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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注册时间：	 2017 年 9 月 20 日 08:30-18:00 

会议注册地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1A 序厅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奔竞大道 353 号）

展览会开幕式：	 2017 年 9 月 20 日 14:30

地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1A 序厅

会议开幕式：	 2017 年 9 月 21 日 08:30-09:00

地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四层大会议厅

学术会议：	 2017 年 9 月 20 日 14:00-18:00

	 2017 年 9 月 21 日 08:30-18:00

	 2017 年 9 月 22 日 08:30-18:00

 2017 年 9 月 23 日 08:30-11:30

学术会议闭幕式：	 2017 年 9 月 23 日 10:30-11:30

地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一层多功能厅

大会秘书处：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一层 103A

大会学术组（试片室）：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一层 103A

一、综合信息

欢迎用微信扫二维码或直接搜索微信号，
关注检验年会在线官方微信。
公众微信号 ：CMACS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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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议指定宾馆情况

由于各宾馆接待的人员数量有限，请会议代表在注册时根据各宾馆的入住情况选定宾馆办理住宿

手续。

2、会议代表证

所有人员均需佩带代表证进入会场，如代表证遗失可持注册费发票到报到处补领。

3、领取会议资料

每位代表注册交费后，可领取会议资料一套，其他情况需有关资料请在 9 月 22 日下午在注册处购买。

4、会议评估

会议期间及会后申领学分之前，大会将对会议的学术及组织工作进行评估。会议期间参与评估的代

表填写评估调查表后可获得检验医学分会近期制定的指南和共识的电子版，请全体参会代表积极参与，

以便组委会能及时了解代表需求，在以后的会议组织中改进工作，不断提高会议的质量。

5、会议学分证书

所有参加会议的注册代表可获得国家继续医学教育学分，学分为电子学分，项目编号 ：2017-11-

00-350（国）。参会代表请于会后一个月后登录中华医学会官网（www.cma.org.cn），点击“继续教育”栏

目，查找已发布项目，选择年度，输入姓名即可查询并打印电子学分证书。

会议演讲人、主

持人、壁报交流

的人员到会议学

术组报到
（一层 103A）

领取流程卡

领取会议资料

选择住宿宾馆，办理住

宿及交费手续

交纳会议注册费

RMB1200元/人

领取代表证及领取餐券

二、注册程序

前期已缴费的凭本人身份证直接到注册台注册报到，领取发票及流程卡

没注册的先到自助注册台，填写信息后缴费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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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术交流

1、会议主持人须知

a、	 主持人应在 9 月 20 日 18:00 前到学术组确认主持会议的时间及会议室。

b、	 会议主持人应提前 15 分钟到场，确认演讲安排是否有变动，电脑、投影机及各种设备是否运行良好。

c、	 主持人应严格控好制演讲时间，组织讨论交流及会场秩序。

2、会议演讲人须知

a、	 会议专题演讲人，请在 9 月 20 日 18:00 前向会议学术组（试片室）提供会议演讲投影文档，并确认

演讲时间及会场位置（请演讲人务必在演讲前一天将 PPT 交到试片室）。

b、	 演讲人员可在会议试片室对投影文档进行演示及修改。

c、	 演讲人请在本单元会议开始前 15 分钟向会议主持人报到，并在前排就坐。

3、壁报展示交流须知

a、	 壁报展示交流区设在 1B 展厅的后半区

b、	 进行壁报展示的人员请于 9 月 21 日 10:00 前到会议壁报区服务台确认壁报张贴位置完成张贴，并在

壁报服务台领取壁报证书。

4、本次会议评选奖项

a、	 优秀论文奖 ：从英文会场及各分会场口头发言中产生优秀论文。

b、	 优秀论文奖获奖情况将在会议闭幕式上宣布、颁发，如获奖者本人不在现场则视为放弃不再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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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议食宿及交通

1、会议用餐安排

2、PPT学术视频回顾区、摄影及休息区

							柏定生物工程（北京）有限公司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一层为大会提供了 PPT 学术视频回顾区及休息区。

							南京澳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一层为大会组织了摄影展。

五、展览会信息
1、展览会开幕式时间地点

展览会开幕时间 ：9 月 20 日 14:30

地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1A 序厅

2、观众参观开放时间

9 月 20 日	 14:30-17:00

9 月 21 日	 09:00-17:00

9 月 22 日	 09:00-17:00

凭参会代表证入场

日期

午餐

12:00-12:30

凭餐票

晚餐

18:00-18:30

凭餐票

9 月 21 日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各分会场门外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A 馆二层美食区

9 月 22 日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各分会场门外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A 馆二层美食区

9 月 23 日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一层多功能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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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平面图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2017年 9月 20-22日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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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展厅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2017年 9月 20-22日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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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要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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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合作伙伴
公司名称 展位号

深圳市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A101

希森美康医用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A102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A103

雅培中国 A105

贝克曼库尔特商贸 ( 中国 ) 有限公司 A106

北京科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A107

罗氏诊断产品 ( 上海 ) 有限公司 A108

西门子医学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A109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A201

复星诊断 A202

伯乐生命医学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A203

日立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A205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A206

苏州祺康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A207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A208A

英国朗道实验诊断有限公司 A208B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A209

奥森多医疗器械贸易（中国）有限公司 A210

德赛诊断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A211

上海太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A212

山东新华医学检验技术有限公司 A213

赛沛（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A215

碧迪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 A216

索灵诊断 A217

威士达医疗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A218

杭州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A219

沃芬医疗器械商贸（北京）有限公司 A220

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 A221

四川迈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222

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 A225

公司名称 展位号

广东天普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A226

珀金埃尔默医学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A227

星童医疗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A229

深圳雷杜生命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A230

深圳普门科技有限公司 A231

欧蒙医学诊断（中国）有限公司 A233

华银健康集团 A236

博奥赛斯（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238

浙江达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A301

上海金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302

杭州华得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A305

中国知网 A306

苏州金艾特科技有限公司 B101

湖南宏灏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102

北京思塔高诊断产品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B103

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B105

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06

瑞莱生物 B107A

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B107B

协和梅迪克斯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 B107C

宙斯生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B108A

北京众驰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B108B

长春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09

美艾利尔（上海）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 B110

英科新创（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B111

上海长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B112

上海鹍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B115

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16

南京天纵易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17

雷度米特医疗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B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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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展位号

中翰盛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B119

四川新健康成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B120

浙江伊利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B121A

莱尔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B121B

上海昆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122A

上海费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122B

积水医疗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B123

上海仁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125

重庆博士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B126

潍坊三维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B127

厦门安普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B128

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B129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30

帝肯（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B131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B132

苏州浩欧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B133

西安金磁纳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B135A

胡曼诊断产品（北京）有限公司 B135B

堀场（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B136

安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B138

柏荣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B139

日本光电 B140

上海盈科医学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B142

深圳市帝迈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B145

北京东方日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147

北京格瑞纳健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B148

四川沃文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B150

浙江世纪康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53

海尔施基因科技 B155

浙江拱东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B156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57

东曹（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158

公司名称 展位号

宁波普瑞柏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B160

广州科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B162

上海金禹罗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B167

杭州世诺科技有限公司 B176

广州益善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B179

广州市尤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181

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82

上海鼎晶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85

杭州龙鑫科技有限公司 B187

深圳市国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B189

苏州博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B191

广州万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B193

武汉友芝友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95A

力康生物医疗科技控股集团 B195B

深圳微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B196A

卡尤迪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B196B

广州市康润生物制品开发有限公司 B197A

武汉中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97B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B198

厦门依柯利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B200

艾森生物（杭州）有限公司 B201

厦门为正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202

深圳奥萨医疗有限公司 B203

港龙生物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B206

上海基恩科技有限公司 B207

上海百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208

致微（厦门）仪器有限公司 B209

深圳市金准生物医学工程有限公司 B210

江苏英诺华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B211

北京丹大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B212

南京诺尔曼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B213

厦门艾德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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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展位号

上海创司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B216

深圳蓝韵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B220

康乃格诊断产品（北京）有限公司 B222

上海捷程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B223

北京博晖创新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B226

SCIEX 中国公司 B229

南京科联科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B301

山东莱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303

丹娜（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305

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307

浙江东瓯诊断产品有限公司 B308

骏实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B309

烟台艾德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310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B311

北京阅微基因技术有限公司 B312

天津微纳芯科技有限公司 B313

北京北方生物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B315

四川蜀科仪器有限公司 B316

明码（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317

厦门市波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B318

安徽深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320

北京同生时代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B321

天津市金嘉医疗器材销售有限公司 B322

青岛云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323

深圳市迈科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B324

海格德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B325

珠海科域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B326

上海拜艾斯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B327

中生方政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B328

厦门奥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329

公司名称 展位号

苏州含光微纳科技有限公司 B330

广州市康立明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B331

深圳恒特基因有限公司 B332

科尔顿（中国）有限公司 B333

北京荣志海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334

海口维瑅瑷生物研究院 B335

济南继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336

杭州厚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337

江苏新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B338

湛江博康海洋生物有限公司 B339

重庆南方数控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B340

青岛高科技工业园海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B341

CellaVision B342

济南英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B344

广州创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B348

广州惠侨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B349

万华普曼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B350

上海瑞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352

江苏默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353

广州凯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354

艾康生物技术（杭州）有限公司 B356

天津中新科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B358

杭州天创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359

烟台普罗吉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B360

河南省驼人检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B361

南京汉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362

上海格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363

中国检验检疫学会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技术委员会 B364

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B365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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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大会资助参会的边远地区代表名单
姓名 单位

李素娟 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曾淑玲 会宁县中医院

卢 宇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袁育林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王 荣 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

彭忠忠 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孙 刚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

肖伟利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刘书磊 西宁市第二人民医院青海大学医学院小桥分院

祁蕙燕 青海省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刘玉军 神木县医院

高 强 陕西省神木县医院

李 慧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鄢志丽 内江市中区妇幼保健院

孔丽蕊 郫县中医医院

刘慧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

张小兰 新疆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医院

李建明 昌吉州人民医院

孙 静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医院

王延娇 墨江县人民医院

孟增旺 云南省易门县中医医院

缪顺庄 云南玉溪市新平县人民医院

唱 凯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徐璐璐 重庆医科大学

王 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李金义 银川市中医医院

温碧艳 石嘴山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刘 丹 银川市第三人民医院（益康社区卫生服务站）

冉启慧 贵州省桐梓县中医院

石 威 西藏昌都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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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2017/9/20

101

14:00-16:30	 继续教育 -青年委员专场 -AACC分会场一	 主持人：王利新 ,	张华

14:00-14:30 领导致辞 潘柏申

CS-01 14:30-15:00 检验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的构想与实践 王成彬

CS-02 15:00-15:45 An Overview of Laboratory Professionals in the US:Education, 
Training, Certification, and Practice

Qinghe Meng

CS-03 15:45-16:30 Personnel Requirements and Responsibilities for Clinical Laboratory Sihe Wang

