的既做血常规又做凝血的标本共 60 例，根据血常规中血小板数量将其分为高中低三组，分别在

标 准 2768r/min(RCF 1500g) 离 心 15min 、 3000r/min(RCF 1760g) 离 心 10min 和

3574r/min(RCF 2500g)离心 5min 三种不同条件下对标本离心。用 ACL TOP 700 全自动凝血分析

仪检测在以上三种不同离心条件下凝血三项的结果，同时用 XE-21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检测在三

种不同的离心条件下得到的乏血小板血浆中血小板的数量。 

结果  高中低三组凝血标本离心后获得的乏血小板血浆中含血小板的数量符合国际标准化要求；三

种不同离心条件下离心得到的凝血标本分别测定的凝血三项的结果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P>0.05）。 

结论  海军总医院目前所用的离心条件满足国家的标准要求和医院的临床需求。若遇到紧急标本则

可以使用 3574r/min(RCF 2500g)离心 5min 以达到快速向临床提供准确检验结果的目的，具有较高

的临床应用价值。 

 
 

PU-5461 

隐匿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情况调查 

 
夏利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2 医院 

 

目的  调查隐匿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OBI)的情况，了解 OBI 的发生率。 

方法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3 月连续收集乙肝标志物五项检测患者，留取 HBsAg(-)且其他标志物

阳性患者血清样本 1570 份，同时排除单独表面抗体检测阳性患者。采用高敏感核酸检测方法，全

自动磁珠法核酸提取及荧光定量 PCR 扩增进行 HBVDNA 定量检测，按照说明书要求，大于

20IU/mL 为阳性，同时采用罗氏 CAP/Prep 乙肝病毒检测系统进行结果复核。结果采用 SPSS13.0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先进行 F 检验，服从正态分布进行

t 检验，否则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c2 检验，检验值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570 例标本中共有 71 例 HBVDNA 阳性标本，其中男 49 例，女 22 例。按诊断对 1570 例标

本进行分类，肝炎 506 例，肝硬化 399 例，肝占位 41 例，肝癌 188 例，其他诊断 436 例。其中

HBVDNA 阳性标本分别为肝炎 31 例，肝硬化 7 例，肝占位 3 例，肝癌 16 例，其他 14 例,百分比

分别是 6%、2%、7%、8%、3%。71 例 OBI 标本中有 7 例为健康查体标本。与其他组相比，肝癌

组 OBI 阳性率显著增高(X2=8.021,P=0.007）。 

结论  隐匿性 HBV 感染在人群中有一定的发病率，肝占位和肝癌患者 OBI 阳性率较高，健康体检

人群中仍可筛查出隐匿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而且，只采用检测 HBsAg 的方法来筛查献血者是

不可靠的，其中极有可能存在 HBVDNA 阳性血清。因此，采用联合检测 HBsAg 和 HBVDNA 筛查

献血者会相对安全。另外，需要加强医护人员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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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462 

三种方法检测抗双链 DNA 抗体的性能比对及临床应用 

 
钏爱玲,毕胜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比较间接免疫荧光法(IIFA)、免疫印迹法(WB)和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三种方法检测抗

dsDNA 抗体的特异度和灵敏度，寻找对临床最有价值的检测方法或联合检测方案。 

方法  用 IIFA , WB 和 ELISA 三种方法检测 93 例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84 例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

患者和 50 例健康人血清中的抗 dsDNA 抗体。 

结果  IIFA、WB 和 ELISA 检测 93 例 SLE 患者血清中抗 dsDNA 抗体的阳性率分别为 38.7%、 

46.2%和 60.2%；特异性分别为 100.0%、98.5%和 77.7%。 

结论  单独使用一种方法检测抗 dsDNA 抗体都不完善，ELISA 与 IIFA 或 ELISA 与 WB 法联合检

测，最好进行抗 ds-DNA 抗体的定量检测会具有更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PU-5463 

临检专业 ISO15189 评审的体会 

 
马学斌 

原海军总医院 

 

目的  通过依据 ISO15189 评审条款的评审过程，查找临检专业在工作中的不符合项，以更好的改

进工作，提高效率。 

方法  评审专家对照条款和标准要求，对临检工作中存在的不符合项进行识别和提出整改要求，临

检专业组对照标准进行整改，并再次提交整改报告。临检专业组的不符合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

面：血常规的复检和质控的设置。 

结果  针对以上不符合项，临检专业组制定了整改措施，将血常规复检规则设置到 LIS 系统中，触

及复检规则的样本会自动提示，人员进行了推片、染色、细胞形态识别的培训考核，增加形态学岗

位，通过以上措施，临检组血常规复检率得以提升，复检工作逐步进入正轨。在血常规的质控设置

中增加了白细胞分类的质控，并依据 SOP 要求进行质控靶值和限值的设定，保证了血常规中白细

胞分类有了质量控制。在尿常规的质控设置中，增加了尿液干化学质控品的定值程序，使尿液干化

学的质控逐步规范。此外，临检专业在试剂管理、仪器管理等方面也进行了对照标准的改进和提

高，试剂出入库改大包装为小包装，这样更有利于监控试剂实际使用情况，利于发现最小库存并及

时订购新批号试剂，在试剂存放方面，根据不同批号分类放置，在更换新批号之前新旧批号平行进

行批号间比对，确认后再开始使用新批号试剂 

结论  通过对照 SIO15189 的条款和规定，使临检专业的日常工作更加标准化，提高了工作效率，

提升了人员工作的积极性，使检测结果更加准确可靠。 

 
 

PU-5464 

临床检测中 APTT 缩短和/或 DD 升高的结果分析 

 
马学斌 

原海军总医院 

 

目的  对临床检测中 APTT 实践缩短和或 DD 升高样本进行分析,探讨非疾病因素在检测结果准确性

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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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本院检验科 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9 月间，凝血检测中因 APTT 缩短而重新抽血复检

的样本和结果,根据 APTT 时间恢复的程度分为两组，对其 PT，INR，FIB，APTT 的检测结果进行

分析，探讨影响凝血检测结果的疾病因素及非疾病因素，为提高检测的准确性提供指导。 

结果  APTT 结果恢复组和未恢复组结果比较，两组样本 PT、INR、FIB 前后两侧检测结果均无显

著性差异(P>0.05)，APTT 检测结果恢复组第二次检测结果显著高于第一次检测结果，两次结果差

异显著（p<0.05），未恢复组两次检测结果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DD 检测结果恢复组

两次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未恢复组差异不具显著性（p>0.05）。 

结论  采血的不当会引起 ATPP 的显著缩短和 DD 的显著升高，是由于采血过程不顺畅激活了内源

性凝血程序的启动，引起实际检测到的 APTT 时间缩短，由于凝血过程的启动导致 DD 二聚体形成

增加，导致假性的 DD 升高。因此对于凝血检测项目的血液采集必须严格按照标准操作规程。采血

要求一针见血，全血与抗凝剂比例严格的 9：1，采血后轻轻颠倒混匀，不可剧烈震荡，如果可能

在静脉采血时将凝血管放在第二管采集。离心条件严格按照标准要求获得乏血小板血浆后进行上机

检测。 

 
 

PU-5465 

间接免疫荧光法和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筛查） 

抗核抗体（ANA） 结果一致性的比较 

 
吴柯颖,毕胜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比较间接免疫荧光法（indirect immunofluoreseent assay，IIF）与酶联免疫吸附法（enzyme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检测抗核抗体（ANA）结果的一致性，以及两种方法联合检测在自

身免疫性疾病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3 月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及住院患者的血清，同时使用间接

免疫荧光法与酶联免疫吸附法对患者血清进行 ANA 检测，对存在阳性结果的标本加以免疫印迹法

分型，最后对检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检测 3199 份患者血清中，ANA 阳性 1200 例，阳性率为 37.5％；其中间接免疫荧光法阳性

902 例，阳性率为 28.20%；酶联免疫吸附法阳性 906 例，阳性率为 28.32%。 

结论  在所有阳性结果中，两种方法检测结果都为阳性的 608 例，占 19.01%，间接荧光法阳性而

ELISA 法阴性者 294 例，占 9.19％；间接荧光法阴性而 ELISA 阳性者 298 例，占 9.32％；经卡方

检验 P<0.005，可认为两种方法检测 ANA 的准确性和灵敏度不等，由此我们认为，同时使用两种

方法联合检测抗核抗体对提高其结果的准确性灵敏度，避免漏检十分必要。 

 
 

PU-5466 

食入性、吸入性过敏与肾脏疾病的关系 

 
张玉迎,毕胜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探讨肾脏疾病的发生与食入性、吸入性过敏原的关系。 

方法  采用免疫印迹方法对 296 例肾脏病患者和 156 例正常对照的血清进行食入性及吸入性过敏原

检测，观察食入性及吸入性过敏原在肾脏疾病与正常对照组是否存在差别。 

结果  296 例肾脏病患者中，食入性与吸入性过敏原阳性者 208 例，阴性者 88 例，阳性率

70.3%；156 例正常对照组中，过敏原阳性 49 例，过敏原阴性 107 例，阳性率 31.4%。经卡方检

验，c2=62.892，P=0.000<0.05,α=0.05 为检验水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肾脏疾病的发生与食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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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吸入性过敏原阳性有关。肾脏病人过敏原阳性患者中，户尘螨（159/208）、蟑螂（122/208）

及腰果(80/208)等三种过敏原为主。 

结论  肾脏疾病与食入性、吸入性过敏原密切相关，肾脏病患者在检测到特异性过敏原后应当尽量

避免再次接触和食用相应过敏原，对严重的吸入性过敏体质患者应当给予脱敏治疗，这样能有助于

延缓肾脏疾病的发生、发展，有利于其治疗及预后。 

 
 

PU-5467 

血常规检测在临床用药监测中的调查研究 

 
张丽霞 1,钟琪超 2 

1.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 

 

目的  近来由于化学药品的广泛使用，随之带来的副作用已经成为一个普遍而严重的问题。本研究

旨在深入分析血常规检测在临床用药监测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 2017 年 10 月 12 日至 10 月 20 日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诊血常规检测情况进行统

计分析，对比例最高的前五个科室临床医生进行调查研究，并查阅文献，分析血常规检测在各科室

的用药监测中的具体临床价值。 

结果  2858 份血常规样本，血液科 337 份（11.79%））、风湿免疫科 304 份（10.64%）、肿瘤科

246 份（8.61%）、泌尿外科 200 份（7.00%）和内分泌科 177 份（6.19%）。各科室常用的一些

治疗药物对血细胞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如化疗药物，免疫抑制剂，非甾体类抗炎药，糖皮质激素，

抗甲状腺药物和抗生素等，需要通过血常规检测来进行监测，并指导临床用药。 

结论  临床医生应充分了解药物的副作用并做好用药监测，检验人员应充分了解药物对血细胞的影

响，以助于合理解释检验结果。 

 
 

PU-5468 

冷凝集病例报告 2 例 

 
马学斌 

海军总医院 

 

目的  病例报告，希望引起同行在遇到这类标本时多加注意。 

方法  冷凝集样本，通过加温或者血浆置换，重新检测以获取正确的结果。 

结果  通过加温或者血浆置换，去掉冷凝集素，获得可靠的血常规结果。 

结论  遇到血常规冷凝集，要留心查看结果，准确发报告。 

 
 

PU-5469 

血液肿瘤患者血浆 EB 病毒和巨细胞病毒 定量检测的临床价值 

 
王海滨,张冬青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采用实时定量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CR）反应测定血液肿瘤患者血浆中 EB 病毒

（EBV）和巨细胞病毒（CMV）DNA 拷贝，探讨血浆 EBV 和 CMV DNA 定量测定的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280 例血液肿瘤患者血液中 EBV 和 CMV DNA 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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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80 例血液患者中 EBV 检测阳性率为 17.1%，CMV 检测阳性率为 18.9%，动态监测病毒

DNA 拷贝数为 102～107 copy/mL。接受外周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 126 例，其中 EBV 检测阳性

率为 29.4%，CMV 检测阳性率为 41.3%。血液患者进行抗病毒治疗后，均在 7～14 d 后转阴。 

结论  实时定量荧光定量 PCR 动态检测血液肿瘤患者 EBV 和 CMV DNA 水平对于 EBV 和 CMV 感

染患者的疗效判断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PU-5470 

应用 miRNA 芯片筛选毛蕊异黄酮处理 

 K562 细胞表达差异 miRNAs 

 
张冬青,王海滨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毛蕊异黄酮（calycosin）处理 K562 细胞的基因表达谱变化，以期以 miRNAs 为靶点阐

明毛蕊异黄酮对 K562 细胞作用的可能机理。 

方法  应用 Agilent miRNA 芯片获得毛蕊异黄酮处理 K562 细胞后的差异基因，对差异基因进行筛

选﹑GO 分析，信号通路分析。 

结果  利用生物信息学的方法，分析 miRNAs 芯片得到参与毛蕊异黄酮处理 K562 细胞重要的

miRNAs 及信号通路，最后获得重要差异表达的核心 miRNAs，筛选出差异显著的 miRNAs 共计

68 个，其中上调表达的 miRNAs 有 39 个，下调表达的 miRNAs 有 29 个，通过趋势分析﹑功能富

集分析及信号通路分析提示主要涉及癌症的途径﹑Rap1﹑MAPK﹑Ras 信号通路﹑细胞内嗜作用

等。 

结论  利用生物信息学的方法，分析毛蕊异黄酮处理 K562 细胞的基因表达谱，得到参与毛蕊异黄

酮处理 K562 细胞重要的 miRNA 及信号通路，为治疗靶点提供新的思路。 

 
 

PU-5471 

胡桃夹现象引起随机尿蛋白和 24h 尿蛋白不一致的病例报道 

 
张凯,邱玲,国秀芝,李洪雷,葛增梅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本文介绍两例胡桃夹现象引起的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ACR）和尿总蛋白肌酐比（PCR）与

24 小时尿蛋白总量一致性严重不符的临床案例，并做实验得到病人不同体位和不同时间段的次尿

和 24h 尿的检验结果，以此来解析不一致的原因，并借此思考随机尿和晨尿各自的优缺点。 

方法  1、做 B 超确诊患者是胡桃夹现象，并做 B 超动态监测左肾静脉被压迫的情况；2、将两位患

者分别在平卧 24h 和正常活动两种情况下留取每次次尿和 24h 尿，用于尿生化检测，分析结果；

3、用大数据计算不同 EGFR(估算肾小球滤过率)时，随机尿 PCR 与 24h 尿蛋白的相关性。 

结果  1、B 超动态监测显示胡桃夹现象过程中，左肾静脉被压迫的情况，会逐渐缓解；2、两位患

者在平卧 24h 情况下，每次尿和 24h 尿 ACR、PCR 结果都为阴性；3、两位患者正常活动情况

下，晨尿和 24h 尿 ACR、PCR 结果都为阴性，白天活动后留取的次尿个别是强阳性；4、当

EGFR(估算肾小球滤过率)分别为>89、60-89、30-59、15-30、<15（ml/min*1.73m2）时，随机尿

PCR 与 24h 尿蛋白的相关性分别为 0.907、0.919、0.913、0.878、0.845. 

结论  1、胡桃夹现象中左肾静脉被压迫的情况会发生动态改变；2、两位患者都是胡桃夹现象，是

引起次尿蛋白和 24h 尿蛋白结果不一致的原因；3、胡桃夹现象属于体位性蛋白尿，平卧时留取的

尿蛋白结果为阴性，当患者发生体位改变和活动后，尿蛋白会偶尔异常升高，但 24h 尿蛋白大多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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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阴性或轻微升高；4、胡桃夹现象中患者晨尿蛋白与 24h 尿蛋白检验结果相一致；5、随机尿

PCR 与 24h 尿蛋白的相关性较好，但会随着 EGFR 的降低而呈下降的趋势。 

 

PU-5472 

检验科分析前质量控制体会 

 
靳楠 

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人民医院 

 

目的  对检验科做好分析前的质量控制的方法进行评价 

方法  将我院 2015 年 7 月——2016 年 7 月之间收治的进行检验的 80 例患者设为对照组，给予常

规检验，作为对照组；将我院 2016 年 8 月——2017 年 8 月之间收治的进行检验的 80 例患者设为

实验组，加强分析前的质量控制；对两组患者的检验情况进行对比 

结果   实验组患者的检验报告准确人数为 78（97.50%）例，对照组检验报告准确人数 66

（82.50%）例，实验组患者检验报告完整人数 79（98.75%）例，对照组检验报告完整人数 65

（81.25%）例，实验组患者满意人数为 78（97.50%）例，对照组患者满意人数 59（73.75%）

例，组间对比 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加强检验科分析前的质量控制，能够显著提高检验报告的准确性、检验报告的完整性和患者

的满意度。 

 
 

PU-5473 

HPV 联合超薄液基（TCT）对宫颈癌筛查的作用及价值 

 
张雪娇 

吉林金域医学检验所 

 

目的  HPV 联合超薄液基（TCT）对宫颈癌筛查的重要性及价值 

方法  选择 2016 年至 2017 年送检于我所在的检测中心检查的患者 201 例为研究对象，分别于

HPV 病毒检测、超薄液基（TCT）检测及组织病理活检，将患者检测的 HPV 结果与超薄液基

（TCT）及组织活检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同时结合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201 例患者中组织病理活检阳性患者 106 例，其中 HPV 阳性占 89 例，阳性检出率为

83.96%，超薄液基（TCT）阳性检出 76 例，阳性检出率 71.69%；两者联合检出阳性病例 96 例，

阳性检出率为 90.56%。联合 HPV 和超薄液基（TCT）检查的灵敏度最高。宫颈癌是第一个被明确

病因的癌症，即 HPV 感染。尽管 HPV 感染普遍存在，宫颈癌确相对少见。几乎所有的宫颈癌患者

都有 HPV 感染，但是通常大多数 HPV 感染并不引起任何疾病，多数人感染 HPV 却从不知道自己

已经感染过，HPV 感染在女性可导致宫颈、外阴、阴道和肛门部位的癌变。HPV 感染是否一定并

发宫颈细胞学异常，并不是，多数 HPV 感染并没有细胞学异常，大约 30%的 HPV 感染会产生相

应的细胞病理学改变，通常非典型的变化，多数 HPV 感染在两年内消失。因超薄液基（TCT）可

以保存患者被刷取下来的细胞学形态，且创伤小，经过细胞制片技术的处理，在显微镜下可以直观

的观察到细胞的病变情况，再结合 HPV 的检测结果，如二者均为阳性，其组织活检结果多数为阳

性，对针对早期防治及治疗宫颈癌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二者联合筛查意义更大一些。 

结论  HPV 联合超薄液基（TCT）对宫颈癌筛查具有重要价值及意义。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901 

 

PU-5474 

糖化血红蛋白以及血红蛋白变异体对糖化血红蛋白检测的影响 

 
高冉,程歆琦,苏薇,邱玲,王亚静,张葵,胡莹莹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糖化血红蛋白 A1c（HbA1c）是诊断糖尿病和糖尿病治疗监测的重要指标。随着血红蛋白变异

体不断被发现，其对 HbA1c 检测准确性的影响受到临床医生和实验室人员的关注。目前发现血红蛋

白变异体是影响 HbA1c检测准确性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其产生干扰的机制仍不十分明确。本文就

血红蛋白变异体影响 HbA1c检测准确性的机制进行总结。 

方法  以“糖化血红蛋白”、“血红蛋白变异体”、“糖化率”为关键词检索中文万方数据库、CNKI 以及

Pubmed 数据库，总结分析文献中的相关干扰机制。 

结果  血红蛋白变异体是影响 HbA1c 检测准确性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其产生干扰的机制一方面来

源于对 HbA1c检测方法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血红蛋白变异体对红细胞寿命和糖化率的影响也值得

关注。 

结论  对血红蛋白变异体是否会影响红细胞寿命以及血红蛋白变异体的糖化率的相关研究还不是非

常确切，而这两者与血红蛋白变异体携带者 HbA1c检测的准确性密切相关，国际上也尚未从临床上

对各种血红蛋白变异体对 HbA1c的影响作出客观的判断。因此为了患者的利益，应充分关注血红蛋

白变异体对 HbA1c检测的影响。 

 
 

PU-5475 

甘肃地区非小细胞肺癌 EGFR 基因突变分析 

 
王涛 1,李英平 2,杨磊 2,李晓琴 2,刘喜婷 2,魏世鸿 2,王兰 1,苏海翔 1,2 

1.甘肃省医学科学研究院 

2.甘肃省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甘肃省非小细胞肺癌 (NSCLC) 患者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基因突变特征及临床相关特点。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0 月至 2018 年 5 月甘肃省肿瘤医院肿瘤分子病理临床医学中心检测的经组织

学或细胞学确诊的 NSCLC 晚期初治患者 497 例。利用扩增阻滞突变系统（Amplification refractory 

mutation system，ARMS）检测 EGFR 基因的突变情况，统计分析 EGFR 基因突变状态和临床特

征的相关性。 

结果  497 例 NSCLC 患者中共检出 EGFR 突变 250 例（50.3%），其中 19 缺失和 L858R 突变分

别占总突变数的 52.4% 和 34.8%。女性患者突变率 62.87% 明显高于男性患者 38.85%，两者之间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腺癌患者突变率 53.11% 明显高于非腺癌患者 35.44%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P<0.01) 。 

结论  甘肃地区 NSCLC 患者 EGFR 突变多见于女性，腺癌患者，突变类型以 19 缺失和 21 外显子

的 L858R 突变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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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476 

短期内不同温度下反复冻融对血清尿酸的稳定性影响评估 

 
汤荔,高艳婷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目的  尿酸作为嘌呤代谢的终产物，参与氧化应激，内皮功能紊乱，血管收缩和血小板聚集等，并

且越来越多的研究提示血清尿酸水平的升高与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在内的许多微血管并发症的发

展有关。本研究通过评估短期内不同储存温度下反复冻融对血清尿酸稳定性的影响，为其与眼部疾

病相关的前瞻性研究提供数据基础。 

方法  随机选取同一天内本院 40 例门诊常规就诊患者（男女各 20 例）标本，排除高脂血症，高胆

红素血症及溶血等可能影响检测结果的样本，收集血清，当天完成新鲜血清尿酸水平检测（记为

T0），并将剩余血清分装于 21 个小冻存管中，每管 200μl。将 21 小管血清随机分成 3 组，每组 7

管分别冻存于-20℃、-35℃、-80℃。冻存样本每隔 24 小时全部取出于室温复融一次，共连续重复

操作 7 次，每次室温复融后随机抽取每组中的冻存血清 1 管，进行血清尿酸水平检测（记为 T0、

T1、T2、T3、T4、T5、T6、T7），余下标本放入相应温度继续冻存。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Pearson 相关分析、线性回归等方法评估一周内不同冻存温度下反复冻融对血清尿酸水平稳定性影

响。 

结果  与基础值（T0）相比，反复冻融显著改变血清尿酸水平（P<0.001），线性回归分析显示不

同冻存温度下血清尿酸浓度都随冻融次数增加呈不显著上升趋势。相关性分析中可见，-20℃、-35

℃及-80℃保存标本反复冻融后血清尿酸水平与基础值均有着很高的相关性（均 r>0.97）。 

结论  应尽量避免使用冻融后标本检测血清尿酸浓度，以防止冻融对血清尿酸水平的影响。如保存

标本已进行过冻融，根据相关性分析结果，使用相同冻融次数的标本分析比较，结果仍具有较高的

可信度。 

 
 

PU-5477 

某医院急诊检验质量指标调查与分析 

 
张云 1,贾翠花 2 

1.海军总医院 

2.河北北方学院医学检验学院 

 

目的  通过对国家卫生计生委下发的临床检验专业质控指标的调查和分析，探讨急诊检验组各质量

指标现状和改进效果。 

方法  收集海军总医院检验科 2017 年 1～12 月期间所有检测标本，回顾性分析检验科和急诊检验

组标本类型错误率等 8 项质量指标的一致性；分析急诊检验组和常规检验组室内质控开展率等 4 项

质量指标有无统计学差异；分析急诊检验组准备申请 ISO 15189 认可前和准备完成时标本周转时

间变化。 

结果  急诊检验组标本类型错误率等 8 项质量指标的百分率和 σ 度量值整体低于检验科平均值，检

验科实验室间比对率 σ 值 3.3%处于边缘，而急诊检验组实验室间比对率 σ 值＜3.0 为不可接受；

与常规检验组比较，急诊检验组室内质控开展率和室内质控项目变异系数不合格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室间质评项目不合格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室间质评项目参加率差异有显著性统

计学意义（P ＜0.001）；标本检验前周转时间第四季度整体优于第一季度，血气、凝血和血常规

实验室内周转时间无差异。 

结论   通过对急诊检验组 14 项质量指标调查分析，能够发现实验室质量缺陷，且分专业评估能够

避免统一汇总带来的抵消或趋从现象，从而达到检验科质量体系不断持续改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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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478 

沉降式液基细胞学（LCT）联合二代杂交捕获试验（HC-2）高

危型 HPV 检测在宫颈癌筛查和宫颈病变诊断中的价值 

 
张鸿 

吉林金域医学检验 

 

目的  沉降式液基细胞学（LCT）联合二代杂交捕获试验（HC-2）高危型 HPV 检测在宫颈癌筛查

和宫颈病变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1、取宫颈方面疾病标本 305 例，以组织学诊断为金标准，对 LCT、HC-2 和两种方法联合检

查与宫颈活检病理诊断结果进行分析； 

2、取 1000 例 LCT 标本，以子宫颈细胞学 Bethesda 报告系统为准则，对 LCT 报告为 ASC-US 以

上者与宫颈活检病理诊断结果的进行分析； 

3、取 500 例 HC-2 标本，对 HPV 阳性与宫颈活检病理诊断结果的进行分析； 

4、取 200 例 LCT 和 HC-2 两种方法联合检查，LCT 报告 ASC-US 以上和 HPV 阳性均者与宫颈活

检病理诊断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1、200 例宫颈方面疾病标本中有 107 例为阳性，LCT 检测阳性 76 例，符合率为 71%，HC-

2 检测阳性 69 例，符合率为 64.51%，LCT 联合 HC-2 阳性 91 例，符合率为 85.1%； 

2、1000 例 LCT 标本中异常结果为 77 例（7.7%），有组织病理对照为 62 例，LCT 阳性与宫颈活

检病理诊断结果符合率为 81.2%； 

3、500 例 HC-2 标本中 HPV 阳性者有 102 例，有组织病理对照的有 76 例，HPV 阳性与宫颈活检

病理诊断结果符合率为 76.5%； 

4、200 例 LCT 和 HC-2 两种方法联合检查且 LCT 报告 ASC-US 以上和 HPV 阳性均者，有组织病

理对照为 105 例，两者均阳性与宫颈活检病理诊断结果符合率为 91.3%。 

LCT 联合 HC-2 在宫颈癌筛查比单纯 LCT 或 HC-2 检测更有效，LCT 联合 HC-2 宫颈病变诊断中比

单纯 LCT 或 HC-2 检测更准确。 

结论  沉降式液基细胞学（LCT）联合二代杂交捕获试验（HC-2）高危型 HPV 检测在宫颈癌筛查

和宫颈病变诊断中比单纯 LCT 或 HC-2 检测更准确有效。 

 
 

PU-5479 

输血科（血库）从业人员上岗培训现状调查 

 
孙进,杨静,何屹,吴艳红,林嘉,袁红 

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四川省卫生计生委关于调整医疗机构输血科（血库）从业人员上岗培训考核工作的通

知》下发后我省各级医疗机构输血科（血库）从业人员上岗培训和考核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对《四

川省医疗机构输血科（血库）从业人员培训考核指南》（下简称指南）的认识和理解情况，为进一

步制定培训方案提供依据。 

方法  对四川省医疗机构输血科（血库）从业人员上岗培训和考核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对指南的认识

和理解情况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汇总分析。 

结果  收到有效网络调查表格 42 份，排除不清楚的 6 家医疗机构，赞成全省统一组织输血科（血

库）从业人员上岗培训的占比 80.5%，不赞成的占比 19.5%。制定了培训考核程序的占比

64.3%，培训考核程序可行的占比 31.0%，能达到预期的占比 26.2%。自身组织培训的难点主要是

对于难点技术的掌握不足、对输血不良反应的知识和处置经验不足、缺乏培训课件和考核标准、对

输血严重危害的识别能力和处置经验不足、对输血不良事件的识别能力和处置经验不足、缺乏培训

师资，无法自己完成、人员不足，送上级医院进修不可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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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医疗机构已知晓《通知》和《指南》，在逐步执行的过程中有一些问题比如培训形式、培训

考核程序是否达到预期以及如何针对性的培训等，有待进一步的持续改进。 

 
 

PU-5480 

生化检验与临床沟通能力的带教模式探讨 

 
安映红 

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在学生带教过程中生物化学检验与临床沟通能力的培训模式。 

方法  在四个方面对学生进行带教培训：生化检验相关临床知识的掌握，异常检验结果分析后的临

床告知方式，生化检验危极值的报告以及生化检验分析前、中、后的质量控制。 

结果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培训带教，在生化检验与临床沟通上，学生的参与次数从 2014 年 9 月

～2015 年 6 月到 2015 年 9 月～2016 年 6 月增加了 37.4%，沟通能力得到很大提高，临床满意度

从 2014 年 9 月～2015 年 6 月到 2015 年 9 月～2016 年 6 月平均增加了 5.9%。其中异常结果临床

告知后的临床满意度平均 96.7%；在危急值报告方面，学生单独处理危急值量显著增加，临床满意

度从 2014 年 9 月～2015 年 6 月的 84%提高到 2015 年 9 月～2016 年 6 月的 93%；对“三生”生化

检验分析前中后的质量控制进行培训，并制定专门的质控出科考核，从 2013 年到 2016 年间合格

率逐年上升，有误结果的发生率大幅下降。 

结论  生化检验的临床沟通能力可影响到检验结果的准确、及时以及临床认可度，三生带教中加入

这种能力的培养可促使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大幅提高并降低有误结果发放率，同时提升医院的教学

水平。 

 
 

PU-5481 

产前筛查质量指标在中孕期母血清唐氏筛查检测中的应用 

 
刘芳 

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运用 18 项产筛质量指标，用以督促各筛查实验室在不同的地区进行同质化管理。 

方法  我国孕妇人群基数很大,通过产前筛查唐氏综合征来减少出生缺陷已经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措

施。由于产前筛查的流程较为复杂，整个过程中参与的人员和机构较多，工作流程中各个环节的质

量难以很好的控制，因此将实验室分析前、分析中、分析后的各项质量指标与唐氏筛查检测相结

合，运用到唐氏筛查的实验室检测中，国家卫计委全国产筛实验室专家组参照临床检验中心室间质

量评价的管理要求，制定了 18 项产筛质量指标，这 18 项质量指标中涉及分析前的 5 项，分析中的

7 项，分析后的 7 项。 

结果  分析中的质量控制中 MoM 值中位数的合格率最能反映整个检测体系是否处于最佳的检出效

能，反映实验室各检测项目是否存在系统误差，根据产前筛查的特性，各指标的 MoM 值中位数在

0.9-1.1 之间稳定波动是比较合适的，各家实验室应该积极关注此项指标。 

结论  产前筛查质量指标在中孕期母血清唐氏筛查检测中的有效应用，能够有效提高唐氏筛查实验

室检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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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482 

966 例生殖异常患者的外周血染色体细胞遗传学分析 

 
郭知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本文报道自 2009 年至 2016 年期间，到我院妇产科门诊咨询的不孕不育患者、伴有反复流

产、胎停、死胎或畸形儿生育史 966 例患者的细胞遗传学分析，初步分析和探讨染色体异常与生殖

异常之间的关联。 

方法  采用常规外周血淋巴细胞培养、染色体标本制备、G 显带染色体核型分析方法对 966 例患者

的染色体进行细胞遗传学分析。 

结果  共检出 89 例染色体异常核型,异常检出率为 9.21% ;其中平衡易位携带者 10 例,Turner’s 综合

征 21 例,克氏综合征 19 例;睾丸女性化综合征综合征 9 例; Y 染色体倒位 4 例, 克氏综合征 15 例，9

号染色体臂间倒位 8 例，1 号染色体长臂异染色质区增加 3 例 。 

结论  染色体疾病患者常伴有智力低下、畸形和不孕、不育等临床表现，其中性染色体异常患者表

现为不同程度的性腺发育不良和体格发育异常或者不育的表现 ,常染色体异常患者常伴有不育、流

产、死胎或畸胎儿生育史的临床表现。因此,外周血淋巴细胞的遗传学检查对一部分生殖异常夫妇

的病因的研究,其意义不仅有助于发病原因,进行病因探讨 ，更重要的是为遗传咨询、产前诊断及优

生学咨询提供医学证据，为提高地区生育保健水平和人口质量提供科学依据和正确指导 

 
 

PU-5483 

质控管理小组在 ISO15189 认可中的作用评价 

 
李晓燕,张云 ,荣扬, 李燕燕 , 高兴,赵强元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目的  通过对 ISO159189 认可过程中室内质控各项指标的比对与分析，探讨室内质控现状及改进效

果，对成立质控管理小组在实验室认可过程中的作用进行评价。 

方法  收集该检验科 2017 年 1 月至 12 月室内质控失控率、失控原因、各质控项目的 CV 值及相关

质量指标的变化情况，回顾性分析质控管理小组在整个实验室认可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效果

评价。 

结果  质控管理小组的成立能优化质控管理流程，够有效的降低室内质控失控率，降低质控项目

CV 值，提高质量目标的达标率。 

结论  质控管理小组的建立和制度落实，加强了检验科管理体系的关键质量活动的落实，有效促进

检验科室内质控持续改进。 

 
 

PU-5484 

实验室 ISO15189 认可过程中试剂耗材管理的探讨与思考 

 
支文宇,刘敏,梁佳莉,杨明,赵强元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目的  基于试剂耗材管理平台的构建与实践，实现检验科试剂耗材管理水平的提升。 

方法  以规范化管理为导向，以高效服务为宗旨，以信息技术手段为依托，建设信息化，全面化的

管理平台，规范试剂耗材的采购、供应与报销。主要从 3 个方面整改：1、健全组织、细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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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整改，规范出入库；3、例会制度落实，科室常态管理和科室督查相结合；3、规范供应商

评价，增设反馈单，加强反馈督促整改。 

结果  试剂耗材管理平台改变了原先相对较粗放管理的做法,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率。实现了试

剂耗材全流程的信息化管理，各环节流程清晰，分工明确，职责分明，使得试剂耗材的管理更规

范、更科学、更完善，提升了工作运作效率的同时，达到了精细化管理的要求。 

结论  试剂耗材管理平台的建立加强了试剂耗材管理的信息化、规范化及专业化，建立了科学完善

的管理体制，提升了服务保障功能。 

 
 

PU-5485 

实验室信息系统故障应急预案的建立与应用 

 
侯兵兵,黄新强,赵强元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目的  为保证实验室信息系统在出现故障时医疗服务仍能有效地正常开展，提高医院检验科实验室

信息系统出现故障时的应急处置能力，保证实验室信息系统能够持续安全运行，将故障或事故的影

响降至最低，制定以下实验室信息系统故障应急预案，从而更快、更准确、更及时的找到故障原因

并解决问题。 

方法  首先，建立一套实验室信息系统故障应急预案并制定相应故障处理流程；然后，应用于现实

工作中验证其有效性。 

结果  通过实践证明，我们建立的应急预案是能够满足检验科实验室信息系统需要。 

结论   随着信息系统的不断发展，检验科对信息系统的依赖性日益严重，网络故障将会给实验室的

正常工作以及病人正常就医造成巨大的影响。所以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实验室信息系统应急预案是

非常必要的，这也是 ISO15189 对医学实验室信息系统安全性评判的要求之一。故障必须有应急预

案来保障！通过实践证明，我们建立的应急预案是能够满足检验科实验室信息系统需要。 

 
 

PU-5486 

关于帮扶援建西藏地区医院检验科建设的思考 

 
李娜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目的  严格按照«三级医院对口帮扶贫困县县医院责任书»的要求，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大力开展

卫生技术支援和人才培养，改善基础设施设备条件，使西藏某地区医疗卫生的整体建设述评达到本

阶段帮扶的目的，为西藏某地区的社会和谐与新农村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方法  对口支援工作坚持：以人为本、着眼需求；立足实际、定位目标；突出重点、精准帮扶；注

重质量、讲求实效。 

结果  针对检验专业，结合中心的实际工作情况，规范检验的实际操作，建立生物安全管理及教学

培训的规程；培养专业技术骨干；针对中心检验科的实际及发展的需求，改善现有设备条件，开展

适合当地实际需求的检验项目，帮助中心检验科提升技术水平。 

结论  针对检验专业，结合中心的实际工作情况，规范检验的实际操作，建立生物安全管理及教学

培训的规程；培养专业技术骨干；针对中心检验科的实际及发展的需求，改善现有设备条件，开展

适合当地实际需求的检验项目，帮助中心检验科提升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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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487 

一例空肠弯曲菌引起的菌血症引发的思考 

 
李文悌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对一例黑便半月余，检查示血小板减少，贫血，胃肠镜检查未见异常，给予禁食、输血等对

症治疗未见好转的患者进行血培养发现弯曲菌之后进行的思考。 

方法  患者入院后行两套血培养，有两瓶需氧瓶分别于 39.2h 和 40.2h 报警，常规培养未见生长，

经过 5%O2微需氧培养 48h 可见细小菌落生长，经质谱仪鉴定为空肠弯曲菌，涂片镜下细菌为革兰

阴性杆菌，弯曲状。弯曲菌属细菌可引起腹泻、胃肠炎和肠道外感染。其中，空肠弯曲菌是最重

要、最常见的致病菌，其感染常为散发，多发生于夏季或初秋，发病率与年龄相关，婴幼儿发病率

最高，其次是 20-40 岁的青壮年。此外，还引起肠外感染，如菌血症、心内膜炎、肝炎、胰腺炎、

流产、泌尿系统感染、脑膜炎等。其营养要求高，在普通培养基上不能生长。结合涂片染色发现革

兰阴性细菌，同时需氧瓶转种血平板和巧克力平板未见生长，高度怀疑微需氧菌。通过微需氧袋培

养出细菌，经鉴定为空肠弯曲菌。弯曲菌首选药物为红霉素、阿奇霉素、克拉霉素、多西环素和克

林霉素。 

结果  弯曲菌感染通常是自限性的，除补充电解质和补液疗法外，不需要抗菌药物治疗。阿奇霉素

是治疗弯曲菌感染的标准疗法。红霉素是治疗空肠弯曲菌胃肠道感染的首选药物，环丙沙星可作为

其替代药物。弯曲菌通常对青霉素、头孢菌素（极少数广谱头孢菌素除外）、氟喹诺酮类、复方磺

胺、利福平和万古霉素耐药，对四环素、氨基糖苷类和克林霉素敏感。 

结论  像空肠弯曲菌这样的少见菌引起的感染，在选药上也有一定的注意点，因为对药物的敏感性

不同，而且有时会存在天然耐药，给临床上治疗会增加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提高血培养送检率，注

重病原学诊断证据，对于疾病的诊疗具有极大的意义。 

 
 

PU-5488 

三种市售血培养瓶在不同浓度抗生素下 

对临床重要分离菌检出率的比较 

 
李冠霖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比较三种中国市场常用的血培养瓶 BACTECPLUS Aerobic/F， BacT/Alert FA，VersaTREK 

REDOX 1 对于在不同浓度抗生素存在情况下，对临床常见病原体的检出率进行比较。对临床血培

养前的抽血时机及抗生素的使用具有指导意义。 

方法  抗生素选择氨苄西林、万古霉素、左旋氧氟沙星、阿奇霉素、头孢他啶、头孢哌酮舒巴坦，

每种抗生素选择三种浓度。常见临床病原体选择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

炎链球菌、肠球菌及流感嗜血杆菌。分别将血液，菌悬液及抗生素注入血培养瓶中，放入仪器培养

5 天，统计阳性率。 

结果   BACTECPLUS Aerobic/F，  BacT/Alert FA，VersaTREK REDOX 1 总检出率分别为

70.2%，43.7%，27.4%。 

结论   BACTECPLUS Aerobic/F 在三种血药浓度下均具有最佳的检出率，  BacT/Alert FA，

VersaTREK REDOX 1 在低血药浓度下具有相似的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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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489 

三种市售血培养瓶在不同浓度抗真菌药下 

对临床常见酵母菌检出率的比较 

 
李冠霖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比较三种中国市场常用的血培养瓶 BACTECPLUS Aerobic/F， BacT/Alert FA，VersaTREK 

REDOX 1 对于在不同浓度抗真菌药存在情况下，对临床常见念珠菌的检出率进行比较。对临床血

培养前的抽血时机及抗生素的使用具有指导意义。 

方法  抗真菌药选择伏立康唑、伊曲康唑、两性霉素 B，氟康唑，卡泊芬净，每种抗真菌药选择两

种浓度。常见临床念珠菌选择白色念珠菌、热带念珠菌、近平滑念珠菌。分别将血液，菌悬液及抗

真菌药注入血培养瓶中，放入仪器培养 5 天，统计阳性率。 

结果   BACTECPLUS Aerobic/F，  BacT/Alert FA，VersaTREK REDOX 1 总检出率分别为

93.9,%，98.3%，69.4%。 

结论  BACTECPLUS Aerobic/F， BacT/Alert FA 在两种血药浓度下均具有相似的检出率，与

VersaTREK REDOX 1 检出率具有统计学差异。 

 
 

PU-5490 

外周血淋巴细胞 EBV 病毒载量 

与抗 Ro52 抗体相关但与自身免疫性疾病无相关性 

 
李欢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外周血淋巴细胞中 EBV 载量和抗核抗体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4 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 26 例，非

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 136 例，诊断不明者 4 例，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和免疫印迹法检测自身抗体， 

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法检测外周血淋巴细胞中 EBV DNA。 

结果  将 EBV DNA 用淋巴细胞绝对数进行校正，采用 ROC 曲线选择 EBV 与淋巴细胞数的对数值

比为 0.355 作为 cutoff 值进行分析，EBV 检出率在抗核抗体阳性组与阴性组组间差异存在显著性

（p=0.031<0.05）, 其中在抗 R052 阴阳组组间差异也存在显著性（p=0.043<0.05）。EBV 在自免

性疾病和非自免疾病中的检出率为差异并无显著性（p=0.452>0.05）。但是 RO52 与自身免疫性

疾病有显著相关性（p=0.015<0.05）。经采用 fisher 精确概率计算，结果表明 RO52 阳性患者的

EB 与自免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p=0.388>0.05）。 

结论  EBV 与 RO52 抗体之间存在相关性而与自身免疫性疾病无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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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491 

临床检验质量控制指标在评估标本采集质量中的应用 

 
类承斌 

淄博市中心医院 

 

目的  采用临床检验质量控制指标评估淄博市中心医院高青院区标本采集质量，制定相应改进措

施。 

方法  统计 2015 年 6 月～2016 年 2 月淄博市中心医院高青院区 152647 份检验标本的相关临床检

验质量控制指标，进行数据分析和信息反馈。 

结果  2015 年 6 月～2016 年 2 月检验标本类型错误率、标本容器错误率、标本采集量错误率、血

培养污染率、抗凝标本凝集率分别为 0.16%、0.13%、0.21%、1.49%、0.55%；检验标本采集不

合格原因有标本凝血、标本量不准确、标本容器错误、标本类型错误等。 

结论  临床检验质量控制指标在评估标本采集质量方面，能够起到较好的分析和反馈作用，有助于

标本采集质量的提高。 

 
 

PU-5492 

少见菌感染病例回顾 

 
李文悌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对本院区连续发现的涉及 3 个不同科室的诺卡菌阳性的病例进行回顾。 

方法  对 3 例患者的标本进行培养之后在 48～72h 发现菌落呈现白石灰样，咬琼脂生长。经

MAILDI-TOF-MS 质谱鉴定分别为：星形诺卡菌、豚鼠耳炎诺卡菌、乔治教堂诺卡菌。 

结果  3 例患者建议使用建议磺胺类药物治疗，必要时升级为亚胺培南，治疗效果显著。 

结论  诺卡菌在自然界广泛分布，多为腐生寄生菌，是一种机会致病菌，与人类疾病关系最大的是

星形诺卡菌和巴西诺卡菌，多为外源性感染。可引发原发性化脓性肺部感染，可出现类似肺结核的

症状。肺部病灶可向其他组织器官扩散，形成皮下脓肿、多发性瘘管、脑脓肿、腹膜炎等。巴西诺

卡菌可引起足放线菌病，表现为足部或腿部皮下肿胀、脓肿及多发性瘘管等。诺卡菌临床表现与结

核、真菌、肿瘤等有相似之处，给临床诊断造成困扰，同时缺乏除培养外的检测手段。诺卡菌培养

时间至少 72 小时才能有明确判断。弱抗酸染色主要针对诺卡菌，诺卡菌弱抗酸阳性，抗酸阴性。

分枝杆菌弱抗酸及抗酸均阳性。临床标本抗酸染色阳性 90%是结核分枝杆菌群。结核相关抗原抗

体及 T-spot 检测灵敏度高，但有时并不能给出明确诊断，尤其是结核非活动期、接种卡介苗、免

疫力严重低下患者。进行微生物学检测前不要使用抗生素。如果使用了喹诺酮类等广谱抗生素，虽

然可以暂时压制病原体的生长，如某些特殊病原体如诺卡菌、布鲁菌等，会给微生物检测造成极大

困难，并且患者复发指日可待。诺卡菌治疗：首选方案：TMP-SMX: TMP15mg/(kg.d) & SMX 

75mg/(kg.d)分 2-4 次 IV 或 po +亚胺培南 500mg IV q6h。多器官受累者可加用阿米卡星 7.5mg/kg 

q12h 备选方案：利奈唑胺 600mg IV 或 po q12h + 美罗培南 2g q8h IV 治疗 3-6 周后改为 po。免

疫正常者：TMP-SMX、米诺环素或阿莫西林-克拉维酸，治疗 3 个月以上。免疫抑制者：2 种药物

联合治疗至少一年。 若磺胺类耐药或过敏，阿米卡星联合一下一种：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头孢

曲松 or 头孢噻肟。皮疽诺卡菌对三代头孢耐药不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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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493 

辽宁省 IS0 15189 医学实验室认可互助项目的探讨 

 
康辉,张青杨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加快辽宁省三甲医院申请 ISO15189 认可的速度，提高辽宁省检验行业水平。 

方法  为促进我省医学检验水平和检验结果的质量提升，辽宁省医学会决定启动《辽宁省 IS015189

医学实验室认可互助项目》。 

辽宁省目前仅有 10 家实验室通过了 CNAS 的 ISO15189 医学实验室认可。省内有二甲级以上医院

287 家，其中三甲医院就有 40 余家，这个比例与医学检验的重要作用严重不符，与中央和国家“建

设健康”中国的要求有一定差距。 

实施方案：辽宁省医学会主办，辽宁医学会检验医学学分会具体承办，借助辽宁检验专家资源，以

及 QUALAB 信息比对平台 www. china-qlab. com 的优势，组织 1—3 支专家队伍，规范培训方案

及考核目标，制定详尽的培训流程及内容要求。 

结果  辽宁省人民医院通过初评。抚顺市中心医院正在准备中。明年争取 3-5 家医院申请认可。 

结论  15189 认可互助项目既能快速提升申请认可的实验室专业水平，又能提升互助专家的认可评

审能力，还能打造一支过硬的认可评审专家的预备队伍。 

 
 

PU-5494 

食管癌根治性放疗后局部复发的剂量学研究 

 
闫可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目的  通过探讨食管癌根治性放疗后局部复发部位的分布特点，分析局部复发与各靶区剂量及剂量

体积之间的关系，为精确治疗计划的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收集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于我院放疗科接受三维适形调强根治性放疗，在疗后随访

观察期内出现病变局部复发并经病理证实的 78 例食管癌患者，同时匹配观察期内临床资料和治疗

计划均衡同期治疗后无病变局部复发者 72 例作为对照进行研究。将食管病变局部失败患者的 CT

图像与原计划 CT 图像进行融合，明确失败部位与原计划各靶区的位置关系。对比局部复发组与无

局部复发组患者治疗计划中各剂量参数（D98、D95、D50、D2）及体积参数（V60、V55、V50）

的差异。应用 Spss21.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以 P＜0.05 来判定有统计

学差异。 

结果   78 例放疗后出现局部复发的食管癌患者中，70 例（90%）复发出现在 GTV 内，4 例

（6%）位于 CTV 内，2 例（2%）位于 PTV 内，2 例（2%）位于 PTV 外。局部复发组患者的剂量

参数（GTV、CTV、PTV）D50 明显低于无局部复发组（P=0.047、P=0.045、P=0.038），体积

参数（GTV、CTV、PTV）V60 亦低于无局部复发组（P=0.046、P=0.048、P=0.050），并发现

局部复发组各靶体积（GTV、CTV、PTV）的 V60 均小于 95%。进一步比较病变复发部位仅局限

于 GTV 内的 70 例与无局部复发组的 72 例，结果发现局部复发组的（GTV、CTV）V60 均明显低

于无局部复发组（P=0.046、P=0.039），并且病变局部复发组的各靶体积（GTV、CTV、PTV）

V60 也均小于 95%。 

结论  食管癌根治性放疗后局部复发主要发生在 GTV 内；为降低局部复发，建议处方剂量所包含的

各靶体积的百分比均应≥95%，尤其是 PTV 的处方剂量体积应≥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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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495 

类泛素化特异性蛋白酶对脐静脉内皮细胞增殖， 

迁移和凋亡的影响 

 
高瞻 

淄博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类泛素化特异性蛋白酶 1（SENP1）对脐静脉内皮细胞增殖，迁移及凋亡的影响 

方法  采用慢病毒技术干涉细胞内 SENP1 的表达并用荧光显微镜观察绿色荧光蛋白表达强度，流

式细胞仪检测感染效率；同时用实时定量 PCR (RT-PCR) 及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细胞内 SENP1

在基因及蛋白水平的表达；CCK8 (Cell Counting Kit-8) 法检测细胞的增殖能力；Transwell 检测细

胞的迁移能力；流式细胞仪分析细胞的凋亡情况。 

结果  用干涉 SENP1 的慢病毒感染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可以显著降低细胞内 SENP1 的基因

及蛋白表达水平（P<0.01）。细胞内 SENP1 表达的降低可以显著抑制细胞的增殖能力，与对照组

相比，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干涉 SENP1 亦可以显著抑制细胞的迁移能力，与对照组相

比，抑制率达到 50%左右（P<0.001）。同时，SENP1 的干涉可以显著增加 HUVEC 的凋亡比

率，结果显示在诱导细胞凋亡第 24h，干涉组的细胞凋亡率高于对照组 20%左右（P<0.05），到

第 48h，该种差别达 40%（P<0.01）。 

结论  HUVEC 内 SENP1 水平的降低不仅可以显著抑制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能力亦可促进细胞的凋

亡。 

 
 

PU-5496 

WBC Lessen Leukemoid Reaction in Severe Infection:  
A Case Report 

 
Xianyan Zhang 

Clinical Medicine Laboratory Center，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ntou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In this study, we present a rare case of severe infection with WBC lessen leukemoid 

reaction。A 63-year-old woman with a history of chronic rheumatoid arthritis(RA), who suffered 

from paroxysmal abdominal pain，diarrhea and developed severe infection subsequently.  