16:45-18:00	 继续教育 -青年委员专场 -AACC分会场二	 主持人：陈鸣 ,	周琳

CS-04 16:45-17:30 Laboratory Personnel: Training and Competency Qinghe Meng

17:30-18:00 Panel Discussion and Questions & Answers Y. Victoria Zhang

102A

14:00-16:30	 天普卫星会

2017/9/21
大会议厅

08:30-09:00	 开幕式

09:00-10:30	 大会报告一	 主持人：王兰兰 ,	魏军

PL-01 09:00-09:45 微生态与人体健康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李兰娟

PL-02 09:45-10:30 Metabolomics adds function to genomic sequence interpretation C. Thomas Caskey

10:30-11:50	 大会报告二	 主持人：潘世扬 ,	马筱玲

PL-03 10:30-11:10 防控新形势下的 HIV 相关检测研究 尚 红

PL-04 11:10-11:50 检验医学的发展历程与展望 潘柏申

301

12:00-12:45	 新华卫星会

12:50-13:35	 天隆卫星会

13:40-15:25	 第三方检验发展政策解读	 主持人：郭健 ,	姜傥

S-01 13:40-14:15 2017 医疗改革政策对医院未来的影响 俞新乐

S-02 14:15-14:50 《医学检验实验室基本标准和管理规范》的政策解读 彭明婷

S-03 14:50-15:25 医院检验科如何看待第三方实验室 郝晓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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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1

日

15:50-18:00	 第三方检验发展论坛	 主持人：郝晓柯 ,	申子瑜

15:50-18:00 论坛：第三方服务发展在医疗改革中的作用 潘柏申 , 陈海斌 , 梁耀铭 , 
汪建 , 何蕴韶 , 林锋

多功能厅A

12:00-12:45	 金域卫星会

12:50-13:35	 希森美康卫星会

13:40-15:00	 临检学组 -凝血检验与临床	 主持人：彭林 ,	江虹

S-04 13:40-14:05 DIC 诊断专家共识（2017 版）解读 胡 豫

S-05 14:05-14:35 血栓性疾病的精准防治 周 洲

S-06 14:35-15:00 肿瘤相关的凝血异常 吴 俊

15:00-16:30	 临检学组 -临床检验与科学研究及论文交流	 主持人：李莉 ,	张展

S-07 15:00-15:25 “双一流”建设中如何发挥检验学科的作用 胡翊群

OR-001 15:25-15:30 血清氯离子浓度监测在急性脑梗塞发病中的意义及低氯促进血小板
活化的机制研究

李玉洁

OR-002 15:30-15:35 Association between IL-6 Gene Polymorphisms and Risk of 
Chronic Hepatitis B, Hepatitis B Virus-related Liver Cirrhosis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the Guangxi Population: A Case–
Control Study

兰 访

OR-003 15:35-15:40 MicroRNA-200a inhibits cell growth and metastasis by targeting 
Foxa2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陈淑英

OR-004 15:40-15:45 基于细胞表面适体触发滚环扩增的稀有肿瘤细胞检测新方法 徐璐璐

OR-005 15:45-15:50 108 例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形态学检查在肺部疾病诊断中的意义 陈颖洁

OR-006 15:50-15:55 SF3B1 基因突变在伴环形铁粒幼细胞增高疾病中的表达 葛素君

OR-007 15:55-16:00 生物转运及代谢相关基因多态性 与急性白血病易感性及预后的关
联研究

杨 炼

OR-008 16:00-16:05 外泌体在非小细胞肺癌辐射敏感性传递中的作用 谢 丽

OR-009 16:05-16:10 CD25 expression in B lymphoblastic leukemia predicts for 
Philadelphia chromosome (Ph); BCR-ABL1 rearrangement and 
confers adverse prognosis in Ph negative patients

陈 朴

OR-010 16:10-16:15 Circulating microparticles play a role in preeclampsia 张云聪

OR-011 16:15-16:20 Exosomal miRNAs derived from mesenchymal phenotype lung 
cancer cells promote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and serve 
as potential biomarkers for lung cancer

黄依瑶

OR-012 16:20-16:25 18 个遗传性凝血因子Ⅴ缺陷症家系的表型和基因研究 谢晓玲

OR-013 16:25-16:30 MSC-Exosomes: A Novel Cell-Free Therapy for Cutaneous 
Regeneration

吴佩佩

多功能厅 B

12:00-12:45	 科华卫星会

12:50-13:35	 罗氏卫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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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0-15:20	 生化学组 -肿瘤诊断进展	 主持人：段勇 ,	王昌敏

S-08 13:40-14:15 Liquid Biopsy: Highlights from ASCO 2017 饶建宇

S-09 14:15-14:50 生物标志物的研究与转化应用 潘世扬

S-10 14:50-15:20 免疫检测点阻断治疗评价体系 康熙雄

15:35-16:45	 生化学组 -心血管病诊断进展	 主持人：李彬先 ,	康辉

S-11 15:35-15:55 血脂管理新理念助推检验医学发展 汪俊军

S-12 15:55-16:15 高敏肌钙蛋白应用进展及挑战 张 义

OR-014 16:15-16:20 Serum IgG4: IgG ratio predicts recurrence of patients with HCC after 
curative resection

马晓路

OR-015 16:20-16:25 偶联单抗 NJ001 的磁珠对裸鼠肺部移植瘤 micro-CT 扫描的增强作用 徐 建

OR-016 16:25-16:30 血清外泌体 lncRNA UFC1 在胃癌诊断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梁 炜

OR-017 16:30-16:35 基因测序技术对宣威肺癌突变谱的初步研究 王 潇

OR-018 16:35-16:40 膀胱癌尿液差异蛋白生物信息学分析 雷 婷

OR-019 16:40-16:45 基于代谢组学的良、恶性胸腔积液鉴别诊断研究 戴锦娜

17:15-18:00	 威士达卫星会

多功能厅 C

12:00-12:45	 新产业卫星会

12:50-13:35	 伯乐卫星会

13:40-15:10	 AACC继续教育 -AACC	Workshop 一	 主持人：黄宪章 ,	杨丽

13:40-13:55 领导致辞

CS-05 13:55-14:25 检验医学如何在临床诊疗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王传新

CS-06 14:25-15:10 Lab Results Reporting – Manual Yusheng Zhu

15:25-17:55	 AACC继续教育 -AACC	Workshop 二	 主持人：吴俊 ,	徐立

CS-07 15:25-16:10 Communication with Physicians Stephen Master

CS-08 16:10-16:55 Risk Management Y. Victoria Zhang

CS-09 16:55-17:05 About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linical Chemistry (AACC) Y. Victoria Zhang

17:05-17:25 About the Wallace H. Coulter Foundation (WHCF)（录像播放）

17:25-17:55 Panel Discussion and Questions & Answers (Q&A) Y. Victoria Zhang

101

12:00-12:45	 迈瑞卫星会

12:50-13:35	 日立卫星会

13:40-15:40	 微生物学组 -临床微生物实验室能力建设	 主持人：府伟灵 ,	刘文恩

S-13 13:40-14:10 我国临床微生物室能力分级初探 胡继红

S-14 14:10-14:40 个体化检验在微生物检验领域的新视野 张 钧

S-15 14:40-15:10 细菌性腹泻实验诊断 孙自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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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1

日

OR-020 15:10-15:15 Clostridium difficile MLST clade 4 identification by a simple and 
reliable MALDI-TOF MS-based method

程敬伟

OR-021 15:15-15:20 Outcomes and prognostic factors of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in patients with slow transit constipation: results from a prospective 
study with long-term follow-up

范文廷

OR-022 15:20-15:25 Extensively drug-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causing 
nosocomial bloodstream infections in China: molecular investigation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determinants, informing therapy and clinical 
outcomes.

毕文姿

OR-023 15:25-15:30 艰难梭菌相关性腹泻模型的构建及肠道菌群结构特征研究 杨 芳

15:30-15:40 讨论

15:40-17:15	 微生物学组 -高端临床微生物学会议快讯	 主持人：马筱玲 ,	阿祥仁

S-16 15:40-16:05 华人药敏试验委员会成立及工作目标 徐英春

S-17 16:05-16:30 2017 年 ASM 年会精彩荟萃 王 辉

S-18 16:30-16:55 我的视野看 ECCMID 张莉萍

OR-024 16:55-17:00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n AFA-based Assay for the 
Detection of 22 Pathogens in Cerebrospinal Fluid of Patients with 
Meningitis and Encephalitis

龙 芳

OR-025 17:00-17:05 VraR binding to the promoter region of agr inhibits its function in 
VISA/h-VISA

戴媛媛

OR-026 17:05-17:10 Establishment of the Bacterial BSI Mouse Models and the Express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Cytokines Variations at an early stage of the 
Bacterial BSI

杨 明

OR-027 17:10-17:15 复合基因工程抗菌肽天蚕素 A- 死亡素的研制及其抗菌活性研究 杨桂茂

17:15-18:00	 星童卫星会

102BC

12:00-12:45	 贝克曼库尔特卫星会

12:50-13:35	 奥森多卫星会

13:40-15:25	 管理学组 -检验科学科建设一	 主持人：苏海翔 ,	赵克斌

S-19 13:40-14:15 医教研协同发展，全面提升检验学科建设质量 王 前

S-20 14:15-14:50 三级诊疗模式下医院检验医学发展的思考 魏 军

S-21 14:50-15:25 医疗品质的实现 谢鑫友

15:30-17:15	 管理学组 -检验科学科建设二	 主持人：尹一兵 ,	曹永彤

S-22 15:30-16:05 检验学科建设 VS 主任能力提升 王华梁

S-23 16:05-16:40 基于临床思维促检验亚学科建设 李 艳

S-24 16:40-17:15 检验科管理工作经验谈 明 亮

17:15-18:00	 雷度米特卫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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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BC

12:00-12:45	 科美卫星会

12:50-13:35	 雅培卫星会

13:40-15:25	 免疫学组 -药物基因组学与治疗性药物浓度监测的临床应用	 主持人：兰小鹏 ,	姚智

S-25 13:40-14:05 药物代谢基因多态性与药物浓度检测在指导临床个体化治疗中的应
用价值

王兰兰

S-26 14:05-14:25 伏立康唑药物代谢基因与药物浓度检测在临床个体化治疗中的应用 白杨娟

S-27 14:25-14:45 CYP3A5 基因多态性检测在肾移植患者术后他克莫司个体化治疗中
的应用

张春燕

S-28 14:45-15:05 芬太尼、罗库溴铵相关基因耐药位点检测在临床麻醉药物剂量评估
中的应用

张 莹

OR-028 15:05-15:10 西妥昔单抗诱导结肠癌继发性耐药的机制研究 李 琼

OR-029 15:10-15:15 IgA 肾病合并高尿酸血症的临床分析 邢瑞青

OR-030 15:15-15:20 Correlations of bone markers and bone status in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罗俐梅

OR-031 15:20-15:25 多项血清骨代谢标志物对非小细胞肺癌骨转移的诊断价值 陈阳阳

15:35-17:15	 免疫学组 -分子免疫检验在肿瘤靶向免疫治疗中的作用	 主持人：齐军 ,	单保恩

S-29 15:35-15:55 肿瘤免疫治疗 --- 历史、现状和展望 沈立松

S-30 15:55-16:15 肿瘤靶向治疗伴随诊断适宜技术及其评价 欧启水

S-31 16:15-16:35 lncRNA 研究策略及其作为肺癌顺铂耐药标志物的研究 王保龙

S-32 16:35-16:55 血液学肿瘤标志物在肺癌早期诊断及个体化诊疗中的应用 娄加陶

OR-032 16:55-17:00 双标记磁微球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同时定量测定孕妇血清中孕
酮和游离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梁君瑜

OR-033 17:00-17:05 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与肝癌患者动脉化疗栓塞术预后的相关性 周佳烨

OR-034 17:05-17:10 UroVysion FISH 在检测泌尿系统肿瘤中的临床应用及其监测膀胱癌
预后的初步探索

徐 苓

OR-035 17:10-17:15 胰岛素抵抗指数在原发性肝细胞癌进展中的预测价值 姚一帆

17:15-18:00	 丽珠卫星会

102A

12:00-12:45	 西门子卫星会

12:50-13:35	 德赛卫星会

13:40-14:35	 检验与转化医学 -锐意进取树丰碑 -检验与转化医学的故事一	 主持人：许建成 ,	李俊明

S-33 13:40-14:05 转化医学在骨髓增殖性肿瘤诊断中的实践 关 明

S-34 14:10-14:35 分子诊断技术在儿科领域的转化应用 傅启华

14:40-15:40	 检验与转化医学 -锐意进取树丰碑 -检验与转化医学的故事二	 主持人：魏超君 ,	崔丽艳

S-35 14:40-15:10 DNA-based materials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罗 丹

S-36 15:15-15:40 分子生物学技术在结核病诊断中的转化应用 应斌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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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1

日

15:45-17:15	 英文讲演比赛分会场 -中青年优秀英文论文报告	 主持人：周钦 ,	管世鹤

Y-01 15:45-15:55 First Report of Mycoplasma hominis Meningitisin an Adult Patient in 
China: a diagnostic challeng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周梦兰

Y-02 15:55-16:05 A Clinical Investigation and Genome Sequence of the First Reported 
Human Infection with the Burkholderia thailandensis in China

唱 凯

Y-03 16:05-16:15 Long Non-coding RNA UBE2CP3 Promotes Tumor Metastasis by 
Inducing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曹顺旺

Y-04 16:15-16:25 Small peptides play a big role —— The potential implication of 
HDAC7-derived 7aa peptide in vascular repair and regeneration。

杨俊瑶

Y-05 16:25-16:35 The Role of micorRNA 181 Family in Glioma Development 杨 柳

Y-06 16:35-16:45 Imbalance of Th17/Tregs in rats with smoke inhalation-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

张 帆

Y-07 16:45-16:55 A new use for an old index: preoperative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predicts early recurrence in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fter curative resections

朱 晶

Y-08 16:55-17:05 LncRNA HOTAIR Contributes to 5-fluorouracil Resistance through 
Suppressing MiR-218 and Activating NF-κB/TS Signaling in Colorectal 
Cancer

李培龙

Y-09 17:05-17:15 How much do yearly physical examinations do to the control of 
hyperlipidemia and hyperglycemia? An eight year study

干 伟

17:15-18:00	 宙斯卫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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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9/22

大会议厅

08:30-09:50	 大会报告一	 主持人：沈立松 ,	郝晓柯

PL-05 08:30-09:10 检验结果准确性与参考区间可靠性 陈文祥

PL-06 09:10-09:50 检验科：生物样本库建设、分子医学转化研究与精准医疗主力军 郜恒骏

09:50-11:50	 大会报告二	 主持人：张捷 ,	王成彬 ,	王传新

PL-07 09:50-10:30 Standardization and Harmonization in Laboratory Medicine Howard Morris

PL-08 10:30-11:10 Pediatric Laboratory Medicine and Pediatric Reference Intervals Patricia M Jones

PL-09 11:10-11:50 CLSI and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Providing Tools for 
Success in Improving Laboratory Quality

Carl D. Mottram

301

12:00-12:45	 鹍远卫星会

13:40-15:35	 液体活检一	 主持人：高春芳 ,	刘靳波

S-37 13:40-14:20 2017AACC 液体活检精彩回顾 Qinghe Meng

S-38 14:20-15:00 cfDNA 甲基化标志物在肿瘤检测和治疗判断中的应用 张 康

S-39 15:00-15:35 ctDNA 检测技术在肿瘤靶向治疗中的应用 郭 玮

15:50-17:55	 液体活检二	 主持人：孙桂荣 ,	曹颖平

S-40 15:50-16:25 肝癌循环肿瘤细胞的基础与临床研究进展 杨欣荣

S-41 16:25-16:55 肿瘤循环细胞外囊泡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与筛选策略 郑 磊

S-42 16:55-17:20 液体活检最新进展及临床实践 许明炎

S-43 17:20-17:55 基于高通量测序的 ctDNA 技术开发和性能确认 赵美茹

多功能厅A

12:00-12:45	 益善卫星会

13:40-16:00	 临检学组 -血液检验及形态学	 主持人：袁宏 ,	许文荣

S-44 13:40-14:15 血液分析自动审核规则建立与验证的多中心研究 续 薇

S-45 14:15-14:45 血液学检验质量保证中的质量指标 崔 巍

S-46 14:45-15:15 流式检测在造血与淋巴组织肿瘤分型与疾病诊断中的应用 朱明清

S-47 15:15-15:30 嗜血细胞综合症相关形态学病例报道 李绵洋

S-48 15:30-15:45 AT-MDS 相关形态学病例报道 王剑飚

S-49 15:45-16:00 髓系急性白血病相关形态学病例报道 樊爱琳

16:15-17:45	 临检学组 -体液检验及形态学	 主持人：胡丽华 ,	王小中

S-50 16:15-16:45 尿液及粪便检验自动化要点及专家共识解读 张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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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2

日

S-51 16:45-17:15 胸腹水脱落细胞检查误诊病例分析 陈万新

S-52 17:15-17:45 脑脊液细胞学临床应用诊断思路 许绍强

多功能厅 B

12:00-12:45	 东曹卫星会

12:50-13:35	 罗氏卫星会

13:40-14:50	 生化学组 -诊断新标志物及新技术的应用	 主持人：黄宪章 ,	张新

S-53 13:40-14:00 阿尔滋海默病生物标志物及临床应用 王培昌

S-54 14:00-14:20 慢性肾脏病的实验室检查 张 新

OR-036 14:20-14:25 冠心病患者血清乳凝集素、超敏 C 反应蛋白等指标与其严重程度的
相关性研究

周方元

OR-037 14:25-14:30 脂质及修饰化脂蛋白与脑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研究 李贵星

OR-038 14:30-14:35 衍生化串联质谱法在西部地区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中的应用及其
影响因素的探讨

张 瑞

OR-039 14:35-14:40 万古霉素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检测方法的建立 秦绪珍

OR-040 14:40-14:45 let-7c-5p in urinary exosomes as biomarker in the procession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

李维特

OR-041 14:45-14:50 基于 iTRAQ 联合 LC-MS/MS 蛋白质组学技术筛选早发性心肌梗死血
浆生物标志物的研究

玄 超

15:35-16:40	 生化学组 --生化检验质量管理与研究	 主持人：徐建 ,	徐怡

S-55 15:35-15:55 临床实验室信息系统在危急值中的应用 贾 玫

S-56 15:55-16:15 生化报告自动审核系统的建立与规范 王蓓丽

OR-042 16:15-16:20 亮氨酸氨基肽酶在胆道梗阻性疾病中的应用研究 梁运来

OR-043 16:20-16:25 Co-IP 联合 LC-MS/MS 对不育相关精子膜蛋白标志物的筛选与验证 向代军

OR-044 16:25-16:30 The research of Eriodictyol-7-O-glucoside protecting against cerebral 
ischemic injury

靖 旭

OR-045 16:30-16:35 LincRNA-FA2H-2-MLKL pathways activated autophagy flux alleviate 
inflammation and AS via AMPK/PI3K/AKT/MTOR signal pathway in 
OX-LDL exposure

郭凤霞

OR-046 16:35-16:40 高通量测序技术在胎儿染色体微缺失产前筛查中的应用 邹红雁

多功能厅 C

12:00-12:45	 BD 卫星会

12:50-13:35	 英盛卫星会

13:40-15:15	 中美质谱高端论坛专家讲座	 主持人：张捷 ,	唐玲丽

S-57 13:40-14:10 Mass Spectrometry in the Clinical Laboratory David Herold

S-58 14:10-14:40 Renal and Pain Management Metabolomics by Mass Spectrometry Steven H. Wong

S-59 14:40-15:15 Testosterone Testing: Total, Free, and Bioavailable Yusheng 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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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6:30	 中美质谱高端论坛	 主持人：程黎明 ,	栾芳

S-60 15:30-16:00 Targeted Mass Spectrometry for Protein Testing in Clinical 
Laboratories

Y. Victoria Zhang

S-61 16:00-16:30 质谱在先天性代谢缺陷疾病中的应用 刘华芬

101

12:00-12:45	 迈瑞卫星会

12:50-13:35	 赛沛卫星会

13:40-15:40	 微生物学组 -微生物学检验临床应用与多学科协作	 主持人：符生苗 ,	吴文苑

S-62 13:40-14:10 建专业平台，助感染诊断 马筱玲

S-63 14:10-14:40 借微生物慧眼，行精准化感控 侯铁英

S-64 14:40-15:10 探索以病原菌为核心的抗感染模式 黄金伟

OR-047 15:10-15:15 二代测序技术在血流感染病原体检测中的应用 周 磊

OR-048 15:15-15:20 采用全基因组测序技术研究院内碳青霉 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菌暴
发的传播过程

丁楚凌

OR-049 15:20-15:25 Ex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Plasmid-Borne Colistin Resistance mcr-
1 Gene

张海方

OR-050 15:25-15:30 评估 MALDI-TOF MS 快速鉴定霉菌技术对侵袭性肺曲霉病的临床价
值

王苏珍

15:30-15:40 讨论

15:55-17:40	 微生物学组 -微生物学检验新技术	 主持人：沈佐君 ,	刘家云

S-65 15:55-16:20 HBV 基因型与基因突变的检测及其临床意义 戴二黑

S-66 16:20-16:45 结核病分枝杆菌的分子诊断技术进展 余方友

S-67 16:45-17:10 基于耐药基因检测的 HIV 分子传播网络技术在艾滋病防治领域应用 韩晓旭

OR-051 17:10-17:15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 MS ）对铜绿假
单胞菌同源性分析的应用探索

刘 雅

OR-052 17:15-17:20 临床微生物形态学及特殊耐药性检测室间质量评价分析 魏莲花

OR-053 17:20-17:25 应用深度测序分析 NRTI 类交叉耐药对河南长期二线抗病毒治疗失
败者疗效影响的研究

谢剑竹

OR-054 17:25-17:30 高效但并非完美——基于直接点靶法的 MALDI-TOF MS 在不动杆菌
鉴定中的应用

李修远

17:30-17:40 讨论

102BC

12:00-12:45	 亚辉龙卫星会

12:50-13:35	 朗道卫星会

13:40-15:10	 管理学组 -分子诊断的质量管理	 主持人：陈葳 ,	潘秀军

S-68 13:40-14:10 精准医学相关临床分子检测的质量管理：通过案例分析看个性和共
性

李金明

S-69 14:10-14:40 案例解析基因检测的质量控制及管理方案 许 斌

S-70 14:40-15:10 案例解析高通量测序分析前中后的质量控制 童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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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17:25	 管理学组 -临床实验室的风险管理	 主持人：张军力 ,	张会英