Methods The laboratory data showed that three series cells decreased in peripheral blood, as 
well as bone marrow smear indicated that a phenotype of acute myeloid leukaemia existed. 
Results  With the process of anti-infection treatment, the peripheral blood and bone marrow cell 
returned to normal, the immunophenotyping results of primitive cells were not abnormality, the 
related fusion genes showed negative. 
Conclusions Therefore, these results of the laboratory tests showed that was a rare type of 
leukemoid r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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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497 

河北省非吸烟人群肺癌危险因素的多中心病例对照研究 

 
梁迪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河北省非吸烟人群肺癌的危险因素，为病因学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为筛选肺

癌高危人群奠定基础。 

方法  在河北省选取 3 个空气污染较严重地区和 2 个空气污染较轻地区作为研究地区，在每个研究

地区分别抽取 250 例非吸烟肺癌患者和 500 例对照进行 1:2 配对病例对照研究，采用统一的调查表

进行问卷调查，对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并用 COX 回归模型对所获得的资料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的

分析。 

结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影响非吸烟人群肺癌的危险因素包括：年龄（OR 为 1.361，95%CI 为

1.290,1.437）、职业（OR 为 1.568，95%CI 为 1.241，1.981）、受教育程度（初高中）（OR 为

2.206，95%CI 为 1.749，2.782）、（大专、大学及以上）（OR 为 1.636，95%CI 为 1.134，

2.361）、物质职业接触史（OR 为 1.513，95%CI 为 1.136，2.016）、工作环境中吸入二手烟

（OR 为 1.793，95%CI 为 1.392，2.309）、居住环境中吸入二手烟（OR 为 2.097，95%CI 为

1.724，2.552）、爱吃油腻食物（1-2 天/周）（OR 为 1.758，95%CI 为 1.381，2.238）、心脑系

统疾病（OR 为 1.397，95%CI 为 1.113，1.753）、癌症家族史（OR 为 1.714，95%CI 为

1.279，2.296）等，保护因素包括：长期带 PM2.5 口罩（OR 为 0.360，95%CI 为 0.215，

0.601）、使用清洁燃料（OR 为 0.719，95%CI 为 0.572，0.903）、多吃水果（3-5 天/周）（OR

为 0.762，95%CI 为 0.604，0.962）、（6-7 天/周）（OR 为 0.454，95%CI 为 0.344，0.601）、

适量补充膳食补充剂（OR 为 0.282，95%CI 为 0.140，0.566）、饮茶（OR 为 0.665，95%CI 为

0.520，0.849）等。而影响空气污染严重地区和污染较轻地区非吸烟人群肺癌的危险因素基本相

似。 

结论  本次研究发现非吸烟人群肺癌的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针对这些因素采取综合的措施，防止

和减缓肺癌的发生，提高人群的生命质量。 

 
 

PU-5498 

2222 例女性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状况分析 

 
郑颖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目的  分析西苑医院妇科门诊和体检女性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R-HPV)感染状况 

方法  采用 cobas 4800 HPV 技术检测女性宫颈脱落细胞中 14 种 HR-HPV 基因型，计算 HR-HPV

感染的阳性率与年龄段的关系 

结果  2222 例标本中 HR-HPV 阳性者 395 例，阳性率 17.8% ，其中 HPV16 感染 86 例(3.9%)，

HPV18 感染 31 例(1.4%)，其他 12 种高危型感染 278 例(12.5%)。所有样本在 19～29 岁、30～39

岁、40～49 岁、50～59 岁、60～69、≥70 岁 6 个年龄段 HR-HPV 的感染率分别为 23.23%、

21.5%、15.0%、14.7%、6.8%、14.0%。各年龄组的 HR-HPV 阳性检出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统计数据中 HR-HPV 感染高峰在 19～29 岁，以其他 12 种 HR-HPV 为主，不同

年龄组 HR-HPV 感染率也是不同的，所以有必要监测本区域的高危型 HPV 的流行情

况，为临床医生提供可靠治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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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499 

区域性临床检验中心进行 5S 管理的实践与效果分析 

 
马善源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目的  通过在临床检验中心推行 5S 管理，宣传 5S 管理的理念、培养员工优良的工作习惯、精简实

验室工作流程、明确实验室各物品的摆放位置、清理实验室的非必需品、排查实验室的安全隐患，

显著提高实验室工作效率，减少差错事故。 

方法  本课题拟以松江区临床检验中心为研究对象，通过回顾分析运行过程中的流程情况，分析当

前工作流程、实验室物品布局、空间布局以及物品归放方法，根据 5S 管理的流程和要求提出改进

措施，并验证改进效果。 

结果  通过合理规划窗口的物品摆放，舍弃不需要的物品，将必需品分区放置，窗口物品摆放变得

一目了然；通过清理各室的空间物品，包括桌面、桌底、闲置的抽屉和仪器等的周围，利用购置的

物品收纳盒将闲置物品视情况进行归类放置或丢弃，提高了各室空间的利用率；合理的物品摆放位

置使得工作流程得以优化，员工所需物品均在 2 米可及之处，避免了无效的奔走。 通过不断的培

训，使得员工养成了良好的工作习惯，工作场所的安全隐患不断被消除。 

结论  通过 5S 管理的实践，彻底改变了实验室脏乱差的环境，消除科室的安全隐患，使得员工的

工作环境更加舒适整洁；既定的工作流程使得员工都能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工作省时省力。全员

参与的方式，提高了科室的凝聚力，使得全员共同为科室的发展献计献策；  

 
 

PU-5500 

再谈外周血细胞形态在临床诊断与治疗的意义 

 
梁军 

南阳市中心医院 

 

目的  外周血细胞是骨髓发育成熟释放而来，而外周血细胞形态检查方法简便。不需要高端仪器，

只要有阅片经验，高度责任心，对血细胞形态熟悉掌握。就能直观准确反映血细胞数量、质量。准

确快速为临床提供可靠诊断依据，很好为患者服务。只要是不明原因发热、肝脾淋巴结肿大、骨

痛、乏力、纳差、皮肤有出血点，都可以做外周血细胞形态检查。希望我们检验人员重视起来，强

化检验人员血细胞形态学检查的理念、加强技术人员系统性检验技能的培训已成为学科建设和质量

管理的当务之急。 

方法  瑞姬氏染色 

结果  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红细胞的形态 

结论  判断是否白血病，判断有无其它特殊疾病 

 
 

PU-5501 

血培养分离出马耳他布鲁菌一例 

 
杨振斌,奚晶 

聊城市传染病医院 

 

目的  流行病学资料及职业对协助诊断本病有重要价值，若同时有本病的一些特殊临床表现， 如波

浪热、睾丸炎等，则诊断可基本成立。血、骨髓、脓液等标本细菌培养的阳性结果为确诊的依据，

本实验室于 2018 年 3 月从患者的血培养中分离出马耳他布鲁菌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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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一例临床资料抽取静脉血进行细菌培养和生化鉴定，通过 VITEK 系统，鉴定为马耳他布鲁

菌。 

结果  抽取静脉血置血培养仪中进行细菌培养，96 h 后形成明显的单个菌落，菌落细小、圆形、光

滑、凸起、灰白色、不溶血。挑取单个菌落涂片进行革兰氏染色，见革兰氏阴性短小球杆菌，单个

或成对排列。生化鉴定：氧化酶阳性，触酶阳性，尿酶阳性（<20min），硝酸盐还原阳性，分解

葡萄糖，不分解半乳糖和阿拉伯糖，H2S 阴性，精氨酸阴性，疑似为马耳他布鲁菌。VITEK2-

COMPACT 系统鉴定为马耳他布鲁菌，鉴定值为 98%。 

结论  流行病学资料及职业对协助诊断本病有重要价值，若同时有本病的一些特殊临床表现， 如波

浪热、睾丸炎等，则诊断可基本成立。血、骨髓、脓液等标本细菌培养的阳性结果为确诊的依据。 

 
 

PU-5502 

吉林省内孕妇生殖道 B 群链球菌( GBS) 携带感染情况分析 

 
刘明珠 

吉林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目的  分析吉林省内孕妇生殖道 B 群链球菌( GBS) 携带感染情况，确保母婴的安全， 提高新生儿

的优生优育。 

方法  本实验所用试剂均购于博尔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一、取材消毒外阴后用扩阴器暴露阴道， 用一次性消毒棉蘸取阴道下 1 /3 分泌物放入无菌管内立

即送检：A、妊娠 34-37 周孕妇生殖道分泌物:先擦去生殖道内过多的分泌物,将无菌涤纶拭子放置

于殖道低位 1/3 处,沿生殖道壁轻轻旋转取得分泌物:将该采集好分泌物的无菌拭子放回无菌拭子套

管中,密闭送检。B、妊娠 34-37 周孕妇直肠分泌物:再另取一个拭子插入肛门,在肛门括约肌以上约

2-5cm 处沿肠壁轻轻旋转取得标本,将该交集好分泌物的无菌拭子放回无菌拭子套管中,密闭送检。  

二、检测样品制备 

1）样本处理：在无菌涤纶拭子管中加入 1mL 清洗液，用震荡器高速震荡 2min 制成标本悬浮液。 

2）取出全部样品放入 1.5mL 离心管中，阴、性质控品制备：瞬时离心后，取 50μL 阴性质控品加

入 15mL 离心管中，混匀上述待测物 13200pm 离心 10min 弃上清。 

3）每管加入 50 uL DNA 提取液荡混匀,100℃干浴 1omin13200pm 离心 10min，得到样本 DNA 模

板。 

三、PCR 扩增 

向准备好的 PCR 反应管中分别加入 5uL 持测样品和质控品，盖紧管盖后瞬时离心，转移至扩增及

产物分析区将准备好的 PCR 反应管放置于 PCR 仪上，编辑标本信息并按下列循环参数进行扩增反

应，程序如下： 

1）UNG 反应：50℃ 2 分钟； 

2）预变性：95℃ 5 分钟； 

3）PCR：（95℃ 15 秒-60℃ 35 秒）45 个循环；60℃时分别检测 FAM 和 HEX 通道荧光信号 

结果  经检测，6438 例孕妇样本中 GBS 阳性 468 例，阳性率为 7.27%，见表 1，表明孕妇中 GBS

阳性率较高。 

表 1 吉林省 6438 例孕妇 GBS 检测统计  

组别 例数 阳性率 

GBS（+） 468 
7.27% 

GBS（-） 5970 

结论  GBS 是孕妇围产期感染的最主要病原菌之一，如不及时治疗可导致孕妇流产及新生儿早发型

感染等，对母亲和新生儿危害极大。且 GBS 在孕妇中的阳性检出率相对较高，因此，应重点加强

孕妇的 GBS 检测， 采取 “早发现、早治疗、早预防” 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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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503 

XRCC3 基因多态性与西北地区妇女乳腺癌的相关性研究 

 
王兰,郭红云,王涛,张永东,周海红,王海涛,杨碎胜,李晓琴,苏海翔 

甘肃省肿瘤医院、甘肃省医学科学研究院 

 

目的  在西北地区，乳腺癌发病率高居不下，发病年龄呈现年轻化的趋势,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是防

治乳腺癌的最佳办法。本研究旨在通过对乳腺癌与健康人群 XRCC3 基因多态性位点的研究，找出

基因多态性与乳腺癌发病的相关性。 

方法  采集 1500 多例乳腺癌患者和正常人群外周血，提取 DNA 后采用高通量芯片检测方法，测定

XRCC3 基因 rs861534, rs861537,rs3212092 and rs861530 相关的四个多态性位点。 

结果  研究显示 XRCC3,rs861534 位点 AA 和 AG 基因型与 GG 基因型比较，统计学差异明显

(p≤0.000.AG: OR : 0.363 95% CI: 0.270-0.489. AA: OR: 0.077 95% CI:0.01-0.576)；XRCC3 

rs861530 中 GG 和 AG 基因型与 AA 基因型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44，OR: 0.787 95% CI: 

0.624-0.993)。 

结论  研究表明在中国西北地区妇女人群中 XRCC3 基因 rs861534 和 rs861530 两个位点的多态性

与乳腺癌的发病有相关性。 

 
 

PU-5504 

HBV 相关肝纤维化病程中 Klotho 蛋白表达及临床意义 

 
聂芳,许颖 

四川省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索 Klotho 蛋白在乙型肝炎肝纤维化中的表达差异，以及与肝功能和肝纤维化指标的相关

性，为非创伤性肝纤维化模型提供新的参数。 

方法  选取 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2 月期间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174 例不同程度肝损伤的慢性

乙型肝炎、68 例肝硬化患者和 77 例健康对照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各项肝功能生化指标，酶

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和磁微粒化学发光法分别检测各组血清中 Klotho 蛋白和透明质酸(HA)

的表达水平，比较对照组和观察组组间测量指标的差异，分析 Klotho 与各项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血清中 Klotho 和 HA 蛋白水平在重度乙肝组和肝硬化组表达升高

（P<0.05）。线性相关性研究表明 Klotho 与 AST、ALP、TBIL、DBIL、TBA 均成正相关

（P<0.05），与 ALB、PA 成负相关（P<0.05），与 ALT、GGT、TP 均无相关性（P>0.05）。并

且，Klotho 和 HA 蛋白在乙型肝炎和肝硬化患者中成明显的正相关(r=0.782, P<0.05)。 

结论  Klotho 在重度慢性 HBV 相关性肝病尤其是乙肝肝硬化中表达明显升高，可能参与了肝纤维化

的病理发病机制，而且它与 HA 的正相关关系预示着它们可能在肝纤维化中发挥着相同的作用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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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505 

PDCA 循环在检验危急值报告管理持续改进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何超 1,韩小梅 2,张磊 1,李伟 1,姚立琼 1 

1.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2.甘肃省人民医院 西院区 

 

目的  探讨 PDCA 循环法在临床检验危急值报告管理持续改进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7 年 7-9 月未实施 PDCA 循环的危急值报告 5979 例，与实施 PDCA 循环后的 2018

年 1-3 月的 5946 份危急值报告相关数据进行比较。 

结果  实施 PDCA 循环管理前，危急值发生率为 2.97%。实施后为 2.71%，较实施前降低，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2=23.7578，p=0.0000）；实施 PDCA 循环管理前有效通报率为 98.81%。实施后为

100%，较实施前增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2121，p=0.6451）；实施 PDCA 循环管理前

危急值通报时限合格率为 35.61%。实施后为 55.70%。较实施前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80.6010，p=0.0000）。 

结论  应用 PDCA 循环管理法不仅能发现和纠正检验危急值报告制度和流程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还能发现新问题，从而促进危急值报告质量管理的持续改进。 

 
 

PU-5506 

多项指标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与巨幼细胞性贫血 鉴别诊断中的意义 

 
袁雪,许颖 

四川省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比对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MDS）和巨幼细胞性贫血(MA)患者外周血生化、发光免疫及

常规各项指标，评估其在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和巨幼细胞性贫血鉴别诊断中的意义。 

方法  对 43 例 MDS 患者和 31 例 MA 患者的血常规、铁蛋白、叶酸、维生素 B12 及肝功、肾功、

血脂、电解质等实验室指标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RBC、MCV、SF、FA、VitB12、GGT、ALP、ALB、GLB、T-BIL、DBIL、Hcy 和 Fe 对

MDS 和 MA 的鉴别诊断有临床意义与参考价值。 

 
 

PU-5507 

肺炎克雷伯菌产 ESBLs 与耐药性分析 

 
王丹,许颖 

四川省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本院 2017 年 01 月至 2017 年 12 月肺炎克雷伯菌产 ESBLs 的临床分布特点以及耐药

性。 

方法  对 2017 年 0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患者送检的标本进行培养，使

用梅里埃全自动细菌鉴定药敏分析仪对分离出的 433 株肺炎克雷伯菌进行菌种鉴定与药敏试验，并

用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ESBLs）确证实验判定为产 ESBLs 菌株。 

结果  433 株肺炎克雷伯菌中有 156 株产 ESBLs，产 ESBLs 阳性率为 36.03% 。肺炎克雷伯菌主

要来自痰液(254/ 433)，其次是尿液(50/ 433 )。肺炎克雷伯菌对氨苄西林和第一、三代头孢菌素耐

药率高，对碳青酶烯类呈高度敏感，对头孢哌酮/ 舒巴坦、阿米卡星耐药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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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产 ESBLs 肺炎克雷伯菌耐药现象比较严重，多重耐药现象突出，应当引起临床医生的重视，

医院应加强对其耐药性进行监测，提高对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降低细菌耐药率的产生。 

 
 

PU-5508 

辅助 T 细胞亚群相关细胞因子在常见结肠病变中的表达作用研究 

 
范英子,许颖 

四川省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血清中辅助 T 细胞亚群相关细胞因子的检测，初步探究临床常见结肠病变患者的辅助

Th1/Th2/Th17 细胞调节的表达情况。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分别检测 15 例健康体检者、20 例结肠息肉患者和 17 例结肠

炎患者血清中 IL-4、IL-17、IFN-γ 的表达程度。 

结果   结肠息肉组的 IL-4 表达量低于正常对照组，结肠炎的表达量高于正常对照组

（ 0.881±1.478 vs. 1.096±0.132 pg/ml ， P=0.031 ； 0.881±1.478 vs. 1.229±0.323 pg/ml ，

P=0.038）。结肠息肉组和结肠炎组的 IL-17 表达量和正常对照组相比，均无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6.017±1.527 vs. 6.741±1.766 pg/ml ， P=0.293 ； 6.017±1.527 vs. 5.426±1.633 pg/ml ，

P=0.484）。结肠息肉组和结肠炎组的 IFN-γ 表达量和正常对照组相比，均显著升高 

(4.045±1.874 vs. 4.045±1.874 pg/ml ， P=0.049 ； 6.017±1.527 vs. 5.815±2.955 pg/ml ，

P=0.015)。 

结论  和健康人群相比，结肠息肉患者外周血中 Th1 细胞调节活性升高，Th2 细胞的调节活性降

低；结肠炎患者的 Th1 细胞和 Th2 细胞的调节活性均升高，Th17 细胞的调节特异活性在结肠息肉

和结肠炎中患者中不显著。 

 
 

PU-5509 

绿脓杆菌 100 例分布及药敏分析 

 
黄飞,许颖 

四川省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收集研究医院内绿脓杆菌的菌体分布与药敏，为临床正确的诊断与用药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  收集 100 例绿脓杆菌阳性患者的菌体标本，将临床科室以及菌体培养药敏实验结果记录后进

行总结。 

结果  在呼吸道中所取得的绿脓杆菌阳性标本占 81%。绿脓杆菌主要对头孢克肟、氨苄西林、阿莫

西林/克拉维酸、阿莫西林、头孢唑林敏感度较低，对阿米卡星、氨曲南、头孢他啶、环丙沙星、

头孢吡肟、庆大霉素、亚胺培南、左氧氟沙星、美洛培南、妥布霉素、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敏感度

高，对头孢哌酮/舒巴坦、氨苄西林/舒巴坦产生耐药性。 

结论  在细菌培养鉴定中正确熟练的操作，掌握病患在医院内绿脓杆菌感染的普遍药敏情况，做出

准确合格的检验报告，可以正确辅助指导医生对患者的诊治和用药，以及在院内对于绿脓杆菌的感

染进行及早预防。 

星、头孢吡肟、庆大霉素、亚胺培南、左氧氟沙星、美洛培南、妥布霉素、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敏

感度高，对头孢哌酮/舒巴坦、氨苄西林/舒巴坦产生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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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510 

生物安全在检验临床教学中的现状探讨 

 
白巨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目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医学检验专业不断壮大，，从国内外拉陆续发生的实验室感染事件来看，

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国家相关部门对此高度重视先后出台颁布了《实验室生物安全通

用要求》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加强对实验室生物安全的

监管。 

方法  实践观察 

结果  生物安全任重而道远 

结论  规范处理医疗实验垃圾，应对医学实验室进行严格消毒操作，做好生物安全防护，高度重视

生物安全工作。 

 
 

PU-5511 

某海拔 2600 米城市 1900 余名机关事业单位人群体 

检促甲状腺激素检查结果回顾性分析及影响因素探讨 

 
杨敏,许颖 

四川省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对某海拔 2600 米城市 1915 名机关事业单位人群健康体检血清促甲状腺检查结果进行回

顾性分析，探讨影响高海拔地区响清促甲状腺异常表达的因素。 

方法  2017 年 9 月对某海拔 2600 米城市 1915 名机关事业单位人群予以甲状腺功能检查，体检空

腹血清促甲状腺、甲状腺素、三碘甲腺原氨酸、游离甲状腺素、游离三碘甲腺原氨酸指标，分析检

测结果,对影响促甲状腺激素异常表达因素进行探讨。 

结果  检测结果显示高海拔城市 1915 例居民中有血清促甲状腺异常者 321 例，占比 16.76%

（321/1915）。321 例者血清血清促甲状腺较正常者有显著差别，甲状腺素、三碘甲腺原氨酸、游

离甲状腺素、游离三碘甲腺原氨酸与正常者无区别。通过 SPSS21.0 软件分析血清促甲状腺进行分

析，年龄、海拔对血清促甲状腺的影响较大。 

结论  2600 米高原城市人群血清促甲状腺异常上升的概率较高，提示人群中发生甲状腺抗功能减退

的几率较高，对妊娠期妇女应加强甲状腺功能监测。值得临床推广和广泛应用。 

 
 

PU-5512 

品管圈在输血科人为因素所致血液报废中的应用 

 
王建,许颖 

四川省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探讨运用品管圈在输血科人为因素所致血液报废中的应用及效果。 

方法  统计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临床人为因素所致血液报废情况，应用品管圈对其进行原因

分析，制定相应的持续改进措施。在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进行持续改进，2017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持续监测，并比较运用品管圈管理前后的血液报废情况。 

结果  通过运用品管圈管理工具，人为因素所致血液报废率较干预前大为下降，悬浮红细胞报废率

由 2.02%下降至 0.53%，血浆报废率由 0.92%下降至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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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运用品管圈管理工具能有效降低人为因素所致血液报废，避免血液资源浪费。 

 
 

PU-5513 

外源性 α1-抗胰蛋白酶对非小细胞肺癌转移 

与侵袭的促进作用研究 

 
杨 敏,许颖 

四川省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α1-抗胰蛋白酶（A1AT）对非小细胞肺癌（NSCLC）转移与侵袭的促进作用。 

方法   向细胞培养液中加入不同浓度 A1AT（0 , 600 , 1 200 , 2 400 ng/mL），采用免疫印迹试验

(Western Blot,WB）和细胞免疫荧光技术（IF）分别检测上皮细胞标志物 E-cadherin、间质细胞标

志物 N-cadherin、Vimentin；采用细胞 transwell 实验和划痕实验检测细胞的转移和侵袭能力。 

结果  A1AT 浓度越高，E-cadherin 表达越低，N-cadherin 和 Vimentin 的表达含量越高，细胞的转

移和侵袭能力越强。 

结论  外源性 A1AT 能够促进 NSCLC 的转移与侵袭。 

 
 

PU-5514 

细菌性血流感染对血小板计数的影响 

 
杨向贵,许颖 

四川省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细菌性血流感染对血小板的影响，为临床细菌性血流感染的诊断、评估和预防治疗提供

依据。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 172 例血培养阳性患者的

临床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172 例细菌性血流感染患者中婴儿患病少，以中老年人为主，男性略高于女性。婴儿培养瓶

报阳时间在 20 个小时无明显差异，中老年人需氧瓶和厌氧瓶报阳时间有差异。血培养报阳当天，

有 22 例患者血小板降低，占总例的 12.79%，其降低幅度不明显，在 0%～10%左右；有 4 例患者

血小板无明显变化，占总例的 2.31%；172 例中，有 146 例患者血小板增高，占总例的 84.9%，

其增高幅度较大，在 20%～40%左右。在血培养报阳 3-6 天后，172 例患者血小板全部降低，并且

严重低于参考值范围。 

结论  大多数婴儿和中老年人细菌性血流感染患者中，其血小板有先增高后降低的趋势，可以为临

床对细菌性血流感染的诊治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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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515 

血浆 lncRNA T350772 作为 

老年性白内障生物标志物的初步研究 

 
白婷婷,许颖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血浆中长链非编码 RNA T350772 在老年性白内障患者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应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 7 例白内障患者与 7 例健康对照血浆中 LncRNA T350772 的

表达，并采用 SPSS16.0 进行 t 检验分析有无统计学差异。 

结果  lncRNA T350772 在白内障患者和正常对照组血浆中的表达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lncRNA T350772 可能不是老年性白内障发病的危险因子，不能成为潜在的老年性白内障筛

查的分子标志物。 

 
 

PU-5516 

脂肪酶交叉污染在日立 7600 生化仪 P 模块的解决方案 

 
钱晗,许颖 

四川省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排查日立 7600 生化仪 P 模块上脂肪酶(LPS)在干扰项目通道后出现矛盾结果的原因及对策。 

方法   在干扰项目(C 反应蛋白)后各设定脂肪酶通道，比较单独测定与干扰项目同时测定 20 例新鲜

血清脂肪酶结果差异；增加特殊清洗后，比较单独测定与干扰项目同时测定 2O 例新鲜血清脂肪酶

结果差异。 

结果  与干扰项目同时测定，干扰项目后脂肪酶结果与单独测定脂肪酶结果比较，组间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01)，增加特殊清洗后，干扰试剂后脂肪酶与单独测定脂肪酶结果比较，组间无统

计学差异(P=0.54)。 

结论  通过对试剂针设置特殊清洗程序，可以有效地解决脂肪酶的交叉污染问题。 

异；增加特殊清洗后，比较单独测定与干扰项目同时测定 2O 例新鲜血清脂肪酶结果差异。 

 
 

PU-5517 

自贡地区健康成人血清胃泌素-17 参考区间的调查研究 

 
刘孝桢,杨洁 

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初步调查研究性别、年龄对血清胃泌素-17（gastrin17，G-17）的影响，分层建立自贡地区

健康成人血清 G-17 的参考区间。 

方法  选择 2017 年 1 月 1 日到 2018 年 3 月 31 日来四川省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的体检人员，从中

选出 3740 名表观健康的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检测其血清 G-17

水平，并进行相应统计学处理。 

结果  3740 名表观健康人血清 G-17 水平呈现偏态分布，故采用百分位数法来制定参考区间。男、

女性之间血清 G-17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是部分年龄组之间（青年组与中年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故需按年龄分组建立参考区间（G-17：18~44 岁为 0.31-

18.15 pmol/L，≥45 岁为 0.42-28.64 p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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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自贡地区表观健康成人血清 G-17 水平与性别无关，但与年龄相关，根据该因素初步建立适

合本地区表观健康人群的血清 G-17 的参考区间。 

 
 

PU-5518 

TGF-β-mediated exosomal lnc-MMP2-2 regulates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lung cancer cells to the vasculature by 

promoting MMP2 expression[] 

 
Dongming Wu, Shi-hua Deng,Ying Xu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engdu Medical College， Chengdu， Sichuan 

 
Objective Previous studies indicated that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TGF)-β-mediated exosomal 
microRNAs (miRNAs) regulate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lung cancer cells; however, whether 
and how TGF-β-mediated exosomal long-noncoding (lnc) RNAs regulat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lung cancer cells remains unclear. 
Methods Here, co-culture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TGF-β pretreatment increased the metastatic 
potential of lung cancer cells and their vascular permeability. Furthermore, we found that TGF-β-
mediated exosomes, as carriers of intercellular communication, regulated lung cancer invasion 
and vascular permeability. Transcriptional analysis also revealed that lnc-MMP2-2 was highly 
enriched in TGF-β-mediated exosomes and might function by increasing the expression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MMP)2 through its enhancer activity, with ectopic expression and silencing 
of lnc-MMP2-2 affecting lung cancer invasion and vascular permeability. Additionally, lnc-MMP2-2 
and MMP2 expression was assessed semi-quantitatively, and tissue-specific correlations 
between lnc-MMP2-2 and MMP2 expression were evaluated. 
Results Here, co-culture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TGF-β pretreatment increased the metastatic 
potential of lung cancer cells and their vascular permeability. Furthermore, we found that TGF-β-
mediated exosomes, as carriers of intercellular communication, regulated lung cancer invasion 
and vascular permeability. Transcriptional analysis also revealed that lnc-MMP2-2 was highly 
enriched in TGF-β-mediated exosomes and might function by increasing the expression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MMP)2 through its enhancer activity, with ectopic expression and silencing 
of lnc-MMP2-2 affecting lung cancer invasion and vascular permeability. Additionally, lnc-MMP2-2 
and MMP2 expression was assessed semi-quantitatively, and tissue-specific correlations 
between lnc-MMP2-2 and MMP2 expression were evaluated.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exosomal lnc-MMP2-2 might regulate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lung cancer cells into the vasculature by promoting MMP2 expression, suggesting 
this lncRNA as a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 and predictive marker of tumor metastasis in lung 
cancer. 
 
 

PU-5519 

Peripheral BloodCircRNAProfiles Serve as Novel 
Biomarkers for HBV Infection and Diagnosis of HBV-

Positive Hepatocarcinoma 

 
Hongfei Du,Ying Xu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engdu Medical College， Chengdu， Sichuan 

 
Objective Hepatitis B virus (HBV) infection and hepatitis B virus (HBV)-positiv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are common in china. However, the diagnosis of HBV-positive HCC presents a 
great challenge because of a lack of biomarkers. Circular RNAs (circRNAs) emerge as a 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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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of RNAs that can be served as biomarkers in clinical blood samples. So, in this study, we 
experiment the hypothesis that expression profiles of circRNA in peripheral bloodcan act as 
biomarkers for diagnosis of HBV infection and HBV-positive HCC. 
Methods Then, we firstly tested a strategy of initial screening by ArraystarcircRNA chip,confirmed 
with the real-time quantitative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 in 360 
subjects (150 controls and 100 HBV-, 30 hepatitis C virus (HCV)-, and 80 HCC-affected 
cases).Secondl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was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the 2 circRNAs. 
Results We successfully got 2 circRNAs that wer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in HBV peripheral 
blood in comparison withcircRNA expression profiles in control peripheral blood. Furthermore, 
this 2-circRNA–based biomarker could accurately discriminate not only HBV cases from controls 
and HCV cases, but also HBV-positive HCC cases from control and HBV individuals.Interestingly, 
ROC curve analysis showed that circRNA has significant value for HBV infection and HBV-
positive HCC diagnosis. 
Conclusions In all, our investigationidentifies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peripheral 
bloodcircRNA profiles can act as novel biomarkers for HBV infection and HBV-positive HCC 
diagnosis. 
 
 

PU-5520 

Long non-coding RNA, TUBA4B, as a prognostic biomarker 
in various cancers: A meta-analysis based on the Gene 

Expression Omnibus database and Literature 

 
Ting Zhang,Ying Xu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engdu Medical College， Chengdu， Sichuan 

 
Objective Recent studies have reported the importance of tubulin alpha 4b (TUBA4B), a long 
non-coding RNA, in the development of several cancers; however, studies on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are rare. In the present meta-analysis, we investigated whether TUBA4B can be 
used as a prognostic biomarker in human cancers. 
Methods  A comprehensive search was performed in PubMed, Embase, Web of Science, and 
the Gene Expression Omnibus databases. Hazard ratios from individual studies were calculated 
and pooled using a random-effects or fix-effects model. The pooled hazard ratio (HR) with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TUBA4B. Additionally, a sensitivity 
analysis and Begg’s test were conducted.  
Results We found that TUBA4B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overall survival (OS) (HR = 1.33, 
95% CI: 1.16–1.52, P=0.000),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HR = 1.25, 95% CI: 1.06–1.48, 
P=0.007), and recurrence-free survival (RFS; HR = 1.42, 95% CI: 1.26–1.60, P=0.000). In 
addition, TUBA4B was a risk factor for lung cancer (HR = 1.24, 95% CI: 1.03–1.49, P=0.021), 
colon cancer (HR = 1.67, 95% CI: 1.02–2.74, P=0.042), breast cancer (HR = 1.52, 95% CI: 1.10–
2.12, P=0.012), and ovarian cancer (HR = 1.67, 95% CI: 1.18–2.36, P=0.004). A subgroup meta-
analysis based on data resource, sample size, region, patient numbers, and tumor type was 
further performed. Our meta-analysis revealed that tumor tissues with low levels of TUBA4B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hort OS, DFS, and RFS in cancer patients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findings suggest that TUBA4B can be a novel biomarker for the 
prognosis of various can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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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521 

Integrated analysis reveals overexpression of lncRNA 
SNHG1 predicts a poor prognosis and promotes 

metastasis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Shihua Deng,Ying Xu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engdu Medical College， Chengdu， Sichuan 

 
Objective  Recent studies have prov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 
SNHG1 (small nucleolar RNA host gene 1 ) in multiple cancer development, while studies of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is rare. 
Methods Our present study performed a meta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SNHG1 can be 
served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prognosis in human cancers. The eligible studies were 
collected by searching online databases (PubMed, Embase and Web of Science databases) and 
GEO databas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xpression levels of SNHG1 and overall survival (OS),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and recurrence-free survival (RFS) is analyzed. Further subgroup 
meta analysis based on data resource, sample size, region, No. of patients and tumor type was 
proformed. Based on the high morbidity and high mortality of lung cancer, contribution 
of migration to mortality in tumor patients and regulation function of EMT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metastasis. We further concentrated on overexpression and interference of 
SNHG1 to research the function in metastasis and EMT in NSCLC cells.  
Results Our meta analysis showed that tumor tissue high expression level of SNHG1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horter OS and RFS in cancer patients.  
Conclusions Overall, our meta analysis results suggested that SNHG1 can be a novel biomarker 
for prognosis in human cancers and promotes metastasis by increasing EMT in NSCLC cells. 
 
 

PU-5522 

High TUBA1B expression indicates favorable prognosis in 
lung cancer 

 
Xueli Pang,Ying Xu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engdu Medical College， Chengdu， Sichuan 

 
Objective Lung cancer is one of the leading causes of cancer deaths worldwide.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lung cancer progression and to develop clinically useful 
biomarkers for the disease.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possible involvement of a-tubulin1b 
(TUBA1B) in lung cancer pathology. 
Methods Immunohistochemistry (IHC) analysis in a tissue microarray (TMA) containing 90 lung 
cancer cases were performed to examine TUBA1B expression. Survival analyses by Kaplan-
Meier curve were performed to describe the overall survival of 90 lung cancer patients.Blood 
were collected from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before, during therapy and 
in the follow-up period). TUBA1B levels were determined in the serum of patients and healthy 
donors by ELISA. 
Results The results specified that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TUBA1B protei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lung cancer tissues than that in matched non-cancerous tissues in IHC analysis . The 
IHC data indicated that the TUBA1B expression in lung cancer was statistically correlated with T 
category(p=0.001).Kaplan-Meier method suggested TUBA1B protein expression (p = 0.027) , T 
category(p=0.014) and TNM stage (p = 0.041)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overall 
survival of lung cancer patients.TUBA1B levels in serum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lung cancer 
patients compared to healthy human volunteers.Following surgery and radiotherapy TUBA1B 
levels dropped in patients without tumor relapse in the follow-up period.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924 

 

Conclusions The data indicated the differentiate expression of TUBA1B in lung cancer and 
matched non-cancerous tissues. TUBA1B may be used as a valuable prognostic biomarker for 
lung cancer patients. 
 
 
 

PU-5523 

Decreased lncRNA PANDAR expression predicts poor 
prognosis and promotes metastasis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Dongming Wu,Ying Xu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engdu Medical College， Chengdu， Sichuan 

 
Objective Recent studies have confirm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 
in cancer development.  
Methods In our present study, we performed a meta-analysi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lncRNA 
promoter of CDKN 1A antisense DNA damage activated RNA (PANDAR) might serve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prognosis in human cancer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NDAR expression levels and overall survival (OS),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or 
clinicopathological parameters was analyzed. To validate the results of meta-analysis, in situ 
hybridization of PANDAR in NSCLC, colon cancer, and liver cancer was performed.  
Results Meta-analysis showed that high expression level of PANDAR in tumor tissue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horter OS in patients with cancer except in those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Increased PANDAR expression level correlated with shorter DFS in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nd gastric cancer, and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umor stage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in patients with non-NSCLC cancer. Consistent with 
meta-analysis findings, we observed that PANDAR is significantly expressed at low levels in 
NSCLC compared with normal lung tissue. Further experiments also demonstrated that 
PANDAR inhibits metastasis by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in NSCLC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ANDAR may have a distinct function in NSCLC 
compared with other cancer types. 
 
 

PU-5524 

SP1-induced lncRNA-ZFAS1 contributes to colorectal 
cancer progression via the miR-150-5p/VEGFA axis 

 
xiaoxiang chen2,1,Kaixuan Zeng2,Mu Xu2,Xiangxiang Liu2,Shukui Wang2 

1.Medical School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Nanjing First Hospital，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Increasing long noncoding RNAs(lncRNAs) have been reported to play key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various malignancies. ZNFX1 antisense RNA1(ZFAS1) has 
been reported to be aberrant expression and suggested as a tumor suppressor or oncogene in 
many cancers. However, the biological role and underlying molecular mechanism of ZFAS1, 
especially the miRNA sponge role of which in colorectal cancer(CRC) remain largely unknown.  
Methods 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 database was performed to detect dysregulated 
lncRNAs between CRC tissu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adjacent normal tissues(ANTs), qRT- 
PCR was employed to evaluate the levels of ZFAS1, miR-150-5p and VEGFA mRNA expression 
in CRC tissues and cell lines. CCK-8, colony formation, wound-healing, transwell chamber and 
tube formation assays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effects of ZFAS1 on CRC cell prolif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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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ion, invasion and angiogenesis, respectively. In vivo tumor growth and metastasis were 
conducted in nude mice, and in vivo tumor angiogenesis was conducted using chicken 
chorioallantoic membrane model. 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FISH), ChIP, RIP, luciferase 
reporter and western blot were employed to detect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Results ZFAS1 expression was higher in CRC tissues, where it was associated with poor overall 
survival, we also revealed that ZFAS1 upregulation was induced by nuclear transcription factor 
SP1. To detect the subcellular location of ZFAS1, qRT–PCR and FISH results both indicated that 
lncRNA-ZFAS1 mainly located in the cytoplasm. Moreover, ZFAS1 and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A (VEGFA) are both targets of miR-150-5p, while ZFAS1 binds to miR-150-5p in an 
AGO2-dependent manner. ZFAS1 was postively correlated with VEGFA, while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miR-150-5p in CRC tissues. Additionally, ZFAS1 upregulation markedly promoted 
as well as ZFAS1 knockdown significantly suppressed CRC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invasion 
and angiogenesis, and the inhibitory effect caused by ZFAS1 knockdown could be reversed by 
antagomiR-150-5p. Lastly, we demonstrated that ZFAS1 knockdown inhibited EMT process and 
inactivated VEGFA/VEGFR2 and downstream Akt/mTOR signaling pathway in CRC. 
Conclusions ZFAS1 expression was found to be increased in CRC cells and tissues, and was 
activated by transcription factor SP1. We also observed that ZFAS1, acting as a miR-150-5p 
sponge, promoted tumor growth, metastasis and angiogenesis in CRC. Furthermore, we verified 
that ZFAS1 knockdown inhibited EMT process and inactivated VEGFA/VEGFR2/Akt/mTOR 
signaling pathway in CRC. Our data will provide new insights into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CRC progression and suggested that ZFAS1 might serve as a potential prognostic biomarker and 
a promising therapeutic target for CRC. 
 
 

PU-5525 

乳糜标本三种处理方法对测定纤维蛋白原结果的影响 

 
孙仟,曹永献,蔡会欣,郝迁,孙洋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乳糜标本三种不同处理方法对纤维蛋白原结果的影响。 

方法  加入不同浓度脂肪乳注射液的临床标本混合血浆分别用三种方法处理后在 SYSMEX CA-

7000 全自动血凝仪上测定纤维蛋白原，并对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以偏差低于 10%为标准，稀释组和低速离心组在脂肪乳浓度≤2 mg/ml 时偏差分别为 5.4%和

4.6%同时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脂肪乳浓度≥3 mg/ml 时二种方法都无法测定出结

果，常温高速离心组在脂肪乳浓度≤20 mg/ml 时偏差为 2.34%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脂肪乳浓度≥30 mg/ml 时偏差为 10.1%结果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含脂肪乳标本不同的处理方法中常温高速离心法较其他二种方法更能去除脂肪乳对纤维蛋白

原测定结果的影响。 

 
 

PU-5526 

广东潮汕地区宫颈液基细胞学异常女性 HPV 感染及亚型分析 

 
罗佳媛 

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宫颈癌是全球女性第三大常见恶性肿瘤。我国女性宫颈癌的发病率约为 8.7/10 万，呈现一定

的地理变化差异。潮汕地区是广东沿海食管癌高发区。课题组先前研究发现潮汕地区女性中具有相

对较高的 HPV-58 以及-52 亚型的感染。本研究拟描述潮汕地区宫颈液基细胞学异常女性中 HPV 感

染及其亚型的分布特征，为潮汕地区女性选择 HPV 疫苗提供一个更可靠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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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汕头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3 年至 2017 年期间接受宫颈液基细胞学细胞检查为异

常的女性其 HPV DNA 分型数据，分析 HPV 亚型在不同细胞学类型中的分布频率与特征。  

结果  共有 1162 例宫颈液基细胞学异常女性 HPV DNA 分型数据被收集。宫颈细胞学异常女性中

HPV 感染率为 48.8%，最常见的 HPV 型别是 HPV 52 占 10.93%，其次是 HPV-16 和 HPV-58，感

染率分别为 10.76%和 10.50%。进一步的 HPV 亚型与液基细胞学类型关联分析发现，HPV-52 亚

型在 ASC-US 中感染率最高。该人群中复合感染率为 16.09%，其中最常见的复合感染是 HPV-

52/58，占复合感染的 9.1%。 

结论  本研究系统描述了 HPV 感染及其亚型在潮汕地区宫颈细胞学异常的女性中的分布规律与特

征，证实了潮汕地区宫颈细胞学异常的女性 HPV-58 和-52 亚型感染率，为引入同时可针对 HPV-

52 和 HPV-58 的 9 价疫苗提供了直接证据。 

 
 

PU-5527 

p53-induced miR-1249 suppresses tumor progression by 
targeting VEGFA and HMGA2 in colorectal cancer 

 
xiaoxiang Chen,Kaixuan Zeng,Mu Xu,Xiangxiang Liu,Shukui Wang 

Nanjing First Hospital，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microRNAs(miRNAs) are important class of functional regulators involved in human 
cancers development, including colorectal cancer( CRC).Exploring aberrantly expressed miRNAs 
may provide us with new insights into the initi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RC by functioning as 
oncogenes or tumor suppressors.The aim of our study is to discover the expression pattern of 
miR-1249 in CRC and investigate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as well as biological role in CRC 
progression. 
Methods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and qRT-PCR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miR-1249 in CRC tissues and cell lines. EdU, CCK-8, Wound healing , transwell and HUVECs 
tube formation assays were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miR-1249 on CRC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invasion and angiogenesis in vitro, nude mouse 
xenograft , tain vein injection and chicken chorioallantoic membrane(CAM) model were used to 
observe CRC growth, metastasis and angiogenesis in vivo.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ChIP) ,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western blot, immunohistochemistry(IHC) 
and immunofluorescence(IF) staining were fulfilled to explore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miR-
1249 in CRC. 
Results MiR-1249 was found to be markedly downregulated in CRC tissues and cell lines. Low 
expression of miR-1249 was negatively related to pN stage, pM stage,TNM stage and overall 
survival(OS). Moreover, we found that miR-1249 was a 
direct transcriptional target of P53 and revealed that P53-induced miR-1249 inhibited tumor 
growth, metastasis and angiogenesis in vitro and vivo. Additionally, we verified that miR-1249 
suppressed CRC proliferation and angiogenesis by targeting VEGFA as well as inhibited CRC 
metastasis by targeting both VEGFA and HMGA2. miR-1249 was also found to be reversely 
correlated with VEGFA and HMGA2 in CRC tissues.Further studying showed that miR-1249 
suppressed CRC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invasion and angiogenesis via VEGFA-mediated 
Akt/mTOR pathway as well as inhibited EMT process of CRC cells by targeting both VEGFA and 
HMGA2. 
Conclusions Our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P53-induced miR-1249 may suppress CRC growth, 
metastasis and angiogenesis by targeting VEGFA and HMGA2, as well as regulate Akt/mTOR 
pathway and EMT process in the initi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RC. miR-1249 might be a novel 
the therapeutic candidate target in CRC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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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528 

microRNA-142-3p 在乳腺癌中 

通过靶向调控 RAC1/PAK1 信号通路发挥肿瘤抑制作用 

 
许桃,何帮顺,潘蓓,潘玉琴,孙慧玲,王书奎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南京市第一医院） 

 

目的  微小 RNAs (microRNAs, miRNAs）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现有研究证

实 miR-142-3p 参与多种肿瘤的恶性进展，但是其在乳腺癌中的作用机制尚不清楚。本研究拟通过

检测 miR-142-3p 在乳腺癌中的表达水平和探讨其生物学功能，初步揭示 miR-142-3p 在乳腺癌发

生发展中的分子机制，为乳腺癌的临床治疗提供一个新的靶点。 

方法  收集 6 例 BC 患者癌组织及配对癌旁组织标本、购买 BC 细胞系 MCF-7、MDA-MB-231、

SK-BR-3 及乳腺正常上皮细胞 MCF-10A，运用 RT-qPCR 检测 miR-142-3p 表达量。选择两株 BC

细胞系进行功能实验，将 miR-142-3p mimic 转染到 BC 细胞中使 miR-142-3p 过表达，然后进行增

殖、迁移、侵袭和血管形成实验。利用软件预测 miR-142-3p 潜在下游靶基因，荧光素酶报告基因

验证。靶基因表达水平采用蛋白免疫印迹和免疫组化方法进行检测。利用 Kaplan-Meier plotter 数

据库评估 miR-142-3p 在 BC 患者中的预后情况，运用 Oncomine 和 PROGgene 数据库分析靶基

因表达量及预后。构建裸鼠移植瘤模型，在动物体内观察 miR-142-3p 发挥的生物学作用。 

结果  MiR-142-3p 在 BC 组织和细胞系中表达水平均降低（P < 0.05）。MiR-142-3p 过表达抑制

BC 细胞增殖、迁移、侵袭、血管形成及体内肿瘤生长能力。Ras 相关的 C3 肉毒素底物 1

（RAC1）是 miR-142-3p 的一个下游靶基因，其在 BC 组织和细胞系中均高表达，并且高表达患

者预后较差（P = 0.013）。MiR-142-3p 过表达抑制 RAC1 及 EMT 相关蛋白水平和磷酸化 PAK1

的活性，RAC1 过表达能够逆转 miR-142-3p 的抑癌作用 

结论  MiR-142-3p 在 BC 中可以通过靶向调控 RAC1/PAK1 信号通路发挥肿瘤抑制作用。 

 
 

PU-5529 

A regulatory circuit of ESRP1/circANKS1B/miR-148a/152-
3p/USF1 contributes to breast cancer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by inducing TGF-β1-mediated 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 

 
kaixuan zeng,Shukui Wang 

Nanjing First Hospital，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Recent studies indicate that circular RNA (circRNA)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cancer 
progression. However, its involvement in breast cancer remains unclear.  
Methods Here, by using RNA-sequencing (RNA-seq) and qRT-PCR, we identified and 
validated that circANKS1B (a circRNA originated from exons 5 to 8 of the ANKS1B gene, 
hsa_circ_0007294) wa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TNBC) compared with non-TNBC tissues and cell lines. Increased 
circANKS1B expression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advanced 
clinical stage and served 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overall survival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Functional studies revealed that circANKS1B promoted breast cancer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by inducing epithelial-to-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Results Mechanistically, circANKS1B abundantly sponged miR-148a-3p and miR-152-3p to 
increase the expression of transcription factor USF1, which could transcriptionally up-regulate 
TGF-β1 expression, resulting in activating TGF-β1/Smad signaling to promote EMT. More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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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found that circANKS1B biogenesis in breast cancer was promoted by splicing factor ESRP1, 
whose expression was also regulated by USF1. 
Conclusions Collectively, our data uncover an essential role of the novel 
ESRP1/circANKS1B/miR-148a/152-3p/USF1 feedback loop in TGF-β1-mediated EMT and 
metastasis of breast cancer, and demonstrate that therapeutic targeting of this loop may better 
prevent breast cancer metastasis. 
 
 

PU-5530 

microRNA-485-5p Functions as a Tumor Suppressor in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by Targeting CD147 

 
yu qin pan,Xiuxiu Hu,Shukui Wang 

Nanjing First Hospital，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miR-485-5p in 
colorectal cancer and its effect on the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invasion and apopto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and to verify whether CD147 is miR-485 -5p target gene. 
Method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miR-485-5p in colorectal 
cancer and its effect on the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invasion and apopto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and to verify whether CD147 is miR-485 -5p target gene. 
Results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signature of miR-485-5p in CRC progression, we first 
performed qRT-PCR analysis in 41 clinical tumor samples and matched adjacent tissues. The 
data showed that miR-485-5p expression in CRC tissues obviously decreased compared to the 
paired adjacent tissues (P<0.001). miR 485-5p was also cut down in the invasive CRC cells DLD-
1 and SW480 compared to normal cells FHC(P<0.01). For elucidating the biological role of miR-
485-5p in CRC progression, its mimic were transfected into both DLD-1 and SW480 cells. In 
addition, miR-NC was used as control group. After transfection for 48 hours, performing qRT-
PCR monitored the efficiency of transfection. As expected, miR-485-5p expression was obviously 
enhanced in miR-485-5p mimics-transfected group compared with miR-NC-transfected group 
(P<0.001).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ing cells, we noticed that CRC cells in miR-485-5p mimics-
transfected group proliferated slower than that in miR-NC-transfected group. Consequently, CCK-
8 assays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miR-485-5p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CRC cell lines. In 
the experiment, mimic or mimic-NC was transfected into DLD-1 and SW480 for 0, 24, 48, 72 and 
96 h, and the final results testified to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miR-485-5p in CRC cell proliferation 
as observed. Next, Transwell assays were carried out to analyze the role of miR-485-5p in CRC 
cells migration and invasion. The number of migrated DLD-1, SW480 cells and the number of 
invaded DLD-1, SW480 transfected with mimic were obviously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their 
controls (p<0.05), which suggested that experimental up-regulation of miR-485-5p inhibited the 
invasive ability and migratory ability of DLD-1 and SW480 cells. We used flow cytometry to 
conduct cell apoptosis assay and revealed that the apoptotsis rate of DLD-1 and SW480 cells 
with mimic-transfection was 12.7% and 24.4% at post-transfection 48 h respectively, while the 
apoptosis rate of DLD-1 and SW480 cells with miR-NC-transfection was 7.5% and 8.6% 
respectively (P<0.05), which suggested that up-regulated miR-485-5p obviously facilitated DLD-1 
and SW480 cell apoptosis. MicroRNA. org (http://www. microrna. org/) and miRDB (http://mirdb. 
org/) were employed to predict target genes of miR-485-5p and found CD147 might be targeted. 
The qRT-PCR assays and western blot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CD147 protein content was 
obviously reduced in CRC cells with miR-485-5p mimic transfection which suggested that miR-
485-5p inhibited CD147 protein expression. To verify whether miR-485-5p targeted CD147 
directly, a dual-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was performed. The recombination plasmids pmirGLO-
CD147-3′-UTR-Wt or pmirGLO-CD147-3′-UTR-Mut were transfected into 293 cells along with 
mimic or mimic-NC respectively. As expected, mimic and pmirGLO-CD147 3′-UTR -Wt co-
transfection resulted in a 42. 3% decrease of the luciferase activity compared to the other 
controls(P<0.01). Data from the rescue experiment also showed that CD147 partially restor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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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miR-485-5p on the biological functions of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such as proliferation, 
invasion, migration and apoptosis. 
Conclusions In colorectal cancer, miR-485-5p functions as a tumor suppressor gene and can 
inhibit the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as well as promote cell 
apoptosis through CD147, which has potential value as gene therapy. 
 