S-71 15:25-15:55 临床实验室安全管理相关文件解读 黄 山

S-72 15:55-16:25 临床实验室质量管理中的风险识别及对策 关秀茹

S-73 16:25-16:55 临床实验室生物危害风险评估程序 鲁辛辛

OR-055 16:55-17:00 失效模式和效果分析联合 6sigma 建立个性化室内质量 黄亨建

OR-056 17:00-17:05 欧洲临床化学和检验医学联合会（EFLM）关于参考区间评审建议
的讨论

段 敏

OR-057 17:05-17:10 国际临床化学和检验医学联合会 (IFCC) 临床检验质量指标最新进展 叶圆圆

OR-058 17:10-17:15 应用六西格玛管理方法评价干化学检验项目质量水平 杨丽华

OR-059 17:15-17:20 急诊检验 TAT 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溶栓治疗的临床价值分析 路 尧

OR-060 17:20-17:25 求实和创新是贯穿医教研的灵魂——检验学科建设感悟 曹文俊

103BC

12:00-12:45	 欧蒙卫星会

12:50-13:35	 希森美康卫星会

13:45-15:25	 免疫学组 -常见免疫性疾病实验室检验诊断路径	 主持人：秦雪 ,	杨红英

S-74 13:45-14:05 自身免疫：敌人抑或朋友 仲人前

S-75 14:05-14:25 NETosis 在 SLE 发病机制中的研究 孙尔维

S-76 14:25-14:45 自身免疫病生物标志物 - 从蛋白质到非编码 RNA 李晓军

S-77 14:45-15:05 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自身免疫病 孙凌云

OR-061 15:05-15:10 A Critical Role of Transcription Factor YY1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by 
Regulation of Interleukin-6

林锦骠

OR-062 15:10-15:15 Antibodies against glycoprotein 2 display diagnostic advantages 
over ASCA in distinguishing CD from intestinal tuberculosis and 
intestinal Behçet's disease

张蜀澜

OR-063 15:15-15:20 Nonlymphocyte-lymphocyte ratios as potential inflammatory markers 
for systemic autoimmune rheumatic diseases

梁 艳

OR-064 15:20-15:25 p38 MAPK 和 PI3K 信号活化在基因重组鞭毛蛋白介导同种抗原刺激
调节性 T 细胞 Foxp3 表达中的作用

郝 静

15:45-17:25	 免疫学组 -免疫检验新技术及免疫相关指南解读	 主持人：毛远丽 ,	胡成进

S-78 15:45-16:05 国产化学发光检测的发展与挑战 葛胜祥

S-79 16:05-16:25 液体活检联合自身抗体检测在肺癌早期筛查中的研究进展 徐国宾

S-80 16:25-16:45 反相蛋白微阵列技术在磷酸化蛋白组学中的应用 王 楠

S-81 16:45-17:05 乙型肝炎免疫检验新进展 陈 瑜

OR-065 17:05-17:10 MDSC 与 HIV 急性感染疾病进展相关：阻断 PD-L1 削弱 MDSC 的抑
制

张子宁

OR-066 17:10-17:15 Luminex 平台检测抗 HLA 抗体初筛的漏检情况分析 代 波

OR-067 17:15-17:20 Application of co-immunoprecipitation coupled LC-MS/MS for 
identification of sperm immunogenic membrane antigens and 
preliminary verification

梁 爽

OR-068 17:20-17:25 肝癌缺氧微环境 CCL28 的表达及对调节性 T 细胞的作用机制 任 丽

9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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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A

12:00-12:45	 瑞莱卫星会

12:50-13:35	 索灵卫星会

13:40-14:35	 青委专场 -宝剑锋自磨砺出 -青年专家的成长历程一	 主持人：庄学伟 ,	托娅

S-82 13:40-14:05 临床检验人员如何开展科研工作 杨正林

S-83 14:10-14:35 博观而约取 厚积而薄发 陈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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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1

微生态与人体健康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李兰娟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从事传染病临床、科研和教

学工作 40 余年，是我国著名的传染病学家。擅长各类肝炎、感染性疾病、新发突

发传染病诊治，尤其对肝衰竭、病毒性肝炎、肝病微生态研究有重大突破性贡献。

现为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感染性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兼

任教育部科技委生物与医学学部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还担任“艾滋病和

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计

划技术副总师，“综合防治示范区和现场研究”责任专家组组长，国家卫计委人口

健康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卫生信息协会副会长，中国医师协会感染科

医师分会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微生态学分会主任委员,浙江省医学会会长，《中华临床感染病杂志》、

《中国微生态学杂志》、《浙江医学》主编及 Journal of Hepatology 和 GUT 编委等学术职务。

承担了国家“863”、“973”、“十五”攻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课题 20 余项，获发明专利

28 项，软件著作权 3 项。主编出版了我国首部《人工肝脏》、《感染微生态学》和教育部规划教材《传染

病学》等专著 33 部。发表论文 400 余篇，在 Nature、Lancet、NEJM 等 SCI 收录杂志发表 200 余篇。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1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浙江省科技进

步一等奖 6 项，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 1 项 , 教育部高校推广应用奖二等奖 1 项。2010 年荣获“全国优

秀科技工作者”称号。2014 年荣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和中

央电视台 2014 年度科技创新人物，2016 年荣获第十一届光华工程科技奖和第九届谈家桢科学奖临床医

学奖。

人体微生态是近年来发现的具有重要作用的“新器官”，是人类适应环境生存、健康、遗传、疾病和

衰老的主导者之一，而且是药物代谢、微生物耐药的重要载体。“人体微生态与健康和疾病研究”的兴起，

引发了生命科学、医学、药学、机械、信息和教育等领域的重大变革。全球高度重视“人体微生态与健

康和疾病”的产学研用，欧美等国在近十年已启动多轮重大研究计划，投资数十亿美元，试图引领和抢占

相关科技战略高地。因此，我国亟需设立“人体微生态与健康和疾病研究”的战略计划，这不仅关系到相

关的医学、生命科学、机械、信息等基础研究、产业行业的发展，甚至关系到我们民族的未来。

我国人体微生态研究起步较早、成果突出，创立了感染微生态理论，引领国际肝病微生态研究和应

用的发展，在人体微生态与消化、肿瘤及代谢性疾病等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李兰娟院士于 2013 年当选

国际人体微生物组联盟（IHMC）主席，作为大会主席主办第四届和第五届国际人体微生态大会，彰显了我

国科学家在该领域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

未来人体微生态与健康和疾病研究，应紧密围绕“人体与微生态相互作用”这一核心，抢占两个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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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人体微生态种质等实体资源，以及人体微生态与健康和疾病的大数据资源；在以下五个战略方向

的产学研用实现全球领先：（1）人体微生态与重要生命活动；（2）人体微生态与感染；（3）人体微生态与肝

脏疾病；（4）人体微生态组与消化系统肿瘤、代谢性疾病、精神性疾病及自身免疫疾病；（5）人体微生态与

健康和疾病的新技术和新方法。最终，在“人体微生态与健康和疾病”这一新兴而又极其重要的领域，实

现突破并抢占相关核心科技高地。

人体微生态与健康和疾病研究的实施，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基地建设，加大创新人才培养和引进力

度，加强国际合作与科学普及。

PL-02

Metabolomics	adds	function	to	genomic	sequence	interpretation

C. Thomas Caskey
美国 Baylor 医学院

C.Thomas Caskey, MD, FACP, FACMG, FRSC (Duke Med 62),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Clinical and Molecular Genetics.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olecular 

& Human Genetics-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which he established in 1971. With Dr. 

Marshall Nirenberg he discovered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Genetic code & elucidated the 

mechanism of peptide chain termination. Dr. Caskey discovered 34 disease genes includ-

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riplet repeat disorders (Fragile X & Myotonic Dystrophy). His 

STR identification system is internationally used by FBI, Interpol, CIA. In 1994 he became 

Sr. VP of Drug & Vaccine Development at Merck. Member of NAS, NAM, Royal Society of 

Canada.

Dr. Caskey is currently directing a program of Precision Medicine with Young Presidents Organization (YPO). 

Consultant to Human Longevity and member of the Board of Metabolon. His current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ap-

plication of whole genome sequence and metabolomics of individuals for disease risk and its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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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3

防控新形势下的HIV 相关检测研究

尚红

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尚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附属一院院长、检验科

主任、国家卫计委艾滋病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

组成员、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候任

会长、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等职。

系统阐述了我国艾滋病流行新特点及疾病转归关键因素；建立了国人临床常用

检验项目参考值并在全国推广应用。

在 Nature、Lancet Infect Dis、Clin Chem 等杂志发表 SCI 论文百余篇，以第

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法国医学科学

院 - 塞维雅奖等多项奖励。

艾滋病是全球范围内的严重传染病。当前我国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疫情总体处于低流行水

平，但男男性接触者（MSM）人群 HIV 感染出现快速上升趋势，易导致艾滋病疫情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

传播。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出 3 个 90% 的艾滋病防治目标，即 90%HIV 感染者了解自己的感染状态、

90%	诊断的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疗、90% 接受抗病毒治疗的 HIV 感染者实现病毒抑制。在此防控新形势

下，1、通过 HIV 核酸检测或集合核酸检测策略，有助于早期发现 HIV 感染者，同时确保血液安全；2、

通过 HIV 分子诊断技术，可发现并追踪 HIV 在我国感染者，特别是新发感染主体 MSM 人群的病毒起源

及传播路线，通过分子网络构建精准识别 HIV 传播网络中的关键人群，有针对地进行重点人群的发现及

干预；3、通过系统分析 HIV 感染后不同疾病进展以及抗病毒治疗后不同免疫恢复的患者，发现可以有效

预测疾病进展及疗效的创新生物标志物，对疾病进展进行早期干预；4、通过群体及个体耐药检测，分析

HIV 耐药发生、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为临床制定及调整抗病毒治疗方案提供依据；通过对病毒储存库

的检测，为探索临床功能治愈提供支撑。通过对 HIV 相关病毒及免疫学的检测，为实现三个 90% 的新防

控目标，降低艾滋病新发感染率、发病率及死亡率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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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4

检验医学的发展历程与展望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潘柏申，检验科主任，研究员。现任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第九届委员会主

任委员，卫生部临床检验标准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副主任委员，上海市生物医学工程

学会检验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曾任上海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第七届主任委

员。承担卫生部、科技部和上海市多项科研基金项目，曾获上海市医学科技奖二等

奖、2012 年上海市十佳医技工作者等多项荣誉称号。担任《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中华临床实验室管理电子杂志》副总编，发表文章 200 余

篇，主编、参编著作、教科书 20 余部。

我国医学检验实验室历经半个多世纪、几代检验人的努力，从纯手工操作、简单指标检测的“作坊

式检验”，飞速发展至当今现代化、自动化、智能化的实验室。除了场地、环境、检测设备等硬件条件的

极大改善，检验从业人员的数量、教育基础、专业素养、技术能力等均有了大幅提高，为临床提供的检

测项目、可承载的检测量、完成检测的速度更是有了成倍增长。同时，检验医学的理念也发生了巨大转

变，从以标本未中心转变为以患者和临床为中心。实验室管理和检测质量控制的科学理伦和实践经验不

断丰富，为患者和临床提供了更安心、更便捷的服务。随着交通、通讯的发展，国际化的交流合作也日

益频繁和深入。

当今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核酸、蛋白、糖类、脂质等分子水平的检测技术，以及以计算机

科学为基础的人工智能、网络通讯和大数据云处理等技术平台，给检验医学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与

挑战。

本报告将回顾我国检验医学的发展历史、展望未来发展动向，并提出如何把握机遇、应对挑战，赶

上科学和社会的发展潮流，让检验事业薪火相传、蓬勃发展的观点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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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准确性与参考区间可靠性

陈文祥

北京医院

陈文祥，北京医院老年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主任。1983 

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药学），1989 年和 2000 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

和临床检验诊断学），分获理学学士、硕士和医学博士学位。1983 至 1986 年在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从事药学工作，1986 年起在北京医院从事临床化学研究工作，

主要研究领域为动脉粥样硬化危险因素和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标准化。

临床检验在疾病诊断、危险分析、治疗决策和监测中发挥重要作用。检验项

目临床应用可大致概括为检验结果和特定标准（主要为参考区间）的比较过程，检验结果准确、参考区间

可靠是临床检验质量管理的基本问题。保证检验结果准确性需开展标准化工作，临床检验标准化的基本

原理是计量学溯源，计量学溯源的关键技术条件是参考系统（所追溯之源，主要包括参考方法和标准物

质），临床检验标准化的实质是将常规检验与参考系统相联系，从而建立和保持常规检验的准确性。临床

检验标准化伴随临床检验发展历程，近年临床检验参考系统建立实施更是取得明显进展，许多重要常规

检验项目实现较高标准化水平。关于参考区间，主要由于检验方法标准化程度不高，多年来一直主张使

用实验室或方法特异的参考区间，不同实验室的参考区间存在明显差异。随着临床检验标准化的不断进

展，许多常规检验项目检验结果的可比性大大提高，而参考区间的实验室间差异依然存在，其合理性近

年受到关注。许多近期研究显示，对于特定人群的多数常规检验项目，参考区间不存在明显地域差异，

使用统一参考区间不仅方便检验结果解释，更增加检验项目临床应用的有效性。近年我国对常规检验标

准化和参考区间进行系列研究，取得明显工作进展，对医疗卫生工作的有效开展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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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6

检验科：生物样本库建设、分子医学转化研究与精准医疗主力军

郜恒骏

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郜恒骏，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主任、上海分子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全国生物样本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

任委员、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生物样本库分会主任委员；同济大学医学院消化

疾病研究所所长、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委员 / 生物样本库与转化医学协作组组

长、Am J Digestive Disease 创办人、执行主编。主持多项国家科技重大项目。上

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上海市组织部领军人才。国家及上海市“千人计划”、教育

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评审专家。

十六年来，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系统生物学发展、组学分子医学大数据的挖掘使得预测、预

防、个性化治疗 3P	医学应运而生，以解决患者（P）诊治为目标，获得项目（P）经费、发表研究论著

（P）、获得科技奖（P）、申报有效专利（P）、产品开发（P）、应用到患者（P），实现社会与经济效益（P）的

8P 转化医学走向前台。分子水平的早期筛查、早期诊断与预后评估，药物靶点的发现、开发余应用面均

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精准医学即基于基因组学的个性化医学，2015 年初提出后倍受推崇。要成功的实现临床精准医学，

关键之一是要能将组学、高通量技术筛选的分子医学大数据转化为临床可应用的分子诊断标记物与靶向

药物。另一关键就是常言所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个“米”就是人类疾病与正常的队列样本。标准

化、符合临床客观规律的高质量人类疾病组织生物样本是极其珍贵资源，它是基础与临床组学研究的源

头与实现转化医学的核心环节所必需的“燃料”。2016、2017 年中国精准医学生物样本库成为资助的重点

内容。

过去 16 年，我们建立了生物样本库与上海张江生物银行（第三方储存中心）；成立了中国医学科学院

上海生物样本资源合作研究中心，探讨生物样本科学；牵头创办了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生物样本库分

会（BBCMBA）与国家生物样本标委会（	SAC/TC559），建立我国生物样本库行业及国家标准及教育培训、

学术交流与质控体系；牵头创办了中国生物样本库联盟（CBA）并承担国家人类资源共享平台上海创新中

心与中国虚拟样本库建设，促进生物样本共享应用；同时建立了国际一流的组学、高通量技术平台，联

合承担了精准医学重大项目：中国重大疾病与罕见病临床与生命组学数据库，形成分子医学大数据，并

积极开展转化研究，走通了从“样品”到“产品”快速转化研究并实现精准医疗。

作为实体肿瘤样本库的建设，多年来，病理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分子标记物的大样本验证

与转化研究，快速、便捷与广泛的临床应用，血、尿、便是最佳途径：非常有前景的血液液态活检（ctD-

NA/CTC）、血 DNA 甲基化、血浆 MicroRNA 等检测；尿液蛋白组 / 代谢组等研究发现的分子标记物可用

于多种肿瘤早筛早诊；消化道肿瘤尤其结直肠癌、胰腺癌等早筛早诊的粪便分子检测。大量的血液、尿

液、粪便样本集中在检验科，标准化、符合临床客观规律的血、尿、便等体液队列样本库，对组学 / 分子

医学的转化研究，实现精准医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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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7

Standardization	and	Harmonization	in	Laboratory	Medicine

Howard Morris
南澳大利亚大学， 国际临床化学和实验室医学联盟 IFCC 主席

Professor Howard Morris is Professor of Medical Sciences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and a Clinical Scientist in Chemical Pathology at SA Pathology, Adelaide, 

South Australia.

He has over 30 years’ experience in Clinical Biochemistry largely managing the En-

docrinology laboratory of a large public pathology service. 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pathophysiology of osteoporosis and the effects of vitamin D and dietary calcium.

Professor Morris is currently the President-Elect of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Clinical Chemistry and Laboratory Medicine and Chair of the IFCC – International Os-

teoporosis Foundation Joint Working Group on Standardization of Bone Marker Assays. His current professional 

interest is researching the quality use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nd demonstrating the value of laboratory medicine 

within the healthcare system.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 continues to be subject to intense pressures to improve performance and decrease 
costs. In laboratory medicine various pressures drive this process: (1) Globalization of laboratory practices with 
standardization and harmonization across national borders, (2) Global acceptance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as 
a foundation for best practice setting common critical clinical decision limits; (3) High investment costs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requiring international demonstration of cost effectiveness before acceptance 
by stakeholders funding health care services; (4) Re-evaluation of reimbursement from activity- to patient out-
come-based criteria. The profession has vigorously responded particularly through the IFCC and national profes-
sional societies establishing alliances with international metrology and regulatory agencies as well as the In Vitro 
Diagnostics Industr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Joint Committee for Traceability in Laboratory Medicine (JCTLM) 
is an important achievement. This movement has harnessed significant resources to markedly develop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in this area and demonstrated major progress to providing comparability with many clinical labora-
tory assays including cholesterol, PSA, plasma protein and haemoglobin A1c. Currently most clinical laboratory 
analytes are not suitable for assay standardization strategies. A second approach is 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for Harmonization in Laboratory Medicine formed to develop an infrastructure to coordinate international harmo-
nization activities. The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for these developments including the provision of resources 
remain current issues for our pro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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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8

Pediatric	Laboratory	Medicine	and	Pediatric	Reference	Intervals

Patricia M Jones
美国达拉斯儿童医学中心 美国临床化学协会 AACC 前主席

Patti Jones PhD DABCC FACB is currently the Clinical Director of the Chemistry 
and Metabolic Disease Laboratories at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Dallas, TX, and Pro-
fessor of Pathology at UT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She did her clinical chemistry 
training at UT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and was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of Clinical Chemistry in 1992. Her primary interests are in inborn errors of metab-
olism (IEM) testing, and pediatric laboratory medicine in general, including pediatric ref-
erence intervals. She also teaches IEM testing and basic chemistry lab testing to residents 
and fellows at UT Southwestern and its associated hospitals.

Patti served as President of the AACC in 2016. She has been a member of the AACC 
since 1986, and a Fellow of the AACC’s Academy (NACB) since 1997 and is actively involved in both the AACC 
and its Academy. In the past she has served as President of the NACB, on the AACC Board of Directors, as Chair 
of the AACC Pediatric and Maternal-Fetal Division, as Chair of the Texas Section and as secretary of the TDM/
Toxicology Division of the AACC.

Pediatric laboratory medicine involves more than performing tests used to diagnose and monitor disease 
states. Monitoring of norm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al states is also involved. Basic metabolic processes and 
body chemistries change as the individual moves from birth through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and into adult-
hood. The child anywhere along the normal developmental continuum differs in many respects from an adult. In 
addition, the disorders and diseases seen in children are often distinct from those seen in adults. Pediatric laborato-
ry testing thus often requires specialized tests, for example for such esoteric conditions as inborn errors of metabo-
lism.

Because pediatric laboratory medicine covers such a broad spectrum of testing and because small volume 
samples are common in pediatrics, testing paradigms may be diverse, reflecting these different needs. Laboratories 
that serve predominately pediatric populations often require more personnel and utilize technologies not routinely 
found in adult laboratories such as mass spectrometry. Test reporting paradigms that utilize pediatric reference 
intervals are also necessary. Additionally, even testing that is commonly found in adult laboratories may require 
different parameters in a pediatric lab. For example, alcohol and drugs-of-abuse testing are uncommon in very 
young children, however drug testing for prescription drugs or over-the-counter medications that have been acute-
ly ingested is a relatively common occurrence.

Included in this talk are some of the basic day to day mechanics of pediatric laboratory medicine, including 
dealing with small volume samples, and obtaining and using pediatric reference intervals. Testing for some disor-
ders which are specific to the pediatric population will also be mentioned brie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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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9

CLSI	and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Providing	Tools	for	Success	in	

Improving	Laboratory	Quality

Carl D. Mottram
美国梅奥医学中心 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 CLSI 负责人

Professor Mottram holds the academic rank of Associate Professor of Medicine in 

the Mayo Clinic College of Medicine. He is the Director of the Mayo Clinic pulmonary 

function laboratory. He serves as the President-Elect of the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

dard Institute (CLSI) and also serves on the National Board for Respiratory Care (NBRC). 

Professor Mottram is a recognized expert in the field of pulmonary diagnostics, has pub-

lished numerous articles, and is the author and editor of the definitive text in pulmonary 

function testing.