 

PU-5531 

Circulating miR-1290 and miR-320d as novel diagnostic 
biomarkers of human colorectal cancer 

 
xiangxiang liu,Bei pan,Bangshun He,yu qin Pan,Huiling Sun,Shukui Wang 

Nanjing First Hospital，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lack of screening methods with high diagnostic utility leads to colorectal cancer 
(CRC) patients usually diagnosed in advanced stages which results in high mortality. This study 
aimed to identify novel circulating miRNAs as biomarkers for the early detection of CRC. 
Methods Total 295 sample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First, two dysregulated candidate 
miRNAs were selected after integrated analysis of four GEO datasets. Then, the expression of 
these two miRNAs in plasma samples were tested through qRT-PCR. Training phase and 
validation phase were designed to verify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these two miRNAs using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analysis. 
Results  After integrated analysis of GEO datasets, we discovered miR-1290 and miR-320d were 
dysregulated in colorectal adenoma and adenocarcinoma tissues, and circulating miR-1290 and 
miR-320d in CRC patients were tumor-derived. Thereafter, circulating miR-1290 and miR-320d 
were selected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ir potential for early diagnosis of CRC. Plasma miR-1290 
expression could differentiate adenoma and CRC patients from healthy controls with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0.78 and 0.88. Similarly, plasma miR-320d expression could discriminate 
adenoma and CRC patients from healthy controls with AUC of 0.74 and 0.81. 
Conclusions Circulating miR-1290 and miR-320d are novel promising biomarkers for early 
diagnosis of CRC 
 
 

PU-5532 

2015 年-2017 年山西省微生物药敏试验室间质评结果分析 

 
马斌国 

山西省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通过全省临床微生物药敏试验室间质评,规范药敏试验选药方法，提高药敏试验水平和质量。 

方法  通过向参加本省微生物室间质评的实验室发放质控菌株,要求实验室依据给定临床信息按照规

定的时间鉴定质控菌株，并要求每次对 5 号质控菌株进行药物敏感试验，对回报的鉴定与药敏结果

进行统计、分析及评价。 

结果  2015 年-2017 年 6 个菌株药敏试验基本按照 CLSI 标准选择抗菌药物，药敏试验合格率平均

达 90%。 

结论  临床微生物药敏试验的质量控制亟待规范与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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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533 

临床检验不合格标本原因分析及改进 

 
费阳,王旭,袁旭,熊志刚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利用质量指标，为改进临床标本检验前质量提供方向。 

方法   利用实验室信息系统（LIS）收集武汉同济医院检验科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31 日接收的不同

病区各类标本信息，记录期间退回的全部住院不合格标本的标本类型、检验目的、病人病区以及退

回原因。计算不同病区不同原因的不合格标本率。 

结果  期间共接收住院标本 195543 个，其中 442 个（不合格标本率为 0.226%，4.4σ）由于抗凝标

本凝集（195，0.19%，4.4σ），标本送检时间错误（66，1.78%，3.6σ），标本量少（52，

0.03%，5σ），标本类型错误（44，0.04%，4.9σ），标本标签错误（20，0.15%，4.5σ），标本

容器错误（15，0.01%，5.3σ）和标本未留取（12，0.01%，5.4σ）等原因被退回。其中，抗凝标

本凝集和采集时间错误标本数最高病区为儿科和 ICU 病房，量少标本数最高病区为 ICU 病房和肾

病内科。标本类型错误数最高为呼吸内科和 ICU 病房。标本标签和容器错误数最高为 ICU 病房。

不同抗凝剂试管凝集率亦不相同，最高为枸橼酸钠 1:4 抗凝管（0.42%），其次为 EDTA-K2 抗凝

管（0.24%）。 

结论  质量指标作为一项实用工具，能帮助临床实验室寻找检验前差错和改进质量。本实验室标本

送检时间错误数和错误率均较高，且西格玛水平较低，需要重点进行改进，而此项指标并未设置在

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 15 项质量指标中。因此，实验室除了参考国家发布的指标外，更应个性化

设置自己的质量指标体系，每月或每季度进行总结并及时反馈，从而快速高效的改进质量。 

 
 

PU-5534 

益生菌、益生元对慢性肾脏疾病治疗的研究进展 

 
杨波 

甘肃省兰州市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目的  益生菌是近些年来的研究热点，其对人体的有益作用越来越被关注，其在治疗众多疾病上有

显著效果，本文将分析和总结益生菌对慢性肾脏疾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方面的重要

影响 

方法  益生菌通过黏液层、上皮层、肠相关淋巴组织这三个层次对肠道进行作用，并且增加黏液和

上皮细胞紧密连接以及上皮细胞的存活力来增强肠道屏障，而且又可以发挥营养作用。 

结果  在益生菌对 CKD 的影响中，益生菌、益生元和合生元可以降低尿毒症毒素，也可以减少免疫

炎症的反应，提高肾功能和生活质量。益生菌组合剂量、益生菌与益生元组合方式都会影响益生菌

制剂的效果，并且个体肠道的差异以及抗生素的使用等也都对实验有影响。 

结论  本综述包括了益生菌对 CKD 的潜在作用机制和研究方法的进展，对以后精准医疗模式下防治

CKD 提供新的思路和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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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535 

临床实验室“一对一”挂靠临床沟通制度效能评价 

 
程碧珍,张俏忻,蔡应木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目前我国现行医疗管理体制中存在各科室间分工明确，独立性较强，使得医院临床科室与实

验室之间，临床医护人员与检验技术人员之间相互交流、沟通、学习、指导和咨询等方面严重不

足，妨碍了临床诊疗水平的提高，并最终影响患者的医疗获益。因此，我科在实验室与临床科室沟

通的探讨中，首次使用检验人员与临床科室“一对一”挂沟制度，为实验室与临床科室的沟通开辟了

一条快速通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方法  本科室向各个临床科室委派一名联络员负责与临床医护人员进行沟通；联络员调查内容涵盖

所有与检验科有关任何事务，主要内容有检验单的质量、错误类型及其他相关的检验单质量问题；

调查临床迫切需要开展及预计开展的新或特殊检验项目；临床有检验项目临床意义的疑问等问题；

检验科需要提高的各种项目等。 

每月联络员下临床进行科室调查沟通，沟通后需填写《临床沟通调查表》。 

收集我科 2015 年 5 月到 2018 年 5 月共 36 个月的《临床沟通调查表》1512 份，全面覆盖我院 42

个临床科室。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沟通效能评价：医生或护士的满意度；不合格标本率；不合格

样本返回率、临床投诉解决时间、新项目推广速度等。 

结果  医生或护士的满意度从 83%提高至 95，主要不满意原因为少数临床所需项目开展不及时；不

合格标本率从 83%提高至 95%；不合格样本返回率达 100%、临床投诉大幅度减少。 

结论  临床实验室“一对一”挂靠临床沟通制度有效地打开了实验室与临床沟通的大门，形成了沟通

到位、沟通有效的良好基础。对规范实验室咨询服务工作，提高服务水平，增强服务能力，满足用

户的需求起到了积极地影响。 

 
 

PU-5536 

糖尿病前期新的标志物及预防 

 
蔡小玲 

兰州军区总医院 

 

目的  发现新的干预糖尿病前期的标志物 

方法  糖尿病前期是诊断糖尿病的先兆阶段，糖尿病前期的患者往往不会有糖尿病的迹象，但血糖

水平会高于正常水平，一般空腹血糖水平会升高至 5.6-6.9mmol/L,或糖化血红蛋白 HbA1c 为

5.7%-6.4% [5] 。糖尿病前期是介于正常血糖和糖尿病之间的一种代谢状态，包括空腹血糖受损

（Impaired Fasting Glucose，IFG）、糖耐量受损（Impaired Glucose Tolerance，IGT）以及

IFG 合并 IGT,但是这些达不到诊断糖尿病所需的标准，所以大多数人不会意识到自己处于糖尿病前

期阶段。糖尿病前期已经发生代谢的改变，是 2 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等疾病发展的重要危

险因素,其中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IR）的增加和胰岛 β 细胞功能的降低都促进了糖尿病

前期向糖尿病的进程，但胰岛素抵抗的纵向变化是主要的因素[5-7]。 

结果 常用的诊断和辅助诊断糖尿病的标志物如糖化血红蛋白（HbA1c），果糖胺（fructosamine）

和糖化白蛋白（glycated albumin）等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某些临床情况下有不确定性，包括敏感

性和特异性。所以探索新的能更准确的反映出糖尿病前期的生物标志物对防止随后进展为糖尿病非

常重要[10]。根据报道，新的检测标志物如巨噬细胞炎症因子 MCF-1 [11]、IL-22 [12]、miR-148[13]和

miR-222[14]等与糖尿病前期发展为糖尿病的的过程呈相关性，有助于预测糖尿病的发展 

http://jck.39.net/jiancha/huaxue/bian/4e7e1.html
http://dc.39.net/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932 

 

结论  发现接头蛋白 DOK1（docking protein 1）也是在糖尿病前期发病过程中是差异显著下调的基

因，该基因可通过 Dok1/ERK/PPARγ 信号通路参与脂肪代谢和游离脂肪酸的变化，进而引起胰岛

素抵抗，这也将会是用基因治疗糖尿病前期研究中的新的发现 

 
 

PU-5537 

基于作业成本法的虚拟实验室成本核算 

 
邵文琦,王蓓丽,郭玮,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介绍上海市公立医疗机构开展成本核算工作现状，提出推进公立医疗机构成本核算的政策建

议。 

方法  以检验科作为试点科室，利用基于作业成本法的虚拟实验室进行成本核算。 

结果  相较全成本核算，基于作业成本法的虚拟实验室成本核算以“作业”为单位，能更好的评估实

际检测成本。 

结论  通过建立完善的公立医疗机构成本核算体系、开展项目成本核算试点、为医院的成本核算和

管理控制提供帮助，令医院在满足百姓医疗服务需求，提高自身的社会知名度和经济效益的同时降

低医院的成本支出，提升医院服务效率，从而推动医院管理理念的更新、发展、完善。 

 
 

PU-5538 

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检测联合细胞学检查 

对子宫颈癌前病变筛查的研究 

 
经晶 

吉林金域医院检验所有限公司 

 

目的  评价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检测联合宫颈细胞学检查对宫颈癌前病变筛查的效果及价值。 

方法  自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4 月,对 1000 名妇女进行宫颈癌前病变筛查,所有患者均需接受宫

颈液基细胞学检查、HPV 检查及病理学检查,以病理学检查结果作为确诊标准,分别对单纯宫颈液基

细胞学检查、单纯 HPV 检查及联合宫颈液基细胞学及 HPV 检查的诊断价值进行分析。 

结果  1000 例患者中，182 例患者 HPV 检测为阳性，阳性率为 18.2%，78 例患者细胞学为

ASCUS 及以上病变，其中 ASCUS 为 52 例，宫颈上皮内瘤变 (CIN)Ⅰ级 18 例 ,CIN Ⅱ  5

例,CIN Ⅲ 2 例,宫颈浸润癌 1 例,子宫内膜癌 0 例，细胞学阳性率总体为 7.8%，39 例患者组织学为

阳性病变，组织学宫颈上皮内瘤变(CIN)Ⅰ级 14 例,CIN Ⅱ 10 例,CIN Ⅲ 9 例,宫颈浸润癌 5 例,子宫

内膜癌 1 例，而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检测、细胞学检查均为阳性为 80%，结合组织学对照阳性率

高达 90.5%，因此联合宫颈液基细胞学及 HPV 检查的诊断灵敏度、特异性、准确率均明显高于单

纯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及单纯 HPV 检查。在全国范围内，宫颈癌是女性第四位最常见癌症，全球

每年有近 50 万宫颈癌新发病例，全世界每年约有 29 万人死于宫颈癌,我国约有 3 万人，而导致宫

颈癌的致命因素就是 HPV 感染，所以控制癌前病变则成为了所有女性预防宫颈癌的首要任务。但

单纯 HPV 检测敏感性高，特异性低，单纯细胞学检测也存在假阳性或假阴性的可能，而联合宫颈

液基细胞学及 HPV 检查具有着显著的诊断价值。 

结论  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检测联合细胞学检查对子宫颈癌前病变筛查有着重要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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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539 

CYP2C9 及 VKORC1 基因多态性 

及其对华法林用药剂量影响的相关研究 

 
刘芃菲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中国人群 CYP2C9 和 VKORC1 基因多态性对华法林稳定维持剂量的影响，探讨华法林

用药个体差异显著的原因。 

方法  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符合研究入组标准的 105 例华法林抗凝治疗患者采用 PCR-荧光探针

法检测 CYP2C9* 3 位点和 VKORC1-1639A>G 位点基因多态性，同时记录患者基本信息、华法林

用药剂量及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INR）。 

结果   105 例患者的 CYP2C9 基因多态性检测中，CYP2C9*1/*1 基因型频率为 89.5%，

CYP2C9*1/*3 型为 9.5%，CYP2C9*3/*3 型为 1%；VKORC1 基因多态性检测结果是 VKORC1-

1639AA 基因型占 81.9%，VKORC1-1639GA 型为 17.1%，VKORC1-1639GG 型为 1%。在达到

抗凝指标（国际标准化比值 INR 2.0～3.0）后，CYP2C9*1/*3 与*3/*3 基因型患者平均每日剂量为

（ 2.88±0.92）mg，低于野生型 CYP2C9*1/*1 基因型患者所需的平均每日华法林剂量

（3.93±1.68）m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7）。VKORC1 纯合突变基因型 VKORC1-AA 患者

平均每日剂量为（3.70±1.70）mg，低于杂合基因突变型的平均每日剂量（4.35±1.30）mg，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16）。 

结论  CYP2C9 和 VKORC1 基因型检测对指导中国人群抗凝治疗华法林个体化应用有一定的临床

意义，可以部分解释华法林用药个体差异的原因。 

 
 

PU-5540 

他克莫司个体内变异对预测移植预后的价值 

 
陈瑶,马建军,李亚梅,唐江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他克莫司（Tac）浓度个体内变异度（intra-patient variability，IPV）是指在移植受者 Tac 剂

量保持恒定不变的前提下，Tac 血药浓度在移植受者个体内一段时间内的波动程度。高个体内变异

可能增加患者免疫抑制过度或不足的风险，进而导致长期移植预后不良，移植物失功甚至死亡，本

研究的目的是探讨高 IPV 是否与肾移植受者慢性移植物失功密切相关。 

方法  我们选择了 2009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肾移植中心进行肾移植且在术后

长期随访的肾移植受者共 1167 人，用移植后 7-12 月期间的 Tac 全血浓度计算得到 IPV。设定的结

局（含终点）包括：①移植物衰竭，再移植，（再）开始透析 ，或 eGFR≤15ml / min，晚期

BPAR（指 12 个月后发生），②组织学确定的移植肾小球病，③移植后 12 个月到最后一次随访期

间，血清肌酐浓度加倍，④最后一次随访。分析不同 IPV 组肾移植受者肾脏功能差异，生存时间差

异以及出现慢性移植物失功的情况。 

结果  纳入研究的 1167 位患者中，有 79 位（6.8%）到达了移植物失功的终点。肾移植受者移植后

7-12 月 Tac IPV 平均值为 25.7%；高 IPV 组移植后第 15 个月血清肌酐显著高于低 IPV 组

(P<0.05)，第 15，21，24 个月 eGFR 显著低于低 IPV 组(P<0.05)。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结果显

示：Tac IPV 对肾移植预后的预测有一定作用，但并不显著（0.051，Harzards ratio：1.015，

95%CI：1.000-1.031）。而受者的年龄、性别、移植后 6 时的移植物功能，是移植物存活的独立

预测因子。 

结论  高 Tac IPV 与肾移植受者移植物失功有一定临床相关性，同时高 Tac IPV 是预测肾移植受者

移植后后两年内肾脏功能的重要实验室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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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541 

探讨第三方实验室在未来检验行业的作用 

 
张斌 

吉林金域 

 

目的  探讨第三方实验室在未来检验行业的作用 

方法  随着医检市场的逐步扩大，第三方实验室也迎来了蓬勃的发展，目前全国有大小不等第三方

实验室近千家，承接省市县各级医院及医疗机构的检验外包，很好的填补了医院检验的不足。第三

方实验室在医检服务中有着自身的优势，例如，由于资本的有效运作，大多数第三方实验室都有比

较先进的检验设备，优于市县各级医院，优良的先进的检验设备为检验报告的准确性提供了可靠的

保障。大型的第三方实验室除了招聘社会人才以外，已经开始重视培养自己的人才，比如金域医学

与广州医科大学联合办学，成立了金域检验医学院，面向全国招生，目前已经为公司内部及社会输

送了大量的检验人才，未来几年，第三方实验室整合自身和社会的人才，将逐渐形成人才的软实力

优势。第三方实验室由于主要面对二级以下的医院，服务对象多，地域跨度大，多数形成规模的实

验室已经建立了自身的冷链物流系统，为标本的运输及报告单的发放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从而形成

自身的服务优势。 

结果  由于国家政策出台，提倡区域检验中心的建立完善，未来，可能在县一级的行政单位成立区

域性的检验中心，区域内的各个医疗机构的检验项目将有检验中心承接，中小医院的检验科会逐步

被检验中心取代，而检验中心多数会由当地最大医院的检验科承办，和当地的检验科相比，第三方

实验室在设备、人员、服务各个方面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果充分利用这种优势，将减少大量

的重复建设，不但节约资金，同时必然也会提升检验服务。 

结论  如果有政策的引导，第三方实验室与当地检验联合成立区域性的检验中心，必将大力推动检

验行业的进一步发展，为老百姓提供更优质便捷的检验服务。 

 
 

PU-5542 

肿瘤患者合并真菌感染病例分析 

 
朱聪智 1,李艳菊 1,卫颖珏 2 

1.中国医科大学盛京医院大连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 

 

目的  研究肿瘤患者深部真菌感染的病原菌构成特点及抗菌药物敏感性分析,为临床合理应用抗菌药

物提供较为科学的依据。 

方法  回顾调查近三年入院的肿瘤患者，选取合并真菌感染病例进行统计分析，真菌的培养和药敏

试验严格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进行，总结药物敏感试验结果。 

结果  肿瘤患者合并真菌感染病例共 147 例，占全院真菌感染病例 15.91%，而合并真菌感染的肿

瘤患者中以肺恶性肿瘤为首，占 35.37%。这些病例的真菌感染以白色假丝酵母菌感染为第一位占

65.31%，其后依次是光滑假丝酵母菌 27.21%、热带假丝酵母菌 4.76%、近平滑假丝酵母菌

2.04%、克柔假丝酵母菌 10.68%。真菌药敏试验结果表明,其对两性霉素 B 和制霉菌素的敏感性最

好,对咪唑类药物的敏感性较低，对氟康唑耐药率有所上升。 

结论  肿瘤患者合并真菌感染以白色假丝酵母菌为主,临床应重视肿瘤患者真菌感染的病原学检查和

药敏试验,为合理控制真菌感染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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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543 

肺癌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及其亚群的研究分析 

 
刘明全,许颖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对肺癌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及其亚群( CD3 + 、CD4 + 、CD8 + 、CD4 + / CD8 + 、CD19+、

CD56+) 进行研究分析。 

方法  采用流式细胞术对 19 例肺癌患者、24 例健康体检者的外周血淋巴及其亚群检测。 

结果  与正常人相比，肿瘤患者 T 淋巴细胞总体(CD3+)绝对值与百分比、辅助性 T 细胞(CD4+)绝对

值与百分比、CD4+/CD8+绝对值与百分比的比值、抑制性  T 细胞 (CD8+)绝对值与百分比、

CD56 + 绝对值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5)，抑制性 T 细胞(CD8+)百分比均低于对照组，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 0.05)。肿瘤患者组 B 淋巴细胞 CD19 +略低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淋巴细胞及其亚群的变化与肺癌患者的免疫功能密切相关，对患者病情的发生、进展有着重

大意义。 

 
 

PU-5544 

细胞焦亡效应物-Gasdermin 家族的研究进展 

 
李静,许颖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细胞焦亡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种新的生理上重要细胞死亡方式，多种刺激信号通过不同途径激

活炎性半胱天冬酶作用于 GSDM 家族蛋白和 IL 一 1B、IL 一 18 前体裂解，导致细胞渗透性肿胀，

胞内物质流出，释放促炎因子。细胞焦亡中 gasdermin 的参与是一个了不起的的发现，

Gasdermin-N 端的活化是该过程的关键。目前研究结果发现，细胞焦亡参与多种疾病的进展。深入

研究细胞焦亡有助于认识其在相关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中的作用，为临床防治提供新思路，为相

关性疾病的治疗提供全新的药物靶点 。 

 
 

PU-5545 

抗双链 DNA 抗体检测方法的研究进展 

 
石娇,许颖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抗 ds-DNA 定性检测的方法有间接免疫荧光法、斑点免疫结合实验、免疫印迹法，定量检测

的方法有蛋白芯片法、酶联免疫吸附法、化学发光法、流式分析法、放射免疫法。抗 ds-DNA 的定

性检测有助于判断系统红斑狼疮，并不能对于患者疾病的活动进行有效的跟踪和监测。抗 ds-DNA

的定量检测有助于临床对于疾病活动期的监控，对于经过治疗的患者的疾病进行良好的监控，有助

于判断治疗效果以及早判断疾病或观察病情变化。Matthew D.Linnik[13]等人发现，肾脏受累的发生

率在抗 ds-DNA 抗体的水平持续下降者比抗体滴度增加或者不变者要低。所以抗 ds-DNA 抗体的定

量检测更有意义。 

斑点免疫结合实验适用于标本量少的快速出具结果，免疫印迹法可同时检测多自身抗体，但其敏感

度特异性低，蛋白芯片法也可同时检测多种自身抗体可定量，但因临床适用少敏感度特异度无法很

好评价，酶联免疫吸附法可以定量敏感度和特异性高，可作为初筛实验。间接免疫荧光法特性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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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认的金标准，但因其不能定量，故不能作为药物疗效的检测，化学发光法、流式分析法可定

量，检测速度快，是目前临床应用较多的检测方法。目前因抗 ds-DNA 方法学的抗原来源不同而引

起灵敏度和特异性的差异，不同方法学在临床应用中均具有一定缺陷，建议使用多种检测方法学联

合检测，以综合判定其临床意义。当然，随着对抗 dsDNA 抗体的精准解析， 今后可能会发展出一

种更为准确的检测方法。 

 
 

PU-5546 

血清固定患者中单核细胞 miR-195-5p 表达 

与梅毒螺旋体感染的相关性研究 

 
杨结仪 1,2,郑和平 1,2,陈文韬 2,赵云虎 2,廖仪文 2,吴兴中 2,黄进梅 2 

1.广东医科大学 

2.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 

 

目的  探讨梅毒血清固定患者与血清治愈患者间差异表达 miRNAs 及其相关性。 

方法 采用微阵列 miRNAs 芯片分析血清固定与血清治愈差异 miRNAs 表达谱；通过扩大临床样本

验证差异表达 miRNAs；流式细胞仪分选梅毒患者 PBMCs，qPCR 检测两组间细胞亚群中差异

miRNAs 的表达。通过体外 Tp 刺激实验验证差异 miRNA 与梅毒螺旋体感染相关性。 

结果  微阵列 miRNAs 芯片结果显示血清固定与血清治愈患者间差异表达 miRNAs 有 16 个，其中

hsa-miR-195-5p、has-miR-1204 和 has-miR-589-3p 在两组间表达差异较显著，fold change 分别

为：1.914、1.913、1.821，P 值均小于 0.05。以血清治愈组为对照组，扩大临床样本验证三者在

血清固定中的表达，结果与芯片筛选一致，miR-195-5p： t=2.870，P=0.0081；miR-1204：

t=2.381，P=0.0249；miR-589-3p：t=2.428，P=0.0224，血清固定>血清治愈。其中 miR-195-5p

在两组间差异较显著，进一步检测 PBMC 细胞亚群 miR-195-5p 表达情况。结果表明血清固定患者

单核细胞中 miR-195-5p 表达较血清治愈组高（t=2.147，P=0.0498），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在 CD4+T 淋巴细胞、CD8+T 淋巴细胞中没有差异（P>0.05）。体外以 MOI 为 100:1Tp 刺激

处理 THP-1 细胞，刺激 30min 后，miR-195-5p 表达最高。 

结论  血清固定患者单核细胞中 miR-195-5p 表达与梅毒螺旋体感染相关，可能参与血清固定发病

机制。 

 
 

PU-5547 

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及 I 型干扰素介导的抗乙肝病毒应答及其机制 

 
郭健慧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加深对 HBV 的感染过程、IFN 的产生与效应通路和 IFN 对细胞的作用机制的了解，以寻求可

能的预测 IFN 疗效的方法或其他治疗方法。 

方法  临床上已经开展了许多针对 IFN 的产生通路和效应通路、从 HBV 与药物的效应机制的探索，

但对其具体机制仍知之甚少。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使 IFN 的作用及其疗效预测等能够应用于临

床，造福广大 CHB 患者。 

结果  IFN 是病毒等感染过程中较早产生的重要细胞因子之一，因为其在感染时可由多种细胞诱导

产生和 IFNAR 在细胞中的众多分布而具有广泛的作用，同时介导了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应答。

感染 HBV 后的发展与转归是病毒、宿主、环境和药物共同作用的结果。 

结论  干扰素是抗病毒免疫应答的一种重要的细胞因子，广泛应用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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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548 

品管圈活动对提高门诊血液检验标本条形码使用率效果分析 

 
王宁,孙继芹 

云南省曲靖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品管圈（QCC）活动对提高门诊血液检验标本条形码使用率的应用效果。 

方法  医学检验科成立品管圈活动小组，通过小组讨论评价法确定“提高门诊血液检验标本条形码使

用率”作为活动主题，分析门诊血液检验标本条形码的原因，制定对策并评价改善前后效果。  

结果  对策实施后门诊血液检验标本条形码使用率大大提高，条形码使用率由实施品管圈活动前的

47.62%提高至 81.19%。 

结论   通过开展品管圈活动，提高门诊血液检验标本条形码使用率，优化临床采血流程，优化检验

流程，减少差错，提高工作效率。同时提高工作人员团队协作能力、自信心及工作热情。 

 
 

PU-5549 

恶性胸腔积液肿瘤细胞的捕获及其二代测序分析 

 
陈丹,张伟,王琳,金菲,衣鲁江,张世昌,潘世扬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恶性肿瘤胸腔积液中含有大量非肿瘤来源细胞，背景复杂而难以用于基于二代测序（NGS）

的基因突变检测，本研究拟探讨经免疫磁珠法特异性富集的胸腔积液肿瘤细胞用于基于二代测序

（NGS）的基因突变检测的可行性。 

方法  针对 42 例恶性胸腔积液患者（肺腺癌 37 例、肺鳞癌 3 例、小细胞肺癌 1 例、乳腺癌骨转移

1 例）的胸水样本进行免疫磁珠富集，再通过 Ion Torrent PGM 二代测序平台对富集后的肿瘤细胞

进行基因谱（50 个肿瘤相关基因）检测，以全血基因组 DNA 作为种系基因对照。 

结果  在 42 例患者中，有 34 例患者检测出了至少一个 COSMIC 热点变异，阳性率 80.9%

（34/42），共检测出 13 个基因（EGFR、FLT3、HRAS、KIT、KRAS、MET、MLH1、

PDGFRA、PIK3CA、PTEN、SMARCB1、STK11、TP53）上的共计 25 个位点突变，这些突变

在外周血中均未检出，为体细胞突变（Somatic mutation）。在 33 例携带 COSMIC 热点变异的患

者中，有 9 例患者同时检测了未经免疫磁珠富集的胸腔积液脱落细胞，只有 3 例患者检测到热点变

异，阳性率仅为 33.3%。1 例乳腺癌骨转移患者在接受放射治疗前后分别检测了未富集胸水脱落细

胞、免疫磁珠富集胸水肿瘤细胞、血浆 DNA 和外周血白细胞的基因变异，其未富集胸水脱落细胞

和外周血白细胞均未检出热点突变，治疗前免疫磁珠富集胸水肿瘤细胞和血浆 DNA 中均检出

PIK3CA c.3140A>G 突变，突变频率分别为 20.6%和 8.1%，治疗后其突变频率分别降至 5.7%和

0%。 

结论  经免疫磁珠法捕获富集的胸腔积液肿瘤细胞可以作为基因突变检测的标本来源，并提高变异

阳性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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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550 

Sysmex 系列全自动凝血分析仪检测结果间可比性分析 

 
苏杨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Sysmex CA7000 和 CS5100 全自动凝血分析仪常规凝血项目结果可比性分析。 

方法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 WS/T407-2012《医疗机构内定量检验结果的可比性验证

指南》，验证 Sysmex CA7000 和 CS5100 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APTT）、纤维蛋白原时间（FIB）、凝血酶时间（TT）、D 二聚体（D-Dimer）、纤维蛋白/原

降解产物（FDP）不精密度，计算比对数据相对偏差并分析直线回归方程，判断仪器间结果可比

性。 

结果  批内精密度正常样本和异常样本变异系数（CV）均在规定范围内。相对偏差≤1/2 CLIA’88，

直线回归分析相关系数均显示 r2＞0.95 或 r＞0.975。 

结论   Sysmex CA7000 及 CS5100 凝血分析仪常规检测项目结果准确可靠，具有可比性。 

 
 

PU-5551 

Application of terahertz spectrum in biomolecule detection 
and metamaterial sensing 

 
Wei Liu,Weiling Fu,Yang Zhang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bjective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erahertz technology in medical laboratory are 
summarized. 
Methods The biomolecules are label-free detected  using terahertz technology and enhanced 
signals with metamaterials. 
Results Terahertz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metamaterials can be used to detect biomolecules. 
Conclusions Terahertz (THz = 1012Hz) radiation has caused great widespread attention due to 
its use in biomedical sciences. Tremendous strides in THz instrumentation have prompted 
impressive breakthroughs in THz biomedical research. Being situated between infrared light and 
microwave radiation, the absorption of THz rays in molecular and biomolecular systems is 
dominated by the excitation of intramolecular and intermolecular vibrations. This indicates that 
THz technology is an effective tool for sensing applications.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research of biomolecules, especially in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biomolecules. 
However, the low sensitivity of free-space THz detection limits the sensing applications, which 
give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metamaterials. In this paper, THz spectroscopy was used to study the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 such as amino acids, peptides, proteins, nucleic acids and 
carbohydrates. The biosafety of this technique and the methods to improve its sensitivity with THz 
metamaterial sensing were also discussed. We also address the potential biological effects of 
THz radiation during its biological applications and propose future prospects for this cutting edg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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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552 

遗传性主动脉疾病嵌合突变的检测与分析 

 
朱国艳 1,杨航 1,周维真 1,罗明尧 2,张银辉 1,周洲 1 

1.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心血管疾病国家北京重点实验室，阜外医院，实验诊断

中心 

2.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阜外医院，血管外科中心 

 

目的  马凡综合征（Marfan syndrome，MFS）和 Loeys-Dietz 综合征（LDS）均是常染色体显性

遗传的结缔组织疾病，外显度高，病变累及心血管等多个系统。当患者检出的罕见突变，在健康父

/母中也存在时，可作为强良性证据使此类突变降级为临床意义不明或良性/可能良性。此时，我们

应考虑嵌合突变。 

方法  我中心对 563 例疑似 MFS 或早发胸主动脉瘤/夹层患者，进行了基因组合检测，包括

FBN1、TGBFR2 等与 MFS、LDS 及其它相关疾病相关的 15 个基因。结果发现，有 2 例罕见突变

均遗传自健康父/母，而 Sanger 测序峰图显示突变位点位置出现不等高双峰，提示可能存在嵌合突

变。为进一步证实，我们通过 Life PGM TM 平台对患者和亲代血样 DNA 进行单个扩增子的深度测

序（5000×）。 

结果  我们发现并证实了 2 例嵌合突变。第一例患者 AD257，8 岁男孩，有主动脉假性动脉瘤，颈

总动脉走形迂曲，悬雍垂裂、眼距宽（4cm）等 LDS 特征。检出突变 TGFBR2，R356P，其父亲

也携带，但其除左室舒张功能减低外，无其它异常。在对父亲 DNA 进行深度测序后发现其携带

25%的突变等位基因。第二例患者 AD700-1，7 岁男孩，有典型的 MFS 体征。检出的突变

FBN1, C1305F，其健康父亲也携带。深度测序后，发现其父携带 10%的突变等位基因。嵌合突变

的存在，解释了携带致病突变的亲代为何表型正常。根据 2015 年 ACMG 标准，这两个突变均归为

致病突变。 

结论  在 MFS 和相关主动脉疾病中，嵌合突变的发生可能比目前认为的更常见。因此，当在患者中

检测出的罕见突变同时存在于健康亲代时，我们须考虑嵌合突变的可能，以进一步提高基因诊断

率。 

 
 

PU-5553 

福建省孕妇脊髓性肌萎缩征相关运动神经元存活基因 

多态性检测与分析 

 
潘涵琳,伍严安,沈菁,张彪,黄肖利 

福建省立医院 

 

目的  用半定量的方法检测脊髓性肌萎缩征（SMA）致病相关的运动神经元存活基因 SMN1、

SMN2 拷贝数,全面了解福建地区正常人群中各种不同的 SMN1/SMN2 拷贝数及其分布，从群体遗

传学的角度分析探讨 SMN 基因特点，填补福建省关于 SMA 流行病学的调查数据空白。 

方法  应用体外 PCR 扩增技术联合变性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技术（DHPLC）测定来自福建地区 1117

名孕妇的 SMN1 和 SMN2 基因 exon7 拷贝数。 

结果  根据 DHPLC 图谱显示，通过对 1117 例标本的检测，共检测出 SMN1 突变携带者 27 例、11

种 SMN 组合频率，其中 SMN1/SMN2 拷贝数 2:2 型的人数最多，占 64.19%（717/1117）。  

结论  由于 SMN 基因所在的染色体区域有许多重复序列和假基因簇，因此基因发生突变的频率相

对较高，表现为复杂多样的人群 SMN 基因拷贝数组合。经统计，福建地区人群 SMN1 基因突变携

带率 2.42%（27/1117),SMN2 拷贝数中 0 拷贝频率 p=4.21%；1 拷贝频率 q=27.66%；2 拷贝频率

r=66.43%；3 拷贝频率 s=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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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554 

关于尿液分析质量控制的探讨 

 
高洪臣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对尿常规检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方法与要点进行分析研究 

方法  随机抽取 2018 年 4 月到 6 月在我院接受尿液常规检查检查的患者 200 例，对所有 200 例患

者尿液常规检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 

结果   200 例患者尿液常规检查无误 196 例，存在问题 4 例，发生差错率为 2.0%，出现问题的原

因主要存在于尿液标本准备过程、尿液检测仪的应用、尿液检测过程以及检测分析后等各个环节； 

结论   对尿液常规检查的每一个环节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可确保准确的分析结果，为医生的诊断

提供明确可靠的依据。 

 
 

PU-5555 

六西格玛理论在临床生化检验质量评价中的应用 

 
杨琴 

四川省绵阳市人民医院 

 

目的  应用六西格玛（6σ）质量管理理论分析评价实验室常规化学检测项目的性能，改善质控规

则，促进检验质量的持续改进。 

方法  收集 2016 年度本实验室 22 个常规化学检测项目的室内质量控制（IQC）及同期卫生部临床

检验中心室间质量评价（EQA）数据，将实验室常规化学检测项目的 IQC 累积变异系数（CV%）

作为不精密度值；取 EQA 常规化学检测项目 15 次数据的平均偏差（绝对值）评估偏倚

（Bias%），反映实验方法的正确度；依据卫生行业标准 WS/T403-2012 的允许总误差（TEa%）

作为质量规范，通过公式（TEa—Bias）/CV 计算各检测项目的 σ 值、绘制西格玛性能验证图，评

价实验室的 22 项常规生化检测项目的分析性能、计算检测项目的质量目标指数（QGI），分析导

致性能不佳的主要原因。 

结果  参与评价的 22 个检测项目中，有 2 个（9.09%）项目 σ 值≥6、有 13 个（59.09%）项目 σ

值为 3≤σ＜6、σ＜3 的项目有 7 项（31.82%），平均 σ 值为 3.69。在 20 个 σ＜6 的项目中需优先

改进正确度的 6 个（30%）、需优先改进精密度的 12 个（60%）、正确度和精密度均需改进的 2

个（10%）。 

结论  六西格玛质量管理理论是实验室质量管理的有效工具，有助于临床实验室检验质量水平的持

续改进。 

 
 

PU-5556 

实时荧光定量 PCR 在肝炎检测中的有效利用 

 
黄灿 

江油市人民医院 

 

目的  讨实时荧光定量 PCR 在肝炎检测中的有效利用。 

方法  选取我院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 月收治的 180 例乙肝患者患者，均采用经酶联免疫吸附试

验检测血清，根据血清学标志分为 A 组、B 组、C 组各 60 例，并进行血清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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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A 组、B 组、C 组的血清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阳性率差异显著（P＜0.05）。 

结论  采取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有利于协助诊断乙肝，值得在临床进一步探讨和推广。 

 
 

PU-5557 

冠状动脉搭桥术后急性肾功能损伤的危险因素分析 

 
李智伟 1,2,樊国亮 1,郑笑荣 1,巩晓文 3,陈铁男 1,刘晓程 1,贾克刚 1 

1.天津医科大学心血管病临床学院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2.天津医科大学检验学院 

3.天津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目的  分析冠状动脉搭桥术(CABG)后急性肾功能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的危险因素，并比较

停跳与不停跳搭桥对肾功能损伤的程度。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到 2016 年 3 月 1394 例搭桥患者，其中不停跳搭桥 321 例，停跳搭

桥 1073 例。急性肾功能损伤采用 Acute Kidney Injury Network(AKIN)标准。定义 AKIN1 期及以上

为 AKI，分析 AKI 的危险因素。进行 1:1 的倾向性匹配后比较两组的 AKI 发生率及严重程度。 

结果  停跳术后 eGFR(中位数 86.1,IQR29.6)低于不停跳组(中位数 96.3，IQR33.8)、匹配后停跳组

(N=307)术后 AKIN 1、2、3 期的例数分别为 26,2,3，不停跳组(N=307)分别为 9,2,0。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表明体外循环(CPB)时间（OR1.02）、术前 eGFR<60mL/min/1.73m2(OR6.69)和高

血压为(2.21)搭桥术后 AKI 的危险因素，CPB 时间为术后 AKIN2 期以上的危险因素(OR1.015)。术

后 AKI(OR38.19)是术后 30 天死亡的危险因素。CPB 时间大于 140.5min 是 AKIN2 期以上的预测

因素(敏感度 66.7%，特异度 83.3%。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96)。 

结论  停跳比不停跳手术 AKI 发生率更高，停跳手术肾损伤程度略高于不停跳手术。CPB 时间大于

140.5min 是引起严重肾功能损伤的主要因素，术前的肾功能损伤(eGFR<60mL/min/1.73m2)以及高

血压是轻度肾功能损伤的主要因素。AKI 是术后 30 天死亡事件的危险因素。 

 
 

PU-5558 

MTHFR C677T 基因多态性分布与不良妊娠结局的关系 

 
冯杏琳,申华,罗素霞 

开封市妇产医院 

 

目 的   分析开封市汉族育龄女性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 methylenetetrahydrofolate 

reductase,MTHFR） C677T 基因多态性的分布特征及与不良妊娠结局的关系。 

方法  开封市 350 例育龄女性为研究对象，采用 MTHFR C677T 基因检测试剂盒（PCR-金磁微粒

层析法），从外周血细胞中提取基因组 DNA，通过等位基因 MTHFR C677T 基因突变位点引物设

计及标记，利用等位基因特异性 PCR 方法扩增获得特定的扩增片段，标记有地高辛分子的 PCR 产

物在与所构筑的基因分型检测体系中纳米金磁微粒表面抗地高辛单抗相互作用，通过侧向流层析技

术实现 MTHFR C677T 基因多态性的检测。研究组 199 例，对照组 151 例检测 MTHFR C677T 基

因分型，统计分析基因多态性的频率特征，将其基因多态性分布与不良妊娠结局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研究组野生型 CC 型 25 例，杂合突变 CT 型 75 例，纯合突变 TT 型 99 例；对照组野生型

CC 型 38 例，杂合突变 CT 型 68 例，纯合突变 TT 型 45 例；研究组和对照组正常无风险（CC

型）人群构成比分别为 12.56%和 25.17%；中度风险（CT 型）的构成比分别为 37.69%和

45.03%；高度风险（TT 型）的构成比分别为 49.75%和 29.80%。两组人群中无风险（CC 型）和

中度风险（CT 型）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人群中高度风险纯合突变（TT 型）

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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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纯合突变（TT 型）与不良妊娠结局有相关性。通过检测，可为高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或叶酸代

谢异常患者提供辅助诊断及有效的个体化用药指导，减少出生缺陷儿出生，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PU-5559 

对血细胞分析仪常规检验项目采用 6σ 质量管理的检验评价 

 
王麟 

成都郫都区中医医院 

 

目的  在 WS/T406-2012 标准下采用 6σ 质量管理理论评价血细胞分析仪常规检验项目的分析性

能，提高实验室管理水平。 

方法  根据 Westgard 的 σ 计算方法，采用本实验室 2017 年 1 月-12 月的室内质控平均累积值做为

变异系数（CV%），采用参加 2017 年四川省临检中心全血细胞计数室间质评结果的平均偏移

（Bias%）做为本实验室的偏移。依据临床血液学常规检验分析项目分析质量目标要求

（WS/T406-2012），分别计算本实验室血细胞分析仪各常规项目的 σ 值，并对所分析的项目进行

性能评价，提出质量改进方向。 

结果  本实验室参加 2017 年四川省临检中心全血细胞计数室间质评的结果尚能满足 WS/T406-

2012 行业要求的质量目标，通过对 σ 值的计算:≥5σ 的有白细胞（WBC）、血红蛋白（Hb）、红

细胞平均体积（MCV）、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MCH），4σ-5σ 有红细胞（RBC）、红细胞平均

血红蛋白浓度（MCHC）、红细胞压积（HCT）,<3σ 为血小板（PLT），质量目标指数 QGI<0.8

有 RBC、MCH、PLT，QGI 在 0.8-1.2 有 MCHC，QGI>1.2 有 HCT。 

结论  以 WS/T406-2012 行业要求的质量目标为总允许误差计算 σ 值，采用 6σ 质量管理模式可用

于评价临床血液分析仪的性能及指导质量改进方向，提高检验质量，适用于常规临床实验室。 

 
 

PU-5560 

PDCA 循环法在提高检验科服务质量中的应用 

 
邓克廷,李卓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PDCA 循环法在提高检验科患者满意度管理中的应用及效果。 

方法  按照计划（P）、执行（D）、检查（C）、反馈（A）的步骤对检验科服务工作进行整改，

在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阶段采用鱼骨图分析方法，在 PDCA 循环法运用前（2015 年 1~3 月）和运

用后（2016 年 1~3 月）分别对 300 名患者进行满意度调查，并采用 t 检验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  应用 PDCA 循环法后，患者的满意度与实施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PDCA 循环法在提高检验科服务质量工作中的应用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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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561 

六西格玛在临床生化检验中的应用研究 

 
蒋文斌,王丽馨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目的  探讨如何应用六西格玛(6σ)理论分析临床生化检验项目的质量控制数据,选择最优 Westgard

质控规则。 

方法  收集 2017 年度 1-6 月临床生化检验 23 个项目的室内质控及室间质量评价数据,计算变异系数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CV%)及偏倚 (bias,BIAS%)。 TEa％标准来源于我国卫生行业标准

WS/T403-2012,按公式 Sigma=(TEa％-| Bias％|)/CV％,计算西格玛值, 绘制标准化 Sigma 方法性能

决定图, 评价检验项目性能，设计个性化质控方案。 

结果  21 个生化检验项目中：8 个项目(38.1%)的分析性能表现为 σ≥6Sigma；6 个项目(28.6%)的

分析性能表现为 5≤σ<6；2 个项目(9.5%)的分析性能表现为 4≤σ<5；3 个项目(14.3%)的分析性能

表现为 3≤σ<4；2 个项目(9.5%)的分析性能表现为 σ<3。其中未达 6 西格玛的检验项目中,重点专注

并优先改进精密度。 

结论  六西格玛(6σ)管理理论能有效评价临床生化的检验质量, 用于发现问题，提出整改措施，以达

到持续质量改进的目的，提高检验质量。 

 
 

PU-5562 

安徽地区男性生活习惯与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水平交互作用的研究 

 
许翔,徐元宏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前列腺癌（prostate cancer，PCa）是严重威胁男性健康的恶性肿瘤之一，根据 2018 年 2 月

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最新一期全国癌症统计数据分析，前列腺癌排在中国男性癌症发病率的第六

位，占 3.25%；而在《2018 版美国癌症报告》中，前列腺癌高居预计美国 2018 年发病率第一

位，达到 19%，且死亡率达到 9%，位居第二。早期前列腺癌的治疗方案通常采取激素治疗、药物

治疗使得肿瘤体积缩小，再通过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Radical Prostatectomy，RP）、放射疗法

彻底根除；然而绝大部分晚期前列腺癌患者在接受传统治疗的 18-24 个月后会产生治疗抗性，发展

为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Castration 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CRPC）。目前前列腺癌的首选

肿瘤标志物为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PSA），PSA 在癌症的早期筛查、

分期以及术后观察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我们想通过对病人生活习惯以及血清 PSA 水平整理分

析，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8 年 1 月至 12 月间的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的男性病人血清 PSA 水平

报告，同时结合问卷调查以及电话随访的方式，对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工作性质、不同生活习惯同

血清 PSA 水平的交互作用进行统计学分析，具体包括频繁性生活、吸烟酗酒、久坐、长途驾驶、

饮食习惯等。 

结果  不同生活习惯或者特殊工作性质均可能引起血清 PSA 水平升高或者降低，通过统计学分析能

够从中得出一定结论。 

结论  通过对具有患前列腺癌潜在风险可能的人群或者已经患癌人群的血清 PSA 水平分析能够有针

对性的了解生活习惯同血清 PSA 水平升高的关系，能够为提高安徽省前列腺癌的个体化防治水平

提供一定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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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563 

基因芯片检测呼吸道病原体在临床中的应用 

 
张宇翔,马莉 

烟台毓璜顶医院 

 

目的  为了提高感染性呼吸道疾病中病原体的检出率，并为临床提供一种简便、快捷、灵敏度高、

特异性强的检测办法。[方法]采用碟式基因芯片法，检测 323 例患者痰液标本，通过观察归一化荧

光曲线判断呼吸道 13 种病原体的检出情况。 

方法  采用碟式基因芯片法，检测 323 例患者痰液标本，通过观察归一化荧光曲线判断呼吸道 13

种病原体的检出情况。 

结果   在送检的 323 例标本中，呼吸道病原体阳性检出数为 225 例，阳性检出率为 69.6%

（225/323），以流感嗜血杆菌最高，阳性检出率 43.3%（140/323），其次为肺炎链球菌，阳性

检出率 22.6%（73/323），共检出 12 种病原体，其中嗜肺军团菌未检出。 

结论  呼吸道 13 项病原体检出在患有感染性呼吸道疾病患者中阳性检出率较高，且种类多样，对临

床诊断及指导治疗有重要意义。 

 
 

PU-5564 

NLRP3 在白藜芦醇抑制肾癌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刘瑞卿,田熙熙,李胜玉,高爱娇,申艳娜 

天津医科大学 

 

目的  探究 NLRP3 在白藜芦醇（RSV）抑制肾癌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以 ACHN 和 786-O 两种人肾癌细胞作为研究对象，并均分为对照组和 RSV 组，100 μMRSV

处理 24h，通过 CCK-8 实验、划痕实验和迁移实验和流式细胞术分别检测 RSV 对两种肾癌细胞的

生长抑制作用、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响、凋亡的影响；将 ACHN 细胞分为 4 组，对照组、RSV

组、NLRP3 siRNA 组、NLRP3 siRNA+RSV 组，划痕实验和迁移实验检测干扰 nlrp3 基因后，

NLRP3 对 ACHN 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响；免疫蛋白印迹检测 NLRP3 及 Bax 的表达水平。在

体内实验中，选取周龄为 4 周、体重 15~17 g 雄性 BALB/c-nu/nu 裸鼠 20 只，每只注射 100 μL 

1×108/mL ACHN 细胞悬液，一周后将造模成功的裸鼠随机分为对照组和 RSV 组，平均每组 10

只，每天对照组用 25 %酒精、RSV 组用 RSV（60 mg/kg）连续灌喂 40 天，观察裸鼠的生存状

态，每 4 天测量一次小鼠体重，测量肿瘤大小，根据公式 0.52×L×W2（L 为肿瘤长径，W 为肿瘤

短径）计算肿瘤体积，40 天后处死裸小鼠并摘取移植瘤。TUNEL 染色和免疫蛋白印迹检测肾癌组

织中凋亡情况；免疫组化和免疫蛋白印迹检测 NLRP3 表达水平。 

结果  在体外实验中，RSV 显著抑制 ACHN 和 786-O 细胞生长，且呈现剂量依赖性和时间依赖

性；RSV 能够抑制 ACHN 和 786-O 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同时促进细胞凋亡；干扰 nlrp3 基因

后，ACHN 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受到了部分抑制；RSV 降低肾癌移植瘤中 NLRP3 的表达水平、

提高 Bax 的表达。在体内实验中，RSV 可以提高负荷肿瘤的小鼠生存率且能够抑制肾癌移植瘤生

长；RSV 能够促进肾癌组织发生凋亡并可降低 NLRP3 表达。 

结论  RSV 可以抑制肾癌细胞生长并促进肾癌细胞凋亡，同时可提高负荷肿瘤的小鼠生存率，RSV

部分通过降低 NLRP3 表达来抑制肾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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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565 

191 例中国肺动脉高压患者的遗传学分析 

 
马艳云,杨航,曾绮娴,熊长明,周洲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目的  肺动脉高压（PAH）是一组以肺血管阻力增高为主要特征的疾病，定义为平均肺动脉压静息

时>25 mmHg 或运动时>30 mmHg，主要表现为肺动脉阻塞，包括特发性肺动脉高压（IPAH）和

家族性肺动脉高压（HPAH）。遗传变异是导致 PAH 的重要因素，并与 PAH 的发展及预后相关。

为鉴定遗传变异及辅助临床尽早诊断，我们对临床确诊的 191 例 PAH 先证者（包括 179 例 IPAH

和 12 例 HPAH）进行了遗传学检测并探讨基因型-表型相关性。 

方法  抽取先证者外周血，提取基因组 DNA。首先，利用 Sanger 测序，对 119 例先证者进行

BMPR2 单基因测序。然后，我们设计了包含 PAH 及其相关疾病 13 个致病基因的基因 panel，共

检测 169 例先证者（包括 97 例 BMPR2 基因阴性患者及其他 72 例患者），并利用 panel 数据，生

物信息方法预测 BMPR2 基因的拷贝数变异（CNV）。利用多重连接探针扩增技术（MLPA）检测

BMPR2、ACVRL1 及 ENG 基因的大片段插入/缺失。 

结果  32 例（17.9%）IPAH 和 5 例(41.7%)HPAH 中检出 BMPR2 致病性变异，生物信息学方法预

测 12 个 BMPR2 基因 CNV 变异，并通过 MLPA 确认。此外，在 9 例 IPAH 患者中检出

ACVRL1，ENG 和 NOTCH3 致病性变异。6 例患者中检出 EIF2AK4 基因纯合/复合杂合变异，应

修改诊断为 PVOD/PCH。基因型-表型关联分析发现，携带 BMPR2 突变的 PAH 患者在诊断时更

年轻，表现出更严重的肺血液动力学损伤和更差的心脏指数。 

结论  基因 panel 分析在 PAH 遗传学检测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PAH 的遗传分析可用于辅助临

床诊断及疾病治疗并对疾病预后具有指导意义。 

 
 

PU-5566 

600 例主动脉疾病患者基因 panel 分析 

 
马艳云,杨航,罗明尧,舒畅,周洲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目的  主动脉疾病是一组以主动脉扩张、主动脉瘤/夹层及主动脉迂曲为主要特征的结缔组织疾病，

可发生于马凡综合征（MFS）、Ehlers-Danlos 综合征（EDS）、家族性胸主动脉瘤 / 夹层

（FTAAD），是引起猝死的主要原因之一，并表现高度遗传倾向。这些疾病有着不同程度的临床

表型重合，又有着各自的疾病特征，临床难以鉴别诊断。本研究旨在利用基因 panel 测序方法，鉴

定基因变异并辅助临床明确诊断。 

方法  抽取先证者外周血，提取基因组 DNA。设计包含 15 个与主动脉疾病相关的致病基因

panel，对 600 例主动脉疾病患者进行基因检测，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筛选变异位点并用 Sanger

测序进行确认。利用多重连接探针扩增技术（MLPA）检测 FBN1、TGFBR1 及 TGFBR2 基因的大

片段插入/缺失。 

结果  196（32.7%）例患者携带（可能）致病变异，168 例（28%）携带临床意义不明变异

（VUS）。大部分（184/196）致病变异位于 FBN1 基因，可诊断为 MFS。此外，还包括 7 例

FTAAD，4 例 LDS 和 1 例 vEDS。基因型-表型关联分析表明，携带 FBN1 截短突变或剪接突变的

个体，主动脉疾病程度更为严重或伴发瓣膜疾病。筛选 175 例 panel 阴性、临床表型典型的患者进

行 MLPA 检测，检出 5 个未报道的 FBN1 大片段缺失并通过 Sanger 测序确认。 

结论  基因检测对于遗传性主动脉疾病患者的早期、明确诊断和家属筛查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患者

手术方案的选择及预后判断也有一定指导作用。截至目前，本研究为中国最大的主动脉疾病患者

panel 检测队列，检测结果可作为主动脉疾病遗传学数据分析及致病机制研究的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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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567 

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学检验相关问题 

 
贾鹏霞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体检科血液学相关项目结果的临床可靠性 

方法   1：取近几个月体检科的血常规报告单 400 份进行分析，分别计算每一个检验项目的均值，

分析是否在正常范围内；2：试剂、质控品、操作程序、操作人员、室内质控、室间质评等进行核

查，保证室温控制在 20~25℃，保持一定的通风与防尘；安装 UPS，防止电磁干扰，仪器周围有

一定的空间，利于仪器散热；试剂必须配套使用，用于血液分析仪的试剂有：稀释液、溶血液、标

准品、清洗液、质控品 ；室内质量控制（包括检测方法、仪器、试剂、操作过程等各种因素综合

作用下检测结果的稳定性）、检测系统的准确性等都进行仔细核查。 

结果  经过对 400 份检验单进行分析计算，结果显示：WBC：6.52 ×10＾9/L、HB;：150.87g/l 、

PLT;： 259.1x10＾9/l 、 RBC：5.01x10＾12/L、 N%：56.25%、 L%：33.83%、M%：7.01% 、

E%：2.14 %、B%：0.62%、N：3.74 x10＾9/L、 L：2.18 x10＾9/L、M： 0.46 x10＾9/L、E：

0.16 x10＾9/L 、 B： 0.039 x10＾9/L、 HCT：0.46L/L 、MCV： 91.09fl、  MCH： 30.17pg 、

RDW：12.49% 、MPV：11.37fl 、MCHC：331.095g/l、PCT：0.281%、PDW ：13.1% ； 

结论  本次血液学检验相关问题的发现源于近一次与体检科及相关临床科室的沟通，发现问题后，

立即行动寻找原因：1.我们使用的是 XN900，检测方法、试剂、操作人员都没有问题；2.指控都在

控；3.实验环境条件符合标准；4.标本合格；那么问题到底在哪呢？经过仔细的核对、检查，最后

发现近期对实验室附近的水路进行了维修，工作人员可能移动了地线，对仪器进行了电磁干扰，导

致相关项目稍有影响，结果有些偏颇，发现问题后我们积极的处理了，并对接下来几个月的数据进

行分析，群体性体检存在上述三项均升高的问题已经得以解决； 

 
 

PU-5568 

遗传性急性间歇性卟啉病的基因检测与分析 

 
陈前龙 1,杨惊 2,杨航 1,周洲 1 

1.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2.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遗传性卟啉症包括一组八种血红素生物合成途径的代谢紊乱，每种卟啉症都是由单独的酶促

步骤中的血红素前体的特异性聚集功能异常引起的。急性间歇性卟啉病（Acute intermittent 

porphyria , AIP）是血卟啉病最常见的类型，主要由于血红素合成路径上特异酶—羟甲基胆素合成

酶（Hydroxymethylbilane synthase，HMBS）缺陷引起的。AIP 临床症状上的多样性导致较高的

误诊率（约 65%），阻碍了患者的及时治疗。本文研究主要是为了提高 AIP 的确诊率使患者能够

及时对症治疗，同时预防家系中其他患者的发病风险。 

方法  收集患者 EDTA 抗凝血样提取 DNA，采用 sanger 测序方法对先证者的 HMBS 基因的全部外

显子及其旁翼区进行序列分析，随后在家属中检测先证者中检出的突变。根据 2015 年 ACMG 遗传

变异分类标准与指南对位点致病性进行判断，然后结合患者临床信息对患者进行明确诊断。 

结果  对 20 例先证者（男：女=2:18；年龄：18y-40y）进行 HMBS 基因检测发现，均携带 HMBS

致病突变，其中包括错义突变 7 例，无义突变 3 例，截短突变 4 例，剪接突变 6 例。在对 17 个家

系共 37 例家属进行检测时发现， 16 例家属携带与先证者相同的致病突变。但由于疾病外显度不

全，所以一些携带致病突变的家属并未表现出任何临床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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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结合临床资料和基因检测结果，20 例先证者被明确诊断为为 AIP，这对于患者的及时、适当

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基因检测结果还可用于筛查高危亲属，但由于疾病外显度不全的缘故，

携带致病突变的家属并不一定发病。 

 
 

PU-5569 

鞘氨醇激酶 1 调控去乙酰化蛋白酶 1 表达的相关性研究 

 
高瞻 

淄博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鞘氨醇激酶 1（sphingosine kinase1，SPK1）与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1（Sirtuins 1, 

SIRT1）之间的相互关系。 

方法  用 20MOI pLKO.1-shSPK1-GFP 干涉慢病毒及 pPIG-U6-Scramble-GFP 对照慢病毒感染

HUVEC，48h 后提取细胞的 RNA 及蛋白，RT-PCR 及 Western Blot 测定细胞 SIRT1 的基因及蛋

白表达水平。用 20MOI pHIV7-U6-shSIRT1-RFP 干涉慢病毒及 pHIV7-U6-Scramble-RFP 对照慢

病毒感染 HUVEC，48h 后提取细胞 RNA 并用 RT-PCR 检测细胞 SPK1 的基因表达水平。另外，

用 100nM S1P 处理 HUVEC，分别在 0.5h、2h、24h 及 36h 收集细胞 RNA，24h、48h 及 72h 收

集细胞蛋白，并检测 SIRT1 的基因及蛋白表达水平。之后，用 100nM S1P 处理干涉过 SIRT1 的

HUVEC，并分别用 CCK8 试剂盒、Transwell 小室及 Matrigel 胶检测细胞的增殖、迁移及体外管状

结构形成能力。 

结果   干涉 SPK1 可以显著下调 HUVEC 内 SIRT1 的基因及蛋白表达水平（P<0.001 及

P<0.01），但干涉 SIRT1 并不能显著调控 SPK1 的基因表达（P>0.05）；且作为 SPK1 催化产物

的 S1P 亦可以显著上调 HUVEC 内 SIRT1 的基因及蛋白表达（P<0.001 及 P<0.01）；同时，S1P

也可以显著提高干涉过 SIRT1 的 HUVEC 的增殖、迁移及体外管状结构形成能力。 

结论  SPK1 可以正向调控 SIRT1 表达并对细胞功能产生影响。 

 
 

PU-5570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1 对脐静脉内皮细胞增殖、迁移、凋亡 

及管状结构形成能力的影响 

 
高瞻 

淄博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1（Sirtuins 1, SIRT1）对脐静脉内皮细胞（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s , HUVECs）增殖、迁移、凋亡、管状结构形成等生物学特性的影响。 

方法  通过实验确定 pHIV7-U6-shSIRT1-RFP 干涉慢病毒及 pHIV7-U6-Scramble-RFP 对照慢病毒

的最佳感染复数，并用此复数感染 HUVEC。48h 后收集细胞的总 RNA 及蛋白质，实时荧光定量

PCR（real-time PCR , RT-PCR）和蛋白免疫印迹法测定 HUVEC 内 SIRT1 的基因和蛋白水平。

用 CCK8 检测 HUVEC 的增殖能力，Transwell 小室检测细胞的迁移能力，流式细胞仪分析

HUVEC 的凋亡情况，Matrigel 胶观察细胞的体外成管能力。 

结果  用最佳感染复数 20MOI 的慢病毒感染 HUVEC 48h 后，其 SIRT1 的基因和蛋白表达水平均

有显著下调(P<0.01)，分别为下调 70%和 60%。CCK8 检测细胞增殖情况显示 SIRT1 干涉组的

HUVEC 增殖能力较 RFP-SC 组有显著下调（P<0.01）。Transwell 迁移实验结果表明干涉 SIRT1

可以明显抑制 HUVEC 的迁移能力（P<0.001）。另外，在用含 2%FBS 的培养基诱导细胞凋亡时

发现干涉 SIRT1 可以显著促进 HUVEC 的凋亡（P<0.05）。体外管状结构形成实验则显示出干涉

SIRT1 对体外成管能力的明显抑制作用（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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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HUVEC 内 SIRT1 表达水平的下降不仅可以显著抑制细胞增殖、迁移和体外成管能力，亦可

以促进细胞凋亡。 

 
 

PU-5571 

鞘氨醇激酶 1/1-磷酸鞘氨醇信号 

对脐静脉内皮细胞增殖及迁移能力的影响 

 
高瞻 

淄博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鞘氨醇激酶 1（sphingosine kinase1，SPK1）及 1-磷酸鞘氨醇（sphingosine-1-

phosphate，S1P）对脐静脉内皮细胞（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s , HUVECs）增殖及

迁移能力的影响。 

方法  通过实验确定 pLKO.1-shSPK1-GFP 干涉慢病毒及 pPIG-U6-Scramble-GFP 对照慢病毒的最

佳感染复数（MOI），并用最佳 MOI 感染 HUVEC。48h 后提取细胞的蛋白质及 RNA，蛋白免疫

印迹法及实时荧光定量 PCR（real-time PCR , RT-PCR）检测 HUVEC 内 SPK1 的蛋白和基因表

达水平。之后，用 SPK1 干涉慢病毒及对照病毒或 S1P 处理 HUVEC，CCK8 检测细胞的增殖能

力，Transwell 检测细胞的迁移能力。 

结果  用最佳感染复数 20MOI 的慢病毒感染 HUVEC 48h 后，其 SPK1 的蛋白和基因表达水平均有

显著下调(P<0.001 及 P<0.05)，均为下调 50%左右。CCK8 增殖实验及 Transwell 迁移实验表明，

干涉 SPK1 可以显著抑制 HUVEC 的增殖及迁移能力（P<0.001）。而 100nM 及 200nM S1P 则可

以显著促进 HUVEC 的增殖及迁移能力（P<0.001）。 

结论  HUVEC 内 SPK1 表达水平的下降可以显著抑制 HUVEC 的增殖及迁移能力，而其催化产物

S1P 则可以促进 HUVEC 的增殖及迁移能力。 

 
 

PU-5572 

鞘氨醇激酶 1 干扰慢病毒载体及 SPK1 干扰慢病毒的构建 

 
高瞻 

淄博市中心医院 

 