The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CLSI) is a recognized global lead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atory standards. We do this by bring together the global laboratory community for a common cause: fostering 
excellence in laboratory medicine. A key driver in all CLSI documents is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QMS) 
model. The QMS identifies 12 quality system essentials and applies them across the path of workflow. This model 
has been implemented and successful in large academic medical centers and resource constrained laboratories. We 
will briefly review the QMS model, the advantages of the using the model and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exam-
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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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1

2017 医疗改革政策对医院未来的影响

俞新乐

浙江省卫计委医政处

俞新乐，现任浙江省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处处长，浙江省医师协会副会长，浙

江省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先后在复旦大学、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研修医院管理。曾参

与国家公立医院改革课题研究及浙江省公立医院改革相关政策制定。

S-02

《医学检验实验室基本标准和管理规范》的政策解读

彭明婷

国家卫生计生委临床检验中心

彭明婷，研究员，国家卫生计生委临床检验中心副主任兼血液体液室主任，国

家卫生标准委员会临床检验标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长期从事血液与体液检验的质量评价与质量改进工作，负责该领域全国室间质

量评价的开展、参考系统建立与应用、技术标准的制订、质量改进计划的实施。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等课题。是 13 项行业标准的

第一起草人，参与制订多项国际指南。作为第一完成人获中华医学科技奖和北京市

科学技术奖。

《医学检验实验室基本标准》、《医学检验实验室管理规范》是《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

干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配套文件	。讲者将介绍文件起草的

依据、过程，以及独立医学检验实验室在设立和运行过程中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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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3

医院检验科如何看待第三方实验室

郝晓柯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郝晓柯， “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1993 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现任第四

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全军临床检验医学研究所所长、检验科主任，教授，主任

医师，博士生导师。担任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检验

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国生化学会临床应用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分会副理事长、全

军检验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卫计委全国临床检验标准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中国合格评定认可委员会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等。长期从事临床检验诊断的研

究，在肿瘤分子诊断及临床分子微生物研究方面取得一定成果。承担国家 “863”

重大课题、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国家重大专项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12 项，

近 5 年来获得课题研究经费 1780 多万元；在《Cell Research》、《PNAS》等杂志发表 SCI 论文 48 篇，出版

专著 4 部。获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1 项，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总后优秀教师，军队院校育才奖

“金奖”，国家精品课程和国家级教学团队。

根据卫生统计年鉴的统计，2015 年全国公立医院的检查收入已达 2,235.38 亿元，国内第三方医学检

验机构营业收入规模总计为 100 亿元，占医学检验市场的份额为 5%。虽然第三方检验与公里医院相比，

还是“小巫见大巫”。

然而，随着政策的不断放宽及国家对公立医院的改革，推进了公立医院与第三方检验机构的合作势

在必行。目前我国的公立医院中的三级甲等一般只能提供 300 ～ 500 种检验项目，且存在检验项目少、

检测成本高、投入大等问题。但大型的独立医学实验室可以提供 2000 余种检验项目，不仅可以扩充公

立医院的检验项目，还可以提高检验效率及降低成本。而且，随着精准医疗的发展，公立医院很难对高

精尖的检验手段进行大的投入，但与第三方检验机构合作，利用集约化高效管理，可以实现降低运营成

本、并提高利润。对于一般的检测项目，国家不断推动对医疗检验服务降价，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公立医

院的利润空间。公立医院也会选择性对于利润空间低的项目与第三方合作。

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家对第三方检验的政策放开和鼓励，第三方检验机构在

与公立医院互补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和冲击，特别是对一些粗放式经营的医院和中小型医院

的发展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包括多种高精尖的技术的开展、业务的分流，以及高端人才在一定程度上的

流失等。

第三方医学检验行业的发展，是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医疗控费的必然需求。即使对于很多三

甲医院来说，有些检验项目对设备、人员要求也很高，投入很大，单家医院样本量有限，投入巨资、装

备齐全的实验室是对医疗医院的巨大浪费。而基层医疗机构对大型医疗设备的使用频次则更低，通过集

中承接和外包给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不仅节省投入，同时也可提高专业化水平和规模效益。

可以预见，医院里的检验业务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独立设置医疗机构与医院相关科室，既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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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竞争，各自在竞合环境中将会得到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以共同服务于中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完善对

国民健康的照护。

S-04

DIC 诊断专家共识（2017 版）解读

胡豫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胡豫，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副院长

华中科技大学血液病学研究所所长，血液科主任，博士生导师

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教育部新世纪百千万人才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血栓与止血学组组长

中国医师协会血液学分会副会长

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实验血液学会副主任委员

国际血栓与止血学会教育委员会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生物治疗学会常委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细胞研究与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委

湖北省医学会血液病分会主任委员

《临床急诊杂志》主编

《中华血液学杂志》副主编

《临床血液学杂志》副主编

《Thrombosis Research》副主编

《柳叶刀中文版》编委

《Thrombosis Journal》编委

《Chinese Medical Journal》编委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是临床常见的危重综合症，由于其临床表现多样化，没有一个单一的指标同时具

有足够的灵敏性和特异性，因此，DIC 的诊断仍然是一项需要丰富专业经验和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为进一

步推进中国 DIC 诊断的科学化、规范化，统一诊断标准，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血栓与止血学组于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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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通过多中心、大样本的回顾性与前瞻性研究，建立了中国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诊断积分系统（Chinese	

DIC	Scoring	System，CDSS），3 年来，通过在全国 18 家大型医院进行推广应用，其科学性、可靠性和实用

性得到了充分肯定，2017 年 6 月被正式写入《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诊断中国专家共识（2017 年版）》，本讲

座中作者将围绕积分系统的讨论、制定和推广应用全过程，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读：

为何要建立诊断积分系统

如何建立积分系统及其特点

中国诊断积分系统效能如何

病例应用

发展方向展望

总结：准确的诊断对 DIC 的治疗十分重要，DIC 评分系统是关键第一步。CDSS 积分系统适用于感染

/ 血液肿瘤等疾病评估，且诊断效能（敏感度和特异度）优于 JMHW	和	ISTH 系统。CDSS 积分系统可用来

预后判断、疾病严重度评估。将整合新指标于积分系统，提高早期诊断与精准分层。

S-05

血栓性疾病的精准防治

周洲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周洲，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毕业于美国贝勒医学院 (Baylor College of Med-

icine)，获得心血管科学博士学位。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实验诊断中心主任，“心血管

疾病分子诊断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现任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心血管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精准医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临床实

验室管理学组委员，北京医学会医学遗传学分会委员。

2013 年入选中组部第 5 批“青年千人”计划，2015 年获评北京市西城区“百

名英才”优秀青年人才。

主要研究方向为遗传性心血管疾病的分子机制研究及基因诊断方法开发。

作为第一或通讯作者在权威期刊 Circulation 等发表论文 30 余篇，在美国血液学年会等国际学术会

议作特邀报告 10 余次，获得第 23 届国际血栓与止血会议青年科学家主席奖。近 3 年主持并承担国家自

然基金项目以及省部级 10 余个基金项目。

在抗栓药物基因组学研究中，可以通过对某些生物标记物的测定，预测患者对相应治疗是否敏感，

对药物治疗效果进行优化（选择治疗敏感的人群）并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通过对氯吡格雷和华法林用药

基因检测的临床背景，药代通路，国内外学术和政府机构的官方态度政策解读及最新指南介绍，并结合

实际临床工作和病例分析，指出基因型指导抗栓个体化治疗的重要性和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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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6

肿瘤相关的凝血异常

吴俊

北京积水潭医院

吴俊，医学博士，博士后，主任医师，北京大学副教授，硕士导师，北京积水

潭医院检验科主任。

国际血栓与止血学会 (ISTH) 青年专家工作组 (YPTF) 委员，中华检验学会青委副

主委，中国中西医检验学会青委，北京检验学会血凝学组长，北京医院协会临床检

验管理委员会常委 / 秘书。北京血栓与止血学会常委。中华医学检验杂志、北京大

学学报（ 医学版）、中国医学论坛报等杂志编委及审稿。参编、副主编著作 6 部，

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40 余篇。获得多项研究基金，2016 年入选北京市 215 高层次

人才。

随着疾病谱的变化，肿瘤性疾病的发病率逐年增高。肿瘤相关出血及血栓问题已经是影响肿瘤治

疗，预后的重要因素。肿瘤凝血的激活（机制不清）可以形成动/静脉血栓，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和纤溶(DIC/

ICF)，纤溶亢进；另一方面，肿瘤免疫介导的 FVIII 抑制物，获得性 von	Willebrand 综合征等导致出血；

药物治疗上，L- 门冬酰胺酶导致凝血因子消耗，吉西他滨引起血栓性微血管病，沙利度胺，贝伐单抗引

起内皮细胞功能异常，可以导致出凝血异常；血小板激活和功能异常与肿瘤转移、炎症反应具有重要关

系。肿瘤凝血研究，急需启动！

S-07

“双一流”建设中如何发挥检验学科的作用

胡翊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胡翊群，专业方向为恶性肿瘤血栓形成机制、红细胞疾病诊治。现任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检验系教授、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瑞金医院内科主任医师、血液教研室主任；欧洲血液学会委员、国际血栓止

血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血液学会实验诊断和红细胞学组会员。曾获国家级、部

市级科研和教学成果奖多项，曾获上海市政府质量金奖。参与制订国家临床医学八

年制和五年制教学计划，参与制订国家医学教育质量评估标准，参与制订国家执业

医师资格考试标准，担任上海市毕业后全科医师和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项目面试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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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担任《诊断学》、《中国试验诊断学》、《检验医学》等杂志副主编。

当下的学科建设，规划是最重要的。而学科建设的目光，往往投向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这样的一级

学科；学科建设的重点，则倚重内外妇儿和细胞生物学等传统二级学科学科。即便“一流大学，一流学

科”建设的目标并非所有医疗机构的要求，但抓住契机提升学科水平始终是发展的根本。

通过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科研显示度和医学技术学科的表现，可以发现存在与国内其他医学院

校和附属医院类似的问题：重科研的论文和成果，缺临床问题的解答和临床研究的关注。毫无疑问，本

轮学科建设中心将围绕临床研究展开。作为临床诊治和临床研究不可或缺的检验学科，完全可以一样本

和身边大数据为基础，在临床发起的队列研究和检验数据引领的针对个别问题的回顾与前瞻性研究中，

发挥重要作用，提升学科水平。拟从“如何提出高质量的临床问题，如何利用好身边资源和临床研究中

需要注意的问题”几个方面，通过对案例分析、已有数据的采用等角度，探讨检验学科的建设途径。

S-08

Liquid	Biopsy:	Highlights	from	ASCO	2017

饶建宇

美国 UCLA 细胞分子中心

饶建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病理学及流行病学终身教授，细胞病理

学科主任，国际远程病理学科主任及细胞技术学校医学主任。曾获华尔街杂志年度

医生 (2005)，年度国际健康领域科学家 (2003、2006) 等荣誉，入选中组部千人计划 

(2013)。饶建宇教授在癌症分子标志及预防研究领域获得包括NIH在内的多项基金，

发表论文 160 余篇，参编专著 10 余部，担任分子细胞病理学专著 (Springer) 共同

主编。他有多项生物医学发明专利。饶建宇教授在多个医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

包括首创国际远程病理项目，阐释细胞骨架蛋白 Actin 重构在癌症发生发展中的作

用，及细胞纳米生物力学特性作为肿瘤标志物的开创性研究。

In ASCO 2017 annual meeting, held in Chicago from June 2-5, liquid biopsy was still a hot topic.

This meeting arranged an ASCO/AACR Joint Session: Liquid Biopsies with 1,500 attendees, and received 54 

abstracts related to liquid biopsy.

Most experts in the field believe that liquid biopsy represents an excellent alternative for ascertaining tumor 

genomic data over tissue. Blood-based liquid biopsies provide readily accessible information especially when tis-

sue sample is not available or difficult to obtain. Currently,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TCs) and circulation tumor 

DNA (ctDNA) are the most developed and readily applicable assays.

The meeting highlighted several studies. A study from ASCO2017 tested mutation from plasma exoso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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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cleic acids (exoNA) and cfDNA in 43 advanced cancer patients. ExoNA can better reflect underlying cancer bi-

ology and is the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for patient survival. Two studies from Germany and Korea showed 

ctDNA is a potential marker of residual disease after resection and may determine which patients will experience 

recurrence.

Because the genomic landscape of each individual tumor is heterogeneous and changes over time, longitudi-

nal surveillance of clonal evolution is essential. However, this cannot be effectively achieved using tissue biopsy. 

A study from Italy indicated the sampling and analysis of circulating tumor components enable minimally invasive 

monitoring of tumor evolution over time in the clinic, and could help oncologists identify secondary treatment op-

tions. A new test highlighted in the ASCO 2017 press program uses high-intensity sequencing on ctDNA. It offers 

an unprecedented combination of breadth and depth, surveying 508 genes and yielding about 100 times more data 

than other currently used approaches. This findings show that high-intensity circulating tumor DNA sequencing 

is possible and may provide in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potentially without any need for 

tumor tissue samples.

There is plenty of optimism, particularly in regards to the use of liquid biopsies as a complement to exist-

ing diagnostic options. Two different liquid biopsy companion diagnostic tests for EGFR mutations in plasma 

ctDNA have been approved by the regulatory agencies in Europe and the USA for the selection of patients with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for anti-EGFR treatment in clinical practice. Some challenge remains, including how 

to enrich tumor cells from peripheral blood as well as how to increase the sensitivity as well as specificity of the 

detection. The clinical utility for most of these tests remain to be validated in large scale, prospective trials. ASCO 

and CAP have teamed up to deliver a formal positioning statement to establish standards for scientific validation, 

recognizing the field is now taking giant steps forward.

S-09

生物标志物的研究与转化应用

潘世扬

江苏省人民医院

潘世扬，教授、研究员、主任医师和博士生导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检验学部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医学检验系主任。中华医学会检

验分会常务委员兼任临床生化检验专业学组组长，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常务

理事，江苏省医学会检验分会前任主任委员和《中华检验医学杂志》编委 , 是多本

SCI 杂志编委及审稿专家。

主要从事临床重大疾病诊断与治疗分子标志物的研究，新发现并命名了用于非

小细胞肺癌等肿瘤诊断与治疗的分子标志物 SP70，制备了针对 SP70 高度特异性和

高亲和性单克隆抗体NJ001，以此建立了针对新肿瘤标志物SP70 的包括免疫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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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SA 和循环肿瘤细胞在内的系列检测技术，用于肺癌等肿瘤的临床诊断、疗效观察及预后判断。基于

SP70 肿瘤标志物的肿瘤液体活检创新技术，潘世扬教授正在牵头开展多项注册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近5

年主持10多项国家和省级课题，发表SCI收录高水平研究论文50余篇，主编200万字《临床分子诊断学》

由人民卫生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获得美国及中国发明专利共计10余项，多个项目实现了产学研转化。

实验诊断是现代医学重要的手段与支撑，绝大部分临床医学信息的重要来源。实验诊断除依赖于各

种实验检测技术平台，更严重依赖于对疾病具有重要诊断、疗效评估与预后判断价值的核心生物标志

物。核心生物标志物是指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特异性存在，并且其量的变化与病情严重程度及转归等

密切相关。核心生物标志物的存在可能是疾病发生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临床重大疾病核心生

物标志物的研究始终是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检验医学研究的核心。虽然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许多

具有重大临床价值的生物标志物分子，但是对于临床复杂性重大疾病的精准医疗帮助仍然不是十分明

显。其关键原因在于，目前还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核心生物标志物分子被发现并转化应用于临床。由于

绝大多数复杂性疾病存在多病因多阶段的过程，机制复杂；已发现的疾病相关分子多半与复杂性疾病（如

肿瘤）的关联度不高。疾病的核心生物标志物发现与转化应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短则数年（如单基因遗

传性疾病），长则数十年（如肿瘤等复杂性疾病），疾病的基因分子标志物是这样，蛋白类的标志物大分子

更是数十倍于此！研究新核心生物标志物并转化为临床应用，总体需要经过：发现（discovery）；合格性

评价 (qualification)；确认 (verification)；临床适宜方法学优化 (assay	optimization)；临床评估	(clinical	evalu-

ation)；临床推广应用（commercialization）。在此过程中，需要包括各种现代实验技术手段和大量的临床资

源，因此非一个单位所能够独立完成。新肿瘤标志物 70 蛋白（SP70）的发现及转化应用是国内外合作的

重要成果之一，可为未来包括非小细胞肺癌等肿瘤的临床诊治提供重要的帮助，并推动包括肿瘤液体活

检在内等新技术的进展。核心生物标志物的研究与发现对临床疾病的诊治意义重大，我们在追赶国际医

学前沿的过程中，如何弯道超车？其中，对临床重大疾病核心生物标志物的研发与临床转化应用，是我

国检验医学工作者的核心任务之一。

S-10

		免疫检测点阻断治疗评价体系

康熙雄

北京天坛医院

康熙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临床检验诊断学、临床免疫学专

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实验诊断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临床检验诊

断学系主任、兼任吉林大学教授、重庆医科大学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导，

全国高等教育委员会诊断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

会医学技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副主任委

员、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临床应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分会第三届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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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理事、常务理事、理事长，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第六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现场快速检

测（POCT）装备技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精准检测和精准诊断专家委员会第

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电器设备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医用设备分技术委员会

（SAC/TC338/SC1）委员，全国医用临床检验实验室和体外诊断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36）委员，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生物芯片分会常务委员，北京市免疫试剂临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住

院医师（检验医师、检验技师）培训基地主任，《中华检验医学杂志》等 7 个专业杂志编委，编写著作 30

余部，撰写论文 200 余篇，培养硕博研究生 80 余人。承担国家 863,973 等课题数项，2011 年荣获“科学

中国人”奖。

靶向免疫检查点蛋白 CTLA-4、PD-1/PD-L1 的单克隆抗体在部分国外已经被批准用于治疗多种类型

的恶性肿瘤。然而，目前只有少部分患者能够响应这种革命性的疗法。在临床肿瘤学实践中，免疫检查

点阻断疗法的应用范围正在迅速扩大。随着新药的获批，这一趋势将继续增长。因此，全面理解这类疗

法相关的益处和风险对患者来说至关重要。由于免疫检查点抑制疗法引发了独特的抗肿瘤机制，因此使

用这类药物的患者可能会产生传统的肿瘤响应标准（tumor-response	criteria，如 WHO 标准、实体瘤响应评

估标准（RECIST））中没有包含的肿瘤响应模式。举例来说，在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一小部分患者

中，响应可能在肿瘤负担初始增长后（after	an	initial	 increase	in	tumor	burden）或者新病变出现时或出现后

（during	or	after	the	appearance	of	new	lesions）才被检测到。根据 WHO 标准和 RECIST，这些事件将被归类

为肿瘤进展，也被称为“假性进展”（pseudoprogression）。在假性进展的情况下，成像所检测到的肿瘤体

积的增加被认为是 T 细胞浸润（免疫激活的结果）导致的，而不是由肿瘤细胞增殖引起的。免疫细胞分散

在肿瘤的核心和边缘。研究表明，与对单个区域进行分析相比，分析 TILs 在肿瘤两种区域的存在提高了

不同组早期结直肠癌患者生存预测的准确性。这些成果为对肿瘤核心和侵袭性边缘（invasive	margin）进行

免疫细胞浸润系统性的评估提供了理论基础。这种方法被称为免疫评分（immunoscore）。作者尝试了建立

常规化抗胶质瘤免疫评分的方法，得到了部分结果，在学会中交流。

S-11

血脂管理新理念助推检验医学发展

汪俊军

南京军区总医院

汪俊军，南京总医院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全军临床检验医学研究所检验科主

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 “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临床生物化学专业组”副组

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检验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生物化学专业

委员会”、“江苏省医学检验分会”副主任委员等。主要从事脂蛋白与动脉粥样硬化

发病机理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160 多篇，其中

SCI 论文 40 篇；以第一完成人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 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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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CVD）是目前全球范围内造成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CVD 的预防应联合实施初级、一级

和二级预防策略；特别是在一级和二级预防的基础上进行“初级预防”，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预防 ASCVD

危险因素的发生，是 CVD 防治工作的重点。以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或总胆固醇升高为特点的血

脂异常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重要的危险因素。降低 LDL-C 水平，可显著减少 ASCVD

发病及死亡危险。近年来，国内外血脂异常管理指南不断更新，始终坚持总体心血管事件的危险评估，

以降低 ASCVD 风险为干预目的；强调以 LDL-C 作为首要干预靶标，以他汀类药物治疗作为主要手段。

多项大规模临床试验一致显示，他汀类药物在 ASCVD 一级、二级预防中均能显著降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危险；他汀类已然成为临床防治 ASCVD 最为重要的药物。此外，饮食治疗和生活方式改善也是治疗血

脂异常的基础措施。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是降低 ASCVD 风险的重要策

略。临床血脂异常管理工作中，针对调脂治疗是否应设定目标值？有部分国外新发表的指南不再推荐设

定目标值，其理由是，尚无随机对照研究证据支持具体的治疗目标值是多少，也不知道何种目标值可带

来 ASCVD 危险最大幅度的降低。然而，在我国尚无任何证据和理由支持取消调脂目标值；因此设定目标

值仍是有效、安全、合理，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此外，针对血脂检测是否应空腹？国外也有多项临床

研究显示，空腹和非空腹测得的血脂水平对心血管事件危险评估的参考价值一致。部分新发表的指南也

推荐血脂测量空腹和非空腹均可。但在我国，尚缺乏非空腹血脂检测的临床证据，为保证患者对血脂检

测的依从性，仍推荐在空腹状态下进行血脂检测，建议合理进行非空腹检测。国内外不断更新的血脂异

常管理指南，各有亮点，但核心理念仍是以降低 ASCVD 风险为干预目的，以 LDL-C 作为主要干预的致

动脉粥样硬化脂蛋白，以他汀类作为首要调脂治疗药物。我国的临床血脂异常管理工作，需结合我国国

情，调脂治疗目标值的设定、空腹或非空腹血脂检测的应用仍需要进一步针对中国人群的大规模临床试

验加以研究与支持。

S-12

高敏肌钙蛋白应用进展及挑战

张义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张义，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检验医学中心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临床生化专业