目的  构建人鞘氨醇激酶 1（SPK1）干扰慢病毒载体，并制备 SPK1 干扰慢病毒。 

方法   将 1~5 号 pLKO.2-shSPK1 质粒及 pLKO.1-Scramble-RFP 对照质粒转染人胚肾 293

（HEK293）细胞，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RT-PCR）检测 pLKO.2-shSPK1 质粒对 SPK1 的

干扰效率，筛选干扰效果最好的 pLKO.2-shSPK1 质粒；将所筛选质粒中以 SPK1 为靶点的短发夹

结构 RNA(SPK1-shRNA)插入 pLKO.1-Scramble-GFP 质粒中，获得表达 shRNA-SPK1 的

pLKO.1-shSPK1-GFP 重组质粒；将该质粒进行测序及酶切鉴定后，转染 HEK293 细胞 48 h 后荧

光显微镜及流式细胞仪观察绿色荧光强度，RT-PCR 检测其对 SPK1 的干扰效率。将 pLKO.1-

shSPK1-GFP 重组质粒进行慢病毒包装及滴度检测。 

结果  与 pLKO.1-Scramble-RFP 对照质粒比较，转染 1~5 号 pLKO.2-shSPK1 质粒的 HEK293 细

胞中 SPK1 mRNA 水平均有一定程度降低，其中 3 号 pLKO.2-shSPK1 质粒干扰效果最好，选取其

进行 pLKO.1-shSPK1-GFP 重组质粒构建，经测序及酶切检验，证明重组质粒构建成功。pLKO.1-

shSPK1-GFP 重组质粒转染 HEK293 细胞后，绿色荧光阳性率达 94.4%，SPK1 mRNA 水平明显

下降( P <0.01），干扰率达 51%。进行慢病毒包装后测得病毒滴度为 6×108 pfu/ml。 

结论  本研究成功构建了人 SPK1 干扰慢病毒载体，并制备了 SPK1 干扰慢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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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573 

医院真菌感染情况回顾性分析 

 
姜波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医院真菌感染的标本类型、菌种分布及药物敏感度等,为临床合理使用抗真菌药物提供理

论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的真菌培养阳性标本,从真菌菌种、标本来源、科室分布、药物敏感度进行统

计分析。 

结果  1021 株念珠菌标本来源以痰液、尿液、血液为主,占比依次为 69%、7%、7%;分类以白色假

丝酵母菌、光滑假丝酵母菌、克柔假丝酵母菌为主,分别占 73%、12%和 6%;药敏试验统计分析显

示,念珠菌对伏立康唑敏感度最低(71.8%),对两性霉素 B 敏感度最高(99.0%),五种药物的敏感度比较,

显著差异(P>0.05)。60 株曲霉菌标本来源以口痰为主，占 93%，分类以烟曲霉为主，占 77%。 

结论  结论本院临床真菌感染标本以痰液为主,感染疾病以呼吸道感染最多,以白色假丝酵母菌为主,

不同抗真菌药物的敏感度有显著差异,临床抗真菌治疗要重视和加强真菌培养和药敏监测,同时应结

合临床排外定植和污染可能。 

 
 

PU-5574 

SPK1 调控脐静脉内皮细胞 SIRT1 表达及细胞迁移的机制研究 

 
高瞻 

淄博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鞘氨醇激酶 1（sphingosine kinase1, SPK1）调控组蛋白去乙酰化蛋白酶 1（Sirtuins 1, 

SIRT1）表达及细胞迁移能力的机制。 

方法  用 20MOI pLKO.1-shSPK1-GFP 慢病毒感染 HUVEC，48h 后提取细胞蛋白并用 Western 

Blot 的方法检测细胞内 ERK、P38-MAPK 及 AKT 的磷酸化水平。之后，分别用 20μM PD98059、

10μM SB203580 及 0.5μM Wortmannin 处理 HUVEC 1h 以抑制细胞 ERK、P38 MAPK 及 AKT 通

路，后提取细胞蛋白，分别检测 ERK、P38 MAPK 及 AKT 的信号表达及 SIRT1 的蛋白表达情况。

另外，取抑制剂抑制后的细胞进行 Transwell 小室迁移实验，以检测抑制剂对细胞迁移能力的影

响。 

结果   干涉 SPK1 可以显著抑制 HUVEC 内 ERK、P38-MAPK 及 AKT 的磷酸化水平。而

PD98059、SB203580 及 Wortmannin 可以在分别显著抑制 ERK、P38-MAPK 及 AKT 磷酸化水平

的情况下下调 SIRT1 的蛋白表达。另外，也可以显著抑制 HUVEC 的迁移能力。 

结论  SPK1 可以通过调控 ERK、P38-MAPK 及 AKT 通路调控 SIRT1 的表达及细胞迁移。 

 
 

PU-5575 

联合 lncRNA 与 EHR 建立菌阴肺结核的临床诊断模型研究 

 
孟子芮,应斌武,胡雪姣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建立涂阴肺结核综合诊断模型，以提高临床诊断的规范性及准确性。 

方法  前瞻性分析 238 例 nPTB 和 299 例 non-PTB(OPD,LC)的主要临床观察项目数据以及相关

lncRNA，联合 EHR 与 lncRNA 采用 Logistic 回归方法建立 nPTB 的诊断方程模型，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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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ogram 图，通过 ROC 曲线评价该方程对 nPTB 的诊断效能；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建立决策树，

通过 10%随机交叉验证其效能。 

结果  本研究筛选出 6 项具有潜在诊断意义的指标：。得到 nPTB 的诊断模型：PRE_BM= 1 / (1 + 

1/EXP(-2.942 - 0.439 * n344917 - 0.057 * age + 0.919 * loss + 0.701 * lowgrade fever + 0.982 * 

CT calcification + 1.565 * TBIGRA))；其对 nPTB 诊断的敏感度（Se）、特异度（Sp）、准确度

（Acc）、阳性似然比（+LR）、阴性似然比（-LR）分别为 0.91、0.95、0.93、18.20 及 0.09； 

结论  利用诊断模型诊断 nPTB，其敏感度和特异度均较高，可用于临床早期准确诊断 PTB，其较

高的 NPV 有利于排除确诊前的经验性抗结核用药。 

 
 

PU-5576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核心抗原和核酸联合检测结果分析 

 
朱爱丽,宋丽影 

吉林金域医学检验所 

 

目的  探讨丙型肝炎病毒抗体(HCV-Ab)、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原(HCV-cAg)及丙型肝炎病毒核酸

(HCV-RNA)联合检测在丙型肝炎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方法检测 HCVAb 和 HCV-cAg，采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PCR)方法检测 HCV-RNA。 

结果  单独检测 HCV-Ab 阳性率 99.6%，HCV-cAg 阳性率 29.4%，HCV RNA 阳率 65.9%，三种方

法联合检测总阳性率为 100%。 

结论  三种方法联合检测有助于丙型肝炎早期诊断，更好的服务临床。 

 
 

PU-5577 

465 例孕妇孕中期羊水细胞培养及染色体核型分析 

 
肖雪,王珏 郭知 李彬 杨继青 杨建林 王艳梅 马忠蕊 钱源 张兰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对具有产前诊断指征的妊娠中期孕妇进行羊水细胞培养及核型分析，探讨胎儿染色体异

常与产前诊断指征的关系，为产前诊断提供客观的实验依据。 

方法   2015 年 1 月-2017 年 4 月在我科行产前诊断的 465 例孕妇进行羊膜腔穿刺，羊水细胞培养

后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 

结果   在 465 例孕妇的羊水染色体检查结果中，共检出异常核型 33 例，异常率 7.0%。其中 21-三

体 17 例，18-三体 5 例，13-三体 2 例，性染色体异常 5 例，染色体结构异常 2 例，嵌合体 1 例及

染色体多态 1 例。 

结论   唐氏综合征筛查高风险是进行产前诊断的的重要指征，尤其对伴有 B 超异常者，建议其行产

前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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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578 

生长激素（GH）检测试剂盒（化学发光法）的临床验证 

 
杭鸣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江苏省第二红十字医院） 

 

目的  验证南京某公司生长激素（GH）检测试剂盒（化学发 光法）的临床应用效能。 

方法  在我院检验医学中心开展临床试验，入组要求男性样本不少于 50 例，女性样本不少于 50

例。所有样本来源于门诊或住院日常工作测定后的剩余样本。临床试验采用与对照试剂盒平行对照

试验，试验组选用南京某公司的生长激素(GH）检测试剂盒（化学发光法）以及 NRM411 全自动

化学发光测定仪。对照组试剂盒及其配套仪器选择已上市的，目前临床普遍认为质量好的同类产品

B 公司人生长激素测定试剂盒（化学发光法）以及 DXI800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对试验组

和对照组的检测结果作散点图，进行配对 t 检验分析，计算医学决定水平 Xc 处的预期偏倚（Bc）

及其可信区间。 

结果  Person 相关系数为 0.98026（>0.975），P<0.0001。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且相关性

良好。配对 t 检验分析中，在 248 对样本中，t=0.56，P=0.5751（>0.05）。男性 GH 含量医学决

定水平高于 0.971 ng/mL 且回归方程中的截距为 0.0510373，斜率为 0.9733671 时的预期偏倚值

为 0.0251767，其可信区间为-0.028657~0.0790101；女性 GH 含量中，医学决定水平高于 3.607 

ng/mL 且回归方程中的截距为 0.0150297，斜率为 1.0065831 时的预期偏倚值为 0.0387749，其可

信区间为-0.119496~0.1970458。 

结论  通过统计分析，试验组与对照组的相关系数 r 大于 0.975，两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且相关性良

好；配对 t 检验 P>0.05，结果没有显著差异；各个临床决定水平处预期偏倚估计值及其 95%置信

区间，预期偏倚可信区间小于允许的误差限值；t 检验 ta<t0（P>0.05）、tb<t0（P>0.05），两种

测定方法的一致性较好。 

因此，南京 A 公司生长激素（GH）检测试剂盒（化学发光法）与同类已批准上市产品在临床应用

性能及有效性上等效。 

 
 

PU-5579 

肌红蛋白（MYO）测定试剂盒临床验证 

 
陈陆琦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江苏省第二红十字医院） 

 

目的  验证与评价肌红蛋白（MYO）测定试剂盒的临床应用性能。 

方法  预实验使用试验试剂盒与同类已上市对照试剂盒分别检测 9 份相同的血浆及全血样本，记录

原始结果并保存；采用平行对照实验，分别使用对照试剂盒和试验试剂盒检测 232 份血浆样本，对

两组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和 t 实验；采用不同类型样本对比实验使用试验试剂盒对 176 份血浆及全

血样本进行检测，对检测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和 t 检验。 

结果  平行对照实验结果表明两组数据相关系数 r=0.998（r≥0.95），对回归系数 b 及相关系数 r 的

t 检验结果 P 均<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医学决定水平处预期偏倚可信区间小于规定的允许误差的

限值，完全符合用于临床分析的要求。 

结论  该试验肌红蛋白（MYO）测定试剂盒在 FIA8200 系列荧光免疫定量分析仪上的检测结果与同

类已上市对照试剂盒测的结果相关性好，具有临床等效性。试剂盒在检测不同类型样本（血浆/全

血）具有临床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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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580 

以医院临床检验（质控）中心 

为依托的 POCT 项目比对做法与体会 

 
曲林琳,姚瀚鑫,单洪丽,续薇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为保证 POCT 项目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一致性，使临床 POCT 检验项目的标准化与规范化。 

方法   

依据《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医学实验室质量

与能力认可准则》、《中国血糖监测临床应用指南（2015 年版）》等要求，首先采集患者标本

（全血、血清、血浆），立即进行测定，记录结果，采集患者同侧的静脉血，立即送检验科进行检

测；比对人员包括检验科工作人员，POCT 授权操作人员；靶机为检验科进行卫计委临床检验中心

室间质评仪器；并规定比对频率和比对方案；结论审核人员为质控中心工作人员；各科室 POCT

管理员打印比对报告单，将检测结果和 POCT 仪器记录结果，填写《比对记录》，送质控中心进

行评价，备案。判断标准为至少 80%的测试结果满足：  ①血糖的比对 --当靶机血糖浓度

<5.6mmol/L 时，应在±0.83mmol/L 偏差范围内；当靶机血糖浓度≥5.6mmol/L 时，应在±15%偏差

范围内； ②其他 POCT 检测项目（如血气等）--判断标准为，至少 80%的测试结果满足，相对偏

差应<1/2TEa，TEa 设置来源 WS/T 403-2012； ③没有靶机的 POCT 检测项目（如血氨等）--比

对方式为留样再测。 

结果  比对结论合格者在质控中心进行备案；比对结论不合格时 POCT 仪器工程师进行仪器校准，

并在校准完成后 1 周内，再次进行比对；如校准后比对仍不合格，建议暂停该检测项目（建议更换

仪器等措施）。 

结论  POCT 项目比对进一步加强了我院医学检验的质量管理、保证全院临床检验项目的技术规范 

 
 

PU-5581 

马凡综合征合并肺静脉异位引流 trio 病例报道 

 
曾子懿,周洲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心血管疾病国家北京重点实验室，阜外医院，实验诊断中

心，100037 

 

目的  肺静脉异位引流是指全部或部分肺静脉未直接与左心房相连，而与体静脉或右心房相连，属

于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的一种，发病率为 1/10000。马凡综合征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结缔组

织疾病，病变主要累及心血管、骨骼和眼睛，其中心血管系统异常，包括主动脉瘤/夹层，是导致

马凡综合征患者死亡的最主要原因，发病率为 1/5000。两种疾病致残致死率较高，一位患者同时

患有两种罕见病，临床少见，故报道如下。 

方法  对先证者随访，先证者及其家属签署了知情同意，接受了基因检测。抽取患者 / 家属血液进

行 EDTA 抗凝，提取基因组 DNA，准备进行全外显子测序筛查致病突变位点。  

结果  先证者，男，2017 年 1 月活动后出现心悸，伴头晕不适，休息后好转，至当地医院就诊，超

声提示主动脉根部瘤，来我院就诊，体温：36.5 摄氏度，呼吸：20 次／min，脉搏：72 次／min，

身高：176cm，体重：72kg，眼睛变性性近视，胫骨骨折，主动脉瓣关闭不全，主动脉根部瘤，超

声提示肺静脉异位引流术后。诊断为马凡综合征、主动脉根部瘤、肺静脉异位引流术后，行

Bentall 手术，部分肺静脉异位引流矫正术，恢复良好。先证者自述姥姥患心脏病猝死，其余成员

无马凡和心脏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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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这是首例马凡合并肺静脉异位引流的病例报道。马凡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遗传率是

80%，而肺静脉异位引流遗传因素也比较明确，基因检测能为马凡综合征和肺静脉异位引流患者的

早期准确诊断提供了依据，并可为家属提供遗传咨询，避免疾病传给下一代。 

 
 

PU-5582 

支气管肺炎患儿呼吸道病毒抗原检测的初步经济学评价 

 
叶辉铭 1,2,苏雅霖 3,朱敏 1,李秀娟 1,吴星东 1 

1.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2.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3.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目的  分析支气管肺炎患儿呼吸道病毒抗原检测的经济学指标，为新医改背景下医学检验在临床诊

疗效益评估及检验项目研发成本控制提供思路。 

方法   支气管肺炎患儿 146 例通过电子病历系统、医嘱收费系统查询其治疗费用、化验费等直接医

疗成本，治疗费又把抗生素使用及其费用单独列出，同时获取住院天数、预后信息，进行增量成本

-效益评价并对其进行敏感性分析。 

结果  支气管肺炎患儿进行呼吸道病毒抗原检测的直接医疗成本增量成本-效益指标为-8.08，以检测

成本增加 10%进行敏感性分析，上述增量成本-效益结果为-8.89。 

结论  现有的进口呼吸道病毒抗原检测技术，能降低患者治疗费用，但因检测成本昂贵未能带来显

著的经济效益，有必要进行同类试剂的国产化研发以提高项目效益。  

 
 

PU-5583 

肿瘤科检验危急值分析及临床管理策略 

 
任章银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肿瘤科常见危急值的种类及原因，探讨危急值的临床管理策略。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 月至 12 月我院肿瘤科检验危急值患者，结合其临床资料分析原因，并探讨临

床管理对策。 

结果  290 例患者共报告危急值 517 例次，其中 23 例患者多次报告危急值，排除 16 例次假危急

值，其余 501 例次危急值情况如下：白细胞异常 277 例次（55.29%）；血小板异常 95 例

（18.96%）；电解质异常 41 例（8.18%）；血培养阳性 38 例次，PCT 阳性 18 例次，两者合计

（11.18%）。 

结论  肿瘤科常见的危急值主要与放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免疫低下等因素有关，提供肿瘤放化疗

患者针对性的临床管理策略，规范危急值报告流程，并加强护理干预，对保证肿瘤放化疗患者的医

疗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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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584 

国产检测系统与进口检测系统生化结果的可比性研究 

 
徐含青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对多台国产生化检测系统与进口一线检测系统生化结果的方法学比对，探讨国产生化检

测系统与进口生化检测系统的可比性。 

方法  依据 CLSI 的 EP9-A2 文件，以进口生化检测系统（贝克曼 AU5400）为参比检测系统，对国

产生化检测系统（迈瑞 BS820、BS480、BS380、BS200 四台不同测速的配套生化检测系统）的

15 项常规生化项目进行方法学比对分析。通过比较两个检测系统的决定系数 R2、线性回归方程斜

率和医学决定水平处的偏差进行偏倚评估。 

结果  国产生化检测系统和进口生化检测系统的相关性良好。两个检测系统间虽存在一定的系统偏

差，但以我国卫生行业标准为质量目标，只有血清总蛋白、白蛋白和钙 3 个项目与参比检测系统可

比性未通过，其余 12 个项目的可比性均具良好。 

 结论  国产检测系统与进口检测系统的偏倚在可接受范围内，配套国产生化检测系统可在基层医院

推广使用。但为了确保所有检测项目的可比性达到要求，使用任何一个检测系统，即便是使用配套

检测系统，也必须进行方法学比对和正确度传递。 

 
 

PU-5585 

胃癌易感性相关基因的文献计量学与生物信息学分析 

 
王娉婷,邱薇,伦永志 

莆田学院药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目的  检索并汇总胃癌易感基因的研究文献，经生物信息学方法筛选获得关键基因，为胃癌的诊断

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以中国知网（CNKI）、NCBI Pubmed 数据库为文献来源，检索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发表的有关胃癌易感性相关基因的文献进行计量学分析，并对相关基因及其产物进行生物信息学

分析。 

结果  225 篇文献纳入研究，共涉及 179 个基因。生物信息学分析提示 EGFR、MLH1、ERBB2、

IGF1、VEGFA、IL10、IL4 等多个基因在相互作用网络中有关键作用。 

结论  通过对胃癌易感性相关基因的文献计量学分析及生物信息学分析，可以了解目前该领域研究

动态，发现胃癌易感性相关的热点基因，有助于深入研究。 

 
 

PU-5586 

一种新型试剂盒 N-末端脑钠肽前体的性能验证 

 
骆晓凤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江苏省第二红十字医院） 

 

目的  根据《体外诊断试剂临床实验技术指导原则》要求，评估 A 公司自主研发的 N-末端脑钠肽前

体（NT-proBNP）试剂盒与同类已上市产品在临床应用性能及有效性上的等同性。 

方法  采用 A 公司自主研发的 NT-proBNP 试剂盒与现行 B 公司试剂盒对血浆和全血样本检测并进

行对比验证，评价其试剂盒的产品性能。①预试验：使用试验组试剂盒（A 公司，荧光免疫层析

法）和对照组试剂盒（B 公司，电化学发光法）对 7 份血浆和全血样本进行 NT-proBNP 含量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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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②平行对照试验：使用试验组和对照组试剂盒检测 244 份血浆中 NT-proBNP 的浓度；③不同

类型样本对比试验：利用试验组试剂盒对 228 份患者的血浆和全血标本的 NT-proBNP 含量进行检

测，对两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和 t 检验。 

结果  （1）预试验中对照组和试验组试剂在对应仪器上检测 7 份血浆和全血标本的结果均正常，即

排除人为操作原因对结果的影响。（2）平行对照试验中两组相关分析 r=0.998（r >0.95），对 b

和 r 做 t 检验结果显示，P 均<0.05，相关系数 r 和回归系数 b 均有统计学意义。对 NT- proBNP 浓

度范围内的数据进行偏倚估计分析结果表明，A 公司自主研发试剂盒完全符合用于临床分析的要

求，满足临床评价标准。（3）不同类型样本对比试验：全血样本和血浆样本所得两组检测数据相

关系数 r=0.009（r >0.95），对 b 和 r 做 t 检验结果显示，P 均<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对 NT- 

proBNP 浓度范围内的数据进行偏倚估计分析结果表明，该研发试剂盒完全符合用于临床分析的要

求，满足临床评价标准。 

结论  （1）A 公司自主研发 NT- proBNP 试剂盒在 FIA8200 系列荧光免疫定量分析仪上的结果与 B

公司的 NT- proBNP 试剂盒在罗氏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系统上的检测结果相关性好，两者在

临床性能上具有等效性；（2）A 公司 NT- proBNP 测定试剂盒在 FIA8200 系列荧光免疫定量分析

仪上检测不同类型（全血和血浆）具有临床等效性。 

 
 

PU-5587 

自动粪便分析仪在医院实验室使用过程中的流程优化及经验 

 
张春莹,熊明,谢恒,黄茜,邓山鹰,粟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对 2016 年我院引进的自动粪便处理分析仪在我院实验室使用过程中的流程优化以及使用经

验作一个简要的总结。 

方法  使用仪器之前对粪便分析仪进行性能评价，评价内容包括理学特点比较，要求符合率≥80%，

评估自动粪便分析仪检测粪便常规有形成分的临床应用价值及评价检测粪便隐血的效能；在使用过

程中，首先对临床医生、护士及病人采用先试行再推广的方式进行更换实验方法的宣传，对使用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和改进，同时多次与厂家沟通促进仪器功能及性能改进；使用一年后回顾

2016 年大便隐血试验阳性检出率、大便中白细胞和红细胞检出率、真菌孢子检出率、寄生虫检出

率，并与 2015 年的手工法进行比较和总结评估。 

结果  使用前粪便分析仪性能评价均达到要求，仪器法和镜检法对粪便有形成分检测的一致性较

好，自动粪便分析仪在检测粪便常规标本方面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且大便隐血试验灵敏性

高，仪器操作无携带污染。使用中与临床进行良好的沟通，目前病人取样量和取样方式均符合要求

的标准，临床医生和病人的接受度高，标本采样质量好。使用一年后回顾 2016 年粪便中有形成分

检出率及隐血试验阳性率与 2015 年手工法检测结果基本一致。 

结论  粪便常规检查方法成功从手工转换至自动化仪器处理，提高了生物安全质量，使操作过程更

简单，检测结果更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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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588 

2012-2017 年上海地区门诊腹泻婴幼儿中 

诺如病毒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卢丽娟,钟华清,徐梦华,徐锦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对 2012 年-2017 年上海地区门诊腹泻婴幼儿中诺如病毒的流行特点及其型别变化

进行研究分析，完善上海地区腹泻婴幼儿诺如病毒的流行病学资料。 

方法  收集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前来就诊的腹泻婴幼儿（年龄

≤5 岁）粪便标本 1433 份，采用针对诺如病毒 ORF1 和 ORF2 区域的引物进行 PCR 方法检测粪便

标本中的诺如病毒，并采用 Sanger 测序及进化树分析确定诺如病毒的基因型及混合型别。 

结果  1. 总检出情况：2012-2017 年上海地区门诊腹泻婴幼儿中诺如病毒总检出率为 15.4% 

（220/1433），每年检出率分别为 25.0%（36/144）、15.3%（22/144）、11.8%（17/144）、

15.5%（41/265）、18.8%（59/313）及 10.6%（45/423）。2. 诺如病毒型别分布：1 根据 ORF1

区域分型的结果：2012 年腹泻婴幼儿中诺如病毒型别以 GII.P4 型为主，占 58.33%（21/36），亚

型以 GII.P4-2006b 型为主；2013 年开始，腹泻婴幼儿中诺如病毒以 GII.Pe 为主，且 2015 年开始

检出了诺如病毒 GII.P17 型的少量流行。2 根据 ORF2 区域分型的结果：2012-2017 年腹泻婴幼儿

中诺如病毒型别均以 GII.4 型为主。在 GII.4 亚型的分布中，除 2012 年以 GII.4-2006b 为主外，其

余年份检出的 GII.4 型均为 GII.4-Sydney_2012 亚型。2015 年开始检出了诺如病毒 GII.17 型的少

量流行，与根据 ORF1 区域所分型别一致。4. 诺如病毒 ORF1/ORF2 混合型别：诺如病毒

ORF1/ORF2 混合型别丰富多样，以 GII.Pe /GII.4-Sydney_2012 型为主，其次为 GII.P12/GII.3

型，还可见多种其他混合型别等。 

结论  上海地区腹泻婴幼儿中诺如病毒流行型别处于不断变化中，混合型别丰富多样，以 GII.Pe 

/GII.4-Sydney_2012 混合型别为主，GII.17 型并未在腹泻婴幼儿中造成大的流行。 

 
 

PU-5589 

宣威肺腺癌细胞系 XLJT 的建立及特征 

 
马丽菊,邵文萍,边莉,吴春燕,王秦秦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建立典型的云南省宣威地区女性肺腺癌细胞系，为研究该地区女性肺癌发病机制及基因功能

提供新的体外实验模型。 

方法  限定供组织培养用的标本来自父母及本人均系原住宣威地区的农民女性肺腺癌患者，以手术

切除的新鲜肺癌组织为样品，离体 2 小时内即开始采用原代细胞培养法进行体外组织培养，间隔

2~3 天更换一次培养液，机械刮除法去除成纤维细胞。建系传代 20 代时进行细胞系鉴定，通过观

察细胞形态、检测细胞生长曲线、群体倍增时间、细胞分裂指数、DNA 指数、细胞周期和软琼脂

克隆形成率、染色体核型、细胞角蛋白、体外侵袭力、异种移植致瘤性和短串联重复序列等指标，

分析鉴定所建细胞系的主要细胞生物学特征。 

结果  新建立的 XLJT 细胞生长稳定，可连续长期传代，在较低的血清浓度下（5-6%）生长良好，

体外培养细胞呈短梭形，异型性明显，电镜下可见细胞表面丰富的微绒毛、微腺腔，细胞质中细胞

器丰富，高尔基体易见，线粒体和粗面内质网数目增多、体积扩张，板层小体和分泌泡均见，细胞

核大而畸形，核膜深陷，常染色质丰富且边聚。免疫细胞荧光染色显示细胞角蛋白 7、细胞角蛋白

18 和上皮膜抗原均呈阳性。免疫印迹示 clara 细胞特征分子 CCP10 阳性，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

主要分子阳性。细胞生长曲线呈“S”形，群体倍增时间约 27.6 h，软琼脂克隆形成率为 8.3%，细胞

周期 G0/G1 期占 76.94%，G2/M 期占 8.00%，S 期占 15.06%，染色体主干系为近三倍体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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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数为 66 条，中位数 64 条，符合恶性腺上皮细胞特征。无支原体、真菌污染。短串联重复序列检

测未见细胞交叉污染。能在裸鼠皮下形成稳定的移植瘤。 

结论  新建立了一个来源于宣威女性肺腺癌患者的人肺腺癌细胞系，同时表达 clara 细胞和 II 型肺

泡上皮细胞的特征性分子，可能起源于肺上皮祖细胞，命名为 XLJT。该细胞系符合建系标准，是

一个新建立的宣威女性肺腺癌细胞系。 

 
 

PU-5590 

大理州 HPV 感染率及基因分型的分布情况分析 

 
王辉,迟锦瑜 

大理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大理州妇女 HPV 感染中对于有症状和体检的阳性率及各亚型的分布情况，为该地区宫颈

癌防治、疫苗的接种及流行病学研究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6 年 6 月-2018 年 5 月大理州 2064 例女性宫颈脱落细胞，采用荧光 PCR 技术检测

15 种 HPV 高危型，分别为：16、18、31、33、35、39、45、51、52、53、56、58、59、66 和

68 型，分析 HPV 感染的阳性率与有症状的患者和一般体检的差别及不同基因型的流行病学特点。  

结果  2064 例女性宫颈脱落细胞标本中，HPV 阳性 327 例，阳性率为 15.6%，依次为 HPV52 和

16。与文献报道的中国其他地区 HPV 感染状况和基因分布有差异。其中体检标本 1743 例，阳性

233 例，阳性率为 13.37%；妇科标本 321 例，阳性 94 例，阳性率 29.28%。 

结论  HPV 基因分型检测对大理州 HPV 防治、疫苗的接种具有指导意义，妇科标本阳性率是体检

标本阳性率的一倍以上，说明对于有症状的妇女检测 HPV 的意义更大。 

 
 

PU-5591 

昆明地区儿童 EB 病毒感染与恶性血液病的相关性研究 

 
杨丽花 

大理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昆明地区儿童 EB 病毒（EBV）感染与恶性血液病的相关性及治疗情况。 

方法   应用实时荧光 PCR 定量（RT-PCR）检测 53 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23 例急性非淋巴

细胞白血病患儿，31 例淋巴瘤患儿，29 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儿， 62 例非血液病患儿（对照组）

外周血 EB-DNA 含量及抗病毒治疗后的含量，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组，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组，淋巴瘤组，再生障碍性贫血组， 非血液

病（对照组）阳性率分别为 37.73%、26%、54.84%、27.59%、9.68%，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组，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组，淋巴瘤组，再生障碍性贫血组与非血液病（对照组）EB DNA 阳性

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抗病毒治疗后，EB DNA 转阴者 51 例，持续阳性者 6

例。 

结论  EB 病毒感染与恶性淋巴系统疾病关系密切。更昔洛韦联合利巴韦林针剂对 EB 病毒治疗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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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592 

检测 HPV 感染的方法学比较 

 
杨清翔 1,杨清翔 1 

1.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医 

2.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医 

 

目的  根据液基薄层细胞检测技术、第二代杂交捕获法、生物芯片方法、PCR-膜杂交法、实时荧光

PCR 的检测原理、分析不同方法的优缺点，比较不同方法的应用价值。 

方法  基薄层细胞检测技术、第二代杂交捕获法、生物芯片方法、PCR-膜杂交法、实时荧光 PCR 

结果  针对于接触性阴道出血症状的病人，TCT 检查阴性患者来说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实时荧

光 PCR 技术,非常适合用于临床的大面积筛查。 

结论  避免产生交叉污染，降低成本，避免高危型与低危型存在一定的交叉反应，避免个别的高危

型漏检率。可能成为研究和提高检测方法的主流方向. 

 
 

PU-5593 

采血叫号工作流程的规范化设计和人性化服务 

 
史进方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规范采血叫号工作流程，提高采血效率，提供患者满意的采血体验。 

方法  依据患者习惯及医疗规范，设置人流方向；简单明了的图画分解采血流程，宣传采血知识；

不间断导医咨询服务，合理引导与分流，指导患者正确留取体液样本，正确黏贴条形码；尽量多的

安排座椅，方便等候患者休息；提供饮水机，人性化服务患者；设定叫号音响音量，提示患者采

血；循环播放采血流程，让患者熟悉采血流程；采血台工作人员规范化服务，提前叫号，提高采血

效率；安装对讲系统，无阻碍医患交流；自动提供取检验报告单告示，方便患者取检验报告单；利

用微信公众号，宣传检验知识，查询检验报告。 

结果  采血叫号工作流程运行三年来，我们坚持规范化管理，同时坚持以人为本、患者至上原则，

不断的持续改进，患者采血满意度持续上升。 

结论  医院门诊量大，带来检验采血工作量大，合理设计，人性化服务及合乎医疗规范的采血流程

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患者满意度。 

 
 

PU-5594 

样本类型选择在线粒体 DNA 检测中的重要性 

 
殷昆仑 1,马懿 1,李天骄 1,王仁平 2,张敏 2,周洲 1 

1.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阜外医院 心血管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心血管疾病北京市重点

实验室 北京市 

2.石家庄长城中西医结合医院心血管内科 河北省石家庄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 

 

目的  线粒体 DNA（mtDNA）的缺失和功能变异会造成疾病的发生，并且 mtDNA 在不同组织中的

含量不同。因此，在进行线粒体基因变异位点检测的时候应选择 mtDNA 含量高的组织样本。本病

例中采用不同类型的样本对疑似 leigh 综合征的先证者及其家属进行基因检测，旨在表明样本选择

对 mtDNA 变异检测的重要性。 

方法  先证者男性（II10），50 岁。糖尿病史 20 余年；重度神经性耳聋；超声结果显示：左室壁弥

漫性肥厚（13mm）；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临床诊断为 leigh 综合征；该患者家属中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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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兄弟姐妹存在多样化的 leigh 综合征临床表现。长城医院先将患者及其兄弟姐妹等共 11 名成员

的血液样本送往某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根据文献报道，利用限制性酶切的方法可在 80%的 leigh 综

合征患者中筛查到编码线粒体 tRNA(Leu)的变异 m.3243A>G。但该方法未能在先证者的 leigh 综合

征姐姐中检测到此变异，虽然后代均携带此变异。因此阜外医院实验诊断中心受托再次进行基因检

测，考虑到变异的线粒体含量在不同组织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而体细胞中 mtDNA 含量明显高于

血液中的含量，本中心建议收取尿液代替传统的白细胞进行基因检测。 

结果  白细胞 DNA 的限制性酶切方法的结果显示，在先证者及其类似症状的四名亲属中检出了

m.3243A>G 变异，但不包括先证者另外一名 leigh 综合征的姐姐，即使其两名子女均检出了此位

点。而本中心对先证者及其亲属的尿液进行了 DNA 提取，然后用 Sanger 测序的方法对

m.3243A>G 位点进行了检测，结果成功在包括先证者姐姐在内的全部有症状亲属中检出了此变异

位点。 

结论  线粒体变异存在组织异质性，因此在进行检测时应考虑优先采用体细胞多的样本；因此进行

mtDNA 检测时的样本优先选择顺序应为：肌肉活检组织>口腔拭子>尿液>血液。而口腔拭子因其取

材方便且易于保存建议做为首选。 

 
 

PU-5595 

食源性疾病监测管理与分析 

 
张哲梅 

甘肃省人民医院 

 

目的  为了规范和强化我院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通过分析食源性疾病的数据和管理方法，进一步

完善工作流程，为上级疾控部门的监测分析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对 2015-2017 年三年的食源性疾病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和对比；完善和制定措施、操作流程，

明确责任和监测范围、监测对象，明确工作任务，加强采样技能培训。 

结果  通过三年的监测显示，阳性株 38 例，采样阳性率为 7.76%。38 株阳性株中，志贺菌 30 株

（78.9%），鼠伤寒沙门菌 5 株（13.2%），都柏林沙门氏菌 1 株（2.6%），出血性大肠杆菌 1 株

（2.6%），类志贺假单胞菌 1 株（2.6%）。 

结论   采样阳性率直接反应食源性疾病的监测质量，因此只有提高监测意识、严格掌握采样病例诊

断标准，掌握正确的采样方法和技能，才能确保监测效果。  

 
 

PU-5596 

维生素 D 与子痫前期研究进展 

 
钱源 1,2,3,李晓娟 1,周芝熠 1,段勇 1,2,3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云南省内设研究机构实验诊断研究所 

3.云南省检验医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讨维生素 D 与子痫前期关系的研究进展。 

方法  通过分析相关研究成果。 

结果  多项研究显示孕期维生素 D 水平低者子痫前期发病风险将增加，早期补充维生素 D 有助于减

少子痫前期发病率。 

结论  综上所述孕期维生素 D 水平与子痫前期的发生可能有密切关系，且维生素 D 水平与子痫前期

严重程度相关。孕期维生素 D 水平低者子痫前期的发病风险明显增加，机体维生素 D 水平对子痫

前期有预测价值，且孕期及早补充维生素 D 有助于降低子痫前期的发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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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597 

PBL 结合 CBL 教学模式在产前诊断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钱源 1,2,3,李晓娟 1,周芝熠 1,段勇 1,2,3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云南省内设研究机构实验诊断研究所 

3.云南省检验医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讨 PBL 结合 CBL 教学模式在产前诊断教学中的应用。 

方法  研究相关教学模式在医学教育中的应用，并结合产前诊断教学的特点探讨 PBL 结合 CBL 教

学模式的应用。 

结果  PBL 结合 CBL 教学模式可依据教师及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合理规划不同章节的教学内容，

灵活选择教学方式，充分发挥各种教学法的优势，从而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结论  PBL 结合 CBL 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内在动机，促进主动学习，鼓励同伴教学，而不

是将学习限制在理论知识上；提倡的是能够促进学生终身学习的一种学习方式，给予学生的是终身

深入学习的本领，以适应知识不断更新、社会不断发展的要求。学生通过对不断加深问题的思考及

讨论，可获得更高深度的知识，且这种追求知识的积极态度有利于发展终身技能来解决实际问题。

PBL 结合 CBL 教学模式应用于产前诊断教学中可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 

 
 

PU-5598 

持续改进是实验室认可的根本核心 

 
孙素艳,王欣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回顾八年的 ISO15189 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经历，结合担任技术主管工作经验和体

会，分析认可准则技术要素的实施与改进，总结经验和教训，提示和帮助即将做实验室认可的医疗

机构。 

方法   依据«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 (ISO 15189: 2012,IDT)及其在各专业领域的应用说

明建立体系文件（包括质量手册和程序文件），通过科室集中全面培训、专业组依据专业领域的应

用说明进行精准培训以及员工自学的方式，使员工对«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质量要素和

技术要素有充分的理解，结合各专业领域的应用说明内容，建立完善本专业组的文件体系，包括仪

器 SOP、项目 SOP、各种规章制度、流程及记录表格等。技术要素的实施需要按计划进行，定期

监督检查，保存记录，进行阶段评审，不符合要求的项目进行持续改进。 

结果  体系运行半年后申报国家认可委 ISO15189 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通过初次现场、监

督评审和复评审的两轮循环，虽然每次迎评阶段都进行内审和整改，但是，现场评审依然会有不符

合项被开出，说明需要不断地学习认可准则和应用说明，每次评审都能发现不完善需要改进的要

素，检验人员也在持续的体系运行中充实和扩大知识面，提高对要素的理解和运用，由初期的被动

变为主动，有强制变为自觉执行。 

结论  对于通过认可的实验室，始终坚持规范的体系运行，不流于形式、走过场，每一个评审周期

都会再上一个新台阶，持续改进是实验室认可的根本核心，实验室认可永远在路上，没有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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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599 

重度子痫前期胎盘 microRNA 谱差异表达研究 

 
钱源 1,2,3,李晓娟 1,周芝熠 1,段勇 1,2,3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云南省内设研究机构实验诊断研究所 

3.云南省检验医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筛选云南地区重度子痫前期孕妇与正常孕妇胎盘组织中 microRNA 差异表达，探究

microRNA 与重度子痫前期发病机制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4-2016 年间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分娩的重度子痫前期患者和正常孕妇各

3 例的胎盘组织，通过抽提 Total RNA 样品检测，Small RNA Sample Pre Kit 文库构建，上机行

HiSeq/MiSeq 测序，获得 microRNA 的表达数据。对差异表达的 microRNA 进行表达及差异分析、

靶基因预测、靶基因注释等生物信息学分析。 

结果  1.通过对 microRNA 表达谱进行检测分析，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筛选出了 41 个差异表达的

microRNA，其中 22 个表达上调，19 个表达下调。2.对候选靶基因 KEGG 富集最显著的 20 条分

析结果显示：候选靶基因功能富集通路与 Rap1 信号通路、雌激素信号通路、焦点黏着、FcγR 介

导的吞噬作用、调节干细胞多能性的信号通路、钙信号通路、炎症介质调节的 TRP 通道、Ras 信

号通路、TGF-β 信号通路的炎症介质调节等相关。 

结论  重度子痫前期胎盘组织中差异表达的 microRNA 可能与重度子痫前期的发病机制相关，胎盘

组织中发现差异表达的 microRNA 可能成为重度子痫前期的诊断的标记物。 

 
 

PU-5600 

Potential Significance of Circular RNA in Human Placental 
Tissue for Patients with Preeclampsia by RNA Sequencing 

 
Yuan Qian1,Zhiyi Zhou2,Xiaojuan Li2,Yong Duan1 

1.Yunnan Key Laboratory of Laboratory Medicine，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1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Kunming， China 

2.Department of Obestrics， 1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Kunming， China 

 
Objective  Pre-eclampsia(PE) is a complication of pregnancy that affects 5-8% of women after 
20 weeks of gestation. Placenta plays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PE. From the 
previous papers, non-coding RNAs, such as miRNAs, play a vital role in PE. Circular RNAs 
(circRNAs) are a special type of non-coding RNA in mammalian cells that interact closely with 
miRNAs. The most well-known circRNA functions as a microRNA sponge by interacting with 
miRNA. It had been reported that an altered microRNA expression pattern in the placenta with PE. 
However, whether and how the circRNAs expression pattern is changed in the PE placenta 
remains unclear. This study aimed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t expression of circRNAs in the placental 
tissues of pregnant women with preeclampsia (PE) and to provide a new avenue of research 
regarding the pathological mechanisms of PE. 
Methods In the study, we collected 3 placental tissues from severe preeclampsia and 3 cases 
placenta from normal pregnant women. All human placental tissue samples were obtained from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February 2014 to January 2015. 
Six placental tissue samples, including three PE samples and three control samples, were used 
for the circRNA Microarray analysis. 
Results In this study, the expression profiles of 3007 circRNAs were detected. We accounted for 
the fold change (FC ≥ 2.0) and p-values (≤ 0.05) in this analysis. Many circRNAs were found to 
b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in PE placental tissues versus their controls; of these, 89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in the two group, of which 44 were up-regulated and 45 were down-reg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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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ain circRNAs with highly differential levels of expression are included, like 
has_circRNA_100782, has_circRNA_102682, has_circRNA_104891, has_circRNA_10489. 
Finally, we performed a literature comparison to forecast the possible mechanisms of circRNA 
function during PE. 
Conclusions circRNA expression significantly differed in placental PE tissues compared with 
controls. According to the circRNA microarray results and the existing papers, circRNAs may 
contribute to the pathogenesis of PE by acting as miRNA sponges; this possibility requires 
additional investigation in future studies. More work is needed to further uncover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circRNAs and to reveal their deeper involvement in disease pathogenesis. 
 
 

PU-5601 

早孕期母体血清 PAPPA 水平与妊娠结局的相关性研究 

 
李彬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早孕期唐氏综合症血清学筛查指标（如 PAPP-A、Fβ-hCG

等）对不良妊娠结局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如孕期自然流产、胎死宫内、胎儿生长受限等多种妊娠并

发症。本研究拟进一步探索唐氏筛查的生化指标异常与妊娠结局的相关性。 

方法  以 2016 年 1 月-2017 年 6 月于我院行早孕期（11-13+6 周）唐氏综合征筛查的病例 8464 例

为研究对象，正常分娩孕妇作为对照组，不良妊娠结局孕妇作为实验组，采用统计软件 SPSS19.0 

统计软件分析两组中 PAPPA 中位值倍数（MOM）。 

结果  早孕期唐氏筛查样本共 8464 例，8244 例随访成功，其中活产正常婴儿的孕妇 7993 例

（97.0%）；活产畸形儿 8 例（0.1%）；孕期自然流产 103 例（1.2%）；孕期胎死宫内 29 例

（0.4%），因染色体异常而终止妊娠 23 例（0.3%），因胎儿畸形终止妊娠 52 例（0.6%），因孕

期母体并发症终止妊娠 11 例（0.1%），新生儿死亡 25 例（0.3%）。统计分析发现，低 PAPPA

水平与自然流产及不良妊娠结局有显著相关性（P＜0.0001）。当 PAPPA 浓度低于第 5

（0.39MOM）或第 10（0.53MOM）百分位时，自然流产的发生率明显升高（P<0.01）。 

结论  早孕期母体血清中低水平的 PAPPA 与多种不良妊娠结局具有显著相关性。这一结果可能为

产科临床提供科学、可靠的医学证据，从而为预防或监测妊娠期并发症提供帮助。 

 
 

PU-5602 

早孕期联合筛查胎儿染色体异常的结果分析 

 
李彬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对早孕期联合筛查胎儿染色体异常的结果进行分析，评估联合筛查效率。 

方法  以 2016 年 1 月-2017 年 6 月于我院行早孕期（11-13+6 周）唐氏综合征筛查的病例 8464 例

为研究对象，对早孕期联合筛查的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例孕妇中共筛查出高风险 482 例，筛查阳性率为 5.7％。最终确诊染色体异常胎儿共 31 例，

其中唐氏综合征 17 例，18 三体综合征 2 例，13 三体 3 例，特纳氏综合征 2 例，其他染色体异常 7

例。唐氏综合征的检出率为 87.5%。在 21 三体妊娠中，PAPPA 的中位值倍数（MOM）比对照组

低 60.2％，free β-hCG 的 MOM 值比对照组高 165.1％，NT 的 MOM 值比对照组高 100．00％；

18 三体妊娠中，PAPPA 和 free p-hCG 的 MOM 值分别比对照组低 82.2％和 88.1％，NT 的 MOM

值比对照组高 113．33％，特纳综合征组中，free p-hCG 的 MOM 值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

PAPPA 的 MOM 值比对照组低 52.2%。其他类型染色体异常组与对照组均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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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早孕期联合筛查可有效检出唐氏综合征和 18 三体综合征等染色体异常。此外，早孕期测量胎

儿 NT 厚度和母体血清中多种激素水平对不良妊娠结局有一定的预测价值，为临床产前咨询提供了

可靠的依据。 

 
 

PU-5603 

Constitutive activation of canonical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in EBV-associated gastric carcinoma 

 
Yan Zhang 

Zibo central hospital 

 
Objective Epstein-Barr virus (EBV) was the first virus isolated from human tumor cells. EBV 
infects more than 90% of adults worldwide and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many human 
lymphoid and epithelial tumors. EBV-associated gastric carcinoma (EBVaGC) is a specific 
subgroup of gastric carcinoma and has unique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and oncogenic 
mechanisms. NF-κB is well known to regulate various biological progresses. It has reported that 
EBV could directly active NF-κB signaling in some EBV-associated diseases. In this study, we 
wanted to characterize NF-κB signaling comprehensively in EBVaGC.  
Methods Seven cell lines were used as follows: GT38, GT39, and SNU719 (EBV positive gastric 
carcinoma cell lines), BGC823, HGC27, and SGC7901 (EBV negative gastric carcinoma cell 
lines), as well as HEK293T cells. qRT-PCR, conventional PCR, western blot, 
immunofluorescence assay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staining were performed to identified the 
activation of canonical NF-κB signaling in EBVaGC. CCK-8 was used to detect the cell viabilities 
and Annexin V to detect the cell apoptosis. Bisulfite genomic sequencing (BGS) was performed to 
analyze the methylation status of IκBα promoter. The mutation of NFKBIA gene was analyzed by 
conventional PCR analysis and direct DNA sequencing. We predicted that EBV-encoded miRNA 
BART16 had putative targeting sites in the 3’UTR of IκBα and Dual-Luciferase system was used 
to verify the prediction. LMP1 or LMP2A were cloned into pcDNA3.1 victor and transfected into 
SGC7901 respectively by using lipofectamine 2000 to observe the activation of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and the associated molecular was analyz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The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s of key molecule of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IκBα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EBV positive cell lines and tissues compared with EBVnGC. In 
addition, we analyzed the p65 nuclear translocation by immunofluorescence assay and more than 
50% nuclear translocation of p65 in EBV positive cell lines, and no nuclear translocation was 
observed in EBV negative cell lines. We found that these two inhibitors both prevent the nuclear 
translocation of p65 notably with treatment of MG-132 (50 μM, 12 h) and BAY 11-7082 (10 μM, 
12 h) on SNU719. Cell survival rates were analyzed by CCK8 assay after 24 h treatment of BAY 
11-7082 and found that SNU719 was more sensitive to BAY 11-7082 than EBVnGC cell line 
SGC7901. Annexin V staining assay indicated that the inhibition of NF-κB activation by BAY 11-
7082 induced significant increase on the percentage of late apoptotic cells compared with the 
DMSO control o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and the expression of apoptosis-associated genes 
(BCL-2, Bax, caspase-3) were changed after treatment by western blot. In addition, when treated 
with BAY 11-7082, the expressions of LMP1 and LMP2A of GT38 were decreased notably both in 
mRNA and protein level.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activation of NF-κB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tumorigenesis and EBV latent infection in EBVaGC. 
Then we discussed the regulation of IκBα in transcriptional level, mRNA degradation and 
translation controls. We first detected the level of IκBα promoter region methylation by BGS 
analysis, and found that there was no obvious methylation status. By PCR and direct DNA 
sequencing, it was found that 12-bp deletion in NFKBIA exon 1 in EBVaGC cell lines. This 
mutation caused 4 amino acids deletion and along with the low transcriptional activity of NFKBIA 
in EBVaGC and presumably results in the suppression of IκBα protein expression. The function of 
this deletion needs further investigation. By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EBV encoded miR-BART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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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ld not inhibit IκBα expression by down-regulating its mRNA transcript.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LMP1 and LMP2A on the activation of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we transfected EBV-negative 
cell line SGC7901 with the pcDNA3.1-LMP1 plasmid and pcDNA3.1 control. The gradually 
increased phosphorylated p65 and down-regulated IκBα indicated that both of LMP1 and LMP2A 
could induce the activation of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similarly. Overexpression of LMP1 and 
LMP2A in EBV negative GC cell line SGC7901 could inhibit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IκBα and 
up-regulate the expression of TRAF1 to induce the activation of NF-κB.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canonical NF-κB signal is constitutively activated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EBVaGC 
tumorigenesis. 
Conclusions The constitute activation of NF-κB contributes to the malignant progression of 
EBVaGC via the up-regulation of genes involved in proliferation, anti-apoptosis, and maintaining 
latent infection. Genetic alternations of NFKBIA in EBVaGC cell lines may affect the feedback of 
NF-κB to induce the synthesis of IκBα. The key oncogenes LMP1 and LMP2A could induce the 
activation of NF-κB by 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IκBα and TRAF1. Genetic alternations of 
NFKBIA in EBVaGC cell lines may affect the feedback of NF-κB to induce the synthesis of IκBα. 
The key oncogenes LMP1 and LMP2A could induce the activation of NF-κB by 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IκBα and TRAF1. 
 
 

PU-5604 

Survey and analysis of laboratory personnel in public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Yunnan province 

 
Songling Huang,Bin Shan,Zijie Liu,Yong Dua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032， China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situation of laboratory personnel in public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Yunnan province. We explore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trategycombined with 
relevant domestic situa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s, so as to provide data support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improving the public medical laboratory talents allocation and training strategies in 
Yunnan. 
Methods 661 personnel of 32 public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Yunnan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ed by 
questionnaire. 
Results 661 medical laboratorypersonnel ofthe 32 major public medical institutionsfeedback 
questionnaire. male and female male ratio of 1:2.19; the median age was 34 years old female, 
median age was 32 years; among them, qualitytestingtechnicians proportion is 7%, the title of 
composition is 13.9%, 19.4%, 33.3% intermediate, junior high 33.3%. The education is Dr. 11.1%, 
55.6% masters, 30.6% undergraduate, specialist 2.7%, test technicians accounted for 93%, 
professional title is high 1.9%, 10.4%, 26% intermediate, junior high 61.7% degree consists of 
0.9% doctoral, master 7.6%, 73% undergraduate, specialist 16.4%, secondary school 2.2%. In 
addition, 21 of the large public medical institutions, the director of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10 points system), 9.4, 9.1, 8.8%, 7.9%, and 7.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medical laboratorypersonnel in public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Yunnan province 
are basically rational.The examination physician has a high degree of education and a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professional titles, but its proportion is insufficient.The technician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title structure has space for further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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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605 

全外显子组测序诊断表现 

为肥厚梗阻型心肌病的罕见黏多糖贮积症 II 型患者 

 
马懿 1,殷昆仑 1,李天骄 1,宋云虎 2,周洲 1 

1.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阜外医院 心血管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心血管疾病北京市重点

实验室 实验诊断中心 北京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 

2.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阜外医院 心血管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成人外科中心 北京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 

 

目的  肥厚型心肌病（HCM）是一种发病率约为 0.002 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表现为不明原因的

心肌肥厚。很多代谢性疾病和综合征也可能出现心肌肥厚的拟表型，为其明确的鉴别诊断增加了难

度。 

方法  先证者男性，49 岁，临床诊断为梗阻型 HCM（最厚处 28mm，左室流出道最大静压差

39mmHg），且伴有左室室壁瘤（51x37mm），39 岁首发症状。幼时行疝气手术。先证者大哥 58

岁时诊断为梗阻型 HCM（最厚处 30mm，最大静压差 34mmHg），且伴有二尖瓣病变（增厚

2.4cm2 且关闭欠佳），47 岁时首发症状。父亲因肺癌去世，母亲体健。本中心先后对先证者，大

哥及其母亲进行了全外显子组测序（whole exome sequencing, WES），寻找其可能的致病因素。 

结果  先证者、大哥和母亲均携带一个位于 X 染色体上的 IDS 变异（p.Asp352Tyr），该位点在人

群数据库中无记录，多款软件均预测致病，此前无报道，但 clinvar 数据库有多个附近可能致病变

异的记载。IDS 编码溶酶体内的艾杜糖醛酸硫酸酯酶，其变异可以导致 X 连锁隐性遗传的黏多糖贮

积症 II 型，其绝大部分患者均为男性，但临床表现存在显著差异，脐疝是其常发的早期症状，而瓣

膜病是心脏的常见临床表型。综上所述，虽然先证者及其大哥的临床症状不典型，但仍可认为该位

点在此家系中存在共分离，而进一步的酶活性检测可以帮助确诊。 

结论  WES 检测可以提示一些罕见或非典型的综合征，指导患者的进一步检查并帮助明确诊断。同

时，在确定变异的致病性后，还可以用于指导优生优育。 

 
 

PU-5606 

Association study of MUS81 gene polymorphisms and 
Epstein-Barr virus-associated tumors in China 

 
Yan Zhang 

Zibo central hospital 

 
Objective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of MUS81 have been report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several human tumors, but not with EBV infection. This study focused on 
ident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81 polymorphisms and EBV-associated tumors in China. 
Methods Three SNP loci of MUS81 were detected using the Sequenom MassARRAY 
technology.  
Results The rs13817 genotype AA and allele A, rs648732 genotype TT and allele T were both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EBV-associated gastric carcinoma (EBVaGC) than controls. 
Heterozygous TC of rs659857 was remarkably reduced in EBVaGC and EBV-associate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EBVaNPC). Futhermo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lymphoma and controls without an EBV association.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indicated a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81 polymorphisms and 
the susceptibility to EBVaGC, EBVaNPC, and lymph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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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607 

不同年龄心肌梗死患者的血脂谱水平分析 

 
张通通,张文 

淄博市中心医院 

 

目的  分析不同年龄心肌梗死患者的血脂谱水平状况。 

方法  将 120 例心肌梗死患者分为非老年组（＜60 岁，60 例）、老年组（≥60 岁，60 例），同时

选择两组同年龄段正常人血脂水平作为对照组。检测各年龄组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

（TG）、高密度脂蛋白（HDL）、低密度脂蛋白（LDL）、脂蛋白 a[Lp（a）]、游离脂肪酸

（NEFA ）、ApoA、ApoB 水平。 

结果  在年龄＜60 岁的非老年组中，心梗组的 TG、LDL、NEFA 结果均比对照组升高，而 HDL、

ApoA 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TC、ApoB 与 Lp（a）两组比较无统计

学意义（P＞0.05）；在年龄≥60 岁的老年组，心梗组的 TG、Lp（a）结果均比对照组升高，而

ApoA 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项目结果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不同年龄组心肌梗死患者血脂谱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根据不同年龄情况进行血脂异常的调

控对治疗心肌梗死有重要意义。 

 
 

PU-5608 

基因检测帮助诊疗新生儿中罕见的 Leigh 综合征 

 
马懿 1,孙国玉 2,殷昆仑 1,李天骄 1,周洲 1 

1.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阜外医院 心血管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心血管疾病北京市重点

实验室 实验诊断中心北京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 北京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 

 

目的  由于新生儿尚无法自主表达其感觉，且部分临床症状尚未能完全表现出来，因此新生儿的先

天性疾病诊断一直比较困难，且直接关系到后期的治疗方案选择与预后。 

方法  先证者男性，出生 13 天，因呻吟、吐沫伴喂养困难入院，全身皮肤轻-中度黄染，口周稍发

绀，四肢远端非可凹性水肿。四肢肌张力偏低。实验室检查发现游离肉碱降低；乳糖水平最高

15.6 mmol/L ，复查后低至 5 mmol/L，BNP 水平>4988 pg/ml。超声心动图显示：房间隔缺损，动

脉导管未闭,心肌肥厚（9.3mm），射血分数 66%。窦性心律。头颅 B 超并未发现脑结构异常。临

床无明确诊断。父母体健无任何家族史。本中心对先证者一家三口进行了全外显子组测序（whole 

exome sequencing, WES），寻找其可能的致病因素。 

结果  先证者携带 LRPPRC 上的一对复合杂合变异（p.Val861Asp 和预测可能导致异常剪接的

c.1582+4A>G），分别遗传自父母。这两个位点在人群数据库中均无记载，且多款软件均预测致

病，此前无任何报道。LRPPRC 编码的是线粒体蛋白，在 RNA 代谢及转录后调节中起作用，而

LRPPRC 变异与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线粒体呼吸链复合物 IV 缺乏性 Leigh 综合征相关。联系主管

医生后，发现先证者住院期间出现了癫痫，而进一步的酶学检测证实线粒体呼吸链复合物 IV 的确

存在缺陷。因此，此先证者的临床诊断应为 leigh 综合征， LRPPRC 复合杂合变异可能就是患者

的致病原因。 

结论  针对一家三口的 WES 检测在新生儿筛查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不但可以帮助复杂性疾病

或综合征的明确诊断，并指导后续治疗，还可用于指导优生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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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609 

结核病相关 biomarker 的筛选及列线图模型的初步建立 

 
白梦鸽,应斌武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比较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与健康状态组外周血相关 LncRNA 的差异性表达，探讨其作为诊断结

核分枝杆菌感染生物标志物的可能性。同时建立并验证预测活动性肺结核发生风险的列线图模型，

对病情进展状况进行科学直观的评估。  

方法  筛选出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住院的活动性肺结核患者 798 例，健康状态者（包括潜伏感染和

健康对照）1650 例。收集全血，提取 RNA 后利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 lnc-PA 表达水平。

通过病史回顾性收集样本的相关临床资料，个人一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民族、BMI、吸烟/饮

酒史、全身其他病史等，以及：主诉、诊断、结核部位、TB-DNA/涂片/细菌培养结果、CT/MRI/胸

片描述、活检及抗结核治疗情况、IGRA 以及其他血常规及免疫学指标等。  比较这些因素在结核

组与健康对照组之间的分布有无差异性，并进行相关的 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列线图模型的建

立及评估：根据 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确定模型入组变量，并依据相关变量的回归系数作出相应

的列线图模型，根据 AUC 统计结果评价 lnc-PA 对于结核病的诊断价值。 

结果  在单因素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对相关变量进行 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最终入组预测模型的

变量（p<0.05）有年龄、Alb、globin、Hct、PLT、lncRNA PA。列线图模型详细分析了每个变量

的诊断效能，其中 lncRNA PA、EHR 实验室指标以及两者联合的 ROC 曲线的线下面积（AUC）

依次为 0.617，0.97，0.972。 

结论  本研究在人群中首次报道了 lnc-PA 可能参与调控结核病的发生发展。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

lnc RNA PA 表达水平与 ALB 水平呈中度负相关，在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与健康状态组之间存在差异

性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反应结核病的活动度，可能是诊断肺结核感染的潜在生物学标志物，但其区

分度还不够明显，肺结核病的最佳生物学标志物仍需进一步探索。本文应用的研究方法可以拓展到

其他相关 lncRNA 的诊断效能探索中，尤其是 nomogram 列线图的应用，使 logistic 分析结果更直

观化，为临床多指标联合诊断与预测疾病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PU-5610 

ACE2 基因多态性与男性 2 型糖尿病肾病的相关性研究 

 
刘媛媛 

中日友好医院 

 

目的  研究 ACE2 基因 rs2285666 多态性与汉族男性 2 型糖尿病(T2DM)合并糖尿病肾病（DKD）

的关系。 

方法  选择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3 月中日友好医院收治的男性 T2DM 合并 DKD 患者 109 例为研

究对象，纳入 DKD（+）组；选择同期本院收治的男性 T2DM 不伴 DKD 患者 109 例，纳入 DKD

（-）组。用高分辨率溶解曲线法（HRM）进行 ACE2 基因 rs2285666 分型。统计学分析两组受试

者的临床生化指标和等位基因频率。 

结果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比较，年龄、DBP、HbA1c、TC、TG、HDL-C、LDL-C 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0.05），DKD（+）组病程、吸烟比例、BMI、SBP、Scr 水平高于 DKD（-）组，

eGFR 、Ccr 低于 DKD（-）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DKD（+）组患者 G 等位基因

频率高于 DKD（-）组（51.4%比 36.7%），A 等位基因频率明显降低（48.6%比 63.3%，

P=0.0029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G 等位基因是 DKD 的独立相关因素

（OR=2.14,95%CI=1.22-3.88,P=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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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ACE2 基因 rs2285666 与男性 2 型糖尿病患者 DKD 的发病相关，携带 G 等位基因的 T2DM

男性患者更易发生 DN，A 等位基因则为保护性基因。 

 
 

PU-5611 

四种消毒剂对常见医院感染病原菌杀灭效果研究 

 
刘乐平,司梦歌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评价四种临床常用的消毒剂对常见的医院感染病原菌的杀灭效果，为消毒提供良好的选择方

案。 

方法  选用单方乙醇、皮肤消毒剂、84 消毒液、络合碘对鲍曼不动杆菌（Ab）、铜绿假单胞菌

（PA）、金黄色葡萄球菌（SA）、肺炎克雷伯菌（Kp）以不同浓度作用不同时间后进行定量接

种，计数其菌落数，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的统计学分析消毒剂在不同作用时间下的作用效果是否不

同，采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分析不同浓度的消毒剂的消毒效果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  四种菌经最低浓度单方乙醇作用后均有较多菌落密布生长，最高浓度（原倍）单方乙醇作用

后的菌落生长均超过 100CFU；而其余三种消毒剂以最低浓度（1:150）作用最短时间（1min）下

菌落生长数均≤1CFU。比较同浓度单方乙醇作用相同时间下不同细菌的生长情况，Ab 的菌落数明

显多于其他三种细菌（P＜0.05）；且单方乙醇对 Ab 的消毒作用在时间上存在差异（P＝

0.025）。 

结论  使用单方乙醇直接擦拭被污染表面无法完全杀灭常见的医院感染病原菌，若要取得较好的灭

菌效果，需延长其作用时间。皮肤消毒剂、84 消毒液、络合碘对以上四种菌的消毒效果均十分明

显。Ab 对单方乙醇的耐受能力强于 KP、PA 和 SA。临床工作中的消毒建议根据不同场合及要求选

择相应的消毒剂。 

 
 

PU-5612 

心肌钙蛋白 I 定量检测试剂盒的临床验证 

 
周雨欣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验证评价某公司心肌钙蛋白 I 定量检测试剂盒（免疫层析法）的临床应用效能。 

方法  以该公司自主研发的试剂盒作为试验试剂，以同类已批准上市且临床应用较好的肌钙蛋白 I

检测试剂盒作为对照试剂，选取血清、血浆、全血样本各 220 份，对试验系统和对照系统的检测结

果进行相关性分析，计算其相关系数 r，回归系数 b，对相关系数 r 及回归系数 b 做 t 检验，确定其

是否有统计学意义；对试验组和对照组的检测结果做配对 t 检验，检验两组数据的差异是否有统计

学意义，对两组结果做 B-A 一致性分析，检验两组数据的一致性。 

结果  对血清样本进行相关与回归分析 r=0.982，t 检验（r,P<0. 05;b,P<0.05），试验组与对照组结

果 做配对 t 检 验（ P=0.980>0.05 ）；血 浆样本 的相关 与回 归分析 r=0.993 ， t 检验

（r,P<0.05;b,P<0.05），试验组与对照组结果做配对 t 检验（P=0.549>0.05）；对全血样本的相关

与回归分析 r=0.991， t 检验（ r,P<0.05;b,P<0.05），试验组与对照组结果做配对 t 检验

（ P=0.302>0.05 ） 。 另 家 机 构 对 血 清 样 本 进 行 相 关 与 回 归 分 析 r=0.990 ， t 检 验

（r,P<0.05;b,P<0.05），试验组与对照组结果做配对 t 检验（P=0.152>0.05）；对血浆样本的相关

与回归分析 r=0.980， t 检验（ r,P<0.05;b,P<0.05），试验组与对照组结果做配对 t 检验

（P=0.186>0.05）；对全血样本的相关与回归分析 r=0.977，t 检验（r,P<0.05 ;b,P<0.05），试验

组与对照组结果做配对 t 检验（P=0.316>0.05）。两个单位数据结果 P 均>0.05，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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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试验组试剂和对照组试剂两组检测结果无显著性差异，表明某公司心肌钙蛋白 I 定量检测试

剂盒能够达到与已上市同类产品相同的定量检测效能，符合临床使用要求。 

 
 

PU-5613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of Newly Diagnosed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ith Brain Metastases 

 
Chuanli Ren,Chongxu Han 

Clinical Medical Testing Laboratory， Northern Jiangsu People's Hospital and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of 

Ya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potent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breast cancer and brain 
metastases,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role of molecular subtypes. We also provide 
recommendations for more effective clinical screening and early treatment. 
Methods Data were obtained from the Surveillance, 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 program 
(2010–2015).Among 379229 cases, 1562 patients with brain metastases were acquired. Patients 
diagnosed at autopsy or with unknown follow-up were excluded, leaving 369661 patients. 
Results We identified 1562 patients with brain metastases at the time of breastcancer diagnosis. 
Patients with the hormone receptor (HR)-negative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 
(HER2)-positive (1.12%) and HR-positive HER2-negative (0.23%)subtypes displayed the highest 
andlowest incidence rates, respectively.Regarding ACM, the median survival among the group 
with brain metastases was 9.0months. Median survival was longest (20.0months) among patients 
withHR-positiveHER2-positive cancer,and was shortest (5.0months) among patients with the 
triple-negative subtype. 
Conclusions Based on our assessment of the incidence and prognosis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ith brain metastases at the time of diagnosis,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guidelines should 
consider routine assessments for brain metastases. This will allow radiotherapy or novel targeted 
therapy to be administered earlier. 
 
 

PU-5614 

不同血细胞分析仪检测结果的比对分析 

 
许可欣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我院检验医学中心临检实验室 3 台 Sysmex 不同型号的血细胞分析仪 Sysmex-900i（仪

器 1）、Sysmex-1000i（仪器 2）和 XE-2100D（仪器 3）测定结果之间的可比性。 

方法  选择每月随机日 10 例不同浓度的新鲜血常规标本，3 台仪器各测定 10 次，计算测定结果的

均值、标准差、变异系数。以参加卫生部和省临检中心的室间质评活动并合格通过的仪器 XE-

2100D 血细胞分析作为参考仪器，Sysmex-900i 和 Sysmex-1000i 作为实验仪器，每半年对该 60

例标本的检测结果进行相关分析和偏倚评价。 

结果  2 台实验血细胞分析仪检测项目的相对偏差符合率分别为：Sysmex-900i 血细胞分析仪（仪

器 1）WBC 98.33%、RBC 86.67%、Hb 91.67%、PLT 95.00%、HCT 68.33%、MCV 98.33%、

MCH 68.33%、MCHC 53.33%；Sysmex-1000i 血细胞分析仪（仪器 2）WBC 95.00%、RBC 

93.33%、Hb 25.00%、PLT 91.67%、HCT 93.33%、MCV 98.33%、MCH 26.67%、MCHC 

33.33%。 

结论  Sysmex-900i 血细胞分析仪 8 个检测项目符合率有 HCT（68.33%）、MCH（68.33%）不符

合要求；Sysmex-1000i 血细胞分析仪 8 个检测项目符合率有 Hb（25.00%）、MCH（26.67%）、

MCHC（33.33%）不符合要求。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970 

 

PU-5615 

191 例中国肥厚梗阻型心肌病患者的变异表达谱的检测和验证 

 
殷昆仑 1,马懿 1,李天骄 1,李文轲 1,朱昌盛 2,王水云 2,周洲 1 

1.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阜外医院 心血管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心血管疾病北京市重点

实验室 北京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 

2.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阜外医院 心血管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心血管外科手术中心 

北京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 

 

目的  肥厚梗阻型心肌病（HOCM）患者猝死的风险高于非梗阻性肥厚型心肌病（HCM）。随着高

通量测序的应用，越来越多的致病基因被发现，但是梗阻性与非梗阻性 HCM 患者的遗传背景以及

基因型和组织病理学改变之间的关系仍不清楚。 

方法  本中心对 193 例中国的 HOCM 患者进行了包含 91 个心肌病相关基因的基因组合检测，并通

过 Sanger 测序验证筛选出的罕见变异。对于 dbscSNV 数据库预测影响可变剪接的变异位点在转

录水平上进行验证。同时对患者的组织病理变化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患者的总体诊断率为 51.3％，诊断年龄小于 25 岁的患者诊断率增加至 75％，有 SCD 或心

肌病家族史的患者增加至 75.6％。（可能）致病变异主要位于 MYH7（46.5％），其次是

MYBPC3（33.8％），与以前的中国研究类似，但与其他种族研究不同。通过 dbscSNV 预测得到

20 个可能影响可变剪接的位点，其中只有 6 个变异位点被证实引起异常剪接，包括 4 个 MYBPC3

上的变异位点、1 个 ANKRD1 中的同义突变和 1 个 ACTN2 缺失变异。dbscSNV 预测剪接的验证

准确率只有 33.3％。 

结论  在中国 HCM 人群中，MYH7 变异携带者比 MYBPC3 多，这与国外人群是不同的，说明基因

表达谱是具有种族差异。由于软件预测的可变剪接的组织验证准确性较低，所以计算机预测的影响

可变剪接的变异在没有实验验证的前提下应谨慎使用。另外肌节变异的存在与 HOCM 患者的某些

临床特征和独特的组织病理学改变相关，这可能表明遗传性和非遗传性 HCM 的具有不同的致病通

路。 

 
 

PU-5616 

BCR-ABL1 融合基因候选参考物质的研制 

 
景蓉蓉,于书平,王惠民,鞠少卿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构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融合基因 BCR-ABL1 质粒候选参考物质。 

方法  采用分子克隆技术构建含有 BCR-ABL1 基因的重组质粒，测序验证后应用紫外分光光度法和

数字 PCR 进行浓度测定，实时荧光定量 PCR 进行均匀性和稳定性研究，最终应用《测量不确定度

表示指南》评定测量不确定度。 

结果  质粒候选参考物质质量拷贝数浓度为（2.50±0.35）×106 copies/mL，有较好的均匀性和稳定

性。 

结论  建立了制备 BCR-ABL1 候选参考物质的方法，构建了均匀稳定的 BCR-ABL1 候选参考物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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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617 

广州地区健康儿童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分布的调查分析 

 
詹文丽,黄滨梅,杜倩怡,柴慧颖,杨笑涵,刘攀,骆明勇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目的  调查分析广州地区不同年龄组的健康儿童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的分布。 

方法  选取 865 例于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0~18 岁汉族健康儿童为研究对象。按年龄分为六组：新生

儿组（0~28 天）、婴儿组（~12 月）、幼儿组（~3 岁）、学龄前组（~7 岁）、学龄组（~12 岁）

和青春期组（~18 岁），采集其外周血使用流式细胞术检测淋巴细胞亚群 CD3+细胞、CD3+CD4+

细胞、CD3+CD8+细胞、CD3-CD19+细胞和 CD3-CD16+CD56+细胞，同时计算 CD4+/CD8+细

胞的比值，使用 FACSCanto 软件获取分析数据、SPSS 20.0 软件统计数据。 

结果  1、不同性别之间，CD3+、CD3+CD4+、CD3-CD19+的百分率和 CD4+/CD8+比值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除 CD3-CD19+百分率表现为男童明显高于女童外，其他均表现为女童高于男童；

2、各淋巴细胞亚群的百分率在 6 个年龄组中的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表现如下：CD3+、

CD3+CD4+、CD19+的百分率和 CD4+/CD8+的比值存在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趋势，CD3+CD8+和

CD16+CD56+百分率则存在随年龄增长而升高的趋势；3、各淋巴细胞亚群指标在学龄前组、学龄

组和青春期组中的百分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所以 4~18 岁健康儿童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的分布如

下：CD3+细胞为 57.6%~76.12%、CD3+CD4+细胞为 24.71%~40.37%、CD3+CD8+细胞为

19.64%~34.34% 、 CD3-CD19+ 细 胞 为 11.18%~24.66% 和 CD3-CD16+CD56+ 细 胞 为

5.57%~21.15%；在其他三个年龄组之间，淋巴细胞亚群指标存在统计学差异。 

结论  儿童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的分布具有年龄和性别的差异，为便于临床分析，需建立属于儿童

的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参考值范围。 

 
 

PU-5618 

临床生化检验结果的影响因素及对策探讨 

 
黄海祥 

甘肃省肿瘤医院 

 

目的  通过观察我院临床生化检验结果误差分析，探讨分析影响临床检验结果的相关因素，并提出

相应对策， 

方法  对我院在临床生化检验方面较大误差的例数进行复查，对复检结果进行分类整理，对分析各

类误差影响因素提出解决措施，结果复检后，出现误差较大的主要因素包括严重脂血，溶血，以及

血液的采集方式，及实验室送标本处理不当等四个方面，随机抽取四个方面因素各四例分为

A,B,C,D,等四个标本号，对比分析个标本号复检结果情况，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果  影响生化检验结果的各种因素主要出现在临床与实验室各个环节中。 

结论  检验操作人员应积极控制影响检验结果的各个相关因素，采取相应的对策，减少误差的发

生，积极与临床沟通，提高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972 

 

PU-5619 

分子诊断技术在肿瘤个体化治疗中的应用 

 
黄金晶 

甘肃省肿瘤医院 

 

目的  分子诊断技术是将分子生物学原理和技术应用于检测患者体内遗传物质的结构或表达水平的

变化而诊断疾病的一门检验医学技术，其核心是基因诊断技术，近年来此项技术步入快速发展时

期， 

方法  临床使用的分子诊断技术主要有 PCR，荧光原位杂交，微阵列芯片和 DNA 测序等。 

结果  过去，肿瘤一旦确诊有些患者就已失去了手术治疗的机会，治疗只能以化疗和放疗为主而化

疗多是按照临床经验选择治疗药物，这种治疗方式虽能在很大程度上遏制肿瘤细胞的增长，但是也

加重了患者的生理心理伤害和经济负担。 

结论  现在分子诊断技术在实验诊断中的应用，通过对临床获得的标本如活检或手术切除组织，血

液，体液等使用分子诊断技术进行检测，能够提供肿瘤分子异常及患者的抗肿瘤药物代谢的相关基

因信息，使临床医生能够结合患者其他的临床情况进行诊断和预后评估，选择适合患者的最佳治疗

方案。 

 
 

PU-5620 

Does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damage ovarian reserve 
function? AMH shows certain predictive value 

 
Sisi Li1,2,Chongxu Han1,2,3,Tanjing An1,3,Dongsheng Han1,2,Chuanli Ren1,2,3,Xiaomei Zhang1,2 

1.Northern Jiangsu People's Hospital 

2.School of Postgraduate， Yangzhou University Medical Academy 

3.School of Postgraduate，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damaging effect of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on ovarian 
reserve. 
Methods We selected 317 patients with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which were divided into mild 
to moderate PID group (n = 245) and severe PID group (n = 72), at the same time, we selected 
156 women as healthy controls. The ovarian reserve parameters values were compared among 
the three groups.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AMH,FSH,LH,E2 and combined prediction for distinguishing PID 
severity.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ROC curve in each indicator were analyzed. 
Results Significantly lower level of AMH was observed in women with severe PID to control 
group [2.46 ng/ml vs.3.14 ng/ml, P = 0.007] and mild to moderate PID group [2.46 ng/ml vs.2.98 
ng/ml, P = 0.005]. However,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AMH level between mild to moderate PID 
patients and controls. Also,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FSH ,LH and E2 among the 
three groups (p>0.05). When AMH, FSH, LH and E2 were detected separately,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corresponding to AMH was 0.61 with sensitivity of 38%, specificity of 80%, and 
the best truncation point of 1.89 ng /ml. When they were detected jointly, the area under 
the corresponding ROC curve was not increased. 
Conclusions The decrease of AMH level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PID suggests that the ovarian 
reserve is damaged. For different PID patients, we should combine the pathological degree, 
actual age and serum AMH level to make a rational plan of promoting ov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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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621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发生失代偿的危险因素研究 

 
李京华,赵伟,曹永彤 

北京中日医院 

 

目的  讨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BC）患者出现肝硬化失代偿期的危险因素指标，为临床诊治提供

循证医学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15 例 PBC 患者，将患者分为代偿期组（72 例）和失代偿期组（43 例），分析

生化指标[白蛋白（Alb）、球蛋白（Glb）、总胆红素（TB）、碱性磷酸酶（ALP）、γ-谷氨酰基

转移酶（GGT）、总胆汁酸（TBA）、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谷氨酸氨基转移酶

（AST）］、凝血指标［凝血酶原时间（PT）]、免疫指标（IgM、IgG、IgA、γ-球蛋白）、自身抗

体[抗核点型靶抗原蛋白 100 抗体（抗 sp100 抗体）、抗核孔复合物糖蛋白 210 抗体（抗 gp210 抗

体）、抗着丝点抗体]、Mayo 评分与肝硬化失代偿的相关性，并通过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

选出可有效独立预测 PBC 出现失代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的危险因素。 

结果  失代偿期组 TB、TBA、PT、γ-球蛋白、IgA、IgG 水平及 Mayo 评分均高于代偿期组，而

Alb、GGT 水平低于代偿期组（P<0.05）。2 个组之间 IgM 水平及抗 sp100 抗体、抗 gp210 抗

体、抗着丝点抗体阳性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Alb<34.5 g/L[比值比（OR）=4.458，95%可信区间（CI） 1.019～19.501]、 IgA>3.09 g/L

（OR=15.41，95%CI 2.868～82.786）、Mayo 评分>5.04（OR=15.7，95%CI 2.653～92.907）

为 PBC 患者肝硬化失代偿期的独立预测指标。Alb、IgA、Mayo 评分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81、0.700、0.860，Alb+IgA+Mayo 联合检测模型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12。 

结论  Alb<34.5 g/L、IgA>3.09 g/L、Mayo 评分>5.04 及 Alb+IgA+Mayo 联合预测概率>0.45，有助

于预测 PBC 患者出现肝硬化失代偿。 

 
 

PU-5622 

脂肪因子作为血管钙化血清学标志物的 

临床价值评估及其机制研究 

 
周允,曹永彤 

中日医院 

 

目的  开发出血管钙化血清学标志物，为实现无创且简便易行地对血管钙化进行早期诊断和进展监

测提供检验技术支持。 

方法  本课题拟利用 CKD 患者标本、大鼠慢性肾衰模型和 VSMCs 钙化模型，采用 PCR、免疫印

迹等技术从在体和离体水平分析脂肪因子与血管钙化的内在联系，评价其作为血管钙化血清学标志

物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并进一步明确保护因子脂联素改善血管钙化的作用及其信号转导通路。 

结果  我们发现慢性肾衰血清脂肪因子水平与血管钙化评分密切相关，提示脂肪因子具有潜在的血

管钙化诊断价值，脂肪因子和炎症因子联合检测可显著提高临床血管钙化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此外，本项目还探讨了代表性保护性因子脂联素的抗钙化效果，并阐明了其通过调控转录因子

Runx2 抑制 VSMCs 向成骨细胞转化改善血管钙化的分子机制。在肾衰大鼠的腹主动脉和原代培养

的 VSMCs 中，我们发现球形脂联素能明显减少 VSMCs 钙结节的形成从而改善血管钙化；通过检

测 PI3K/AKT 通路和 Wnt 通路以及 Runx2 核转位的变化，发现脂联素激活 WIF-1 从而抑制 β-

catenin 蛋白的磷酸化水平，也能抑制 AKT 蛋白的磷酸化水平，并能抑制 Runx2 蛋白表达和核转

位；应用 Wnt 通路激动剂后，脂联素诱导的钙结节减少、WIF-1 上调、β-catenin 蛋白的磷酸化水

平升高和 Runx2 表达降低及核转位抑制均被逆转，这就提示脂联素改善血管钙化是通过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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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nt/β-catenin 通路进而抑制 Runx2 的表达和转位来实现的；此部分研究明确了脂联素的抗钙化作

用，为临床防治血管钙化提供干预依据。 

结论  脂肪因子是潜在的血管钙化血清学诊断标志物，与炎症因子联合检测可显著提高临床血管钙

化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对保护性因子脂联素的探讨也为慢性肾病患者血管钙化的干预靶点和防

治提供新见解。 

 
 

PU-5623 

Annexin A3 的作用及研究进展 

 
刘畅 1,段勇 2 

1.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2.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Annexin 家族蛋白是众所周知的钙调节磷脂和膜结合蛋白的多基因家族，作为一种家族基因

蛋白，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Annexin A3(ANXA3)，又称脂蛋白 3，胎盘抗凝蛋白 3(PAP-III)。ANXA3 是钙依赖的磷脂结合蛋

白，在细胞中存在丰富。ANXA3 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影响肿瘤的转移和耐药

性。总结了近年来的研究证据表明，根据肿瘤细胞和组织的类型，ANXA3 可能可以作为肿瘤抑制

物或肿瘤促进物来治疗不同的癌症。本综述汇总目前国际上对 ANXA3 的研究进展，以及 ANXA3

与疾病的关系，为下一步的相关研究与疾病与 ANXA3 的关联分析奠定基础。 

方法  对 ANXA3 与多种疾病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研究，论述了 ANXA3 与甲状腺癌、卵巢癌、肺癌等

11 种疾病的关系与最新的研究进展，对 ANXA3 可能与疾病发生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结果  ANXA3 可能在不同的癌症中起着促进或抑制肿瘤的作用。ANXA3 表达上调可促进大肠癌和

胃癌的发生发展，增强原发性肺腺癌的转移活性。然而，在前列腺癌和肾癌以及甲状腺癌中，

ANXA3 的下调与肿瘤细胞的生长发育有一定的关系。据报道，ANXA3 在胃癌中的表达与 Ki-67 和

Bcl-2 的表达呈正相关。在肝细胞癌中，ANXA3 介导的肿瘤干细胞活性的维持最有可能涉及 HIF-

1/Notch 通路。多种证据表明 ANXA3 的表达可能是肿瘤患者预后的一个潜在指标，也是肿瘤发

生、侵袭和转移的指标。 

结论  ANXA3 的表达变化可作为开发新的肿瘤标志物，研究肿瘤入侵、转移机制，以及新型抗肿瘤

药物的开发，肿瘤耐药性的研究，提供指导与帮助。 

 
 

PU-5624 

25(OH)D3 在中国北方地区 

非透析非肾病综合征患者的分布情况及分析 

 
邵茁 

中日友好医院 

 

目的  了解中国北方地区非透析非肾病综合征的慢性肾脏病人群 25(OH)D3 水平，评估其维生素 D

不足与缺乏的发生率，探讨 25(OH)D3的影响因素。 

方法  测定 218 例非肾病综合征、非透析的慢性肾脏病 1-5 期患者的血清 25(OH)D3及其他临床指

标，分析维生素 D 不足及缺乏的发生率，并将维生素 D 与其他临床指标进行相关分析，应用统计

方法寻找维生素 D 缺乏的独立预测因子。 

结果  218 例 CKD 非透析非肾病综合征患者 25(OH)D3平均为 12.05±6.09 ng/ml。CKD1-5 期患者

25(OH)D3 水 平 分 别 为 12.78±5.50ng/ml ， 14.65±7.54ng/ml ， 13.01±7.44ng/ml ，

11.58±4.94ng/ml，9.52±4.02 ng/ml。维生素 D 水平随着 CKD 分期进展而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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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D 缺乏者 161 人，占 73.85％。趋势卡方检验显示随着 CKD 分期的进展，维生素 D 缺乏的

发生率有升高的趋势 (χ2=13.771，P=0.000），CKD 各期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7.374，

P=0.002)。在除外糖尿病患者并对年龄进行矫正后，维生素 D 缺乏的发生率在 CKD 各期间的差异

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25)。单因素相关分析显示 CKD 患者血 25(OH)D3 水平与血清 ALB、P、

钙磷乘积、eGFR、ALP、24 小时尿蛋白定量、是否患有糖尿病、是否服用钙剂相关，Logistic 回

归分析显示血清 ALB、血 P、DM 是 CKD 非透析非肾病综合征患者 25(OH)D3 缺乏的独立预测因

子。 

结论  中国北方地区非透析非肾病综合征的慢性肾脏病患者维生素 D 不足及缺乏发生率高，其中维

生素 D 缺乏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我国南方地区及其他国家，在 CKD 早期就普遍出现了维生素 D 缺乏

及不足情况。因此，有必要在 CKD 早期开展 25(OH)D3的检测，对维生素 D 缺乏和不足者进行及

时的治疗，改善患者的预后。 

 
 

PU-5625 

E2F1 在食管癌转移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刘永烁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探究 E2F1 在食管癌转移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方法  构建稳定过表达和稳定敲降 E2F1 的食管癌细胞系，划痕实验以及 transwell 实验体外验证

E2F1 对于食管癌细胞转移能力的影响；裸鼠尾静脉肺转移实验体内验证 E2F1 对于食管癌细胞转

移的影响。Western blot 检测 E2F1 对于转移相关分子表达的影响。免疫组化分析食管癌患者癌与

癌旁组织中 E2F1 的表达差异。最后通过数据库分析 E2F1 对于食管癌患者生存期的影响。 

结果  划痕实验以及 transwell 实验体外验实 E2F1 能够促进食管癌细胞的转移；裸鼠尾静脉肺转移

实验体内表明 E2F1 促进食管癌细胞的体内转移。Western blot 实验发现 E2F1 能够促进间质样

marker 的表达，抑制上皮样 marker 的表达。免疫组化分析显示食管癌患者肿瘤组织中 E2F1 的表

达明显高于癌旁组织。最后通过数据库分析显示 E2F1 的高表达大大缩短食管癌患者的生存期。 

结论  划痕实验以及 transwell 实验体外验实 E2F1 能够促进食管癌细胞的转移；裸鼠尾静脉肺转移

实验体内表明 E2F1 促进食管癌细胞的体内转移。Western blot 实验发现 E2F1 能够促进间质样

marker 的表达，抑制上皮样 marker 的表达。免疫组化分析显示食管癌患者肿瘤组织中 E2F1 的表

达明显高于癌旁组织。最后通过数据库分析显示 E2F1 的高表达大大缩短食管癌患者的生存期。 

 
 

PU-5626 

CA125、CA199 及 CEA 联合检测在卵巢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陈园园,孙英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肿瘤标记物糖类抗原 CA125、糖类抗原 CA199 及癌胚抗原 CEA 联合应用在卵巢癌

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我院 80 例卵巢癌患者为研究组，同时期 80 例卵巢良性肿瘤患者为对照组 A，80 例健康

体检患者为对照组 B，利用化学发光法测定三组患者 CA125、CA199 及 CEA 水平，比较 3 种标记

物联合应用与单项检测的差异。 

结果  研究组患者的肿瘤标记物 CA125、CA199 及 CEA 水平均明显高于良性肿瘤组及健康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良性肿瘤组 CA125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组， CA199 及 CEA 水平无显

著差异（P>0.05）；研究组 CA125、CA199 及 CEA 联合应用检测卵巢癌的阳性率为 89.2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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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检测的阳性率分别 CA125 74.43%、CA199 41.32%、CEA22.56%，联合应用的阳性率及灵敏

度均较单项检测有明显提高。 

结论  对肿瘤标记物 CA125、CA199 及 CEA 进行联合检测可及早准确的对卵巢癌进行诊断，同时

对卵巢癌的分期、治疗及判断预后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PU-5627 

小儿心脏外科缺损修补术用血情况以及风险因素分析 

 
许丹珺,韩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目前国内外心脏外科的择期手术仍然是全部手术用血的主要占有部分。为了解先天性心脏病

伴有缺损型患儿手术的用血情况，影响因素以及预后相关情况，统计不同类型的输血情况及相关指

标，为小儿心脏外科的精细化输血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分析了 2017 月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所有行室间隔缺损，房间隔缺损相关修

补术的共计 289 例（CPB205 例、经胸 84 例）。按照体重分组，分别统计不同体重患儿的成分输

血情况。将 CPB 手术中红细胞悬液、血浆、血小板分别分组统计术前、术中以及术后相关你指标

来分析术中影响各输血相关因素以及预后情况。 

结果  结果共纳入了 289 例患儿，死亡 2 例。其中心脏体外循环手术（CPB）205 例，经胸封堵术

84 例。两类手术的总体输血率为 76.8%，开胸手术输血率为 100%，经胸封堵术输血率为

20.2%。用血情况统计评分高的手术所需备血量多，年龄较小患儿所需血较多。CPB 成分输血的输

血影响因素较多，如术前患儿情况，手术情况以及术前指标（APTT、ALT…）多因素分析分析显

示，RACHS 评分对于术中输血组（OR 5.51，P 0.001）、术中血浆组（OR 7.51，P＜ 0.001）、

术中血小板组（OR 62.2，P＜ 0.001）是独立影响因素，而手术时间对于术后输血组（OR 1.87，

P 0.009）、术中血浆组（OR 1.95，P＜ 0.001）以及术中血小板（OR 2.91，P 0.008）组为独立

影响因素。术后 APTT 以及术后 Hct 对于进行 CPB 手术的患儿有独立预测因素。且 CPB 中输血组

患儿预后较差，ICU 以及气管插管时间延长，其中术后输血组患儿的感染几率较大。对于经胸封堵

术而言，患儿体重为独立预测因素。且术中输血组可延长患儿 ICU 时间以及气管插管时间。 

结论  临床上对于低体重患儿 CPB 输血率是偏高的，一般患儿基础情况较差恢复较慢。但患儿的血

浆输注率偏低，应适当减少临床上血浆申请率以及输注否则会增减患儿肝功以及肾功等受损。其

次，对于术中、术后成分输血而言，患儿年龄越小、体重越轻，手术 RACHS 评分越高以及手术时

长等都有可能影响，除此之外，患儿输血前 Hct、APTT 以及 ALT 等也有可能影响患儿输血情况。 

 
 

PU-5628 

超敏 C-反应蛋白检测对手足口病诊断的作用 

 
刘翠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原:河南省地质医院) 

 

目的  分析超敏 C-反应蛋白(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hs-CRP)检测在手足口病（Hand-

Foot-Mouth Disease，HFMD）诊断中的作用。 

方法  对 62 例 HFMD 患者入院时和治疗后的 hs-CRP、外周血白细胞计数（WBC）进行检测，以

hs-CRP＞5.0mg/L、WBC＞10.0x109/L 为阳性标准，对比分析两者阳性率的差异。随机选取同期

健康体检儿童 60 例作为对照组，对比 HFMD 患者与正常儿童 hs-CRP、WBC 的差异。 

结果  HFMD 患者与对照组对比，hs-CRP 及 WBC 均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1）。手足口组 hs-CRP 阳性率为 74.2%（46/62），WBC 阳性率为 41.9%（21/62），c2检验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977 

 

结果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短期治疗后 HFMD 患者 hs-CRP 水平明显下降，治疗

前后有明显差异，同期 WBC 变化无明显差异。 

结论  相对于 WBC，hs-CRP 对 HFMD 感染早期的判断更敏感，可为临床诊断本病、判断疗效提

供有效的实验室数据。 

 
 

PU-5629 

硒蛋白 P 在肝癌中的表达及作用机制的研究 

 
沈培,廖沙,王建新,鞠少卿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硒蛋白 P（Selenoprotein P，SEPP1）在肝癌中的表达情况，初步探讨 SEPP1 对肝癌

HepG2 细胞的生物学影响及机制。 

方法  （1）从南通大学附属医院获得病理及随访资料齐全的标本，Western Blot 及免疫组织化学方

法检测 SEPP1 表达，分析 SEPP1 与临床病理信息包括年龄、性别、肿瘤大小、AJCC 分级及

AFP 水平相关性，分析 SEPP1 与 Ki67 相关性。（2）采用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正常肝细胞株

LO2，肝癌细胞株 HepG2、Huh7 中 SEPP1 的表达。血清饥饿释放实验同步化肝癌细胞株

HepG2，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周期变化。构建 SEPP1 的过表达质粒并转染入肝癌细胞株

HepG2，MTT 实验检测肝癌细胞增殖的变化，Western Blot 检测转染后的增殖相关蛋白 PCNA 的

表达。同时，用 8-isoprostane ELISA 试剂盒检测转染后肝癌细胞中 ROS 变化，RT-qPCR 检测转

染 SEPP1 质粒后的肝癌细胞中 GPXs 的变化情况。 

结果  （1）免疫组化结果显示，在肝癌组织中 SEPP1 表达下降，与 AJCC 分级、AFP 水平有关。

Spearman 等级相关分析显示：SEPP1 与 Ki67 表达呈负相关（r=-0.5288，P＜0.0001)。Western 

Blot 显示 SEPP1 在正常肝组织中表达最高，肝癌组织中表达最低。 

（2）Western Blot 显示 SEPP1 在正常肝细胞株中表达明显高于肝癌细胞株。血清饥饿释放实验

显示饥饿 72 h 加入血清后细胞增殖增加，PCNA 的表达增加，SEPP1 的表达随着时间的增加反而

减少。MTT 及 Western Blot 实验显示 SEPP1 抑制了肝癌细胞的增殖。ELISA 显示 SEPP1 可以抑

制肝癌 HepG2 细胞中 ROS 的产生，RT-qPCR 结果表明 SEPP1 促进了 HepG2 细胞中 GPXs 的

表达｡ 

结论  （1）肝癌组织中 SEPP1 的表达水平较低，与 AJCC 分级、AFP 水平相关，与 Ki67 呈负相

关。（2）SEPP1 可抑制肝癌细胞 HepG2 中 ROS 的产生，促进 GPXs 的表达，从而抑制肿瘤的

生长 

 
 

PU-5630 

第三方医学实验室人才培养 

 
于雪莹 

中日友好医院 

 

目的  对第三ꭓ方医学实验室的专业ꭓ人才培训 现状及其与临床实验室专业ꭓ人才联合培养模式进

ꭓ行行初步分析与探讨 

方法  综述分析 

结果  无 

结论  1 .目前我国第三ꭓ方医学实验室的专业ꭓ人才体系存在较多问题，现状不容乐观。 

2.第三ꭓ方医学实验室的专业ꭓ人才培养的改进措施建议 

2.1  以 ISO15189 为理理论依据，不不断完善其专业ꭓ人才培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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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提升专业ꭓ人员综合能ꭓ力力、完善ꭓ人员梯队建设 

2.3  构建新型培养模式，加强针对性培养与联合培养 

2.4 加强专业ꭓ人员咨询与沟通的培养 

2.5 优化第三ꭓ方医学实验室专业ꭓ人才培养培养评判标准 

 
 

PU-5631 

郑州地区 24510 例妊娠期妇女 TORCH 检测结果分析 

 
连文萍,彭梦乐,王中全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郑州地区妊娠期妇女 TORCH 感染情况及其流行特点,为本地区妊娠期妇女围产期保健提

供参考。 

方法  采用化学发光免疫方法对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收集的妊娠期妇女血清标本进行弓形

虫(TOX)、风疹病毒(RV)、巨细胞病毒(CMV)以及人疱疹病毒(HSV)的 IgM 和 IgG 抗体的检测。 

结果  24 510 例妊娠期妇女血清中 TOX-IgM、RV-IgM、CMV-IgM、HSV-IgM 的阳性率分别为

0.47%、0.85%、0.35%和 1.31%,其中 HSV-IgM 的阳性率最高;TOX-IgG、RV-IgG、CMV-IgG、

HSV-IgG 的阳性率分别为 0.82%、46.27%、94.56%和 91.08%。 

结论  郑州地区 TORCH 的感染阳性率较高,应该提高对 TORCH 感染的重视,加强对孕妇 TORCH 

IgG 和 IgM 抗体筛查,早诊断、早干预,积极预防,这对人类的优生优育具有重要意义。 

 
 

PU-5632 

944 例生殖道支原体培养和药物回顾性分析 

 
刘晓平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解脲支原体(Uu)和人型支原体(Mh)主要寄居于人类生殖道，是引起非淋球菌性尿道炎、生殖

道感染的主要病原菌。它能导致生殖道的一系列炎症及其他不良后果，与尿道炎、前列腺炎、阴道

炎、宫颈炎、输卵管炎、流产、早产及不孕症等密切相关。为了解近年来本地区生殖道支原体感染

状况及耐药情况，本文对泌尿生殖道标本支原体的培养和药物敏感试验结果进行了回顾性分析 

方法  经典方法 

结果  支原体培养结果  944 例标本中共培养出 537 例阳性 

结论  本文结果显示，本地区支原体阳性检出率为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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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633 

动脉血乳酸检测在老年肺部感染中的临床应用价值研究 

 
郑运周,米明强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目的   探讨动脉血乳酸（LAC）检测在老年肺部感染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以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住院的 507 例老

年肺部感染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临床资料，比较不同乳酸水平患者的死亡率差异；统计患者

入院时动脉血乳酸水平，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得出预测老年肺部感染患者死亡的最佳诊断临界值( optimal operating point， OOP)；比较老年肺

部感染患者合并 COPD、癌症、心脑血管疾病和肾病时死亡率与总体死亡率的差异。 

结果  乳酸正常组（n=123）、乳酸升高组（n=356)和乳酸重度升高组（n=28)三组之间乳酸值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乳酸正常组的病死率（4.07%）、乳酸升高组的病死率（12.36%）

和乳酸重度升高组的病死率（35.71%）两两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25）。 血乳酸预

测老年肺部感染死亡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13, 血乳酸预测老年肺部感染死亡的最佳诊断 临 界 

值 ( optimal operating point， OOP ) 为 3.15mmol/L , 灵敏度、特异性、阳性预测值( PPV) 、阴性

预测值( NPV) 分别为 46.2% 、82.8% 、28.7% 、89.1% 。老年肺部感染患者合并 COPD、癌症、

心脑血管疾病和肾病时死亡率和总肺部感染组比较，老年肺部感染患者合并癌症组死亡率

（27.78%）和总肺部感染组死亡率（11.64%）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625），老年肺

部感染患者合并癌症组乳酸值和总肺部感染组乳酸值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动脉血乳酸检测对老年肺部感染患者的预后评估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老年肺部感染患者合并

不同疾病对其预后评估具有指导意义。 

 
 

PU-5634 

横纹肌溶解症一例 

 
谭琪,宗明,虞珊珊,通讯作者 范列英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目的  通过横纹肌溶解症病例一例解读相关化验报告 

方法  分析东方医院住院患者化验报告解读相关检验结果 

结果  患者年轻男性，有剧烈运动史，剧烈运动后出现全身肌肉酸痛伴僵硬，伴关节酸痛，无发

热，1 天前出现肉眼血尿，伴尿频，无尿痛。实验室检查提示 CK、LDH、AST、ALT、CK-MB、

MYO 等肌酶明显增高，尿常规提示隐血 3+ 

，MRI 提示双侧大腿横纹肌溶解改变；实验室检查提示总 CK 升高，伴 CK-MB 比例升高，初诊查

hs-TNT 正常，心脏影像学及心电图检查排除心源性 CK-MB 的来源，甲状腺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

检查排除甲状腺 CK-MB 的来源，患者临床表现结合 LDH、MYO 等肌酶明显增高，同时伴 AST、

ALT 升高，CK> 20 000 U/ L，考虑患者出现肌红蛋白尿；神经系统体格检查无殊，肌电图正常，

实验室自身抗体检测阴性，排除格林-巴利综合征（Guillian-Barre 综合征），皮肌炎等神经系统疾

病，该患者初诊时 AST/ ALT=5.025> 3，患者肝炎指标正常，自身抗体指标正常，考虑 AST、ALT

升高为肌肉损伤导致。根据患者发病情况、临床特点及辅助检查结果，考虑为横纹肌溶解症。 

结论  患者经治疗一周后肌酶明显下降，症状明显好转，但 hs-TNT 开始出现升高，复查心电图及

心超无明显变化。hs-TNT 升高的原因是什么？1997 年，Mary D. Mclaurin 曾验证了非心肌缺血的

透析患者骨骼肌中表达 TNT；有文章报道 cTNI 的心脏特异性比较强，而 cTNT 在骨骼肌及神经系

统等部位在某些情况刺激下会有少量分泌。该患者入院时检测 hs-TNT 正常，一周内未更换试剂批

号，排除了后期 hs-TNT 升高因为试剂或标本中颗粒物质的干扰造成假阳性的可能，考虑患者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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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以内出现嗜异性抗体的可能性亦不大，因此高度怀疑此病例是因为骨骼肌的某种病变引起单纯

的 hs-TNT 升高。TNT 的检测已经上升到超敏时代，除外心肌梗死及其他心脏损伤导致的 hs-TNT

升高之外，实验室更应该关注非心脏来源的 TNT 对患者临床诊断及预后的影响，才能更好的服务

临床，服务患者。 

 
 

PU-5635 

一例由缺陷乏氧菌引起的 亚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 

 
邵小华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为提高临床医生及微生物学检验工作者对不常见，用常规的表型鉴定方法难以鉴定的细菌及

其致病性的认识 

方法   利用形态学，生物学及分子学方法鉴定生长缓慢，生长不良的不常见细菌 

结果    正确的鉴定结果对抗菌药物敏感性研究，临床治疗及流行病学调查有重要有意义 

结论   加强实验室工作人员对缺陷乏氧菌，等一些疑难少见菌生物学方面的认识，借助分子生物学

诊断技术，提高鉴定的准确性，为合理使用抗生素提供可靠的依据。 

 
 

PU-5636 

早期检测阿尔兹海默症的神经生物学标志物 

 
王娜 

中日医院 

 

目的  阿尔兹海默症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退行性病变。临床上以记忆障碍、失语、

失用、失视、视空间技能损害、人格及行为改变的全面痴呆性表现为特征，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巨

大的痛苦。目前的检测手段均是患者有明显的临床症状后进行的，多采用脑影像学的方法进行诊

断，患者的发病阶段处于中晚期（患者出现大脑的器质性病变），错过了神经认知恢复的黄金时

期。因此，寻找早期检测阿尔兹海默症的神经生物学标志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方法  本研究采用诊断准确性研究的质量评估方法 2（QUADAS-2），对血液及脑脊液中的神经生

物学标志进行深入分析。我们评估了生物标志物的靶值，阿尔兹海默症患者与正常对照组的平均

值。纳入统计分析的血液的生物标志物有 APP，tubulin， tau，ADAM10，BACE1，PSEN1， 

miR-135a，miR-193b，miR-384，miR-15a/b，miR-29a，miR-195 和 miR-107；脑脊液的生物标

志物有 Contactin-2，Aβ42 和 p-Tau。 

结果  经过统计分析我们发现 ADAM10，miR-193b 和 Contactin-2 对于检测早期阿尔兹海默症具有

重要的临床意义。 

结论  ADAM10，miR-193b 和 Contactin-2 可能是潜在的诊断早期阿尔兹海默症的神经生物学标志

物，对于老年人群中筛查早期阿尔兹海默症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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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637 

华西临床医学院医学检验专业 30 年毕业生择业去向研究 

 
陆小琴 1,武勇康 2 

1.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了解华西临床医学院医学检验专业 30 年毕业生的择业去向，分析就业变化趋势及特点，为进

一步更新教学内容，优化课程结构，构建有利于医学检验专业学生发展及岗位需求的课程体系提供

参考依据。 

方法  采用自制问卷对华西临床医学院医学检验专业 1993 届至 2017 届本科毕业生工作情况进行调

查，结果录入 SPSS19.0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毕业生就业居前三位的岗位依次是省级三级甲等医院（包括大学附属医院）、市县级综合医

院、医疗公司。亚专业分布情况以从事检验综合的人数最多，其次为微生物学检验，从事分子生物

学检验的人数近 10 年来的增长较为明显。男女毕业生的择业差异表现为，男生到医疗公司的百分

率高于女生，女生在省级三级医院就业及读研的百分率高于男生。 

结论  华西医学检验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高，近三十年来均以三级医院为主，但随着各大医学院校

的扩招，不断攀升的招生人数与相对增长较慢的公立综合性三级医院工作岗位数使医学检验毕业生

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学校应考虑学生的就业情况控制招生规模，并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与学

生岗位需求及职业规划相关的课程，加强学生的就业指导，培养学生良好的择业观。 

 
 

PU-5638 

青少年特发型脊柱侧突矫形术术中输血情况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王立新,罗昊轩,黄春妍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探讨影响青少年特发型脊柱侧凸矫形术术中输血量的各类因素 

方法  收集从 2014 年 8 月至 2017 年 12 月于华西医院骨科接受脊柱侧凸矫形术的青年患者资料

252 例，进行回顾性分析，采用 spearman 等级相关分析法、二项分类 logistics 回归分析向前引入

分析统计方法，分别分析血常规、凝血常规、术中出血量、术前患者病情等相关指标与术中输血量

的相关性 

结果  术前 Hb、Hct、PT、APTT、TT、Plt 和术后 Hb、Hct、Plt ;术中 Hb、Hct 均与术中输血量无

明显相关性。而患者的体重、Cobb 角、椎体融合数、术中失血量与术中输血量有显著相关性。 

结论  经过本次研究发现，体重、Cobb 角可作为术中自体血液及异体血液制品输入量的独立预见性

因素；术中出血量虽然是决定术中输血的重要独立因素之一，但并不具备预见性，故其临床意义较

小。 

 
 

PU-5639 

血清维生素 D 水平与动脉粥样硬化关联性研究 

 
蔺亚晖,高小晶,李阳,王棕健,康金锁,周洲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目的  维生素 D 是类固醇激素——钙三醇的前体物质，其受体在几乎所有的组织表达，包括心脏和

血管，维生素 D 缺乏可导致冠状动脉血管平滑肌细胞和内皮细胞中与血管舒张和抗凝血的相关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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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下调，促进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本研究观察了动脉粥样硬化者和非动脉粥样硬化者的血

清维生素 D 水平分布情况，及其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关联性。 

方法  入选 2356 例动脉粥样硬化患者和 2085 例非动脉粥样硬化患者，比较两组人群血清维生素 D

的水平差异。进一步用 Logistics 回归分析维生素 D 水平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 

结果  动脉粥样硬化者血清平均维生素 D 水平为 16.9ng/ml，高于非动脉硬化者血清维生素 D 水平

（19.1 ng/ml）。其中男性动脉粥样硬化患者维生素 D 水平为 18.3ng/ml，女性动脉粥样硬化患者

维生素 D 水平更低，为 14.3ng/ml。按照年龄组划分时，40-50 岁、50-60 岁和 60-70 岁三个年龄

组的维生素 D 平均水平分别为 17.1、17.0、17.5 ng/ml，大于 70 岁年龄组维生素 D 平均水平最低

为 15.7 ng/ml，30-40 岁年龄组的维生素 D 平均水平最低为 18.4 ng/ml。Logistics 回归分析显示，

总体上维生素 D 水平每降低一个 SD，校正性别后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增加 1.7 倍。在 30-40

岁、40-50 岁、50-60 岁和 60-70 岁年龄组维生素 D 水平每降低一个 SD，校正性别后发生动脉粥

样硬化的风险分别增加 1.9 倍、1.8 倍、1.7 倍和 1.5。 

结论  动脉粥样硬化者血清维生素 D 水平显著低于非动脉粥样硬化者，且女性动脉粥样硬化者血清

维生素 D 水平下降更明显。随着年龄增加维生素 D 水平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关联性逐渐减弱。 

 
 

PU-5640 

感染性指标在肿瘤患者并发细菌感染中的诊断价值分析 

 
张宇晴 

江西省肿瘤医院/江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评估感染相关性指标白细胞、中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单核细胞、C-反应蛋

白、D-二聚体及纤维蛋白原在肿瘤患者并发细菌感染中的评估价值。 

方法  选取经细菌培养及临床判定为细菌感染的肿瘤患者的相关感染性指标，将其分为革兰阳性菌

和革兰阴性菌感染组，并设置无细菌感染的肿瘤患者作为对照组，收集其白细胞、中性粒细胞、中

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C-反应蛋白、D-二聚体及纤维蛋白原的相关数据，并对其进行统

计学分析。 

结果  ROC 曲线下面积显示感染组的白细胞、中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单核细

胞、C-反应蛋白、D-二聚体及纤维蛋白原与对照组均存在统计学差异及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进一

步分析表明对于肿瘤患者并发细菌感染时，C-反应蛋白是敏感性最高的指标，而对于中性粒细胞/

淋巴细胞比值、D-二聚体和纤维蛋白原指标在发生阳性与阴性细菌感染时敏感性高低存在差异。 

结论  C-反应蛋白、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D-二聚体及纤维蛋白原指标变化可作为肿瘤患者并发阳

性与阴性菌感染的判断指标。 

 
 

PU-5641 

三种干式血红蛋白检测仪性能评估及其在学龄前儿童体检的应用 

 
许群山 1,朱敏 1,杨玲 1,庄宝玲 2,卓卫 3,陈冬妮 4,叶辉铭 1 

1.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2.厦门市思明区妇幼保健院 

3.厦门市湖里区妇幼保健院 

4.厦门市海沧区妇幼保健院 

 

目的  进行干式血红蛋白检测仪性能评估，并将其应用于学龄儿童体检的贫血筛查。 

方法  三个获 CFDA 批准厂家分别提供三台干式血红蛋白检测仪与三个批号的试纸条，对干式血红

蛋白仪进行批内精密度、批号间精密度、线性范围和准确度评价。批内精密度以重复 20 次测定计

算，批号间精密度取 3 个批号试剂检测同一样本每个批号重复测定 5 次。线性范围取一份接近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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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的高值全血样本按 100%、80%、70%、60%、50%、40%、30%和 20%的比例稀释，每个稀

释度重复测定 3 次。准确度评价以 Sysmex XS1000i 作为基准仪器，三种干式血红蛋白仪同时检测

20 份标本按 YYT 1150-2009 技术标准判断待评价仪器与基准仪器偏差。将通过评估的干式血红蛋

白检测仪用于学龄前儿童入园体检的血红蛋白快速检测。 

结果  Q、M、U 三个厂家的高（>160g/L）、中（110g/L 左右）、低（70g/L 左右）批内精密度除

M 厂家低值为 4.10%外其余结果均<3%，三个批号试剂的批间精密度均<5%，最高为 U 厂家的低

值为 4.57%；三个厂家检测仪线性性能分析均能符合产品技术性能指标，即 a 值在 1±0.05 范围

内，相关系数 r>0.975；按技术标准 40-100g/L 浓度范围内，标准差（SD）≤10g/L，101-240g/L

浓度范围内，相对偏差≤10%，80%以上样本比对通过即为通过，三个厂家准确度评价均通过。

5114 例三岁龄儿童应用 Q 厂家仪器检测血红蛋白，以 110g/L 为贫血筛查界值，贫血筛查率为

2.6%，符合本地区该年龄段儿童的贫血流行率。 

结论  常见干式血红蛋白检测仪精密度、线性范围和准确度等主要性能指标符合技术性能标准，满

足学龄前儿童体检贫血筛查需求。 

 
 

PU-5642 

肿瘤患者接受化疗以及免疫抑制剂以后乙肝病毒激活个案报道 

 
王琦,张可,李新丽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因 1 例肿瘤患者接受化疗以及免疫抑制剂以后乙肝病毒激活引起的思考，提醒临床医生及临

床检验人员关注此现象，进行化疗及免疫抑制治疗前应检测乙肝标志物及 HBV-DNA，HBV 再激活

通常发生于 HBsAg 阳性的患者，但部分 HBsAg 阴性，HBeAb，HBcAb 阳性或只有 HBcAb 阳性

的患者，也可能发生 HBV 再激活。因此应充分考虑化疗对此种疾病状态的影响，及时或提前给予

抗病毒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卵巢恶性肿瘤患者，接受化疗及免疫抑制剂治疗前乙肝定量结果显示

HBsAg0.123（-），HBeAb7.500（+），HBcAb12（+）；进行三期化疗及免疫抑制治疗后乙肝定

量结果显示 HBsAg0.571（+），HBeAb7.500（+），HBcAb9.159（+）；进行五期化疗及免疫抑

制治疗后乙肝定量结果显示 HBsAg1.149（+），HBeAb7.500（+），HBcAb5.918（+），并且该

例患者 HBsAg 滴度一直呈现进行性升高。报道该例肿瘤患者化疗过程中出现 HBV 再激活的病例，

针对可行的治疗监控措施进行文献复习。 

结果  肝炎病毒（HBV）是一种嗜肝病毒，主要存在于肝细胞内并损害肝细胞，引起肝细胞炎症，

坏死，纤维化。各种化疗方案不仅可以引起不同程度的肝功能损害，更重要的是引起肝炎病毒再激

活。 

结论  肿瘤患者化疗后 HBV 再激活机制可能是抗肿瘤药物及免疫抑制剂抑制了机体对 HBV 起免疫

作用的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导致 HBV 大量复制。查阅文献显示，肿瘤患者 HBV 再激活与患者

HBV 感染状况，肿瘤类型和化疗方案有关。有文献报道 HBV 再激活通常也可能发生于 HBsAg 阴

性，HBeAb，HBcAb 阳性的患者，本案例也很好的证实了这一点。对于这一类患者，目前尚无更

好的检测手段，也无标准的治疗方案，建议监测 HBV-DNA，联合消化科或者感染科讨论治疗方

案，对于高风险患者，化疗前提前使用抗病毒药物或者一旦 HBsAg 出现阳转则及时给予抗病毒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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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643 

HLA-B27 基因亚型与强直性脊柱炎相关性分析 

 
刘倩,马亮,曹永彤 

中日医院 

 

目的  分析中日友好医院 67 例 HLA-B27 基因阳性住院患者检测结果，探究其与强直性脊柱炎

(AS)、发病年龄以及性别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序列特异性引物-聚合酶链反应(PCR-SSP)检测方法对 67 例确定为 HLA-B27 阳性的样本

进行 HLA-B27 亚型分型。 

结果  67 例 HLA-B27 阳性标本共检出 5 种亚型及其频率: HLA-B*2704（56.7%）、HLA-B*2705

（41.8%）、HLA-B*2708/11/12（3.0%）、HLA-B*2702（1.49%）、HLA-B*2710（1.49%），

其中有两例为 HLA-B*2705 阳性且 HLA-B*2708/11/12 阳性。67 例患者中共有 48 例明确诊断为强

直性脊柱炎，共检测出 3 种亚型，依次为 HLA-B*2704（62.5%）、HLA-B*2705（37.5%）、

HLA-B*2708/11/12（4.17%），其中有两例为 HLA-B*2705 阳性且 HLA-B*2708/11/12 阳性；其中

男性发病率明显高于女性（81.25%>18.75%），好发于中青年男性；19 例为非强直性脊柱炎患

者，共检测出 3 种亚型，依次为 HLA-B*2704（42.1%）、HLA-B*2705（52.6%）、HLA-B*2702

（5.26%）、HLA-B*2710（5.26%）；两组各亚型所占比例统计学分析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HLA-B27 基因亚型检测可作为强直性脊柱炎诊断的重要的参考指标，可辅助临床对 AS 诊断

及治疗；北京地区 HLA-B27 亚型以 HLA-B*2704 和 HLA-B*2705 为主。 

 
 

PU-5644 

肿瘤标志物的参考变化值和参考变化因子比较研究 

 
杨培,蒙立业,周朝琼,黄亨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探讨常规肿瘤标志物的参考变化值(RCV) 和参考变化因子(RCF)单向和双向在（P<0.05，

P<0.01）的比较研究 

方 法   应 用 参 考 变 化 值 （ RCV ） =Z×21/2x(CVA
2+CVI

2)1/2 和 参 考 变 化 因 子 (RCF): 

RCFUP=exp[Zx21/2×(CVA
2+CVI

2)1/2/100]，RCFDOWN=1/RCFUP 的计算公式，分别计算 RCV 和

RCF(P<0.05 )时，Z 分数为(1.65，1.96)和 RCV 和 RCF(P<0.01 )时，Z 分数为(2.33，2.58)的单向

和双向值 

结果  常规肿瘤标志物的参考变化值(RCV)（单向，双向且 p<0.05）分别为 AFP（29.86%， 

35.48%）、CEA (30.33%，36.03%)、Ca125(63.75%，75.73%)、Ca153(15.26%，18.13%)、

Ca199(40.16%，47.70%)。参考变化值（RCV）（单向，双向且 p<0.01）分别为 AFP(42.17%，

46.70%)，CEA(42.84%，47.43)，Ca125(90.02%，99.68% )，  Ca153(21.55%，23.86%) ，

Ca199(56.71%，62.79%)。参考变化因子(RCF)（单向，双向且 p<0.05）RCFUP-DOWN 分别为

AFP(1.35，0.74，1.43，0.70)，CEA(1.35，0.74，1.43，0.70) ，Ca125(1.89，0.53，2.13，

0.47) ，Ca153(1.16，0.86，1.2，0.83)，Ca199(1.49，0.67，1.61，0.62)，参考变化因子

(RCF)(单向，双向且 P<0.01)  RCFUP-DOWN 分别为 AFP(1.52，0.66，1.60，0.63)，CEA(1.53，

0.65，1.61，0.62) ，Ca125(2.46，0.41，2.71，0.37) ，Ca153(1.24，0.81，1.27，0.79)，

Ca199(1.76，0.57，1.87，0.53) 

结论  参考变化值 RCV 仅适用两次检测结果之间的分析，在评估一系列结果时建议使用 R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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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645 

我院临床输血病历规范性调查与持续改进的报告 

 
王璐璐 

中日友好医院 

 

目的  通过检查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临床输血病历，调查其质量合格情况，加强临床输血

的质量控制，规范临床合理用血。 

方法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卫生部《临床输血技术规范（2000）》、《医疗机构临床用

血管理办法》和 CNAS-CL40《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在输血医学领域的应用说明》为依

据，由 5 名医学专业人员对临床输血病历评价分析，并通过医务处要求临床医生进行整改，规范输

血相关记录。 

结果   2017 年输血病历的各输血环节质量合格情况相对于 2009 年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P＜

0.01）。 

结论   输血病历中存在问题，通过输血病历的规范化，标准化管理有了明显改善。 

 
 

PU-5646 

新疆地区细菌鉴定项目室间质量评价近 14 年结果分析 

 
姜艳 1,荣海燕 1,杨立 2 

1.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新疆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回顾新疆地区近 14 年来临床微生物室间质量评价（EQA）细菌鉴定项目结果并对其进行分

析，了解新疆地区微生物检测发展状况及检测水平。 

方法  收集 2004 年-2017 年参加新疆临床检验中心医学实验室参加临床微生物 EQA 项目的相关信

息并进行分析，包括：（1）实验室信息，主要为：参加实验室数量、医院等级、参加频次、运输

方式、回报方式；（2）EQA 成绩反馈结果，主要为：合格率（≥80 分为合格）、优秀率（100 分

为优秀）；（3）对主要 12 个菌属的鉴定符合率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参加 EQA 实验室数量由 2004 年 51 家增加至 2017 年 163 家，增加了 219.6%；三级

医院所占比例从 2004 年 66.7%下降至 2017 年 44.2%，二级医院及其他等级医疗机构参加实验室

数量及占比呈上升趋势；参加频次由 1 年 1 次逐渐增加至 1 年 2 次，每次 5 个样本；运输方式由实

验室自取转换为全程冷链运输温度监控；回报方式由纸质邮寄回报转变为网络上报；（2）EQA 回

报结果合格率和优秀率逐年提高,2012 年合格率达 90%，2015 年优秀率达 90%；（3）发放菌株

涵盖 18 个种，83 个属，其中肠杆菌科、葡萄球菌属考核频次较高，分别占 41%和 32%；主要 12

个菌属的鉴定符合率较高的为葡萄球菌属、肠球菌属、肠杆菌科、假单胞菌属、真菌，鉴定符合率

均在 95%以上，莫拉菌属、奈瑟菌属、嗜血杆菌属鉴定符合率较低。 

结论  新疆临床检验中心临床微生物项目 EQA 活动质量逐年提高，并逐渐规范化，可较好的体现评

价公正性；新疆地区参加 EQA 活动医疗实验室微生物检测水平逐年提高，可更好的为临床提供可

靠的检测结果，但对于少见菌的鉴定水平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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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647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erum uric acid levels and the 
islet β-cell function in prediabetes mellitu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yitian WU1,2,Hengjian Huang1,2 

1.Medical Laboratory Technology， West China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Sichuan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Since there is limited data on the association of serum uric acid (SUA) levels and 
insulin secretion, we investigated this association in prediabetes patients 
Methods We classified 11523 subjects into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 (OGTT): non-diabetes group (n = 3234), impaired glucose regulation group (IGR, n 
= 2886), and type-2 diabetes mellitus group (T2DM, n = 5403). Other biochemical parameters 
such as SUA, fasting insulin (FIns), and 2-hours post-meal insulin (2h-Ins) levels were measur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Ins, 2h-Ins,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A1c (HbA1c), and homeostasis 
model assessment-insulin resistance (HOMA-IR) were compared in different SUA quartiles by 
gender (<240 μmol/L, 240 μmol/L≤SUA<360 μmol/L, 360 μmol/L≤SUA<480 μmol/L, and SUA 
≥480 μmol/L).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performed t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UA and insulin resistance in prediabetes patients 
Results Compared to the non-diabetes group and the T2DM group, UA and 2h-Ins of the IGR 
group were higher in both sexes. After adjusting for multiple confounding risk factors, a 
predominant increase in UA was observed in the IGR group, which further markedly elevated 2h-
Ins [OR = 1.700, 95% CI (1.390, 2.080)] and the rate of insulin resistance [OR = 2.017, 95% CI 
(1.671, 2.434)]. 
Conclusions  SUA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hyperinsulinemia and insulin resistance in IGR 
patients based on a large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 in northwest China with impaired 
glucose regulation.  
 
 

PU-5648 

Analyzing 226 sporadic transposition of the great arteries 
cases by whole exome sequence reveals extensive and 

complex genetic etiology 

 
WEN CHEN,XUANYU LIU,ZHOU ZHOU 

Fuwai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Transposition of the great arteries (TGA) is a rare life-threatening form of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CHD) with little known etiology. The recurrence rate in siblings and offsprings of 
TGA patients has been observed higher than general population, implying the contribution of 
genetic factors. Indeed, family studies identified copy number variants e.g. 22q11.2 deletions and 
point mutations e.g. NKX2-5 underlying genetic susceptibility to TGA or other forms of CHD. 
However, these genetic variants revealed in family studies are seldom observed in sporadic TGA 
subjects, indicating a distinct genetic etiology in sporadic TGA that remains to be explored.We 
sought to explore the genetic etiology of sporadic TGA at different levels including mutations, 
genes and pathways. 
Methods 226 sporadic cases with TGA phenotype were submitted to whole exome sequencing, 
and a cohort of 182 obesity children without cardiac disease phenotype were used as control. 
Variants calling and filtering were performed according to GATK best practice pipeline. While 
single-variant association tests were performed for common variants (MAF>5%), we primar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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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ed on rare, disruptive mutations annotated as loss of function (LOF; comprising essential 
splice site, stop gain, stop loss, frameshift and start loss) and damaging non-synonymous 
mutations (DNS; predicted by CADD phred score >15). We performed gene based burden testing 
for an increased rate of rare disruptive mutations in individual genes in cases, with sex and the 
first ten PCA components as covariates. We also aggregated mutations in 4434 gene sets (gene 
ontology biological processes curated by MSigDB) and performed gene-set based burden tests. 
Results Few single mutations and genes could achieve exome-wide significance after multiple 
testing corrections. However, 45 gene sets were fou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y gene-set based 
burden tests (adjust P-value <0.05). These gene sets were mainly involved in embryonic organ 
development, cilium organization and cellular response to stimulus,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our 
current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genetic basis underlying CHD. For example,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enrichment of rare disruptive mutations in TGA (5.95 mutations per individual) 
compared to control cohort (4.88 mutations per individual) in the gene set 
GO_CILIUM_ORGANIZATION (adjust P-value=4.36E-06). 
Conclusions Our study revealed a polygenic burden of rare disruptive mutations in sporadic 
TGA, implying an extensive and complex genetic etiology underlying TGA.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may help stratify patients for guiding the therapeutic management of their clinical care. 
 
 

PU-5649 

Five-year China Hospital Invasive Fungal Surveillance Net 
(CHIF-NET) Study of Invasive Fungal Infections Caused by 

Noncandidal Yeasts: Species Distribution and Azole 
Susceptibility 

 
Meng Xiao1,Zi-Yong Sun2,Mei Kang3,Da-Wen Guo 4,Kang Liao5,Ying-Chun Xu1 

1.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2.Tongji Hospital 

3.West China Hospital 
4.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5.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Here we report results from a 5-year surveillance for noncandidal yeast species 
causing invasive infections from 65 hospitals in China. Here we report results from a 5-year 
surveillance for noncandidal yeast species causing invasive infections from 65 hospitals in China. 
Methods Species identification was carried out by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supplemented with rDNA sequencing, and fluconazole and 
voriconazole susceptibilities of yeasts determined by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disk diffusion methods. 
Results Overall, 884 noncandidal isolates belonging to 38 species were collected. Cryptococcus 
neoformans was the most common (75.6%), which also comprised 96.5% of isolates from 
cerebrospinal fluid and 62.6% from blood, followed by Trichosporon asahii (6.9%) and 
Rhodotorula mucilaginosa (5.1%), Fluconazole susceptible and resistant rates were 74.1% and 
9.7% for C. neoformans, and 81.0% and 5.2% for T. asahii. In comparison, voriconazole exhibited 
good activity to these two species (99.5% and 98.3% of isolates, respectively were susceptible). 
However, 100% of R. mucilaginosa isolates were resistant to both azoles. Other noncandidal 
yeast species showed reduced susceptibility to fluconazole (53.3%) but most (94.3%) were 
susceptible to voriconazole. Over the five years, a decrease in proportion of fluconazole-
susceptible isolates was observed for C. neoformans (90% to 67%, P<0.001) and other 
noncandidal yeast species (91% to 66%, P<0.001), Moreover, the prevalence of azole-resistant R. 
mucilaginosa increased from 1% to 7% (P<0.001). 
Conclusions This shift in azole susceptibilities calls for continued surveillance for noncandidal 
yea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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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650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rst cases of invasive 
candidiasis in China due to pan-echinocandin-resistant 
Candida tropicalis and Candida glabrata isolates with 

delineation of their resistance mechanisms 

 
Meng Xiao1,Xin Fan1,Xin Hou1,Sharon Chen2,Fanrong Kong2, Zi-Yong Sun3,Yun-Zhuo Chu4,Ying-Chun Xu1 

1.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2.Westmead Hospital 

3.Tongji Hospital 
4.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Echinocandin drugs are becoming first-line therapy in many regions for the treatment 
of invasive candidiasis (IC), whilst echinocandin resistance is still considered rare worldwide. 
Here we report a Candida tropicalis and a Candida glabrata pan-echinocandin-resistant isolates 
causing IC in China, and their resistant mechanisms. 
Methods The echinocandin resistant C. glabrata isolate was cultured from ascitic fluid of a 46-
year-old male patient with intra-abdominal infection after surgical operation in 2012. Prior to 
identification of the strain, the patient had no antifungal exposure history. The echinocandin 
resistant C. tropicalis isolate was identified from chest drainage of a 60-year-old female patient 
who had underlie severe coronary disease and lung infection upon admission. Before 
identification of the strain, the patient had received micafungin treatment for 19 days. 
Results Both isolates were cross-resistant to all three echinocandin agents tested (micafungin, 
anidulafungin and caspofungin) with MICs of ≥2 μg/ml. An amino acid substitution E655K was 
found adjacent to FKS2 HS1 region of the C. glabrata isolate, while a substitution S80P were 
found in FKS1 HS1 region of the C. tropicalis isolate. 
Conclusions Our study confirmed the emergence of echinocandin resistance in two predominant 
non-albicans Candida species causing IC in China. Although the overall prevalence of 
echinocandin resistance was still low, continuous monitoring of strains’ antifungal susceptibility is 
warranted. 
 
 

PU-5651 

Five-year National Surveillance of Invasive Candidiasis: 
Species Distribution and Azole Susceptibility from the 

China Hospital Invasive Fungal Surveillance Net (CHIF-NET) 
Study 

 
Meng Xiao1, Zi-Yong Sun2,Mei Kang 3,Da-Wen Guo 4,Kang Liao 5,Sharon Chen 6,Fanrong Kong6,He Wang1,Ying-

Chun Xu1 
1.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2.Tongji Hospital 
3.West China Hospital 

4.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5.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6.Westmead Hospital 

 
Objective Data on the epidemiology of invasive candidiasis (IC) and antifungal susceptibility of 
Candida isolates in China are still limited. Here we report surveillance for IC from the China 
Hospital Invasive Fungal Surveillance Net (CHIF-NET) Study. 
Methods Sixty-five tertiary hospitals collected 8,829 Candida isolates from August 1, 2009 to July 
31, 2014.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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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emented by rDNA sequencing was used to define species, and fluconazole and 
voriconazole susceptibilities determined by the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disk 
diffusion method. 
Results A total of 32 Candida species were identified. C. albicans was the most common species 
(44.9%) followed by C. parapsilosis complex (20.0%), C. tropicalis (17.2%) and C. glabrata 
complex (10.8%), with other species comprising <3%. However, in candidemia, the proportion of 
cases caused by C. albicans was only 32.3%. C. albicans and C. parapsilosis complex isolates 
were susceptible to fluconazole and voriconazole (<6% resistance), while fluconazole- and azole 
cross-resistant rates were high in C. tropicalis (13.3% and 12.9%), C. glabrata complex (18.7% 
and 14%) and uncommon Candida species (44.1% and 10.3%) isolates. Moreover, from year 1 to 
5 of the study,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resistant rates amongst C. glabrata complex 
isolates to fluconazole (12.2% to 24.0%), and amongst C. tropicalis isolates to both fluconazole 
(5.7% to 21.0%) and voriconazole (5.7% to 21.4%) (all P<0.01). Geographic variations in 
causative species and susceptibilities were noted.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antifungal resistance have become noteworthy in China, 
and enhanced surveillance is warranted. 
 
 

PU-5652 

Role of ARF6 in VEGF/VEGFR2 signaling pathway  
in response to hypoxia 

 
Yi Huang1,Weiquan Zhu2 

1.Sichuan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 Sichu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2.University of Utah 

 
Objective Hypoxia induced VEGF level change is considered main cause of retinopathy of 
prematurity (ROP). This research is aim to determine the role of ADP-ribosylation factor 6 (ARF6) 
in VEGF/VEGFR2 signaling pathway under hypoxia stimulation in vitro and oxygen-induced 
retinopathy in mouse model. 
Methods Human retina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primary cells (HRECs) were cultured for in vitro 
experiments. 2% oxygen was set up as hypoxic condition. ARF6 T27N adenovirus and ARF6 
selective inhibitor NAV2729 were used to inhibit ARF6 GTP. Chemotaxis chamber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cell migration. Luminescent Cell Viability Assay Kit was used to check the cell 
proliferation. NAV-2729 was intravitreal injected in the oxygen-induced retinopathy C57BL/6J 
mice. Immunofluroesent staining of whole retina was performed to check the neovascularization. 
Results Hypoxia induces ARF6 GTP level in a time dependent manner from 1 hour through 8 
hours. ARF6 T27N dominant negative adenovirus infection and ARF6 inhibitor NAV2729 can 
significantly inhibit VEGFA165 induced HRECs migration and proliferation. Intravitreal ARF6 
inhibitor NAV2729 injection can significantly decrease the oxygen-induced neovascularization in 
P17 mouse retina. 
Conclusions ARF6-mediated VEGFR2 trafficking has potential as a therapeutic approach for 
oxygen induced retinal vascular diseases such as 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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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653 

Role of SALL4 in gestational trophoblastic neoplasia and 
its expression in clinical patients based on CTC platform 

 
Danfei Xu1,Yuqing Pei1,Yue Wu1,Yi Guo1,Qian Chen2,Fei Wang2,Wei Wu2,Wei Cui1 

1.Cancer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2.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Objective Gestational trophoblastic neoplasia (GTN) is a relatively rare and complicated tumor 
resulted from excessive trophoblast proliferation. Although revolu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the GTN 
has dramatically improved the cure rate and the survival percentage, patients still suffer from low 
quality of life due to the metastatic properties of GTN. Exploration of carcinogenic mechanism 
and new biomarkers is still in need to better understand and provide early diagnosis of GTN. 
SALL4 has been reported to play a key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mbryonic stem cells and 
some cancers. However, its relationship with GTN was rarely reported.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how SALL4 affect the functions of malignant trophoblastic cell JAR and detect SALL4 
expression in clinical GTN patient based on circulating trophoblast technology. 
Methods Choriocarcinoma cell line JAR was cultured in vitro, and its SALL4 expression was 
stably knockdown or overexpressed by transfection of human pLenti-SALL4-shRNA or pLenti-
SALL4 constructed lentivirus; CCK-8 proliferation assay, transwell assay was used to assess the 
proliferative, invasive and migrating function; 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was used to assess cell 
cycle; expression of functional related genes and pathway factors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and RT-qPCR; circulating trophoblastic cells were detected in patients with GTN or benign 
hydatidiform mole and in normal intrauterine pregnancy (NIUP) women using micro-filtration 
followed by EMT gene RNA FISH; CTC level SALL4 expression was detected using additional 
RNA probe. 
Results SALL4 knockdown decreased proliferative, migrated and invasive ability in JAR cells, 
whereas SALL4 overexpression improved these function in JAR cells; 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of 
cell cycle distribution in control and SALL4 knockdown JAR cells shows SALL4 knockdown 

induced cell cycle arrest at G0/G1 phase in JAR cells; the expression of C-myc、MMP2、CCND1 

and β-catenin were down regulated on both protein and RNA level. While EMT related genes 
didn’t show significant change; Comparing the count of each CTC subtype in 4ml blood between 
GTN group, benign group and NIUP group, the GTN group 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count of 
total CTC, biphenotypic CTC and mesenchymal CTC than the NIUP group, with median CTC 
number as 9 vs 3.5, 6 vs 2 and 1 vs 0, respectively. ROC analysis showed area under curve 
(AUC) value as 0.776 (p=0.001), 0.719 (p=0.012) and 0.695(p=0.025), respectively for total CTC, 
biphenotypic CTC and mesenchymal CTC. We further investigate SALL4 expression in CTC by 
using human SALL4-mRNA probe in addition to EMT probes. Results displayed that SALL4 high 
CTC was detected in 31.6% of GTN patients (6/19) but none was observed in benign or NIUP 
group. Besides, SALL4 expression didn’t show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EMT related genes in 
single CTC. 

Conclusions SALL4 is an oncogene in GTN and has potential in regulating C-myc、CCND1、
MMP2 via Wnt/β-catenin pathway, which indicating that SALL4 may be potential treatment 
targets of GTN; the significantly higher CTC count in GTN suggests that CTC is a promising 
adjunct biomarker for early diagnosis of GTN; the specific detection of SALL4 high expressing 
CTC in GTN patient again provides new evidence, supporting that SALL4 plays a role in 
trophoblast carcino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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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654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aberrant cyclin-dependent kinase-
like 2 methylation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Xueping Qiu,Ye Zhou,Fang Zheng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Objective Several studies had observed aberrant DNA methylation of cyclin-dependent kinase-

like 2 (CDKL2）in few kinds of tumor tissues. Herein, the present study was aimed to explore the 

epigenetic status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CDKL2 methylation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Methods A total of 178 HCC tissues, 169 adjacent non-tumor tissues and 24 normal liver tissue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he methylation status and mRNA expression of CDKL2 were 
detected by methylation-sensitive restriction enzyme based quantitative PCR (MSRE-qPCR) and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RT-qPCR), respectively. Meanwhi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DKL2 
methylation and mRNA expression, as well as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methylation levels of CDKL2 showed an ascending tendency with 
significance differences from normal liver tissues to adjacent non-tumor tissues and further to 
HCC tissues (both p < 0.05). An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of CDKL2 
methylation showed that HCC tissues could be obviously distinguished from adjacent non-tumor 
tissues with a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In addition, the mRNA expression levels of CDKL2 
were decreased both in HCC tissues and cell lines than in non-tumor tissues (All p < 0.0001), and 
the expression could be upregulated with the demethylation of CDKL2 by 5-Aza-2’-deoxycytidine 
treatment in HCC cell lines. Moreover, the methylation level of CDKL2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umor size.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CDKL2 methylation level was elevated with HCC 
progress and could be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HCC. 
 
 

PU-5655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glycated albumin on development 
of kidney dysfunction in general population and the 

occurrence of diabetes among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a 5-year follow-up study 

 
Chenwei Huang,Qi Guo,Haixia Li 

Peking university fisrt hospital 

 
Objective Glycated albumin (GA) reflects the variation of serum glucose in short time, acting as 
an effective complement of HbA1c. It can also induce NO-dependent endothelial apoptosis and 
increase the expression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thus GA is involved in the vascular 
complications of diabetes mellitus and renal injury. The first part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GA in assessing the decline of renal function and reveal the effect of GA 
on the adverse clinical outcomes of renal dysfunction.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es 
suggested that GA test could distinguish occult diabetes, and hypertension and diabetes often 
coexist. So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the role of GA in predicting the risk of 
newly-developed diabetes in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and provide more clinical and theoretical 
evid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GA in hypertension group. 
Methods 1. 3260 individuals underwent physical examinations between September 2010 and 
September 2015 were enrolled. Their demographics were collected, including age, gender, BMI,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and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and clinical disease history.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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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such as GA、FPG、serum lipid was detected in 2010 and 2015. The eGFR was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CKD-EPI equation based on the serum creatinine. Participants without complete 
clinical data (n = 20) or lost follow-up were excluded, thus 2212 (67.8%) subjects were included in 
renal dysfunction progression study. In hypertension group follow-up study, 409 patients had 
hypertension at baseline.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diabetes or chronic kidney 
disease were excluded (n = 112), 297 individuals had hypertension without any other diseases in 
2010. During the follow-up, patients newly-develope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or chronic kidney 
disease were excluded(n=10), the rest 267 subjects who developed none diseases (defined as 
simple hypertension group) and 20 patients newly-developed diabetes were involved in our study. 
2. During the follow-up period, the percentage of eGFR change value ([last eGFR – first eGFR] / 
[first eGFR] × 100%) was used as the variation indicator of eGFR. Progression in kidney 
dysfunction was defined as a 30% or more reduction in eGFR from baseline during a 5-year 
follow-up.The endpoint of hypertension group was defined as newly-developed diabetes in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3. The average value of GA、FPG、serum lipid (TCHO、TG、HDL-C、LDL-C) of each group 

were compar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se indicators and renal dysfunction 
progression or newly-developed diabetes in hypertension patients. Then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applied to detect predictive index of progression in kidney dysfunction and risk 
factor of newly-developed diabetes in hypertension group. All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using SPSS version 19.0 software and P ＜ 0.05 was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For renal function follow-up study in general population, mean GA level were higher in 
progression group than non-progression group. Binary logistic analysis revealed that GA w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of renal dysfunction progression. For every 5% increase of GA, the risk of 

renal dysfunction progression was increased to 1.650 (OR 1.650, 95%CI 1.260-2.161, P ＜ 0.01). 

In the hypertension group, newly-developed diabetes group had higher mean GA level than 
simple hypertension group. Binary logistic Analysis revealed that GA was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newly-development of diabetes in hypertension patients. For every 1% increase 
of GA, the risk of newly-developed diabetes in hypertension patients increased to 1.345 (OR 

1.345,95%CI 1.097-1.650，P ＜ 0.01). 

Conclusions Increased mean GA level is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eGFR decline and it can 
serve as a predictive indicator of the progression of renal dysfunction for general population. In 
hypertension group, elevated mean GA level acts as an independent risk marker for newly-
developed diabetes, revealing its potential value of predicting the onset of diabetes in 
hypertension patients. 
 
 

PU-5656 

Analysis of the UHRF1 expression in Serum and Tissue for 
Gastric Cancer Detection 

 
Dongping Mo,Feng Ya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Jiangsu Cancer Hospital & Jiangsu Institute of Cancer Research & The 

Affiliated Cancer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Ubiquitin-like with PHD and ring finger domains (UHRF) 1 expression 
in gastric cancer (GC) serum and tissue. 
Methods The concentrations of UHRF1 DNA in serum were compared between 187 GC patients 
and 56 healthy controls using real-time PCR. Immunohistochemical analysis using tissue 
microarrays was performed 
Results UHRF1 DNA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GC patients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p<0.001) and have associations with age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LNM). The UHRF1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umor tissue than matched normal tissues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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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e UHRF1 expression in serum and tissue may represent a novel biomarker for 
GC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PU-5657 

MicroRNA-145 functions as a tumor suppressor in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Dongping Mo,Feng Yan,Li Tang,Da Wei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Jiangsu Cancer Hospital & Jiangsu Institute of Cancer Research & The 

Affiliated Cancer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rough increasing evidences have documented that microRNA-145 (miR-145) acts 
as a tumor suppressor in breast cancer, its exact role in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TNBC) 
remains poorly defined. 
Methods In this study, the expression of miR-145 in human TNBC cells and samples from 30 
patients was analyzed by stem-loop real-time PCR. 
Results We found that miR-145 was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in TNBC tissues and cells. 
Upregulating miR-145 in HCC1937 cells dramatically suppressed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duced 
G1 phase arrest, whereas MDA-MB-231 cells did not show growth inhibition. MiR-145 exhibited 
inhibitory role in cell invasion through the post-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of the novel targets 
MMP11 and Rab27a in TNBC cells. Additionally, miR-145 silencing could be reversed by DAC. 
Conclusions miR-145 plays inhibitory role in TNBC malignancy by targeting MMP11 and 
Rab27a, which might be potential therapeutic and diagnostic targets for TNBC. 
 
 

PU-5658 

Circular BANP modulates cell proliferation in colorectal 
cancer 

 
Mingchen Zhu1,Feng Yan1,Yijun Xu 3,Yun Chen2 

1.Jiangsu Cancer Hospital & Jiangsu Institute of Cancer Research & The Affiliated Cancer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3.Nanjing first hospital 

 
Objective Circular RNAs (circRNAs) are recently identified as widespread and diverse 
endogenous noncoding RNAs that may harbor vital functions in human and animals. However, 
the role of circRNAs in the process of tumori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colorectal cancer (CRC) 
remains vague. To address this question, we employed the circRNA array analysis to detect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profiles of circRNAs in CRC cancerous tissues and adjacent tissues. We 
found that circular BANP (circ-BANP) was upregulated in CRC cancerous tissues compared with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and contributed to the proliferat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Methods The circRNA expression profile was determined by CirRNA array. Circ-BANP 
expression and location was analyed by  RT-PCR and In situ hybridization. To uncover the 
function of cir-BANP, the expression of circ-BANP was interferened by siRNA. Colony formation 
assay and CCK-8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function of circ-BANP. 
Results Here we characterized the circRNA expression profile from three paired CRC cancerous 
and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by human circRNA array, and identified 136 significantly 
overexpressed circRNAs and 243 downregulated circRNAs in CRC cancerous tissues (>2-fold 
changes). We further validated one circRNA generated from Exon 5-11 of BANP gene, termed 
circ-BANP. In situ hybridiz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circ-BANP expression level was remarkably 
upregulated in CRC tissues, as compared to matched normal tissues. circ-BANP was mai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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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ized in cytoplasm. Biological function of circ-BANP was also evaluated with circ-BANP siRNA. 
The CCK-8 result displayed that the proliferation was reduced in si-circ-BANP group, compared 
with negative control group. Additionally, colony formation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siRNA 
group.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demonstrated that dysregulated circ-BANP appears to have an 
important role in CRC cells and could serve as a prognostic and therapeutic marker for CRC. 
 
 

PU-5659 

Prevalence and laboratory characterization of monoclonal 
gammopathy of undetermined significance in Beijing 

 
JIANHUA HAN,YAJING WANG,XIAOYUE LIANG,JIAN LI,XINXIN CAO,TENGDA XU,WEI SU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Objective Monoclonal gammopathy of undetermined significance (MGUS) is a benign condition 
present to monoclonal plasma cell proliferation in the people aged more than 50 years old. No 
studies have far evaluated a large population of apparently healthy adults in ethnically Chinese 
population. To gain furthe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prevalence and laboratory characters of 
MGUS in China mainland, the current study was designed as a general analysis that know the 
related lab features in people who underwent physical examinations in Beijing with MGUS. 
Methods All subjects aged more than 18 years old who received serum protein electrophoresis 
(SPE) testing at physical examination center of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from 2015 
to 2017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Capillary serum protein electrophoresis (SPE) was carried out 
as main screening test on the subjects. Serum samples which were found monoclonal bands or 
suspicious monoclonal protein (M protein) were subjected to agarose gel immunofixation 
electrophoresis (IFE) to identify. Serum free light chain (sFLC) were quantified to the samples 
which IFE results were positive. 
Results A total of 575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as MGUS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and 
suggestion of clinicians during 2015-2017. The overall prevalence of MGUS was 0.49%. The 
prevalenc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males than that in females (0.62% vs. 0.35% respectively, 
P=0.001, P<0.01). MGUS prevalence also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ith age and it was 0.78%, 
1.32%, 2.76%, 3.68% respectively in subjects older than 50, 60, and 70 and 80 years old. 
Immunofixation electrophoresis analysis (IFE) showed that IgG kappa (39.1%), IgG lamda (30.9%) 
and IgA lamda (10.5%) were the predominant monoclonal immunoglobulin pattern in these 
MGUS subjects. Double-type and lamda light chain pattern were simultaneously found in MGUS 
patients. The monoclonal immunoglobulin concentration was from unmeasurement to 1.92 g/dL in 
the MGUS patients. The median concentration was 2.80 g/dL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 was 
3.49 g/dL to 4.50 g/dL. The serum free light chain (sFLC) κ: λ ratio range was from 0.00075mg/L 
to 34.077mg/L. There were respectively 32 (11.03%) and 33 (11.38%) serum samples which 
showed sFLC κ: λ ratio lower or higher than the reference range.   
Conclusions The overall prevalence of MGUS in China mainland was 0.49%. The prevalence 
was gender and age dependent. Some main lab characters of MGUS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in 
Chinese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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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660 

Regulation of UHRF1 by miR-9 modulates colorectal cancer 
cell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Mingchen Zhu,Feng Yan 

Jiangsu Cancer Hospital & Jiangsu Institute of Cancer Research & The Affiliated Cancer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UHRF1 is pivotal for DNA methylation and heterochromatin formation, leading to 
decreased expressions of tumor suppressor genes and contributing to tumorgenesis. However, 
the factors that modulate UHRF1 expression in colorectal cancer (CRC) remain unclear.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d the expression of UHRF1 in CRC tissues. Then a miRNA was predicted and 
confirmed to modulate the expression of UHRF1. 
Methods We fist dected the expression of UHRF1 and miR-9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in 
colorectal cancer. The expression of miR-9 was determined by RT-PCR and In situ hybridization.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UHRF1 was also determined. To upregulat the expression of miR-9, 
vector constructs and transfection was performed. Finally, by using the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and colony formation assay, we uncovered the mechanism of the function of UHRF1 on cell 
proliferation. 
Results Here we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corresponding normal tissues, UHRF1 was 
upregulated and miR-9 was downregulated in CRC tissues. The expression of UHRF1 was 
inversely correlated with overall survival rates of patients with CRC. Overexpression of miR-9 in 
CRC cell lines significantly attenuated CRC cell proliferation and promoted cell apoptosis. The 
expression of UHRF1 was markedly reduced in pre-miR-9 transfected CRC cells. Using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we confirmed that miR-9 was a direct upstream regulator of UHRF1. 
Finally, analysis of miR-9 and UHRF1 levels in human CRC tissues revealed that expression of 
miR-9 was inversely correlated with UHRF1 expression.  
Conclusions Collectively, our results offer in vitro validation of the concept that miR-9 could 
repress the expression of UHRF1, and function as a tumor-suppressive microRNA in CRC. It may 
serve as a prognostic and therapeutic marker for CRC.  
 
 

PU-5661 

Overexpression of Metastasis-associated in Colon Cancer-
1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ncer 

 
Mingchen Zhu,Feng Yan 

Jiangsu Cancer Hospital &amp; Jiangsu Institute of Cancer Research &amp; The Affiliated Cancer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expression of metastasis-associated in colon cancer-
1(MACC1) is observed in different types of cancer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umor 
metastasis. However, the expression of MACC1 and its possible role in esophageal cancer 
remains unknown. 
Methods Firstly, we ultilized the immunohistochemistry to determine the expression of MACC1 in 
esophageal cancer. Next,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MACC1 was determined by Keplan-Meier 
survival curve and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In this study, we determined the expression of MACC1 in esophageal cancer by utilizing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pression and esophageal 
cancer prognosis. Immunohistochemistry results showed that 47 of 85 cancer lesions (55.2%) 
were stained positive, and high expression of MACC1 was correlated with the node metast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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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NM stage (P<0.05). The Kaplan-Meier survival curve showed that patients with high 
MACC1 expression had significantly reduced overall 5-year survival rates (P=0.004).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high expression of MACC1 wa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isk 
of death (hazard ratio [HR] =2.25) in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ncer.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high expression of MACC1 was correlated with 
progression and metastasis of esophageal cancer and might serve as a novel prognostic marker 
for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ncer.  
 
 

PU-5662 

The overexpression of long intergenic ncRNA162 induced 
by RelA/p65 promotes growth of 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 

 
Yu Lu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021， 

Guangxi， China 

 
Objective 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 (PDAC), which strikes 43,000 Americans annually, 
is the fourth leading cause of cancer mort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incidence remains 
increasing.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over 98% of the human genome does not encode protein 
sequences, suggesting that non-coding RNA (ncRNA) sequences make up the remainder of the 
genome. A genetic profile of PDAC identifies several most commonly detected mutations and 
alterations as the signatures, suggesting a unique set of defects in this disease. However, a 
genetic profile of ncRNA remains an ongoing study. Recent observations have emphasized the 
role of long ncRNAs in cancer progression, which is also our focus and interest. 
Methods Here, our RNA sequencing study shown that long intergenic ncRNA162 (LINC00162) is 
dramatically increased in patient derived tumor cell lines (PATC) compared with the human 
pancreatic nestin-positive epithelial (HPNE) cells. These data were validated in a series of PDAC 
cell lines and up-regulation of LINC00162 was found in all of them. 
Results  Knockdown of LINC00162 inhibited proliferation, colony formation and migration of 
PTAC cells, and suppressed the growth of PATC xenografts in vivo, though not reac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hile overexpression of LINC00162 in one of the PDAC cell lines AsPC-1 shown 
consistent results, with a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proliferation, colony formation and migration of 
AsPC-1 cells, as well as enhanced tumor growth ability of AsPC-1 xenografts in vivo. 
Furthermore, we foun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LINC00162 in PDAC was decreased after RelA/p65 
knockdown. 
Conclusions In sum, our results provide first evidence for the role of LINC00162 in promoting 
PDAC progression, and the potential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LINC00162 overexpression, such 
as induction by RelA/p65.  
 
 

PU-5663 

Identification of Novel Serological Biomarkers for Systemic 
sclerosis Diagnosis Using Protein Array 

 
Chenxi Liu,Yongzhe Li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Objective Systemic sclerosis (SSc) is a systemic autoimmune disorder which lead to 
vasculopathy, tissue fibrosis and autoantibodies. For SSc, biomarkers mean a lot to diagnosis in 
the clinics. To undertake this challenge, we employed the HuProt arrays, each comprised of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uman_gen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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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 unique human proteins, to identify SSc-specific autoantibodies using a Two-Phase 
strategy established previously. 
Methods In Phase I, we profiled the autoimmunity on the HuProt arrays with 90 serum samples 
collected from 40 SSc patients, diagnosed autoimmune patients who suffer from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n=6),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n=7), Sjogren’s syndrome (SS; n=7), 
dermatomyositis (DM; n=5), polymyositis (PM, n=5) and 20 healthy subjects, and identified 113 
candidate autoantigens that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Sc. To validate these candidates, 
in Phase II we constructed a focused array with these 113 candidate SSc-associated antigens, 
and use it to profile a much larger cohort, comprised of serum samples collected from 400 SSc 
patients, 200 autoimmune patients (i.e. 42 RA, 44 SLE 44 SS, 30 DM and 30 PM), and 130 
healthy controls. 
Results This allowed us to validate SNRPA as a SSc-specific autoantigen and ADAMTSL4_frag 
as an autoantigen predicting the possibility of pulmonary hypertension(PAH) in SSc.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ositive rate of anti-SNRPA antibody in patients with SSc was 11.25%,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3.33% in all control groups and 1% in normal controls. The positive rate 
of anti-ADAMTSL4_frag antibody in patients with SSc combined with PAH was 14.9%,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positive rate of 2.88% in SSc patients without PAH.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anti-SNRPA antibody serves a novel autoantibody for systemic 
sclerosis and anti-ADAMTSL4_frag antibody serves a predicting aotuantibody for PAH is 
expected to help more accurate clinical diagnosis. 
 
 

PU-5664 

Significance of ADAMTS-13 activity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fter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Chen Liu,Lei Zhao,Mengjie Zhu,Qinzhu Xu,Ying Song,Hui Wang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This research aimed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low activity of ADAMTS-13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after bone morrow transplantation (BMT), evaluating the disease 
progress and prognosis of the patients with low activity of ADAMTS-13 or normal after BMT. 
Methods 46 AML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our research. ADAMTS-13 activity was measured the 
day before BMT. Their medical indicators were recorded one month later. All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and their disease progression was evaluated afterwards. The medical indicators and 
prognosis situa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Low ADAMTS13 Group (<481ng/ml) and Normal 
Group (481-785ng/ml). 
Results  Low ADAMTS13 Group show extended APTT, PT and elevated CRP and D-Dimer, 
compared with Normal Group. Low ADAMTS13 Group suffered more BMT-related complications 
than Normal Group. The Low ADAMTS13 Group underwent higher mortality than Normal Group 
in the one-year follow up after BMT and two-year follow up after onset of AML. 
Conclusions  AML patients with low activity of ADAMTS-13 had worse prognosis after B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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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665 

Significance of RDW in diagnosing severity of HBV-related 
chronic diseases 

 
Chen Liu,Mengjie Zhu,Songsong Lu,Zhao Guan,Ying Song,Hui Wang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The goal of this study was to clarify the changes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RDW 
levels in asymptomatic HBV carriers, chronic hepatitis B (CHB) patients and HBV-related 
hepatocirrhosis patients 
Methods  RDW was determined using Sysmex XN-9000 in groups of unselected adult 
outpatients, including 288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215 asymptomatic HBV carriers, and 272 
patients with HBV-related hepatocirrhosis. The changes of RDW were evaluated compared with 
160 healthy controls. Correlations between RDW and clinical indicators of the individuals were 
conducted and the efficiency of RDW to distinguish hepatocirrhosis from CHB and Hepatitis B 
carriers were evaluated by ROC curves. 
Results RDW valu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hepatocirrhosis patients than other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Besides, HBeAg positive CHB patients possessed higher RDW than HBeAg 
negative CHB patients and asymptomatic HBV carriers. RDW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otal bilirubin (T-BIL)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lbumin among 
hepatocirrhosis patients. The AUC (areas under the curve) of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to distinguish hepatocirrhosis from CHB patients was 0.7040 for RDW- standard 
deviation(RDW-SD) and 0.6650 for RDW-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RDW-CV), and AUC to 
distinguish hepatocirrhosis from asymptomatic HBV carriers was 0.8106 for RDW-SD and 0.7721 
for RDW-CV. 
Conclusions  RDW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patients with HBV-related hepatocirrhosis and 
could be used as one potential marker for checking hepatocirrhosis occurrence among CHB 
patients and asymptomatic HBV carriers. 
 
 

PU-5666 

A new, convenient, and rapid CTC-enriching methods by 
low speed centrifugation 

 
Xinyi Ye,Bo Situ,Lei Zheng 

Nanfang Hospital 

 
Objective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TCs) are rare cells of solid tumor origin found in the blood of 
cancer patients. However, in the field of CTC enrichment and isolation, there is a need for 
inexpensive technologies for fast enrichment of CTCs from large blood volume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assess enrichment of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TC) using a new methods of low 
speed centrifugation in ninety-six orifices plate. 
Methods Previous data showed that centrifugation promotes cells settling while the siz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umor cells and WBC divide them during the procedure, that tumor cells 
are more easily to settle at the bottom as its larger dimension while WBC were removed when 
they were suspending still, which, the enrichment of tumor cells were developed. The procedure 
is required a bovine serum albumin(BSA) coated in a ninety-six orifices plate. Tumor cells were 
mixed into blood after labelled and counted, while the blood was then lysis first and centrifuged 
separately milliliter per hole at 70×g (1min). Tumor cell recovery rate and white blood 
cell(WBC)clearance were evaluated to determine the enrichment effect. Tumor cell viability as 
well as specificity immunostaining were also evaluated. Furthermore, the presence of CTCs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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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assessed in WBC clearance with recovery rate using standard Immunomagnetic separation 
and density gradient centrifugation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our findings 
Results Highly concentrated tumor cells were collected in hole via remove unsettle WBC for 
more than 85%. Overall, centrifugation bound all cell lines with over 80% efficiency. Using the 
coated ninety-six orifice, an efficient (70–80%) recovery and fast (3 min) isolation of the tumor 
cells was achieved from 5 mL of spiked human blood. Moreover, in patient with lung cancer, cells 
were isolated effectively as cytokeratin positive, CD45 negative while none of these structures 
were detected in blood from non-epithelial malignancies. Besides, a higher WBC clearance with 
recovery rate was observed compared to magnetic beads enrichment or density gradient 
centrifugation. 
Conclusions This work demonstrated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centrifugation at low speed with BSA 
coated enhanced the CTC enrichment without reducing recovery rate as well as viability 
compared to the typical CTC isolation methods currently used by the commercial industry. The 
fast and inexpensive antibody-independent methods for enrichment of CTCs may represent an 
alternative for promote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involving primary tumors and 
metastases. 
 
 

PU-5667 

Probiotics administered intravaginally as a complementary 
therapy combined with antibiotics for the treatment of 

bacterial vaginosis: a systematic review 

 
Liyan Ma,Jianrong SU,Yanli Su,Wei Sun 

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 ，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review aims to assess the efficacy of lactobacilli administered intravaginally in 
conjunction with antibiotics for the treatment of BV.  
Methods The Cochrane Central Reg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s (CENTRAL) in The Cochrane 
Library, Cochrane Library of Systematic Reviews, MEDLINE/PubMed and EMBASE were used to 
search for articles from database inception to November 2017. Randomized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s (RCTs) using lactobacilli administered intravaginally in conjunction with antibiotics to treat 
BV were included. Primary outcome was the BV cure rate. The recurrence rate was examined as 
secondary outcome. Two reviewers independently selected trials and extracted data from the 
original publications. The risk of bias was assessed according to the Cochrane Risk of Bias tool. 
We performed data synthesis using the Review Manager (RevMan) software (version 5.2.3). To 
assess heterogeneity, we computed the I2 statistic. 
Results Thirteen RCTs, which involved 1526 women with BV, were included. The pooled result 
showed that lactobacilli administered intravaginally in conjunction with antibiotic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ure rate in BV patients at 4 weeks follow-up [RR 1.27; 95 %CI 1.09–1.83]. A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the short-term endpoint showed the same result. There was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in subgroups. 
Conclusions A beneficial effect was observed in favor of lactobacilli administered intravaginally 
in conjunction with antibiotics in treatment of BV. However, further well-designed RCTs with 
standardized methodologies and longer follow-up times are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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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668 

Serum protein profiling for potential biomarkers in the early 
diagnosis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 bloodstream infection 

 
Chen Chen 

The PLA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MALDI-TOF M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fingerprints of serum peptides induced by 
Staphylococcus aureus. The differential peptide peaks were identified by two-stage mass 
spectrometry to find potential markers of bloodstream infection. 
Methods Bloodstream infection model of S. aureus was established using ICR mice and their 
serum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t different timepoints. The serum samples were sequentially 
purified by weak cation exchange beads, MALDI-TOF MS was then used to obtain the 
fingerprints of serum peptides, followed by data profiling and comparison using BioExplorer 
software between infections group and normal control group. Amino acid sequences of the 
candidate peptides were identified by a nano-liquid Chromatography electrospray ionization–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nano-LC/ESI–MS/MS) system. Blood samples were also tested for 
WBC and IL-6, liver and lung tissues were collected for H.E staining. 
Results By comparing with the control group, in infection group, a total of 21 peaks had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which, 6 peaks were up-regulated, 7 peaks down-regulated, 8 peaks up-
regulated within 24 hrs after injection and down-regulated afterwards. Peptide peaks m/z 2794.3, 
3869.2, 1227.4 were identified as the fragment of Kininogen 1, Serum amyloid A2 and β-2 
Microglobulin respectively. The WBC counts increased with prolonging of infection, while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S. aureus infection group and normal control group. IL-6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infected with S. aureus and there wa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HE staining 
showed that the lung structure was destroyed after 6 hours of infection and clear signs of oozing, 
edema and leukocyte infiltration were observed. The liver was also found to have inflammatory 
cell infiltration and small necrosis 12 hours after infection. 
Conclusions MALDI-TOF MS combined with BioExplorer software could become a new method 
to study the S. aureus bloodstream infection and it can effectively establish a diagnosis model of 
bloodstream infection. Kininogen 1, Serum amyloid A2 and β-2 Microglobulin may serve as 
potential biomarkers to distinguish S. aureus bloodstream infection from healthy individuals. 
 
 

PU-5669 

CD4+ T cell-released exosomes potentiate the HBsAg 
Vaccine by enhancing B cells response 

 
JIAN LU,SHENGJUN WANG 

The Affiliated People’s Hospital of Jiangsu University ( Zhenjiang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CD4+ T cells excrete bioactive exosomes, but the potential biological effect of CD4+T-
cell exosomes is still not clear. The principal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his exosomes on B cells and its role in antigen-mediated humoral immunity. 
Methods In this study, CD4+T-cell exosomes were purified from in vitro activated CD4+ T cells. 
We then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CD4+T-cell exosomes on humoral immunity in HBV vaccinated 
mice and evaluate its roles in B cells responses in vitro. 
Results After immunized with commercial HBV vaccine, CD4+T-cell exosomes treated mice 
showed a stronger humoral immune response, as reflected by higher antigen-specific antibody 
levels in serum and higher proportion of plasma cells in bone marrow. In vitro experiment, we 
found that exosomes derived from activated CD4+ T cells both promoted B cells activation and 
proliferation. In addition, antigen-specific exosomes shows stronger biological function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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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l exosomes. Using mouse T cell line EL-4, we showed that CD40L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CD4+T-cell exosomes mediated B cells responses.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CD4+T-cell exosomes can promote B cell activation in vitro and be 
served as an novel adjuvant to promote mouse antigen-specific humoral immune responses. 
 
 

PU-5670 

Identification of potentially key genes and regulatory 
factors i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process 

 
Tianyi Gao,Xin Lin,Yanpin Mei,Pei Zhang,Jinyan Xu,Hongye Zhang,Zhenlin Nie,Shukui Wang 

Nanjing First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Nowadays, microarray based on high-throughput platforms emerge was a efficient tool 
to screen significant genetic alternations in carcinogenesis and identify biomarkers for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cancer.  This study was performed to exploring potentially key genes and 
regulatory factors i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ESCC) process. 
Methods The ESCC DEGs were indetified in GEOand TCGA database by R language. GO and 
KEGG pathway enrichment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by DAVID database. STRING database was 
conducted to predict the potential interactions amongst the identified DEGs from the protein level. 
At last,  the clinical value of hub genes were validated in TCGA database. 
Results  In this study, totally 446 ESCC DEGs were identified and finally confirmed 9 hub genes 
(RCC2, SERPINH1, AURKA, CXCL6, MMP13, MCM10, KIF20A, BRIP1, VLDLR) which 
significant enriched in several pathways, mainly associated with cell cycle, protein digestion and 
absorption, DNA replication, microtubule dynamics and angiogenesis. High expression RCC2, 
MCM10, KIF20A, BRIP1were found to be related to poor prognosis in ESCC patients(p<0.05). 
Moreover, ESCC patients with low VLDLR expression were proved to have a higher tumor stage 
than the others which usually leaded to a higher risk in tumor mortality(p<0.05).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e and underlying 
molecular events in ESCC and the candidate genes especially for VLDLR, and pathways could 
be used as therapeutic targets in future. 
 
 

PU-5671 

Identification of microRNAs as predictive and supervisory 
biomarkers for SCA3/MJD progression 

 
Shuo Guo,Minjin Wang,Wencong Yao ,Jun Wang,Jianxia Tao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Spinocerebellar ataxia type 3/Machado-Joseph disease (SCA3/MJD) is the most 
common autosomal dominant spinocerebellar ataxia and one of many inherited polyglutamine 
(polyQ)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Nevertheless, the exact mechanism of SCA3 is unclear and 
it still remains an untreatable disorder. At present, microRNAs (miRNAs) have been attracting 
extensive research interest in different human diseases, which emerged as key regulators via 
different biological functions in genetic and epigenetic processes, but it remains largely unknown 
if they are correlated with SCA3/MJD progression. Therefore, the objective of this work was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role of miRNAs in SCA3/MJD development. 

Methods We adopted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NGS）to examine the expression profile of 

miRNAs in cerebrospinal fluid（CSF）samples and peripheral blood samples from 11 SCA3/MJD 

patients and 10 healthy controls. In order to elucidate potential functions and signaling pathways 
in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SCA3/MJD, we applied Gene ontology(GO) and Ky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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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KEGG) pathway analysis to select potential candidate 
miRNAs for further validation. Quantitative real-time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qRT-PCR) was performed to validate NGS data. ROC analysis was also used to 
evaluate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candidate miRNAs. The qRT-PCR results combined with medical 
records were further analyzed statistically attempting to reveal the poten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iRNAs expression levels and disease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disease onset, disease history, 
etc. 
Result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miRNAs profiles presented a total of 262 miRNAs commonly 
expressed in both CSF samples and peripheral blood samples of SCA/MJD patients. Among 
them, 14 miRNAs were upregulated and 42 miRNAs were downregulated in SCA3/MJD group. 
After functional analysis, ten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iRNAs were chosen for validation among 
which the expression level changes of 5 miRNAs estimated by qRT-PCR were in accord with 
NGS data. With the extension of disease onset,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three candidate miRNAs 
including hsa-miR-608, hsa-miR-4739 and hsa-miR-1254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clinical course 
presents an obvious up-regulated trend, as the miRNAs expression were lower in patients with 
shorter disease history while overexpression of three miRNAs were found in those who are 
suffering at an advanced stage, indicating the close positive correlation of miRNAs and disease 
progression.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were the first report of association between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iRNAs and SCA3/MJD development, indicating a possible role for miRNAs as predictive and 
dynamic supervisory biomarkers of disease progression. Also, our results provided novel insights 
into the mechanisms of the pathological process as well as important cues for further functional 
studies of the disease.  
 
 

PU-5672 

LncRNA-RP11-714G18.1 regulates atherosclerosis-related 
vascular dysfunction via RP11-714G18.1/LRP2BP/MMP1- 

dependent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 

 
Yuanjun Xu,Yanwei Hu,Lei Zheng,Qian Wang 

Nanfa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caused by atherosclerosis are considered as the leading 
cause of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worldwide. Accumulating evidence supports an important role for 
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 in the pathogenesis of atherosclerosis. Nevertheless, the effects 
of lncRNA in atherosclerosis related vascular dysfunction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remain 
elusive 
Methods We compared the expression profiles of RNAs between 3 human advanced 
atherosclerotic plaques and 3 normal arterial intimae by microarray analysis. Quantitative real-
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 was applied to assess the level of RP11-
714G18.1 and low-density lipoprotein related receptor 2 binding protein (LRP2BP). The 
subcellular localization of RP11-714G18.1 in 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s 
(HUVECs) was assayed by fluorescent in situ hybridization (FISH) and the cellular source of 
LRP2BP in human plaques or in normal arterial intimae was verified by confocal microscopy. 
Artificial modulation of RP11-714G18.1 (down-and-overexpression ) was performed to explore 
the role of RP11-714G18.1 in atherosclerosis-related vascular dysfunction in vitro. Involvement of 
RP11-714G18.1/LRP2BP/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1(MMP1) - dependent signal pathway was 
validated by qRT-PCR and western blot. 
Results We identified a novel lncRNA RP11-714G18.1 with significant downregulation of 
expression levels in advanced atherosclerotic plaque tissues, which was accompanied with 
reduced LRP2BP expression. Lentivirus-mediated RP11-714G18.1 overexpression constrained 
adhesion of HUVECs, apoptosis of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 (VSMC), and neoangio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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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promoting nitric oxide production from HUVECs, facilitating cell cycle progression of VSMCs. 
We showed that RP11-714G18.1 suppressed cell migration through LRP2BP mediated 
downregulation of MMP1 in both HUVECs and VSMCs. The serum levels of RP11-714G18.1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ose of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 while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cardiac troponin I (CTnI) levels in atherosclerotic patients. 
Conclusions Thus,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RP11-714G18.1/LRP2BP/MMP1 regulatory 
network may provide an athero-protective role in atherosclerosis, targeting the pathway may 
provide new approaches for atherosclerotic therapy. 
 
 

PU-5673 

MicroRNA-203 is a prognostic indicator in bladder cancer 
and enhances chemosensitivity to cisplatin via apoptosis 

by targeting Bcl-w and Survivin 

 
xin zhang 

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Resistance to cisplatin-based chemotherapy is a major reason for failure of advanced 
bladder cancer (BC) patients treatment. Increasing evidences have documented microRNAs were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BC. However, little was known about its function 
in predicting the effect of adjuvant chemotherapy on BC survival and regulating response to 
cisplatin. 
Methods We employed RT-qPCR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miR-203 expression in 
108 tissues of BC patients receiving cisplatin-based adjuvant chemotherapy, and performed vitro 
studies to explore chemotherapeutic sensitivity to cisplatin in miR-203 overexpressing BC cells.  
Results We found miR-203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BC progression group than non-
progression group (P<0.001). ROC curves analyses illustrated miR-203 could significantly 
distinguished progressed patients from those without progression (P<0.001), yielding an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of 0.839 (95% CI, 0.756-0.903). Moreover, low miR-203 expression 
correlated with shorted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 and overall survival (OS) of BC patients, 
and w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Overexpression of miR-203 in 5637 and T24 BC cells 
could inhibit proliferation, enhance cisplatin cytotoxicity, and promote apoptosis. Western blotting 
and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showed Bcl-w and Survivin were direct downstream targets of miR-
203. And there was also a significant inverse association between miR-203 and Bcl-w or Survivin 
expression in BC tissues (r=-0.781, -0.740, both P<0.001). 
Conclusions Decreased miR-203 predicts progression and poor prognosis for BC patients 
treated with cisplatin-based chemotherapy. And miR-203 overexpression can enhance cisplatin 
sensitization by promoting apoptosis via directly targeting Bcl-w and Survivin. 
 
 

PU-5674 

The microarray based gene test application for the children 
development 

 
mingxing ma 

Kunming HuanJi BioChip industry Co.， Ltd. 

 
Objective Precision medicine (PM) is a medical model that proposes the customization of 
healthcare, with medical decisions, practices, and/or products being tailored to the individual 
patient. As a demand of PM, diagnostic testing is often employed for selecting appropriate and 
optimal therapies based on the context of a patient’s genetic content or other molecular or cell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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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A quite useful tool served the PM diagnostics is microarray. The DNA microarray (also 
commonly known as DNA chip or biochip) is a collection of microscopic DNA spots attached to a 
solid surface. The DNA microarrays can be used to measure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large 
numbers of genes simultaneously or to genotype multiple regions of a genome. 
Compare with the qPCR or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the microarray presents a 
suitable testing throughput, better stability, easier experiment process and best cost performance. 
Methods We gain lot of success in using the microarray in the following fields: 
Systematic infections Infection disease are the most common happened in our life, especially for 
the old people and children. The diagnoses of complex and/or multiplex infection is a great 
challenge for the doctors. Microarray based detections will assistant the doctors or individuals to 
make the correct diagnosis and guide for the appropriate use of anti-pathogen medicines. 
Hereditary diseases 
Molecular genetic testing assists otologists by providing insight into the etiology of hereditary 
diseases such as hearing impairment in children etc. Screen the “hot mutations” related to the 
common occurred hereditary diseases would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to define the disease 
earlier and offer more change for the treatment. 

Personalized medicine，personality and lifestyle 

Every person has a unique variation of the human genome. Although most of the varia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has no effect on health, an individual's health stems from genetic variation 
with behaviors and influences from the environment.The main goal of personalized medicine is to 
aid drug users in understanding how variation in a person’s genotype affects how he or she 
responds to a drug, a field known as pharmacogenomics or pharmacogenetics (PGx). Being able 
to identify patients who will benefit most will increase the safe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drugs, as 
well as lower overall costs of the treatment. 
Results The concepts of personalized medicine can be applied to new and transformative 
approaches to health care as well. Personalized health care is based on the dynamics of systems 
biology to evaluate health risks/body characteristic and to arrange a personalized health plans to 
help them mitigate risks, live in a good lifestyle. 
Conclusions The microarray platform can be simply extended to be fit many other requirements. 
As a complete solution for the gene test, microarray will serve more fields of our daily life. 
 
 

PU-5675 

Nanozymatic Antioxidant System Based 
 on MoS2 Nanosheets 

 
Hang Zou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valuated that MoS2 nanosheets (few-layer MoS2), as a multifunctional 
nanozymatic antioxidant system (NAS), possess intrinsic activity of  mimicking enzymes of 
antioxidant defense for diseases caused by oxidative stress. 
Methods The MoS2 nanosheets were prepared by liquid exfoliation of MoS2 powders in a mixed-
solvent system. And used SEM, TEM, SAED, AFM, ESR spectrum and UV absorption spectrum 
to characterization of MoS2 Nanosheets. Used ESR spectra, Fluorescence spectra, UV−Vis 
absorption spectra, and High-resolution Mo 3d XPS spectra to study the mechanism of the 
Catalytic Activity of MoS2 Nanosheets. Moreover, to evaluate the unique properties of the NAS in 
vivo, representative prokaryotic and eukaryotic cells, including E. coli, S. aureus, and A549 cell, 
were used to establish as models, respectively, because they show difference in mechanism for 
generating and scavenging ROS. 
Results We have demonstrated that MoS2 nanosheets exhibit intrinsic antioxidant enzyme-like 
activity including SOD, CAT, and POD activities under physiological conditions.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the catalytic activity was investigated. The MoS2 nanosheets accelera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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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 transfer between TMB and H2O2 rather than generating •OH and the Mo6+/Mo4+ redox 
couple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 catalysis. Similar to EAS for mediating the levels of ROS, MoS2 
nanosheets with the antioxidant-enzyme-mimetic activity can efficiently remove several kinds of 
ROS including O2•−, •OH, and H2O2, described as NAS. Moreover, we found that NAS can also 
quench other ROS and free radicals including •OH, •DPPH, and •NO, showing its superiority in 
regulation of oxidative stress. MoS2 nanosheets show the excellent biocompatibility and 
protective effect of the NAS against H2O2-induced bacterial and cellular oxidative damage 
Conclusions The MoS2 nanosheets can be used to construct a promising systematic antioxidant 
defense for diseases caused by oxidative stress and exp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nanotechnology 
and biomedicine 
 
 

PU-5676 

Effects of Calcium on the Interactions of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with Human Respiratory Epithelial Cells 

 
Yi Chen1,Yu Daojun2,3 

1.Zhejiang Hospital 

2.Hang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3.Hang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Zhejia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study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acterial adhesion and invasion into host cells was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pathogenesis of microorganisms.Metal cations had been shown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egulating the biofilm formation and virulence 
ofAcinetobacterbaumannii(Ab), the effects of calcium on host-bacteria interactions had yet to be 
clarified.Here, the dynamic process ofthe interactionsbetweenAbandhuman respiratory epithelial 
cells(HPAEpiC),the effects of calcium on host-bacteria interactions and thebiotic surface 
morphologyfrom nanostructurewereexplored. 
Methods We developed microscopic imaging, quantitative PCR (qPCR) and time-dependent cell 
response profiles(TCRPs) methods for continuously monitoring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Ab 
and HPAEpiC, the effects of calcium on host-bacteria interactions and the biotic surface 
morphology from nanostructure. 
Results The co-culture time point of 4 hwas suitable for subsequent studies, and optimum 
multiplicity of infection (MOI) of Ab toHPAEpiC was 50; Apart from this,there was a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ime and treatment factors(calcium) (P=0.00), the higher of the calcium 
concentration and the longer of the co-culture time, the more the quantity of adhesion and 
invasion of Ab to epithelial cells.A unique "double peak" phenomenon was changed to a sharp 
"single peak"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Ab infection with the effects of calcium. Moreover, 
calcium might promote the proliferation of Ab and the adherent growth of epithelial cells, cause 
the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Ab-related genes (ompA, bap, bfmRS, abaI), and increase the 
adhesion and invasion of Ab to epithelial cells. 
Conclusions Calcium might promote the proliferation of Ab and the adherent growth of epithelial 
cells, affect the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Ab-related genes, and increase the adhesion and 
invasion of Ab to epithelial cells. Decreasing or inhibiting the calcium concentration might play a 
role in controlling the colonization or infection with Ab, which could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multi-drug resistant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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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677 

Association Study of PLEKHA7 and COL11A1 
Polymorphisms with Primary angle closure glaucoma 

 
Yani Wan1,Shengjie Li1,Wenjun Cao1,2,Xinghuai Sun2,3,4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Eye & ENT Hospital， Shanghai Medical Colleg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 Visual Science， Eye & ENT Hospital， Shanghai Medical Colleg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3.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edical Neurobiology， Institutes of Brain Science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Brain Scienc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4.Key Laboratory of Myopia， Ministry of Health，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5.Shanghai Key Laboratory of Visual Impairment and Restoration，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Objective  PLEKHA7 and COL11A1 were genotyped for SNPs to investigate the possible 
association of these two genes with primary angle closure glaucoma(PACG) and disease severity. 
Methods The mean age of cases was 59.29±11.9 years, of controls 58.24±6.49 years. The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mild, moderate and severe subgroups were 17(33.3%), 12(23.5%), and 
22(43.1%), respectively. All five SNPs conformed to Hardy–Weinberg equilibrium (p>0.05). The 
allele frequencies of COL11A1rs1676484, rs3753841 and rs12138977 were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cases and controls (P=0.026, P=0.036, P= 0.024). The risk of 
PACG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individuals carrying the minor allele (OR=2.089, 
95%CI=1.089-3.996; OR=1.886, 95%CI=1.038-3.426; OR=2.133, 95%CI=1.104-4.123).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showed that the risk of PACG in individuals with AA/AG genotype of 
rs1676484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GG (P=0.031, OR=2.406, 95% CI=1.086-5.332); 
individuals with GG genotype in rs3753841 have significantly higher risk of PACG than that with 
AA(P=0.04, OR=5.684, 95% CI=1.084-29.803); the risk of PACG in individuals with CC/CT 
genotype of rs12138977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T (P=0.03, OR=2.417, 95% 
CI=1.088).In the subgroup analysis, rs1676486, rs3753841 and rs12138977 show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moderate and the control subjects（P=0.045,P=0.049,P=0.033）, 

whereas rs1676486 and rs12138977 showed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s in the severe and the control 

subjects（P=0.02,P=0.013）. In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esting of PACG genotypes with AL and 

ACD, no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was observed. 
Results The mean age of PACG was 59.29±11.9 years, of controls 58.24±6.49 years. The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mild, moderate and severe subgroups were 17(33.3%), 12(23.5%), and 
22(43.1%), respectively. All five SNPs conformed to Hardy–Weinberg equilibrium (p>0.05). The 
allele frequencies of COL11A1rs1676484, rs3753841 and rs12138977 were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cases and controls (P=0.026, P=0.036, P= 0.024). The risk of 
PACG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individuals carrying the minor allele (OR=2.089, 
95%CI=1.089-3.996; OR=1.886,95%CI=1.038-3.426; OR=2.133, 95%CI=1.104-4.123).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showed that the risk of PACG in individuals with AA/AG genotype of 
rs1676484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GG (P=0.031, OR=2.406, 95% CI=1.086-5.332); 
individuals with GG genotype in rs3753841 have significantly higher risk of PACG than that with 
AA(P=0.04, OR=5.684, 95% CI=1.084-29.803); the risk of PACG in individuals with CC/CT 
genotype of rs12138977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T (P=0.03, OR=2.417, 95% 
CI=1.088).In the subgroup analysis, rs1676486, rs3753841 and rs12138977 show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moderate and the control subjects（P=0.045,P=0.049,P=0.033）, 

whereas rs1676486 and rs12138977 showed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s in the severe and the control 

subjects（P=0.02,P=0.013）. In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esting of PACG genotypes with AL and 

ACD, no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was observed. 
Conclusions Our data suggested that the COL11A1rs1676484, rs3753841 and rs12138977 
polymorphisms might be of value for further study as potential gender-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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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PACG. Moreover, COL11A1rs1676484 and rs12138977 polymorphisms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disease severity of PACG. 
 
 

PU-5678 

Serum HBXIP as a novel biomarker for hepatitis B virus 
associated liver injury 

 
Xiumei Hu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Hepatitis B x-interacting protein (HBXIP) was a bidirectional protein. On one hand, 
HBXIP can negatively regulate hepatitis B virus X protein (HBx) activity and thus to alter the 
replication life cycle of the virus. On the other hand, HBXIP served as a oncoprotein and 
promoted tumorigenesis and progression. However, the level of HBXIP in serum is remain 
unknown. Here, we aimed to detect the concentration of serum HBXIP and analyze the feasibility 
of HBXIP to be a biomarker for diagnosing Hepatitis B virus-associated liver injury.  
Methods As HBx was the mainly pathogenic factor of HBV, in order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HBx 
on expression and delivery of HBXIP by HBx, the HBx overexpressed cells and the negative 
control cells were established. A total of 418 serum samples and 33 pairs of (including 12 pairs of 
HBV negative and 21 pairs of HBV positive patients) HCC tumor tissues and the matched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were collected. The concentrations of HBXIP in 418 serum samples and 
cell culture supernatant samples were detected by ELISA method followed the manufacturer’s 
instructions. The mRNA of HBXIP in 33 pairs of tissues and cell lines were detected by qRT-PCR. 
Results In this study, we discovered that serum HBXIP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HBV 
infectious specimens. The levels of serum HBXIP were positive correlated with HBsAg and liver 
injury-associated biomarkers including ALT, AST, globulin and DBIL. The ROC curve showed that 
serum HBXIP had good capacity to discriminate between patients with HBV infection or 

not， with [AUC] curve = 0.905,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0.874, 0.936]). According to the 

max Youden index, the cut-off value of serum HBXIP determined as 668.62 pg/mL with sensitivity 
of 0.906 and specificity of 0.847. Then, the in vivo experiment showed that HBV enhanced the 
expression and excretion of HBXIP by HBx protein. 
Conclusions These data suggested that the increased serum HBXIP served as a novel 
biomarker for HBV-associated liver injury. 
 
 

PU-5679 

Characteristics of bone marrow cell dysplasia and its 
effectiveness in diagnosing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Junxun Li,Chujia Liang,Shaoqian Chen,Fan Zhang,Zhuangjian Ye,Juan Ouyang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is to screen out the significant diagnostic dysplastic types and their optimal 
diagnostic rates for Myelodysplasia Syndrome (MDS). 
Methods Bone marrow smears from cases with MDS and non-clonal disease were collected and 
performed microscopy analysis. We respectively recorded the percentage of specific dysplastic 
cells (PSDC) and incidence of specific dysplasia (ISD) of each dysplastic type in three 
hematopoietic cell lineages for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diagnostic efficacy to MDS. 
Results Compared with non-clonal anemia, the PSDCs and ISDs of the four specific dysplastic 
types as petal nucleus and internuclear bridging in erythroid lineage, pseudo-Pelger-Huet in 
granulocytic lineage and lymphoid small megakaryocyte in megakaryocytic lineage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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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ly higher in MDS; and their area under the curves (AUCs) were all greater than 0.600. If 
the dysplastic rate in each lineage was higher than 10%, their corresponding false positive rates 
(FPRs) were below 0.033, 1×10-4 and 1×10-4, respectively. If the dysplastic rates in three cell 
lineages reached 0.065, 0.045 and 0.040, respectively, their corresponding false positive rates 
were all below 0.050. 
Conclusions Four specific dysplastic types possess higher diagnostic efficacy for the diagnosis 
of MDS. Though the dysplastic rate over 10% in any hematopoietic cell lineage presents a lower 
false positive rate, it is possibly considered to lower the diagnostic threshold of MDS if a specific 
dysplastic type with higher diagnostic efficacy presents. 
 
 

PU-5680 

Alternative splicing and translation products are rubbish or 
precious?    ------- A 7-amino-acid peptide acts as a 

phosphate group transporter 

 
Junyao Yang 

Xinhua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In eukaryotic species, a single gene can produce multiple messenger RNA 
(mRNA)molecules through the alternative splicing process, giving rise to different protein variants 
with different or even opposite function. HDAC7, a member of the class II HDACs, is specifically 
expressed in the vascular endothelium and contributes to the maintenance of vascular integrity 
during early embryogenesis. In this study, we demonstrated that a short open reading frame 
(sORF) within a mouse Hdac7 transcript variant could be translated, giving rise to a 7-amino acid 
(7-aa) peptide (7A). This peptide could act as a signal transducer through transferring a 
phosphate group between a kinase and a substrate; this action modulated stem cell antigen-1 
positive VPC (Sca1+-VPC) activation and its effects on vascular injury repair and angiogenesis in 
ischemic tissues.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demonstrated that a 7-amino acid (7A) peptide could be translated 
from the short open reading frame (sORF) within the 5’-untranlated region of mouse Hdac7 
mRNA in adventitial stem cell antigen-1 positive vascular progenitor cells (Sca1+-VPCs) in vitro 
and in vivo. 
Results Importantly, the serine residue of the 7A peptide could receive the phosphate group from 
phosphorylated MEKK1 and, in turn, directly phosphorylate the 14-3-3γ protein. In this process, 
the adjacent histidine and proline residues were essential and there was an intra-molecular 
exchange of the phosphate group between the histidine and serine residues. We found that 
MEKK1, 7A/7Ap and 14-3-3γ form an intracellular signaling pathway that is downstream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and contributes to Sca1+-VPC migration. The 7A-deficient 
mice showed slower vascular injury repair and almost no angiogenesis in ischemic tissues; these 
effects could be partially rescued by local administration of synthetic 7A peptide. 
 Conclusions This study provides evidence that sORFs can be translated, and the derived 
peptides may participate in signal transduction to contribute to different cellular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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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681 

miR-451a induce apoptosis of Philadelphia chromosome 
positive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cells  

by targeting IL-6R 

 
Ling Zhong1,Jiao Chen2,Xiaobing Huang2,Yanxing Li1,Tao Jiang2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rotary Medicine，Sichuan Provincial People&amp;amp;’s Hospital 

2.Department of hemaetology，Sichuan Provincial People&amp;amp;’s Hospital 

 
Objective Philadelphia chromosome positive (Ph+)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ALL) is one of 
the poorest hematologic malignancies due to BCR/ABL fusion protein. BCR/ABL fusion protein 
could induce the expression of IL-6 in CML which in return sustain the stemness of leukemia 
stem cell through binding IL-6R and activating JAK/STAT pathway. IL-6R was predicted to be the 
target of miR-451a which was downregulated in CML by BCR/ABL.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iR-451a, IL-6R and BCR/ABL in Ph+ ALL and hopefully 
provide a strategy to treat this disease. 
Methods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miR-451a and BCR/ABL of Ph+ ALL patients were examined 
by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qPCR), serum IL-6 were tested by ELISA. Ph+ ALL cell line SUP-
B15 and Ph negative ALL cell line Nalm-6 were treated with miR-451a mimic and inhibitor 
respectively, the proliferation rate was tested by CCK-8, the apoptosis rate was tested by 
Annexin/PI,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Bcl-XL, Bax, cyclin D2, and c-myc were examined by qPCR 
and Western blot (WB). The levels of STAT3, p-STAT3, JAK2 and p-JAK2 were tested by WB. 
Results In this study we found that BCR/ABL was inversely related with miR-451a and positively 
related with IL-6 in Ph+ ALL. MiR-451a inhibited the proliferation of SUP-B15 through apoptosis 
pathway. The oncogene c-myc was downregulated by miR-451a. We confirmed that miR-451a 
could target IL-6R and inhibit activation of JAK and STAT3.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miR-451a is down regulated in Ph+ ALL and increase miR-451a 
expression in leukemia cells may add the potential to cure this disease. 
 
 

PU-5682 

Anti-NMDAR antibodies as diagnosis biomarkers for HAND 
and HAD during HIV infection 

 
Hongyan Liao,Jun Su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In the post-HAART stage, a substantial percent of HIV patients develop HIV-
associated neurocognitive dysfunction (HAND) and HIV-associated dementia (HAD). Finding 
early biomarkers is essential to diagnose and prevent these diseases. HIV infection causes B cell 
dysfunctions thus failing in generating effective anti-HIV antibodies. This study is designated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HIV infection on the functional antibody repertoire and to find a reliable 
biomarker for the early diagnosis of HAND and HAD. 
Methods We performed single-cell PCR and cloned the paired IgH and IgL genes from single 
circulating plasmablasts of 5 HIV-infected individuals, and expressed 80 recombinant antibodies 
to determine their functions via immunoassays. Meanwhile, we expressed 80 antibodies from 5 
donors without HIV infection as control. Patient serum and cerebrospinal fluid (CSF) samples 
were also tested for the presence of antibodies via ELISA. 
Results Analyses of antibodies from HIV-infected individuals showed that 30% of them weakly 
bind to HIV-gp120. Surprisingly, about 72% of the antibodies cloned from HIV-infected individuals 
were polyreactive, which is sharp contrast to the 16% of polyreactive antibodies from control 
donors. Up to 60% of them cross-reacted with the DWDYS pentameric peptide present i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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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yl-D-aspartic acid receptor (NMDAR). We found 17% of antibodies bound to SH-SY5Y or 
U251 cell surface antigens. Detailed analyses of one such antibody HIV201P5B2 derived from 
HIV patients showed that it induced NMDAR clustering and internalization and eventually caused 
neuronal cell apoptosis. Results on patient serum and CSF demonstrated that HAND/HAD 
patients have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s of NMDAR-crossreactive antibody.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the dominant production of polyreactive antibodies in the 
plasmablasts of HIV patients revealed an abnormal alteration of B cell function during HIV 
infection. Anti-NMDAR antibodies generated in HIV-infected individuals may provide a new 
diagnostic biomarker for HAND and HAD in AIDS patients. 
 
 

PU-5683 

Long non-coding RNA UBE2CP3 enhances HCC cell 
secretion of VEGFA and promotes angiogenesis by 

activating ERK1/2/HIF-1α/VEGFA signalling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Jinduan Lin 

1.Laboratory Medicine Center，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Six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dong Qingyuan， China 

 
Objective Angiogenesis is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proc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lignancies and is associated with cancer progression and metastasi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is the most common primary tumor of the liver and is recognized as a typical 
angiogenic tumor. Thus,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study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angiogenesis in HCC. The 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 ubiquitin conjugating enzyme E2C 
pseudogene 3 (UBE2CP3) has been reported as an oncogene that promotes tumor metastasis in 
HCC. However, the role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UBE2CP3 in HCC angiogenesis are still 
unclear 
Methods we measured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UBE2CP3 by ISH and qRT-PCR in HCC patient 
samples. We also concomitantly used CD31/PAS double-staining to measure endothelial vessel 
(EV) density and used qRT-PCR to measure the CD31 mRNA level. HepG2 and SMMC-7721 
cells were transfected with Lv-UBE2CP3 or Sh-UBE2CP3 virus to obtain stably over-expressing 
of knocking-down UBE2CP3 cell lines. The indirect effects of UBE2CP3 on ECs were studied by 
establishing a co-culture system using Transwell chambers with a 0.4-μm pore size. HCC cells 
and ECs in the co-culture system were separated, but the cytokines and growth factors wer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Following exposed to HCC cells, ECs were removed for 
functional studies. Finally, we study the function of UBE2CP3 in vivo by chick embryo 
chorioallantoic membrane (CAM) angiogenesis assays and nude mouse tumorigenicity assays. 
Results In this study, we found that UBE2CP3 expression was higher in HCC tissues than in 
para-tumor tissues and was up-regulated in tissues with high EV density. Functionally, we found 
that in the co-culture systems, HCC cells overexpressing UBE2CP3 promoted HUVEC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tube formation via the activation of ERK/HIF-1α/p70S6K/VEGFA 
signalling, increasing the level of VEGFA in HCC cell supernatant. In addition, the opposite 
results appeared when the expression of UBE2CP3 in HCC cells was knocked down. Consistent 
with these results, CAM angiogenesis assays and nude mouse tumorigenicity assays showed 
that UBE2CP3 expression up-regulated EV density in vivo. 
Conclusions Our study suggests that UBE2CP3 can enhanc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CC 
tumor cells and HUVECs and promote HCC tumorigenicity by facilitating angio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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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684 

Detection of Exosomal RNA Biomarkers based on TCLN 
Chip for Early Diagnosis of Prostate Cancer 

 
Yanjun Diao,Liu Yang,Ani Nan,Xiaoke Hao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Medicine， Xijing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China; 

 
Objective In China, most prostate cancer (PCa) have been advanced at the time of diagnosis 
and have poor prognosis and high mortalit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Europe and America. In 
addition to serum PSA screening, developing new biomarkers for early PCa diagnosis is the key 
to reduce mortality. Recently, in clinical transformation area, exosomes are attractive diagnostic 
markers due to their rich content composition and maternal cell progeny characteristics. 
Methods In this study,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pre-basis and RT-PCR validation, seven PCa-
specific candidate exosome RNA markers (mRNA including PSA mRNA, TMPRSS2:ERG fusion 
gene mRNA, PCA3 mRNA; miRNA including miR-141, and miR-375, miR-21-5p, let-7c-5p) were 
screened. Their expression in serum exosomes was tested in normal controls (22 cases),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patients (BPH, 16 cases) and PCa patients before treatment (22 cases) 
using Tethered Cationic Lipoplex Nanoparticles (TCLN) chip. 
Results After the test, the average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each sample was showed in 
histogram. Preliminary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miR-141 and miR-375 increased in 
PCa groups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wo groups. PCA3, Let7c-5p showed obvious increase in 
PCa and BPH group than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PSA mRNA, TMPRSS2:ERG fusion gene (T1 
and E2 exon fusion) mRNA in BPH group showed higher expression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wo 
groups. TMPRSS2:ERG fusion gene (T1 and E4 exon fusion ) mRNA, miR-21-5p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three groups. 
Conclusions TCLN chip can achieve "in situ capture" of exosomes without RNA extraction and 
amplification, which shows the advantages of fast analysis (3 hours), small sample volume (single 
marker 30μL serum/case) and low testing cost (530 yuan/case). The above experiment showed 
that some of the candidate PCa markers worked well. The results need to be further verified by 
testing more samples. Through combination of best working markers and construction of ROC 
curve to determine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this study is expected to establish a new method for 
PCa early detection based on serum exosomes. 
 
 

PU-5685 

Clinical features and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patterns 
of Nocardia species in China: 2009-2017 

 
Lei Huang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Objective Nocardia spp. is a pathogen responsible for a variety of clinical infection, ranging from 
skin and soft tissue infections, to the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and central nerve system 
infections. Its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species distribution, clinical features, and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profiles, should be comprehensively under surveillance. However, 
these data were limited from mainland China. Thu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characterize the 
clinical features and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patterns of Nocardia species from China. 
Methods Over a 9-year period (from 2009 to 2017), 53 isolates of Nocardia were collected from 
nocardiosis patients of 8 tertiary general hospitals of 7 cities in mainland China. These isolates 
were identified to species level by multilocus sequence analysis (MLSA). The clinical data were 
also collected. The susceptibilities to 13 commonly-used antibiotics for Nocardia were determ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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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test stripes, following CLSI M24-A2, then analyzed by WHONET 5.6 software to calculate 
resistance rates, MIC50 and MIC90 to each antibiotic by different species. 
Results Of 53 Nocardia, N. farcinica was the most common species (24.5%, 13/53), followed by 
N. cyriacigeorgica (20.8%, 11/53), N. terpenica (15.1%, 8/53), N. abscessus (9.43%, 5/53), N. 
otitidiscaviarum (7.55%, 4/53),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31 Nocardia (58.5%) strains were 
collected from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sputum and BALF) , 15 (28.3%) from superficial Infection, 3 
from pleural effusion, 2 from CSF, and 1 from bone marrow and 1 from synovial fluid, respectively. 
The antibiotic resistance profiles varied among different Nocardia species. All Nocardia strains 
were susceptible to linezolid, followed by imipenem and amikacin (both 92.5%). N. terpenica, 
rarely documented elsewhere, showed a different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profiles. Multidrug 
resistance (MDR) rate of N. farcinica was relatively high (76.9%). 
Conclusions In summary, the distribution features and antibiotic susceptibility profiles of 
Nocardia species in mainland China were reported in our study, which might broaden the 
knowledge of pathogenesis of Nocardia. 
 
 

PU-5686 

Two Cases of X-linked Liver Glycogenosis in Hunan 
Province: Transmission from the Undiagnosed Maternal 

Grandfather 

 
Ping Li,Tao Xu,Xiaobing Xie,Zhen Zhang,Yan Hu,Yi Lao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We aim at identifying the genetic cause of the GSD running in a family with two 
affected boys, and hence develop proper management and genetic counseling. 
Methods The boys presented with typical GSD signs and symptoms. The histology of the liver 
biopsy from the old brother showed glycogen accumulation in hepatocytes and confirmed his 
condition of GSD. The younger brother did not have a biopsy. Whole exome sequencing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genetic structure of the proband patients and their parents. Sanger 
sequencing was used to validate and confirm the identified mutation.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known pathogenic mutation (p.E1125K) in PHKA2 
gene located on chromosome Xp22, which encodes the regulatory subunit of PHK. Pedigre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mother was a carrier, and the disease of both brothers were 
transmitted through their undiagnosed maternal grandfather. 
Conclusions This is the first report of XLG caused by this mutation in China, and it indicated that 
GSD may be undiagnosed or underestimated since GSD IXa is one of the mild form of 
glycogenosis in terms of clinical symptoms. However, it is necessary to identify the genetic cause 
in order to perform effective intervention and genetic couns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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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687 

Express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Single-chain 
 Fv Antibody against NS3 of HCV 

 
Yixin Bian1,Chuanxin Wang2,Chengyao Li3 

1.Dezhou People’s Hospital 
2.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3.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More than 170 million people are infected with hepatitis C virus (HCV) worldwide. 
Approximately 30% of HCV infected individuals spontaneously clear the virus. However, 70% 
become chronically infected, which can lead to chronic liver disease including liver failure, liver 
cirrhosis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ossibly requiring liver transplantation. Nonstructural 
protein 3 (NS3) provides protease, helicase and NTPase enzymatic activities that play a crucial 
role in viral replication and has been a suitable target for antiviral therapy, vaccination and 
diagnosis in HCV infec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NS3 helicase has become a popular target for 
exploring inhibitor-helicase interactions in the design of the next generation of HCV NS3 inhibitors. 
In this study, the specificity of mAb 2E12 was used to obtain bioactive single chain Fv antibody,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analyzing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the humanized single chain antibody 
2E12-ScFv on HCV NS3 helicase activity in vivo.  
Methods Extracted the nucleonic acid from hybridoma cell line 2E12, reverse transcription into 
single strand cDNA, the heavy chain gene and light chain gene were amplified by PCR and then 

cloned into the vector pMD20-T respectively. The correct sequence of plasmid pMD20-VH ，

pMD20-VT and pHenⅨ  were digested with corresponding restriction enzymes. The gene 

fragment and vector fragment were digested by gel kit and then ligated with DNA Ligation Kit. The 

recombinant product pHenⅨ-2E12-ScFv was transformed into E. coli TOP10 competent cells. 

The monoclonal colonies were transformed into LB medium for amplification and then bacteria 
were identified by PCR and restriction enzyme digestion. pHen IX-2E12-ScFv and the expression 
vector pUC119-his6 were digested with the restriction enzymes SfiI and NotI . The fragment was 
cloned into the expression vector pUC119-his6 (pUC119-his6-2E12-ScFv). pUC119-his6-2E12-
ScFv was transfected into TG1 cells, and IPTG was used to induce target protein expression. 
Expression of 2E12-ScFv was confirmed by SDS-PAGE analysis and protein containing fractions 
were used for ELISA test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procedure.  
Results The vector pUC119-his6-2E12-ScFv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recombinant 2E12-ScFv 
has biological activity in vitro. 
Conclusions We have used the prokaryotic expression system to successfully express HCV 
nonstructural protein 3 single antibody that shows robust activity. This work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generating humanized single chain antibody and the analysis of HCV NS3 helicase. Future study 
will be conducted to further evaluate the capacity of recombinant 2E12-ScFv on inhibiting 
helicase activity and HCV replication in v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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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688 

Hypofibrinogenemia Caused by Hemocoagulase for 
Injection: A retrospective study 

 
Jingwen Hu,Yong Liu,Xiaosong Qin,Liping Lu,Xiaoping Zhang,Yingshu Liu 

Shengjing hospital，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Hemocoagulase for injection (based the venom of Agkistrodon halys Pallas) is widely 
used for bleeding patients, while its adverse reactions are increasing.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aims to summarize the clinical laboratory characteristics of hemocoagulase causing 
hypofibrinogenemia.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collected the clinical data for 27 enrolled patients, including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hemostatic and fibrinolytic parameters, the dosage of hemocoagulase and 
treatment.We analyzed the difference of fibrinogen, D-dimer and degradation products of fibrin 
and fibrinogen (FDP)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usage of hemocoagulase for injection. 
Results Fibrinogen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fore and during the usage of 
hemocoagulase for injection (P<0.05); FDP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during the usage of 
hemocoagulase and the time when fibrinogen level was more than 1.5g/L (P<0.05); Otherwise 
the level of D-dimer had no difference before and after the usage of hemocoagulase (P=0.485, 
>0.05). In pearson's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re was no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usage of 
hemocoagulase and the viariation of fibrinogen before and during the use of hemocoagulase and 
the level of FDP during the usage of hemocoagulase. 
Conclusions Strictly monitoring both of clotting and fibrinolysis parameters is necessary when 
hemotysis patients are treated with hemocoagulase for injection (based the venom of Agkistrodon 
halys Pallas). When the clotting and fibrinolysis parameters are showing the low level of 
fibrinogen, high level of FDP and relatively low level of D-dimer, or the dose of hemocoagulase is 
more than 12 KU, clinicians should be aware of the potential for hypofibrinogenemia and consider 
discontinuation of hemocoagulase when necessary. 
 
 

PU-5689 

Id3 elevation contributes to Regulatory T cell differentiation 
in peripheral blood of active SLE patients 

 
Chen Liu,Hui Wang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E proteins are members of the bHLH superfamily, and the function of the E protein can 
be inhibited by the Id molecules (Id1-Id4).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reg levels were decreased in 
Id3KO mouse; our previous study constructed CD4-Id1 transgenic mice, in which the over-
expression of Id molecules led to a higher proportion and a greater number of FoxP3+ regulatory 
T cells, suggesting that Id positively regulated Treg differentiation. In this study, we studied SLE 
patient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E protein and Id molecules in autoimmunity. 
Methods We included 45 SLE patients and classified them into inactive SLE patients and active 
SLE patients according to their SLEDAI scores. The peripheral blood samples of the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and peripheral blood specimens from 30 healthy individuals were collected for 
comparison. CD4+CD25-CD45RA+CD45RO-naïve CD4 cells, CD4+CD25-CD45RA- CD45RO+ 
memory CD4 cells and CD4+CD25hi cells in PBMCs were sorted. Id1-4 levels in each subset of 
cells were measured by realtime PCR. CD4+ FoxP3+ and CD4+Helios+FoxP3+ cells were 
analyzed in PBMCs of the individuals.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between Id levels and 
Treg levels as well as clinical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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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1) The main expressed molecules in human peripheral CD4+ cells were Id2 and Id3, 
while Id1 and Id4 expression was extremely low.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Id2, Id3 in peripheral 
blood naiveCD4, memory CD4 and CD4+CD25hi cells were different. 2) The expression of Id3 in 
CD4+CD25hi cells in active SLE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healthy controls and 
non-active SLE patients. 3) The levels of CD4+FoxP3+ and CD4+Helios+FoxP3+ cells in 
peripheral blood of active SLE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4) The level of Id3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D4+FoxP3+ cells and CD4+Helios+FoxP3+ cells. 5) Id3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ESR, lupus anticoagulant factor LAC, ribosomal antibody and 
SLEDAI scores in patients with active SLE.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revealed the potential role of Id3 in upregulating Treg cells during 
the pathogenesis of SLE. This suggests that during autoimmune responses, upregulation of Id3 
can promote Treg differentiation to play a feedback inhibitory effect on autoimmune responses. 
(Supported by the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81401298) and Beijing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7163228)) 
 
 

PU-5690 

Sigma metrics for assessing the analytical  
quality of clinical chemistry assays: 
 A comparison of two approaches 

 
Xiuzhi Guo1,Tianjiao Zhang2,Xinqi Cheng1,Ling Qiu1 

1.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2.National Center for Clinical Laboratories 

 
Objective Introduction: Two approaches were compared for the calculation of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 and bias, and their effect on sigma calculation, when different allowable total 
error (TEa) value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method for Six Sigma quality management 
in the clinical laboratory. 
Methods Sigma metrics for routine clinical chemistry tests using three systems (Beckman 
AU5800, Roche C8000, Siemens Dimension) were determined in June 2017 in the laboratory of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Imprecision (CV%) and bias (bias%) were calculated 
for ten routine clinical chemistry tests using a proficiency testing (PT)- or an internal quality 
control (IQC)-based approach. TEa from the Clinical Laboratory Improvement Amendments of 
1988 and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Health Clinical Laboratory Center Industry Standard (WS/T403-
2012) were used with the formula: Sigma = (TEa − bias)/CV to calculate the Sigma metrics 
(σCLIA, σWS/T) for each assay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Results For the PT-based approach, eight assays on the Beckman AU5800 system, seven 
assays on the Roche C8000 system and six assays on the Siemens Dimension system showed 
σCLIA > 3. For the IQC-based approach, ten, nine and seven assays, respectively, showed σCLIA > 
3. Some differences in σ were therefore observed between the two calculation methods and the 
different TEa values. 
Conclusions Both methods of calculating σ can be used for Six Sigma quality management. In 
practice, laboratories should evaluate Sigma multiple times when optimizing a quality control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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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691 

Staphylococcus aureus as a helper for the diagnosis of 
Bacteremia caused by Aggregatibacter 

actinomycetemcomitans in an infective endocarditis 

patient：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literature 

 
Yili Chen,Lu Ai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Background: Aggregatibacter actinomycetemcomitans is a non-motile, facultative 
anaerobic small Gram-negative coccobacillus. Here, we report a case of infective 
endocarditis, in which case Staphylococcus aureus worked as a helper in the diagnosis of the 
bacteremia caused by aggregatibacter actinomycetemcomitans. 
Methods A 46-year-old man with infective endocarditis suffered from bacteremia. In view of the 
patient's history of tooth extraction, valve replacement, and no growth of the bacteria on 5% 
sheep blood agar either in aerobic or anaerobic environment at 37 °C in a CO2-enriched 
incubator, we initially speculate it was likely Granulicatella adiacens. 
Results It was found that Staphylococcus aureus worked as a helper for the isolation, and the 
strain was identified as aggregatibacter actinomycetemcomitans by MALDI-TOF and DNA 
sequencing in final. This patient, without evidence of polymicrobial infection, was treated with 
meropenem and moxifloxacin, and had a good outcome. 
Conclusions Aggregatibacter actinomycetemcomitans endocarditis, is a relatively rare disease 
with an excellent prognosis and well management if the organism is properly and readily 
identified. 
 
 

PU-5692 

CD39 as a Marker of Poor Prognosis 
 in Acute Myeloid Leukaemia 

 
Liangjun Zhang 

Zigong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BACKGROUND: Acute myeloid leukaemia (AML) is a haematological malignancy, 
which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functional disorders of the immune system. CD39 regulatory T 
cells (Treg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umour immune tolerance. However, so far, there has been 
no report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centages of CD39+ Tregs and the clinical 
features and treatment of AML.  
AIM: Therefor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hanges in the percentages of CD39+ Tregs in AML 
and the therapeutic process. 
Methods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157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AML (including 23 
patients with AML-M1, 40 patients with AML-M2, 25 patients with AML-M3, 37 patients with AML-
M4, and 32 patients with AML-M5) and from 41 healthy controls. The levels of CD39 expression 
on Tregs were examined by flow cytometry. 
Results  Compared to the healthy controls, the percentages of CD39+ Tregs in lymphocytes were 
increased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of AML patients (P<0.05), especially in AML-M2 patients. The 
levels of CD39+ Tregs were higher in patients who had extramedullary infiltration and expressed 
CD34 and CD7 in blast cells (P<0.05). Additionally, the percentages of CD39+ Tregs in patients 
who received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patients before 
treatment (P<0.05). Furthermore, the patients in CD39high group had a lower complete remission 
rate and higher recurrence rate compared to those in CD39low and CD39inter group (P<0.05),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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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ate of 1-year overall survival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 
(P>0.05). 
Conclusions Increased CD39 expression on Tregs is associated with a poorer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AML, and CD39 may serve as a new therapeutic target against disease 
development in AML. 
 
 

PU-5693 

Prediction of multi-markers for heart failure 

 
Xuesong Fan,Yang Jin,Jianxun He,Yuan Gui,Liying Song,Yang Song,Qi Sun,Hui Yuan 

Beijing An Zhen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assess the importance of individual cardiac biomarkers 
CK-MB, BNP, Gal-3 and sST2 for heart failure (HF) diagnosis, and the predictive performance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four biomarkers was analyzed using random forest algorithms. 
Methods A total of 193 participants were included into the study. Among these participants, 80 
participants were patients with HF, while 113 participants were control subjects. The demographic 
and laboratory data were collected. Furthermore,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and left 
ventricular end diastolic/ventricular dimension were measured by echocardiography. The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among these cardiac biomarkers and 
echocardiographic parameters. The accuracy and importance of these predictor variables were 
assessed using random forest algorithms. 
Results Patients with HF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s of CK-MB, BNP, Gal-3 and sST2, 
compared with control subjects. BNP exhibited a good independent predictive capacity for HF, 
with a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UC of 94.4%, 90.3% and 0.956. However, CK-MB, sST2 and 
Gal-3 exhibited a modest diagnostic performance for HF, with an AUC of 0.709, 0.711 and 0.777, 
respectively. BNP was the most important variable, with a remarkably higher mean decrease 
accuracy and Gini, compared to sST2, Gal-3 and CK-MB. Furthermore, there was a general 
increase in predictive performance using the multi-marker model, when compared with individual 
cardiac biomarkers, and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PV and NPV was 91.5%, 96.7%, 97.0% and 
90.8%,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random forest algorithm provides a robust method to assess the accuracy and 
importance of predictor variables. The combination of CK-MB, BNP, Gal-3 and sST2 achieves 
improvement in prediction accuracy for HF. 
 
 

PU-5694 

Peripheral blood lymphocytes responses to CMV 
seropositivity after allogeneic-HSCT 

 
Xian Chen,Jiexin Zhang,Ting Xu,Lei Wu,Peijun Huang,Fang Wang 

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 

 
Objectiv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ytomegalovirus (CMV) viremia, peripheral immune cells alternations, and leukemia prognosis. 
Methods We studied 90 leukemia patients who underwent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llo-HSCT) from 2008 to 2015. Their complete clinical laboratory data were 
collected till one year after transplantation.  
Results All patients were serum CMV negative before allo-HSCT. After transplantation, CMV 
reactivation group showed increased peripheral CD8+ T cells, decreased CD4+ T cells and B cells. 
However, CD8/CD4 ratio and B cells restored by CMV infection control due to two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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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um course of ganciclovir (GCV) treatment. CMV seropositivity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leukemia-free survival (LFS) of all recruited leukemia types. 
Conclusions In summary, CMV drives immune cells post-transplantation fluctuation, and it 
favors LFS among which CD8+ T cells may play an essential role. 
 
 

PU-5695 

Trophoblasts-derived Exosomes Regulates Decidual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in Unexplained 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 

 
Hui Zhao,Shengnan Hao,Xi Chen,Jia Liu,Haiting Mao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Unexplained 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 (URSA) is caused by unexplained 
causes, besides genetic factors, abnormal uterine anatomy, and infection. Immune imbalance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SA. In the maternal-fetal interface, decidual 
macrophages are the second  common type of cells except for NK cells, and they are mainly 
immunosuppressive macrophages (M2). Their abnormal func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auses 
of URSA.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gulation of trophoblast-derived 
exosomes on the polarization of decidual macrophages and its role in URSA. 
Methods Decidual tissue specimens of 20 URSA patients and 22 normal pregnant women from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were collected. The proportion of M2 of CD14+ 
monocytes in the decidual tissue were detected by real-time PCR. At the same time, trophoblast-
derived exosomes were extracted and co-incubated with PMA-stimulated Thp-1 cells. The uptake 
of exosomes in Thp-1 cells was observed by laser scanning confocal microscopy, and the 
detection of polarization was performed by real-time PCR.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M2-associated markers Arginase-1 (Arg-1) 
and CD163 in CD14+ monocytes of URSA patients were down-regulated. At the same time, laser 
scanning confocal microscopy results showed that exosomes of trophoblast cells can be taken up 
by Thp-1 cells stimulated by PMA, and Thp-1 cells stimulated by PMA can be induced into M2 
polarization. 
Conclusions The down-regulation of M2 expression in the decidual macrophages of the uterus-
fetal interface of URSA patients may be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occurrence of URSA. And 
trophoblast cells can induce maternal-fetal interface decidual macrophages into M2 polarization 
through exosomes. 
 
 

PU-5696 

Overexpression of IL-35 is predictive for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Shengnan Hao1,Xi Chen1,Fang Wang2,Jia Liu1,Hui Zhao1,Chao Yuan1,Hanxiao Ren1 

1.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2.Dongying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We sought to identify novel biomarkers with better prognostic performance in breast 
cancer. 
Methods Eighty-six unrelated Chinese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 who underwent lumpectomy or 
mastectomy were involved in survival analysis. Human breast cancer tissues and breast cancer 
cell lines, MDA-MB-231, MCF-7, SKBR3 and T47D, were used for ex vivo studies. Human 
CD4+CD25- conventional T (Tconv) cells isolated from peripheral blood monocytes were cult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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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supernatant of breast cancer cells. ELISA assay and immunocytochemistry was used identify 
IL-35 level of breast cancer cells. Level of p35 and EBI3 was quantified using flow cytometry and 
RT-PCR. The cytokine profile of was detected by the commercially available Human High 
Sensitivity Panel. Molecules in JAK-STAT pathway were evaluat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In this study, we demonstrated that breast cancer cells (BCCs) expressed and secreted 
IL-35 and higher level of IL-35 in BCCs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of patients 
and was an independent unfavorable prognostic factor for breast cancer. Overexpressed IL-35 
inhibited Tconv cells proliferation and further induced suppressed Tconv cells into IL-35-producing 
induced regulatory T (iTr35) cells. Furthermore, BCCs-derived IL-35 promoted the secretion of 
inhibitory cytokine IL-10 and obviously decreased the secretion of Th1 type cytokine IFN-γ and 
Th17 type cytokine IL-17 in Tconv cells. Mechanistically, BCCs-derived IL-35 exhausted Tconv 
cells and induced iTr35 by activat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STAT1/STAT3.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indicate functions of BCCs-derived IL-35 in promoting tumor 
progression through proliferation inhibition of tumor infiltrating Tconv cells and induction of iTr35 
cells in tumor microenvironment. This study highlights IL-35 produced by BCCs as a novel 
biomarker predicting long-term survival in breast cancer. 
 
 

PU-5697 

Towards a Vascularized 3D Tissue Culture Model: Utilizing 
Cassie-Baxter Surfaces to Integrate Microfluidics and 3D 

Cell Culture 

 
Linzhang Li,Mei Wang,Yuliang Zhan,Chengwu Han,Yongtong Cao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China-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 

 
Objective To develop a microfluidic platform to provide a biomimetic environment to observe and 
analyze cell proliferation, cell response to chemical agents and cell migration within a three-
dimensional structure. This model not only presents more physiological relevance to the in vivo 
microenvironment of cells, but also provides the capability for dynamic high-resolution study of 
cell survival, biochemistry and morphology. 
Methods The microfluidic device contains a 5x5x4mm chamber to accommodate the 3D cell 
culture and 27 micro-channels, 100x200μm cross-section and 5mm in length, to represent the 
microvasculature. Fabrication of the device was done by SU-8 3050 photolithography to make the 
master mold and PDMS soft-lithography to fabricate microfluidics layer and the vacuum gland. 
Then, layers were bonded using oxygen plasma bonding. 
After sterilization of the device by using 70% ethanol solution and 30 minutes of UV light 
exposure, the cell-hydrogel solution was prepared (80000 cells/ml) and cast in the 3D cell culture 
chamber and then cured in an incubator for 30 minutes. Then the device was sealed using the 
vacuum gland, inlet/outlet tubing were connected, and the cell culture medium was pumped 
through the device at the flow rate of 2 𝜇𝑙/𝑚𝑖𝑛continuously. The experiment was run for 4 days 
with a static 3D cell culture as the control. The luciferase activity was then measured to determine 
the number of cells in each sample. 
Results Cells not only survived in the microfluidic device, but alsoproliferated andincreased their 
population that illustrated the functionality of the device as a 3D cell culture platform. The cells in 
the microfluidic device showed a similar behavior as the ones in the control, with only a difference 
in replication rate. Also, the data shows more controllable and repeatable proliferation behavior in 
the cells in the microfluidic device than in the regular 3D cell culture method. In addition,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having micro-channels close to the culturing hydrogel, continuous feeding 
of the cells and constant take away of the waste products in the devices represented a more 
biomimetic model for culturing cells. 
Conclusions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a 3D biomimetic platform for cell culture and cancer 
metastasis, optimize the microfluidic device mechanical parameters such as flow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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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dynamic resistance and microfluidic geometry to mimic cell microenvironment, develop a 
compatible hydrogel casting method to integrate cell culture with the device. 
 
 

PU-5698 

The role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in determining platelet 
life span during storage 

 
Li Wang1,Zhijia Fan1,Fengyu Zhang1,Qiang Wu1,Rufeng Xie2,Zhicheng Wang1,Yuan Lu1 

1.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Shanghai blood center 

 
Objective Platelets for clinical transfusion show a great loss of viability, resulting in a markedly 
short shelf life. We found that during the external storage, platelet became senescent over time 
and oxidative stress may play a vital role in this process. Hence, we sought to determine whether 
platelet underwent senescence during storage and whether antioxidants would delay this 
process.  
Methods Platelets were stored in standard condition, with and without NAC, Mito-TEMPO or 
resveratrol as antioxidants.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Senescence levels were determined by senescence-associated β-galactosidase assay, and 
changes of senescence-related platelet qualities were also analyzed over time. 
Results Signs of platelet senescence were evident after 3rdday and continued to increase over 
time. Platelet activation and apoptosis also enhanced as determined by P-selectin expression 
and phosphatidylserine externalization, respectively; chemical induction of platelet activation did 
not affect senescence levels, however, apoptotic inducers showed a positive effect on increasing 
senescence levels, whereas this effect was not prevented by pan-caspase inhibitor. Cellular and 
mitochondrial ROS were found increased gradually in stored platelet; meanwhile, treatments with 
antioxidants, such as NAC, Mito-TEMPO, or resveratrol, efficiently ameliorated platelet 
senescence levels. 
Conclusions Platelet stored in vitro became senescent and dysfunctional over time even under 
standard condition, we found that oxidative stress might account for this decline. Addition with 
antioxidants postponed platelet senescence and effectively improved PSL during the storage. 
 
 

PU-5699 

LncRNA PLAC2 down-regulates RPL36 expression and 
blocks cell cycle progression in glioma through a 

mechanism involving STAT1 

 
Chunmin Kang,Yu Rong Qiu,Qian Wang 

nanfang hosspital 

 
Objective Altered activities of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cancer development. We investigated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the long noncoding RNA 
terminal differentiation-induced ncRNA (lncRNA TINCR) repress progression of glioma, using 
human tissues and cell lines. 
Methods We used microarrays to compare expression profiles of lncRNAs in glioma samples 
and adjacent nontumor tissues (controls) from 3 patients. We used 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to measure levels of lncRNA TINCR in tissues from 55 patients, and in 
situ hybridization to measure levels in samples from20 patients; clinical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patients. The lncRNA TINCR was expressed transgenically in U87MG and U251 cell lines;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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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HIRP were performed. We also analyzed growth of xenograft tumors from these cells in 
BALB/c nude mice. 
Results Levels of the lncRNA-TINCR were down-regulated in glioma tissues compared with 
controls, and associated with tumor size, 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 stage, and patient 
outcomes. Transgenic expression of the lncRNA-TINCR in glioma cells inhibited their proliferation 
and induced cell-cycle progression, and siRNA RNA knockdown of ribosomal protein L36 (RPL36) 
had same effects. Xenograft tumors grown from cells overexpressing lncRNA-TINCR had lower 
mean volumes and weights than tumors grown from control cells. The lncRNA 
TINCR/RPL36/CDK2 pathway is important for controlling cell cycle in glioma. Moreover, we 
showed that lncRNA-TINCR may decreases RPL36 expression by binding to STAT1 in vitro.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delineate a novel mechanism of lncRNA-TINCR in suppressing 
glioma, and the lncRNA TINCR/STAT1/RPL36 pathway we discovered may provide useful 
targets for developing lncRNA-based therapies for glioma. 
 
 

PU-5700 

Plasma Metabolomic Profiling of individuals susceptible 
 to high altitude through gas chromatograph- mass 

spectrometry 

 
Chi Wang 

PLA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We aimed to characterize metabolic alterations of people ascending to high altitude 
and susceptible to acute mountain sickness (AMS). 
Methods Peripheral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in 36 healthy volunteers on the 3rd day 
ascending to high altitude. AMS status was assessed using the Lake Louise Questionnaire. 
Plasma sampl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GC-MS)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was used to discriminate the metabolite changes between 
sea level and high altitude groups and between AMS group and non-AMS groups.  
Results High altitude hypobaric hypoxia caused significant and comprehensive metabolic 
changes in plasma, including 18 metabolites between sea level and high latitude, 6 metabolites 
between AMS group and non-AMS group. By using MetaboAnalyst 3.0, several key metabolic 
pathways were found to be involved, including cysteine and methionine metabolism, alanine, 
aspartate and glutamate metabolism, etc. 
Conclusions The GC-MS profiling was a useful approach to analyze metabolites variances and 
provides potential targets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to understand the pat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 of hypobaric hypoxia and susceptibility to high altitude. 
 
 

PU-5701 

Diagnosis of periprosthetic joint infection using PCR: An 
updated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Chi Wang 

PLA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We aim to update a meta-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use of PCR for diagnosis of 
periprosthetic joint infection (PJI) since different types of PCR assay brings about variable 
diagnostic efficiency from 2013. 
Methods We conducted our systematic review by searching the key words in online database. 
Studies were chosen based on the including and excluding criteria and quality of included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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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assessed. Both Meta-disc and Stata were used for meta-analysis and subgroup analysis. 
Pooled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were compared with other synovial fluid biomarkers. 
Results A total of 20 studies, comprising 2526 participants were assessed. The pooled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with MetaDisc were 0.69 (95%CI:0.66-0.72), 0.94 
(95%CI:0.92-0.95) , and 0.93 (95%CI:0.91-0.96), respectively. The pooled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DOR with Stata were 0.76 (95%CI:0.65-0.85), 0.94(95%CI:0.92-0.95) and 0.94 (95%CI:0.92-
0.96), respectively. Meta-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use of specific genes, fresh sample 
and more than one sample per patient may improve sensitivity.  
Conclusions Although novel PCR assays have been developed, sensitivity of PCR for diagnosis 
of PJI experiences a decrease in recent years, while the high specificity is reliable for excluding 
PJI. Novel synovial fluid biomarkers recently developed have higher diagnostic capability for PJI 
than PCR. 
 
 

PU-5702 

Mechanism of aquaporin 4 (AQP 4) up-regulation in rat 
cerebral edema under hypobaric hypoxia and the 

preventative effect of puerarin 

 
Chi Wang 

PLA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We aim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aquaporin 4 (AQP 4) up-regulation during 
high-altitude cerebral edema (HACE) in rats under hypobaric hypoxia and preventative effect of 
puerarin. 
Methods Rats were exposed to a hypobaric chamber with or without the preventative treatment 
of puerarin or dexamethasone. Morriz water maz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spatial memory injury. 
HE staining and W/D ratio were used to evaluate edema injury. Rat astrocytes and microglia were 
co-cultur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hypoxia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p38 inhibitor, NF-κB inhibitor 
or puerarin. Interleukin 6 (IL-6)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 α (TNF α) of cortex and culture 
supernatant were measured with ELISA. AQP4, phosphorylation of MAPKs, NF-κB pathway of 
cortex and astrocytes were measur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Weakened spatial memory and cerebral edema were observed after hypobaric hypoxia 
exposure. AQP4, phosphorylation of NF-κB and MAPK signal pathway of cortex increased after 
hypoxia exposure and decreased with preventative treatment of puerarin. Hypoxia increased 
TNF-α and IL-6 levels in cortex and microglia and puerarin could prevent the increase of them. 
AQP4 of astrocytes increased after co-cultured with microglia when both were exposed to 
hypoxia. AQP4 showed a decrease after administered with p38 inhibitor,  NF-κB inhibitor or 
puerarin.  
Conclusions Hypoxia triggers inflammatory response, during which AQP4 of astrocytes can be 
up regulated through the release of TNF-α and IL-6 from microglia. Puerarin can exert a 
preventative effect on the increase of AQP4 through inhibiting the release of TNF-α and 
phosphorylation of NF-κB, MAPK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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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703 

Exploration of acute phase proteins and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 early stage diagnosis of acute mountain 

sickness 

 
Chi Wang 

PLA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Early diagnosis of acute mountain sickness (AMS) is currently based on personal 
appreciation of the severity of symptoms. Thus a more objective method to diagnose AMS is 
required.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serum acute phase proteins (APPs) have been reported to 
be different after individuals ascend to high altitude.  
Methods 104 male soldiers rapidly ascending from Beijing (20-60m) to Germu, Qinghai (3200m) 
were divided into AMS group and non-AMS group according to Lake Louis Score system. Blood 
pressure, pulse rate and oxygen saturation were measured. 49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before and on the 3rd day after ascending to the high altitude. Serum haptoglobin, transferrin and 
complement C3 were detected by immune scattered nephelometry, while serum IL-1β, IL-6 and 
TNF-α were detected by chemical luminescence immunity analyzer.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ROC curve were evaluated. Youden index with the maximum value was used to determine 
cut-off values of each parameter.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of combination of three cytokines. 
Results Physical indexes of AMS group have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when compared with non-
AMS group. In AMS group, serum transferri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hile haptoglobin decreased 
when compared with non-AMS group. Serum IL-1β, IL-6 and TNF-α were higher in AMS group 
than those in non-AMS group. The cut-off values for transferrin, haptoglobin, IL-1β, IL-6 and TNF-
α were 263.5mg/dl, 119.35mg/dl, 6.2pg/ml, 15.05pg/ml and 18.35 pg/ml, respectively. AUC of 
combining three cytokines together was higher than AUC of each cytokine separately. 
Conclusions APPs and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L-1β, IL-6 and TNF-α) show significant changes 
between AMS group and non-AMS group. Combination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or APPs 
improves the specificity for diagnosis of AMS. This might provide objective indexes for scanning 
and screening individuals susceptible to AMS in the early stage of rapid ascending.  
 
 

PU-5704 

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of regulatory networks reveal 
the key genes in prostate cancer 

 
suliang l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underlying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PCa with 
bioinformatics. 
Methods Co-expression of the miRNAs, lncRNAs and mRNAs were selected to construct the 
mRNA-miRNA and -lncRNA interaction networks. The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PPI) networks 
were constructed, and the transcription factors were annotated. The expression of hub genes in 
the TCGA datasets was verified to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of our analysis. 
Results The mRNA-miRNA-lncRNA networks were composed of 5 miRNA nodes, 13 lncRNA 
nodes, and 45 mRNA nodes. Furthermore, we found that 5 miRNAs, 6 lncRNAs, 6 mRNAs and 2 
TFs play important regulatory roles in the interaction network.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EGFR, 
VEGFA, PIK3R1, DLG4, TGFBR1 and KIT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PCa and normal 
prostate t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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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is study provides new insight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PCa and valuable clues for further research. 
 
 

PU-5705 

The role of exosome-transmitted miR-128 in oxaliplatin-
resistant colorectal cancer 

 
Tong Liu,Chuanxin Wang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Oxaliplatin resistance is a major challenge for advanced colorectal cancer (CRC). A 
larg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even all metastatic CRC patients, eventually become resistant to 
oxaliplatin, with a median time to progression of eight months. De novo and acquired resistance 
to oxaliplatin-based therapies remains a major stumbling block in CRC treatment. Acquisition of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and reduced drug accumulation in cancer cells are the 
key factors for oxaliplatin resistance in the clinic. MicroRNA-128 is a class of small noncoding 
RNA and a key regulator of neoplasia in several cancers. However, its roles in oxaliplatin-induced 
EMT and chemo-resistance remain unknown.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and developing effective strategies against oxaliplatin resistance are highly desired 
in the clinic. 
Methods   Here we aim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iR-128 and clinically response of 
CRC patients in oxaliplatin-based therapy,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potential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targeted Bmi1 and MRP5 based on the established HT29 and HCT116 oxaliplatin-
resistant cells. Importantly, our study designed an exosome-based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targeting oxaliplatin-resistant CRC. 
Result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lower expression of miR-128 was associated with poor 
response to oxaliplatin in advanced CRC patients. Oxaliplatin-resistant CRC cells exhibited low 
miR-128 expression and EMT. Overexpressed miR-128 enhances E-cadherin expression and 
inhibits oxaliplatin-induced EMT by suppressing Bmi1 expression in resistant cells. Moreover, 
miR-128 enhanced oxaliplatin cytotoxicity through suppressing the drug transporters MRP5. In 
addition, bioactive miR-128-3p c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exosomes and transmitted to resistant 
cells, thus performing the resensitization of oxaliplatin through suppressing Bmi1 and MRP5 
expression.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miR-128 negatively regulates Bmi1 and 
MRP5 in oxaliplatin-resistant CRC and shows promise as a prognostic marker for oxaliplatin-
based chemotherapy. More important, exosome transmitted miR-128 may be a promising 
therapeutic approach to the treatment of oxaliplatin-resistant CRC. 
 
 

PU-5706 

Serum miR-30c serves as potential biomarkers for the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gastric cancer 

 
yong-ping Mu 

Tumor Molecular Diagnostic Laboratory， the Affiliated People’s Hospital，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20，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China. 

 
Objective Gastric cancer is the leading cause of cancer-related deaths in worldwide. Early 
detection is considered critical for gastric cancer treatment. MicroRNA(miRNA) has shown 
promise as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biomarkers.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miR-30c as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value for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and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elative expression and patient surv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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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 total of 162 GC patients and 150 healthy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miR-30c levels in 
serum were quantified using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CA72-4, CA19-9, and CEA were 
measured using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assay.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circulating 

miR-30c, CA724，CA199 and CEA in GC diagnosis, the correlation of circulating miR-30c to 

clinic-pathological features were determined. Patients’ survival was analyzed by the Kaplan-Meier 
survival curves. 
Results  QRT-PCR further confirmed the variation in expression of miR-30c in the GCpatients. 
Down-expression of miR-30c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depth of cancer invasion, lymphatic 
metastasis, distal metastasis ( p<0.05), (p=0.022).The sensitivity of miR-30c, CA72-4, CA19-9 
and CEA in serum of GC were 80.0%, 43.2%, 21.3%, and 42.2%respectively, while the specificity 
were 89.3%, 56.8%,  29.7%, 77.5%respectively. Analyses of Kaplan-Meier survival revealed that 
low expression of miR-30c predict poor prognosis in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Conclusions Our data suggest circulating miR-30c in serum can serve as a good biomarker for 
GC and could be used in diagnosis. miR-30c may be applied as novel and promising prognostic 
markers in gastric cancer. However, their role as novel biomarkers for the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gastric diseases still needs to be systematically evaluated.  
 
 

PU-5707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 of serum TBA and 
ventricular remodeling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Lei Zhang,Hui Yuan 

Beijing Anzhe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 of serum total bile acid (TBA) and 
ventricular remodeling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Methods A total of 123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6 to February 2018 as case group were enrolled to this study, who were divided into NYHA 
class II group (n=47), NYHA class III group (n=41) and NYHA class IV (n=35) according to the 
NYHA functional class criteria. At the same time, 40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serum TBA level in each group was determined by enzyme-cycling 
method. The ventricular remodeling parameters such as LVPWT, PWD, PWS, IVSS, LVMI were 
examined by the echocardiographic. The serum inflammatory factors such as interleukin-6 (IL-6), 
tumor necrosis factor-alpha (TNF-α), high sensitivity C reactive protein (hs-CRP) were detected 
by the radioimmunoassay. 
Results The serum TBA level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With the higher the NYHA classification, patients have the higher TBA level,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ventricular remodeling parameters such as 
LVPWT, PWD, PWS, IVSS, LVMI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and the higher the NYHA classification in patients, the higher these indexes,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serum IL-6, TNF-α, hs-CRP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and the higher the NYHA 
classification in patients, the higher these parameters,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Pearson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level of serum 
TBA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ventricular remodeling 
parameters LVPWT, PWD, PWS, IVSS, LVMI (r=0.243~0.392, P<0.05) and also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level of IL-6, TNF-α, hs-CRP (r=0.394~0.427, P<0.05). 
Conclusions The level of serum TBA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is abnormally elevated,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ventricular remodeling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 The early detection 
of TBA is significant for the clinical evaluation of chronic heart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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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708 

Soluble Programmed Death-ligand 1 indicate poor 
prognosis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atients undergoing 

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Weng-Jing Yang1,Xiao-Lu Ma1,Bei-Li Wang1,Yun-Fan Sun2,Bai-Shen Pan1,Xin-Rong Yang2,Wei Guo1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Liver Surgery， Liver Cancer Institute，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Carcinogenesis and Cancer Invas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Objective Soluble Programmed Death-ligand 1 (sPD-L1) is associated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prognosis after resection or radiotherapy. However, its value in patients 
received 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ACE) remained elusiv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determine the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sPD-L1 in TACE subgroup. 
Methods 114 HCC patients with HBV-background who received TACE from 2012 to 2013 were 
recruited. sPD-L1 levels were determin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We evaluated 
prognoses according to mRESIST criteria and analyzed prognostic values by Cox regression and 
Kaplan-Meier analysis. We further evaluated correlations between sPD-L1 and systemic 
inflammation index (SII), soluble interleukin-2 receptor (sIL-2R), IL-10, hepatitis B virus (HBV)-
DNA loads, and C-reactive protein. 
Results Significantly elevated sPD-L1 levels in patients who developed HCC progression 
(P=0.002) and death (P<0.001). Patients with higher pre-treatment sPD-L1 levels had a 
significantly shorter time to progression (10.50 vs. 18.25 months, P=0.001) and decreased overall 
survival (16.50 vs. 28.50 months, P=0.003). In low-recurrence-risk subgroups, sPD-L1 levels 
retained prognostic value (P<0.050). Importantly,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confirmed that pre-
treatment sPD-L1 level was an independent predictor for both progression [hazard ratio (HR) 1.82; 
P=0.032] and survival (HR 1.84; P=0.009). Moreover, sPD-L1 level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II 
(r=0.284, P=0.002), sIL-2R (r=0.239, P=0.010), IL-10 (r=0.283, P=0.002), HBV-DNA loads 
(r=0.229, P=0.014), and CRP (r=0.237, P=0.011). 
Conclusions  sPD-L1 level is a prognostic indicator of poor outcomes after TACE. High sPD-L1 
indicated increased immune activation in an immunosuppressive environment that hindered anti-
tumor response activity. Lowering sPD-L1 levels may provide a novel avenue for preventing HCC 
progression post-TACE. 
 
 

PU-5709 

Analysis of human papillomavirus genotype distribution in 
male patients with condyloma acuminatum 

 
yushen jiang,Yang Li,Penghui Yuan,Meiqian Zheng,He Liu,Yan Huang,Zhifei Pu 

Hangzhou Dian Medical Laboratories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evalence and distribution of human papillomavirus(HPV) genotypes in 
male patients with condyloma acuminatum(CA) in Zhejiang province. 
Methods  A total of 611 patients with CA who sent genital swabs samples to Hangzhou Dian 
Hangzhou Dian medical laboratories in 2017 were enrolled. Genotypes in genital swabs samples 
were determined by th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technique(PCR) with reverse line blot 
hybridization. 
Results  We found that 407 out of 611 CA patients were infected with HPV, The overall HPV 
prevalence was 66.6%. 303 of those were single infections and 104 were multiple infections. 
Together, HPV 6,11,16,58,81,18,33,73 and 35 counts for 92.8% in all infections. HPV 6,11,16 
and 81 counts for 94.8% in single genotype infections. In multiple infections, 80.8%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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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ined both high risk and low risk genotypes. The prevalence of HPV 11 is lower in HPV 6 
positive samples than in HPV 6 negative samples(P=0.00077, <0.05). Vice versa, the prevalence 
of HPV 6 is also lower in HPV 11 positive samples than in HPV 11 negative samples(P=0.00071, 
<0.05). 
Conclusions  Among CA patients in Zhejiang, the most common genotypes of HPV were HPV 
6,11,16,58,81,18,33,73 and 35. Most of multiple infections were high risk and low risk genotypes 
mixed infections. Incompatibility was observed in HPV 6 and 11 infections. 
 
 

PU-5710 

Multiple mutation detection for risk assessment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by using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Zhongling Zhuo,Xie Fei,Xian Hai-peng,Liu Chang,Long Yan,Gao Hua,Sun Yuan-yuan,Ma Yin-ting,Wang 

Shu,Zhao Xiao-tao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Breast cancer is recognized as the most common cause of malignancy and cancer 
death worldwide, the most widely recognized causative genes for breast cancer are BRCA1 and 
BRCA2, mutations in which lead to hereditary breast cancer and ovarian cancer (HBOC) 
syndrome, and pose a lifetime risk of cancer between 40% and 80%. However, mutations in the 
cancer-related BRCA genes are detected in only 2%–3% of the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Moreover, risk-assessment studies have identified >90 genes associated with breast cancer 
incidence, although at least >1000 gene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isk of breast cancer remain 
to be identified. Because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technology allows concurrent sequencing 
of numerous target genes, diverse cancer-susceptibility genes are now being evaluated, although 
their significance in clinical practice remains unclear.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enrolled 60 patients with sporadic breast cancer by using Ion Torrent 
sequencing technology. The BRCA-plus Panel was designed to target the entire CDS (100% 
covered) in these 6 key genes: BRCA1, BRCA2, TP53, PIK3CA, ERBB2 (Her2), and PTEN. We 
focused only on the germline mutations that could help us interpret the genetic phenomena of 
breast cancer. 
Results Germline mutations were found to be carried by 9 patients (15%): 3 in BRCA1, 5 in 
BRCA2, and 1 in TP53. The overall mutation frequency of BRCA1/2 was 13.3%, and the mutation 
prevalence of non-BRCA genes was 1.6%. By comparison, the tendency of genetic-mutation 
occurrence in early breast cancer was clearer: before 40 years of age, 26.3% (5/19). The 
mutation frequency of the Luminal A samples was the highest (21.9%, 7/32), whereas that of the 
HER2-overexpressing samples was the lowest (0%); mutation frequencies of the Luminal B and 
triple-negative samples were 8.3% (1/12) and 12.5% (1/8),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Ion Torrent sequencing technology 
for reliably detecting gene mutations in clinical practice for guiding individualized drug therapy or 
combination therapies for breast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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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711 

The regulation of lnc NOS2P3-miR-939-5p axis in the 
regulation of chronic heart failure and its early diagnostic 

value 

 
Cuncun Chen,Ming Zong,Lieying Fan 

Shanghai East hospital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long non-coding RNA lnc-NOS2P3-miR-939-5p axis regulated 
inflammation induced apoptosis of HUVEC and H9C2 cells according to the targets iNOS and 
TNFαby influencing the synthesis of NO. Which was the critical pathogenesis of chronic heart 
failure(CHF). 
Methods The effects of miR-939-5p on apoptosis and cardiac function of myocardium and 
endothelial cells were detected by in vitro and in vivo. cDNA microarray and software to screen 
the target gene and verify it. Intracellular detection of lncRNA-NOS2P3 sequence-specific 
regulation of miR-939-5p expression; confirmed the influnce of NOS2P3 on myocardial and 
endothelial cell apoptosis and the target genes; The expression of miR-939-5p was validated and 
evaluated as the clinical value of early warning markers of CHF. 
Results miR-939-5p could inhibit the apoptosis of cytokines IL-1β and IFNγ in human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HUVEC). INOS was predicted to be the target gene of miR-939-5p by cDNA 
microarray and western blot detection of iNOS expression can be regulated by miR-939-5p. 
LncRNA chip and predictive software (DIANA-LNCBASE) showed that lncRNA NOS2P3  might 
act as a ceRNA to regulate the expression of miR-939-5p.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serum miR-
939-5p expression in CHF patients by q-PCR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miR-939-5p wa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different NYHA grades, and the level of I-II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patients with grade III-IV.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lncRNA NOS2P3 can mediate NO synthesis by miR-939-
5p to regulate the synthesis of NO and regulate the apoptosis of myocardium and endothelial 
cells, and then regulate chronic heart failure, which may be used as lncRNA-miRNA network in 
early warning of CHF. 
 
 

PU-5712 

The anti-restriction protein KlcAHS was identified to be a 
potential pusher during 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Wei Liang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 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Lianyungang，Jiangsu，China 

 
Objective The KlcAHS genes are distributed in blaKPC-2 positive and carbapenem resistance K. 
pneumonia clinical isolates ubiquitously, To date, little is known about its biological role and the 
behavior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blaKPC-2 gene ,in this study ,we were aimed to know the biological 
behavior in the spread of carbapenem resistance K. pneumonia clinical isolates. 
Methods In order to know more about the biological role of KlcAHS in HGT,the recombinant 
expression vector pET24a-KlcAHS and the mutant conjugative plasmid DKlcApHS092839 were 
constructed,respectively.The transformation efficiencies between recombinant plasmid pET24a-
KlcAHS and pET24a and the conjugative rates between pHS092839 and DKlcA pHS092839 were 
compared,respectivey.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KlcAHS is able to facilitate the transformation, but has little 
impact on the conju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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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It was demonstrated that KlcAHS can work as an antirestriction protein to facilitate 
the HGT in certain way, KlcAHS is probably a pusher in dissemination of the blaKPC-2 gene in K. 
pneumonia clinical bacteria. 
 
 

PU-5713 

Overexpression of T-cadherin inhibits proliferation of 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through the PI3K/AKT/mTOR 

pathway 

 
Qiuju Wang,Xiaoyu Song 

Sichuan Cancer Hospital & Institute 

 
Objective To evaluate T-cadherin gene ex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OSCC) and explore its effect on proliferation of OSCC. Besides, we also aimed at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anti-proliferative effect of T-cadherin is associated with PI3K/AKT/mTOR 
signaling pathway. 
Methods We performed qRT-PCR to detect T-cadherin mRNA expression. The WST-8 assay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cadherin on cellular proliferation. P-PI3K, total PI3K, p-AKT, 
total AKT, p-mTOR, total mTOR and cyclin D1were test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We found that expression of T-cadherin mRNA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OSCC 
samples compared to adjacent tissues(P=0.007). And low T-cadherin expression was correlated 
with clinical stage(P=0.0249) and differentiation(P=0.0295) of OSCC. In addition, T-cadherin 

negativity was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a worse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in OSCC 

patients. Furthermore, overexpression of T-cadherin inhibited proliferation of OSCC cell lines and 
suppressed the PI3K/AKT/mTOR signaling pathway. Importantly, combined treatment of T-
cadherin with PI3K inhibitor LY294002 enhanced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T-cadherin on cellular 
proliferation and PI3K/AKT/mTOR pathway.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cadherin may act as a tumor suppressor gene in 
OSCC through suppressing PI3K/AKT/mTOR pathway. Taken together,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cadherin may be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OSCC. 
 
 

PU-5714 

The Role of Nucleocapsid-specific IgM Antibody 
Responses During The Disease Progression of Severe 

Fever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 

 
Yuxin Chen 

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 

 
Objective Severe fever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 (SFTS) is an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 caused by SFTS virus (SFTSV) with a high fatality rate. Unfortunately, there is no 
effective treatment regimen for SFTS thus far. The dynamic profiles of antibody responses 
against nucleocapsid (N) protein, the most immunogenic viral antigen of SFTS, have not been 
dissected. 
Methods In current study, 34 confirmed SFTS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our cohort. SFTS-specific 
IgM and IgG responses were determined and quantifi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meanwhile, clinical presentations and laboratory parameters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during the disease progression of SFTS were also determ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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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82.4% of patients had generated positive N-specific IgM antibody response within two 
weeks since illness onset, defined as ‘IgM+ patients’, while the rest of patients were termed as 
‘IgM- patients’. Only 15.4% of patients generated N-specific IgG responses. The absence of N-
specific humoral response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high risk of fatality and severity of SFTS. IgM+ 
patients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level of viral load, less disturbed coagulopathy as well as hepatic 
and cardiac damage compared to IgM- patients. Further, mild SFTS patient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magnitude of N-specific IgM responses than that in severe and fatal patients. The 
abundance of N-specific IgM response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viral loads, coagulation 
disturbances and hepatic injuries among SFTS patients. 
Conclusions Our data suggests a protective role of N-specific IgM response over disease 
progression of SFTS, which facilitates the clinical recovery of SFTS, supporting antibody-based 
therapy to combat this emerging pathogen. 
 
 

PU-5715 

STING plays a protective role in Pseudomonas  
aeruginosa-induced corneal infection 

 
Kang Chen,Qiang Fu,Weijia Wang 

Zhongshan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ole of simulator of interferon genes (STING) in regulating 
Pseudomonas aeruginosa (PA)-induced corneal inflammation and bacterial clearance. 
Methods To investigate STING activation after PA infection, the protein levels of  cyclic GMP-
AMP synthase (cGAS), STING and phosphorylated STING (P-STING), as well as the mRNA 
levels of interferon (IFN) were measured by Western-blot and real-time PCR, respectively. 
Meanwhile, the expression and subcellular location of STING were measured by immunostaining 
in vivo and in vitro. To investigate the regulatory function of STING in PA keratitis, siSTING 
versus siNC were used for STING silence, while 2’3’-cGAMP was used for STING activation. 
Clinical scores, slit photos and HE staining were recorded. Further, the expression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bacterial elimination were measured by real-time PCR and plate 
count, respectively.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phosphorylated levels of mitogen-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MAPK), the subcellular location of nuclear factor-kB (NF-kB) and the 
microbicidal mechanism were measured by western-blot, immunofluorescence, and real-time 
PCR, respectively. 
Results Our data demonstrated that cGAS, P-STING and STING were up-regulated in PA-
infected corneas, and perinuclear puncta of STING was formed in PA-induced macarophages, 
suggesting STING was activated after PA infection. To explore the role of STING in PA keratitis, 
siRNA to silence STING and 2’3’-cGAMP to activate STING were used in vivo and in vitro. Our 
data showed that STING played a protective role in PA-infected corneal disease, by restraining 
the expression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by decreasing bacterial loa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activation of MAPK and NF-kB, as well as the bactericidal mechanism 
were measured. Our data showed that STING decreased the phosphorylated levels of MAPK and 
inhibited the nuclear translocation of NF-kB. Our data further found that STING suppressed 
inflammatory cytokine expression via restraining NF-kB activity. Oxygen-dependent bactericidal 
mechanism including 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 phosphate oxidase 2 (NOX2) and 
inducible NO synthase (iNOS) were measured, and our data showed that STING enhanced 
bacterial killing, via inducing inducible NO synthase (iNOS) expression. 
Conclusions STING played a protective role in PA-infected corneal disease, via restraining NF-
kB-induced inflammatory cytokine expression and enhancing iNOS-induced bacterial k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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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716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Multidrug Resistant Strains 
of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Isolated from 

Pediatric Intensive Care Unit in a Chinese Tertiary Hospital 
 

Yili Chen,Ai Lu,Liao Kang,Guo Penghao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is a nosocomial pathogen which is establishing as a major 
cause of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an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However, there is a lack of 
analysis focused on multidrug-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MDRAB) infection among 
patients from pediatric intensive care unit(PICU) in China.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MDRAB isolated from PICU. 
Methods  In this study, 86 clinical isolates of MDRAB were collected from PICU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2013 to December 2017. The min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 of the isolates was determined by the agar dilution method. The 
carbapenemase-encoding resistance genes and AdeABC-AdeRS efflux system genes of these 
isolates were amplified using PCR.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these efflux pumps was determined 
using real-time PCR. The clonal relationship of isolates was analyzed by 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 
Results Among 86 stains of MDRAB, 76.7% (66/86) were carbapenem-resistant A. baumannii 
(CRAB). All 86 clinical isolates possessed the blaOXA-51 gene, which is a chromosomally encoded 
enzyme and therefore naturally occurring. BlaOXA-23 was detected as the second most frequent

（ 90.7% ） carbapenemase. The majority of the MDR isolates were found to harbor 

AdeABC efflux pump genes. Specially, the distributions of AdeABC-AdeRS efflux system genes 
in CRAB strains were more than 90.0%, and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CSAB strains,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creasing distribution of the regulator AdeR and 
AdeS genes(p<0.05). Moreover, CRAB strains showe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AdeB(12.3- fold), but decreased expression of AdeR (3.3- fold)(p<0.05). Three clusters with high 
level of similarity were obtained showing homogeneity among these MDRAB isolates in PICU.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study showed the high distribution of multiple genes, mainly the genes 
of blaOXA-23/blaOXA-51 carbapenemase and RND AdeABC efflux pump contributes to 
distinct drug-resistant mechanisms.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monitoring the molecular 
epidemiology of MDR A. baumannii isolates from pediatric patients to prevent further distribution. 
Such information may help clinicians with therapeutic decisions and infection control in PICU. 
 
 

PU-5717 

The novel prognostic value of combination PNI with age o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patients underwent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followed by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Qiao He,Yecai Huang,Mei Feng,Gang Wan,Huamin Zeng,Mengru Liu,Huaichao Luo ,Yuanyuan Yang ,Xiaoyu 

Song, Jinyi Lang ,Li Zhang 
Sichuan Cancer Center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the pre-treatment prognostic nutritional index (PNI), 
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 (NLR) and platelet- lymphocyte ratio (PLR)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patients treated with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NAC) followed by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CC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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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377 pathologically diagnosed NPC patients were identified to enroll in the study. 
Patients were categorised by the cutoff values of PNI (49.05), NLR (2.29) and PLR (182.80) 
respectively.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pre-treatment haematological variables and the 

short-term response were compared between high group (＞cutoff value) and low group (≤cutoff 

value). 
Results At univariate analysis, NLR (P=0.043) and PLR (P=0.023)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3-
year OS. PNI was identified as the indicator for OS in multivariate analyses. More interesting, in 
subgroup analysis, a decreased PNI was demonstrated to associate with OS only for old patients 

(age＞47, P=0.001). So a novel prognosis index was introduced by combination PNI with age, 

called low PNI and high age (LPNI-HAge). Data was re-analyzed, LPNI-HAge was identified as 
the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for both OS (HR =2.476, 95%CI: 1.509–4.063, P= 0.001) and 
PFS (HR =1.654, 95%CI: 1.141–2.398, P=0.008). 
Conclusions Age could help to improve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PNI, the novel prognosis index 
LPNI-HAge provides prognostication of OS and PFS for NPC patients treated with NAC. LPNI-
HAge is helpful to choose individualized treatment strategy, especially for elderly NPC patients.  
 
 

PU-5718 

Effect of Hypoxia and smoking on the microbiota  
of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lei zhou,Wenfang He,Xiaorui Fu,Xiuli Xu,Yueyun Ma,Xiaoke Hao 

The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Xijing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Xi’an， China 

 
Objective The plateau is a spe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ystem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w 
oxygen, high cold, high wind speed, high evaporation and high radiation. Respiratory trac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annel connecting the external enviroment and human body, which the 
microbiota of human channel can be affected by various environment. But no data in this field 
were pubished. So we investigated the changes of microbiota composition in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under high altitude hypoxia environment. 
Methods nasal swab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90 healthy, 68 male and 22 female subjects, 
and each study subjects were collected two times in the plain area and the plateau area 
respectively. Samples were sequenced using 16S rRNA gene v4 region (Illumina HiSeq, 2500 
platform, USA). Downstream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using QIIME pipeline (v1.8), Mothur 
software (v1.34) and R scripts. Then, due to failure to sequecing quality control, 50 outliers are 
removed. Ultimately, 40 subjects are selected. 
Resul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bacterial diversity and their abundance between 
plain area and plateau area collected subjects (p<0.05). Beta diversity analysis revealed 
differences in microbiota between plain area and plateau area subjects. Especially, when the 
smoker reached the plateau area, the bacterial diversity and abundance of their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had dramatic fall, and at genus level, the position and quantity of Klebsiella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nversely, the change of Prevotella and Streptococcus was more intense the 
Prevotella and Streptococcus in nonsmokers. But Gender and Age were relatively insensitive to 
high altitude hypoxia. 
Conclusions Nasal microbiota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under plain area and plateau area 

evironment. Especially，within high altitude hypoxia, the smoker's upper respiratory microbiota 

diversity and abundance had been dramasticly fall, compared with non smoker's. The Klebsiella 
dominant in smoker's respiratory tract might increased the risk of soldiers suffering pneumonia 
after war injuries and tra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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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719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HSV-1 Genotypic 
Resistance Assay Using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yanjun diao1,Zanne Su1,2, Brugge Kim13,Mbisa Tamyo 14,Xiaoke Hao1,Jane Greatorex1,2,Hongyi Zhang1,2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Medicine， Xijing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China 

2.Division of Virology，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UK 

3.Molecular genetics laboratory， Addenbrooke’s Hospital， UK 

4.Public Health England Colindale， UK 

 
Objective HSV-1 infection poses a serious therapeutic challenge for immune-compromised 
patients 
Methods Early detection of resistance mutations can improve antiviral-drug selection. Base on 
nested-PCR to amplify TK and pol gene, a NGS assay was developed on Illumina Miseq platform 
to detect resistance-related mutations 
Results DMSO is necessary for nested-PCR to amplify pol. PCR sensitivity test showed the 
amplification limit for TK is VL≥103 and for pol is VL≥102 copies/mL using control templates. 
When testing clinical specimens, the system could amplify samples with CT≤23 for TK and with 
CT≤24 for pol 
Conclusions Specificity test showed no cross-reaction with other virus. For validation, NGS 
results were consistent with Sanger for the known resistant specimen when mutation frequency 
>20%, while NGS showed advantage for low frequency mutations between 2% and 20%. In 
addition, we constructed a HSV-1 drug resistance database to interpret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each resistance mutation based on literature retrieval, which is the basis of clinical results through 

indexing the given comments. Generally speaking，the HSV-1 genotypic resistance assay has 

been successfully set up based on NGS. 
 
 

PU-5720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hepatitis B virus viral load and 
cellular immune function 

 
Feixue Fe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of T lymphocyte subsets, B cells and NK cells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in peripheral blood of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tent of HBV deoxynucleotides (HBV-DNA) and the T lymphocyte subsets, B cells 
and NK cells in HBV infected person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ease. 
Methods The flow cytometry was used to detect the T lymphocyte subsets, B cells and NK cells 
of 17 cases of chronic hepatitis B (CHB), 17 cases of hepatitis B cirrhosis (LC), 10 cases of liver 
cancer (PHC) and 19 cases of healthy control group. And 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technique was used to detect the serum level of HBV-DNA 
in the above 63 case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percentage of CD3+, CD4+ and CD4+/CD8+ was 
significant decreased in CHB and LC patients (P<0.05). The ratio of CD3+ had declined 
significantly in PHC group (P<0.05), but not in CD8+

. There was no changes of NK cells and B 
cells in CHB, LC and PHC group. 
Conclusions The disorder of cellular immune function in hepatitis B patients wa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course of disease,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content of HBV-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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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721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difficult and rare inclusion bodies 
and clinical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various 

hematological diseases 

 
juan zhang, Yuan HE, Hao WU, Ling ZHONG,Yuqin LI 

clinical laboratory of sichuan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 & sichu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In the light of the situation that the morphology, the name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inclusion bodies of various blood diseases in the world are not uniform,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clusion bodies and the clinical prognosis of various 
blood system diseases. 
Methods We collected hematological diseases cases from January 2015 to December 2016 in 
our hospital ,which included 259 cases of myeloid leukemia, 206 cases of 
lymphoproliferative disease and 336 cases of multiple myeloma, the intracellular inclusion shape, 
proportion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clinical prognosis were also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All kinds of hematological diseases can be found in different forms of inclusion bodies. 
The appearance of Auer's bodies in AML-M3 was the most common, accounting for 
36.2%, followed by multiple myeloma, up to 6.1%, the inclusions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the 
maximum again for all types of other leukemia cells. It can be a kind of Auer's like body, spindle 
shape, coarse granular, spherical, crystalline, amorphous and multiple forms etc. The ratio 
of AML-M2 inclusion is 3.2% while the AML-M4 inclusion proportion is 2.4%, the inclusions can 
be Chediak-Higashi–like granules, spherical purple red structure, golden square crystal and so on. 
However, lymphoproliferative disease inclusions in the lowest rates of only 1% and appeared like 
Auer's body. Besides, there is no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lusion bodies and clinical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various hematological diseases. 
Conclusions Inclusion bodies can be found in nearly every kind of hematological 
diseases. However, the frequency of inclusion bodies,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inclusion body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the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the disease still need to be 
verified by a large number of clinic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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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ulticenter Comparative Evaluation of Four Phenotypic 
Tests for Detection of Carbapenemase-Producing 

Enterobacteriaceae 

 
Menglan Zhou,Qiwen Yang,Yingchun Xu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Objective  With the worldwide increase in carbapenem resistance and transferable 
carbapenemases,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carbapenemase-producing Enterobacteriaceae (CPE)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prevent their dissemination within health care settings. 
Methods We performed a comprehensive method comparison study to assess the accuracy of 
these four screening methods, the modified Hodge test (MHT), Carba NP test, meropenem 
hydrolysis assay (MHA) with 1/2 h incubation and modified carbapenem inactivation method 
(mCIM) with meropenem (MEM), imipenem (IMP), and ertapenem(ETP), in carbapenemases 
detection on a total of 342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CRE) including 244 CPE 
and 98 non-CPE using genotypic assay as a gold standard.  
Results  The 2 h-incubation MHA had an overall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predicted value 
and negative predicted value of 100%, the highest observed among all assays, followed by Carba 
NP with a sensitivity of 99.6% while the 1 h-incubation MHA performed much worse with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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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 sensitivity of 71.3%, mainly due to failure in KPC detection. Comparison between different 
carbapenem disks using mCIM showed that MEM performed best among the three. The MHT 
performed worst among all assays which was mainly manifested in specificity (88.8%). 
Comparison between specific carbapenemase classes showed that all assays, except for the 1 h-
incubation MHA, had a >98% sensitivity in detecting the 172 KPCs, which failed to recognize 68 
KPC-2 carbapenemase. Likewise, all assays demonstrated a >95% sensitivity in detecting the 70 
Class B carbapenemases except for MHT (82.9%) due to invalid results for one IMP and 11 VIM 
producers. As for different species, almost all the assays had sensitivities and specificities over 
90% for the ten species with the notable exceptions in sensitivities for Klebsiella pneumoniae 
(56.2%) and Serratia marcescens (75.0%) by 1 h-incubation MHA. Remarkably, the 2 h-
incubation MHA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accuracy in CPE detection compared to 1 h-incubation 
MHA and performed best in our study in all the species and classes of carbapenemases. 
Conclusions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we are the first to report on the comparative 
performance of the mCIM with MHA, along with MHT and Carba NP. Our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the MHA was the most practical assay to select for carbapenemase detection. For those who 
can’t afford the equipment at the moment, both Carba NP and mCIM were good alternatives 
according to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speed and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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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lan Zhang,Ziyan Wu,Wen Zhang,Jiuliang Zhao,Xiaofeng Zeng,Fengchun Zhang,Yongzhe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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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Increasing evidence has highlighted the role of non-criteria antiphospholipid antibodies 
(aPLs) as important supplements to the current criteria aPLs for the diagnosis of 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 (APS). In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we evaluated the clinical relevance of antibodies to 
phosphatidylserine/prothrombin (aPS/PT)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APS. 
Methods A total of 441 subjects were tested, including 101 patients with primary APS (PAPS), 
140 patients with secondary APS (SAPS), 161 disease controls (DCs) and 39 healthy controls 
(HCs). Serum IgG/IgM aPS/PT was determined by ELISA. 
Results The levels of IgG/IgM aPS/PT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patients with APS 
compared with DCs and HCs. IgG and IgM aPS/PT were present in 29.7% and 54.5% of PAPS, 
and 42.1% and 53.6% of SAPS, respectively. For diagnosis of APS, IgG aCL exhibited the 
highest positive likelihood ratio (LR+) of 21.60, followed by LA (13.84), IgG aβ2GP1 (9.19) and 
IgG aPS/PT (8.49). aPS/PT was detected in 13.3% of seronegative PAPS patients and 31.3% of 
seronegative SAPS patients. LA exhibited the highest OR of 3.64 in identifying patients with 
thrombosis, followed by IgG aCL (OR, 2.63), IgG aPS/PT (OR, 2.55) and IgG aβ2GP1 (OR, 2.33). 
LA and IgG aCL were correlated with both arterial and venous thrombosis, whereas IgG aPS/PT 
and IgG aβ2GP1 correlated with venous or arterial thrombosis,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inclusion of IgG/IgM aPS/PT may enhanc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for APS, especially in those in whom APS is highly suspected, but 
conventional aPLs are repeatedly negative. In addition, IgG aPS/PT may contribute to identify 
patients at risk of thromb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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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ritical role of the E2F1-miR-520/372/373-SPOP axis in 
modulating  renal carcinoma pro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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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Renal cell carcinoma (RCC) is the most malignant urological cancer. However, the 
mechanisms for RCC carcinogenesis remain incompletely clear. Here, we revealed a novel 
E2F1-miR-520/372/373-SPOP signalling pathway in RCC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Methods We measured the expression of SPOP in RCC tissues, determined its correlation with 
patient prognoses, and assessed its effect on RCC cells. Then, we predicted and validated the 
miRNAs directly targeting SPOP in RCC. In vitro assays and multiple in vivo models were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role of miRNA-SPOP axis in proliferation, invasion and migration of RCC. 
CHIP assay,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qRT-PCR combined with western blotting were designed 
to delve into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s of miRNA-SPOP axis in RCC. 
Results SPOP was demonstrated to play a promoting role in RCC tumourigenesis, and 
correl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in RCC. Moreover, we found that its expression was tightly 
controlled by the miR-520/372/373 family,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in RCC tissues. 
The miR-520/372/373 family suppressed SPOP expression, leading to elevation of PTEN and 
DUSP7 levels, consequently decreased proliferation, invasion and migration of RCC cells in vitro 
and in vivo. We further revealed that decreased expression of the miR-520/372/373 family was 
transcriptionally mediated by E2F1, and the level of miR-520c-3p/miR-372-3p/miR-373-3p in RCC 
tissues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POP and E2F1 levels.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collectively demonstrate that E2F1-miR-520/372/373-SPOP axis 
functions as a critical signalling pathway in RCC carcinogenesis, which may offer novel 
prognostic and therapeutic opportunities. 
 

PU-5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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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A herpesvirus is composed of a viral genomic DNA-containing capsid surrounded by 
an amorphous protein layer referred to as tegument, and enclosed in a lipid envelope derived in 
part from cell membrane.  Although the proteins in tegument layer, connecting capsid and 
envelope, are crucial components of virion structure, their functions on virion assembly/egress 
remain elusive.  Kaposi’s sarcoma-associated herpesvirus (KSHV), belonging to γ-herpesvirus, is 
the etiological agent of Kaposi’s sarcoma (KS).  ORF45 encodes a multifunctional tegument 
protein, which only conserved in γ-herpesvirus.  Here we report that ORF45 associates with lipid 
rafts (LRs) suggesting a new function of tegument protein in targeting membrane LRs for final 
envelopment. 
Methods Lipid rafts are more ordered and tightly packaged than the surrounding bilayer, but float 
freely in the membrane bilayer. Researchers took advantage of LR resistance to non-ionic 

detergents, such as Triton X-100, extracted LRs from plasm membrane under 4℃ by membrane 

flotation assay (MFA). Because of their composition and detergent resistance, In vitro, Detergent 
Resistant Membranes (DRMs) was used to present the in vivo lipid rafts. Next, immuno-
fluoresence assay (IFA) was employed to confirm the LR localization of ORF45. Alexa Fluor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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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jugate of cholera toxin subunit B (CTB) was used to stain LR and monitor LR trafficking from 
plasm membrane to Golgi by endocytosis. 
Results LRs are membrane micro-domains, which have been implicated as relay stations in 
intracellular signaling and transport including viral entry and virion assembly.  In this study, we 
found LRs are crucial for KSHV egress.  ORF45 targets LRs in both of transfected cells and 
KSHV-replicating cells.  The LR-localization motif of ORF45 was mapped to one amino acid, 
Lys297 (K297).  Mutation at K297 (K297R) abolished LR-association of ORF45.  A LR dynamic 
staining indicated that LR-associated ORF45 mainly co-localized with Golgi network.  The 
colocalization was not observed with K297R mutant.  Furthermore, the virion particles trafficking 
and releasing were examined in the context of wild type KSHV (BAC16) and mutant virus (BAC-
K297R) in iSLK cells.  The mutant virus failed to be transported in trans-golgi network and early 
endosome as the wild type virus, but accumulated in lysosome.  Meanwhile, the amount and 
infectivity of extracellular progeny mutant virus is dramatically lower than that of wild type virus. 
Conclusions Overall,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ORF45 targets LR to direct KSHV virion 
assembly/egress through Golgi and Golgi-derived vesicles.  Loss of ORF45 LR-localization 
function will interrupt the maturation and egress of virion p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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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Jiangsu 

 
Objective Recent years have seen a gradually rising morbidity of male infertility and an obvious 
decline of sperm quality. The ratio of infertile males to infertile females has escalated from 3:7 in 
2013 to today’s 5:5, making this disease a hot research focus. This article aimed to clarify the 
effect of reproductive tract infection by ureaplasma urealyticum(UU) and chlamydia trachomatis 
(CT)on the DNA integrity and routine parameters of infertile males’ sperms.  
Methods A total of 253 infertile males treated in the Andrological Laboratory Examination and 
Reproductive Medicine Center in our hospital were analyzed. PCR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infection by CT and UU. According the results of PCR, all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group I (CT positive, 63 cases), group II (UU positive, 60 cases), group III (CT positive 
and UU positive, 62 cases), and group IV (no infection, 68 cases). Examinations were conducted 
in these four groups to test DNA fragmentation index (DFI), sperm count, Vitality and morphology, 
elastinase. 
Results Compared to grouup IV, group I, group II and group III showed difference in semen 
volume, proportion of sperms with normal morphology, sperm motility, progressive motility, and 
Vitality (P<0.05). Compared to group IV, group II and group III showed difference in DFI (P<0.05). 
Compared to group IV, group II and group III showed difference in elastinase level (P<0.05). 
Conclusions Male reproduction infection by UU, CI, or their combination can decrease sperm 
function and lead to infer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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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are case of Aspergillus terreus endogenous 
endophthalmitis in a non-immunocompromised  patient 

and laboratory research 

 
ying zhao,Hongli Sun,Yao Wang,Qiwen Yang,Yingchun 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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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Aspergillus terreus is a common soil saprophyte which is also clinically important, 
causing infections ranging from superficial infections, such as onychomycosis, to invasive 
aspergillosis (IA) in severe immunocompromised hosts. Endophthalmitis caused by A. terreus is 
rarely reported in the literature. We report a case of endogenous endophthalmitis caused by A. 
terreus in a nonimmunocompromised patient with hypertension, taking regular medications and 
blood pressure controlled in the normal range, but without prior intraocular eye surgery or history 
of immunosuppression. 
Methods A vitreous biopsy was taken for culture and direct smear microscopy and further 
identified the isolate from culture positive plates by phenotype observation and molecular 
methods. In vitro antifungal susceptibility test were done by Etest.   
Results Fungal spores and septate hyphae were found in vitreous direct smear (Figure 1). Tiny 
hair-like colonies grew on SDA after 7days’ culture (Figure 2) but the colony morphology is still 
atypical after 10 days’ culture. We found attached spores by using scotch tape to stick the 
colonies on the side to the microscope slides (Figure 3).After 2 times generation (nearly a month), 
the strain showed typical colony (Figure 4) and microscopic morphology (Figure 5). The isolate 
was final identified as A. terreus according to morphology and the results of phenotypic and 
molecular identification. The isolate’s MICs (µg/mL) to itraconazole, voriconazole, amphotericin B 
were 0.25, 0.125, and 2, respectively (Figure 6). 
ConclusionsEarly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vitrectomy is useful for obtaining sufficient samples 
for organism identification and also to reduce organism load and inflammatory mediators in the 
eye. Timely reporting the results of direct smear to clinical physician is very meaningful for the 
initial selection of antimicrobial agents. For the phenotype atypical but clinical important 
filamentous fungi, using ITS sequence analysis and other molecular identification methods can 
help to identify the fungal pathogen promp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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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Idiopathic inflammatory myopathies (IIMs) are usually characterized by proximal 
muscle weakness, and are a heterogeneous group of disorders, which includes dermatomyositis 
(DM), polymyositis (PM), immune-mediated necrotizing myopathy (IMNM), juvenile idiopathic 
myositis (JIM) and sporadic inclusion body myositis (sIBM). The association of cancer with IIMs 
has been known for a long time, especially in DM and PM patients, and has been defined as 
cancer-associated myositis (CAM). Cancer-associated myositis (CAM) has poor prognosis and 
causes higher mortality. Generally, myositis-specific auto-antibodies (MSAs) and myositis-
associated auto-antibodies (MAAs) have been shown to be useful biomarkers for its diagnosis. In 
the present study, focus was given in assessing the presence, prevalence and diagnostic values 
of myositis auto-antibodies in Chinese patients displaying CAM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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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In the present study, a total of 121 adult DM/PM patients were analyzed. Among these 
patients, 49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with CAM, while the remaining 72 DM/PM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without cancer. The DM and PM diagnoses were based on the Bohan and Peter’s 
criteria. CAM was defined as cancer that occurred within three years (before or after) of the 
DM/PM diagnosis. In addition, 30 healthy subjects and 50 patients with other CTDs, which 
included 12 patients with pSS, 12 patients with RA, 13 patients with SLEand 13 patients with SSc, 
were included in the present analysis. These patients were assigned as healthy and disease 
controls, respectively.  The sera collected from all the participants were detected for the presence 
of 16 autoantigens (Jo-1, OJ, EJ, PL-7, PL-12, MDA5, TIF1γ, Mi-2α, Mi-2β, SAE1, NXP2, SRP, 
Ku, PM-Scl75, PM-Scl100, Ro-52) using a commercial Euroline assay. 
Results The present analysis clearly shows that 33 CAM patients were positive for at least one 
MSA, while the remaining 16 CAM patients were negative for any of the analyzed MSAs. 
Furthermore, the frequency of anti-TIF1γ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CAM patients than in DM/PM 
patients without cancer (46.94% vs. 15.28%, P<0.001). Importantly,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for this MSA was 46.94% and 84.72%, respectively, with a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 of 67.65% and 70.11%, respectively. These helped to 
differentiate CAM patients from DM/PM patients without cancer. However,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other MSAs and MAAs between CAM and DM/PM patients without cancer.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the present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most of the CAM patients 
were positive for MSAs, and that anti-TIF1γ auto-antibody can be helpful in diagnosing CAM 
patients, and serve as a biomarker to distinguish these patients from DM/PM patients without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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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Although GRP78 is believe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everal human diseases, the 
effects of GRP78 on asthenozoospermia (AZS) are controversial.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of GRP78 promoter polymorphisms with risk of AZS. 
Methods  We assessed GRP78 rs3216733, rs17840761, rs17840762, and rs391957 
polymorphisms by using Snapshot SNP genotyping assays, serum GRP78 level was measur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Results  Of these four SNPs, rs3216733/rs391957 wer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isk of 
AZS (Cd vs. dd: adjusted OR=1.51, 95%CI, 1.12–2.04, P=0.007; Cd/CC vs. dd: adjusted 
OR=1.53, 95%CI, 1.15–2.03, P=0.003; C vs. d adjusted OR=1.34, 95%CI, 1.09–1.66, P=0.006. 
Same as CT vs. CC, CT/TT vs. CC, T vs. C). The C-G-G-T haplotype was also increased the risk 
of AZS (adjusted OR=1.28, 95%CI, 1.01-1.61, P=0.039). Moreover, the serum GRP78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AZS patients than those in controls (P<0.001), and 
rs3216733/rs391957 polymorphism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expression of serum GRP78 in 
patients with AZS.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GRP78 promoter polymorphisms (rs3216733/rs391957) 
were probably a risk factor for asthenozoospermia, which may decrease serum levels of GR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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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y Medical University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velop the in-house knowledgebase of 
SuperSpectra for distinguish clinical isolates of Burkholderia pseudomallei and Burkholderia 
thailandensis. 
Methods To create the SuperSpectra, the 20 isolates of genetically confirmed B. 
pseudomallei and B.thailandensis (ATCC700388) were selected as the established strains, and 
eight repeat tests were performed by the VITEK MS plus system with reference spectra added for 
each species. The SuperSpectra was then created based on the selection of the specific masses. 
The remaining 86 isolates indentified by 16S rDNA gene sequencing analysis were used as the 
validation strains, including 26 strains of B. pseudomallei, 20 strains of B. thailandensis, 20 
strains of B. cepacia and 20 strains of B. multivorans. All these isolates were indentified by the 
two newly created SuperSpectra database following the method as previously reported.  
Results When we use the two newly created SuperSpectra database, all the B. 
pseudomallei and B. thailandensis isolates were correctly identified. And the additional 60 
isolates of genetically confirmed B. thailandensis, B. cepacia and B. multivorans were also 
evaluated by the VITEK MS system using the newly created database and none of these 
isolates were identified as B. pseudomallei,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otal accuracy rate 
was 100% in our study.  
Conclusions MALDI-TOF MS is a versatile and robust tool for the rapid identification of B. 
pseudomallei and B. thailandensis using the enhanced database. Creating the SuperSpectra by 
VITEK MS plus system potentially provides an efficient on-site method to monitor 
the outbreaks and spread of B. pseudomallei and B. thailandensis isolates rapi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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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perm DNA fragmentation index (DFI) and semen 
parameters, serum and seminal plasma homocysteine (Hcy), and sperm number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spermatogenetic dysfunction.  
Methods A total of 77 infertile male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or severe spermatogenetic 
dysfunction from January 2016 to November 2017 were recruited. The involved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severe oligozoospermia (35 cases) and severe asthenozoospermia (42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contained 31 healthy males without reproductive dysfunctions. All the 
subjects involved were tested in the items below: spermatozoa parameters, spermatoz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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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I, serum Hcy level and seminal plasma Hcy level, concentration of seminal plasma 
malondialdehyde and total antioxidant capacity.  
Results The spermatozoa DFI and Hcy levels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spermatogenetic 
dysfunctio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Sperm DFI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rum Hcy level (r=0.083; P<0.05), while Hcy level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permatozoa concentration (r=－0.186, P<0.05). The serum Hcy level was no correlated with 

sperm Hcy level (ｒ＝0.103，P>0.05).  

Conclusions The elevated Hcy level and spermatozoa DFI may be important factors of the 
severe spermatogenetic dysfunction, which may be served to evaluate sperm quality and male 
fert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