组委员，中国生化学会临床应用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分会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

学会检验医学技术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免疫学会免疫技术及标准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学会检验分会副主任委员等。《医学检验与临床》杂志副

主编，《中华临床实验室管理电子杂志》、《国际检验杂志》等编委，《中华检验医学

杂志》特邀审稿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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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7 年公布的《中国心血管病报告 2016》，我国心血管病危险因素流行趋势明显，心血管病患

病率及死亡率仍处于上升阶段。据统计，2002 ～ 2015 年急冠脉综合征死亡率总体呈上升态势，其发病急

骤、致死率高，如能对急性胸痛患者进行及时诊断及治疗，可有效降低心血管病事件发生。

心肌肌钙蛋白（cardiac	troponin，cTn）具有高度的心肌特异性和敏感性，美国心脏学会、欧洲心脏病

学会和世界心脏联盟等均推荐将 cTn 作为急性心肌梗死诊断的首选标志物。随着临床需求和检验技术的

不断发展，高敏心肌肌钙蛋白（high-sensitivity	cardiac

troponin，hs-cTn）检测应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尤其是 hs-cTn	1 小时检测在心血管病事件风险预测、

诊断、鉴别诊断及预后危险分层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2015	ESC 指南基于最新临床研究显示，hs-

cTn 检测可显著提高心肌梗死患者检出率，同时可降低不稳定性心绞痛患者的误诊率。与此同时，hs-cTn

的大量检测需求也给临床医师及检验人员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如深入探讨 hs-cTn 检测影响因素分析，单

一升高结果需及时与临床沟通，及时复查，必须结合患者病史综合临床症状及心电图变化综合评估；如

何规范 hs-cTn 检测流程，包括复查及间隔时间；如何缩短 hs-cTn 检测时间并提高其检测准确度等。上述

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解决，并经过大规模临床试验进行证实。

随着 hs-cTn 检测规范化和标准化的提高以及多中心大数据资源的丰富，我们将能够更好地关注 hs-

cTn 在心血管疾病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中的重要作用，早期识别或排除心血管事件高危患者，最终使患者

早期获益。

S-13

我国临床微生物室能力分级初探

胡继红

卫生部北京医院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胡继红，主任技师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微生物室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院病原生物系硕

士。

1987 年在北京医院检验科微生物室工作，至 1999 年调入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微生物室，负责全国临床及疾控中心微生物室间质量评价项目，及推进临床微生物

检验标准化、质量控制、实验室生物安全、专业技术培训等工作。

研究方向：临床微生物检验质量控制及病原诊断和药敏方法学研究、病原微生

物基因诊断标准化研究。

主持完成 3 项临床检验行业标准；参加“八五”、 “863”、”十二五支撑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

国家重大课题 7 项，获局级科研成果 2 项。

现学术任职：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理事、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实验室生物安全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中国微生物学会临床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卫生部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

装备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微生物学和免疫学分会临床微生物学组委员、北京市医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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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专业委员会委员、医学参考报微生物与免疫学频道编委、《中国抗生素杂志》编委等。

国家卫生计生委于 2017 年初下发国务院《“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将分级诊疗置于改革重

点任务之首，今年 85% 以上的地市要开展分级诊疗试点；去年底发布的《关于提高二级以上综合医院细

菌真菌感染诊疗能力的通知》要求，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加强临床微生物等相关学科建设，为临床微生物室

能力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于2016年底及2017年初发表了《临床微生物学实验室建设基本要求专家共识》（马

筱玲等）和《细菌与真菌涂片镜检及培养结果报告规范专家共识》（王辉等），对实验室基本建设及细菌和

真菌检验的能力分级分别进行了阐述，为广大的微生物实验室提出了能力要求。通过目前对全国室间质

评的参评实验室调查发现，微生物室从固定技术人员数量、实验室面积、仪器设备、技术手段、人员的

技术能力等距离专家共识的要求均有不同程度的差距。

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微生物室整体水平较国外低，技术管理尚未规范，虽然近年来微

生物室的建设及硬件购置较过去有了长足进步，但 2000 余家三级医院的微生物室之间、二级医院中已设

立微生物室之间的检测水平参差不齐，与所在医院的抗感染治疗、感控及耐药监测的需求有较大差距。

此外，三级医院和二级医院微生物室均包含了省级、市级、地市级和区 / 县医院，只是比例不同，而来自

同一级别的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的实验室能力也不能一概而论。微生物室人员的能力除了硬件、仪器设

备是重要技术手段外，人员的专业素养又尤为关键。

实验室间质量评价是对实验室能力评价的重要手段，如何挖掘更多的信息，对不同能力的实验室科

学合理的评价，对于实验室管理、改进和发展有重要作用。实验室能力围绕着对各种病原体的实验室诊

断，包括传统的染色技术、分离培养技术、鉴定技术，以及对国际上已建立规范的不同种类病原菌的药

物敏感性方法。此外，对于慢生长和难培养的病原微生物运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和免疫学方法快速检测，

是实验室能力的另一重要体现，也是专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传统技术和现代方法学的掌握和熟练运

用，是各级微生物室都要面临的能力建设的严峻挑战！

S-14

个体化检验在微生物检验领域的新视野

张钧 , 谢鑫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张钧，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检验科科副主任；社会兼职：中华医学会检验

分会青年委员 ; 浙江检验医学会委员兼秘书、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浙江肿瘤标

志物委员会委员；全国医师定期考核专业编辑委员会委员 ; 普通高等教育医学检验

专业本科生教材 << 临床免疫学检验 >> 编委，Medicinal Research Reviews,Gastro-

intestinal Cancer: Targets and Therapy 等杂志评审专家。2010 年在美国梅奥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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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学习。

主要研究兴趣：肿瘤免疫；感染与肿瘤；个体化医学 ; 生物标志物的研究及临床应用；转化医学（临

床诊断试剂、单克隆抗体制备）。作为主要研究者参与或主持了国家自然基金课题 4 项 , 浙江省自然基金

3 项 , 省厅级课题多项 , 近年发表学术论文近 50 篇 , 其中 SCI 近 30 篇。参编教材 2 部 , 获浙江省政府科技

成果三等奖 2 项、浙江省卫生厅科技成果二等奖 1 项。

个体化检验诊断是综合当前最新的检测技术，对个体进行合理和特异性评估，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

或药物，是个体化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个体化检验在微生物检验领域应用的经典范例是临床微生物实验室基于微生物菌种鉴定与体外药物

敏感性试验结果出具检验报告，从而为病人选择有效抗菌药物进行抗感染治疗提供参考。

由于病原微生物自古以来与人类之间就是一个不断斗争、妥协与共同进化的关系，其在体内环境具

有动态特性，其临床表型（如：耐药性、毒力特征）受包括宿主互作、抗生素用药、基础疾病等多种因素

影响。如何利用相关个体化差异，设计出基于关键性靶点（如：毒力基因 , 重要的耐药基因）检测的致病

性病原微生物临床检验诊断新技术，是未来个体化检验发展的新目标。

现以临床致病性解脲脲原体的个体化检测的探索为例来说明。解脲脲原体是人类泌尿生殖道常见的

共生型条件致病菌，常规的临床检验手段通常难以区分定植或感染，给临床判断是否需要治疗带来不

便，易导致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与过度治疗。为探索解脲脲原体各生物群及亚型与致病性之间的关联，

本课题组首次构建了解脲脲原体的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方案及其扩展方案（eMLST，包含 2 个毒力基

因），并进行了ST分型的流行病学和致病性研究。结果显示，解脲脲原体克隆复合体2亚群（sub-group	2）

菌株与阴道炎、输卵管阻塞与宫颈炎等泌尿生殖道疾病关联更为密切，解脲脲原体的致病性往往与不同克

隆型密切相关，而具有致病性的菌株则可能通过克隆传播在部分易感人群中播散。上述研究为个体化检验

在微生物检验领域的应用提供新思路，也为探索解脲脲原体感染的致病机制提供新的线索和研究手段。

S-15

细菌性腹泻实验诊断

孙自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孙自镛，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6 年同济医科大学卫生系毕业并获医学学士学位。2004 年获内科学博士学

位。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检验科主任、湖北省细菌耐药监测

中心主任、国家卫生计生委临床检验标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

委员会实验室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医学实验室主任评审员。

所在实验室于2005年、2016年分别通过ISO15189、美国病理家学会（CAP）认可。

主要从事细菌耐药性监测、感染性疾病实验诊断、医学实验室管理的医教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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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泻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尤其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2017 年 5 月 WHO 的实况报道显示，腹泻病是

全球儿童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大多由被污染的食物和水源造成。感染造成的腹泻是发展中国家普遍

存在的问题。

腹泻病是五岁以下儿童的第二大死因，每年导致 52.5 万名儿童死亡。过去，严重脱水和体液丢失是

腹泻死亡的主要原因。现在，脓毒性细菌感染等其它因素在所有腹泻相关死亡中所占的比例可能越来越

高。此外，腹泻是造成五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的主要原因，而营养不良或免疫功能低下儿童的生命极易

受到腹泻威胁。

本讲座依据 2017 年 1 月 15 日发布的卫生行业标准“细菌性腹泻临床实验室诊断操作指南”介绍细菌

性腹泻实验诊断的标本采集和运送、标本接收和拒收、实验室检查过程，以及需要特别关注的细菌性腹

泻，以便为腹泻病的临床诊断、治疗、预防控制提供依据。

S-16

华人药敏试验委员会成立及工作目标

徐英春 1, 俞云松 2, 赵明 3, 杨启文 1

1. 北京协和医院

2.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3.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评价中心

徐英春，研究员。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主任，临床生物标本管理中心主任，临

床检验诊断学系主任 .

兼职：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委员及临床微生物学组副组长、中央保健委员会会

诊专家、国家卫计委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与细菌耐药评价专家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

任，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常委、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检验医学专业委会副主

委，北京医学会检验分会副主任委员。全球华人临床微生物感染病学会理事长，世

界华人检验舆病理医师协会副会长。欧洲临床抗菌药物敏感实验委员会华人抗菌药

物敏感试验（ChiCAS）分委会主任委员。

一、成立 ChiCAST 的意义和必要性

抗生素耐药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2016 年 5 月，“金砖”一词的发明者、著名经济学家、英国财

政副大臣 Jim	O´neill 率领的抗生素耐药委员会发布最终报告：提出“抗生素的使用必须建立在实验室检测

的基础上”“（No	Antibiotics	Without	Test）。2016 年 9 月，联合国将首次专门召开关于抗生素耐药问题的特

别联大。	2016年9月中国举办G20杭州峰会期间元首们热议的问题。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抗生物耐药工作。

2012 年，出台了抗菌药物临床管理办法（卫生部８４号部长令），号称史上“最严限抗令”。国家卫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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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委成立了合理用药委员会和抗生素耐药监测网络。2015 年，成立 14 部委发出“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

计划”。同时，国家卫生计生委 2017 年 1 月成立“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与细菌耐药评价专家委员会”、加强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技术支撑体系建设也是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抗菌药物临床

应用管理遏制细菌耐药的重要工作之一。

全球多个国家都成立了实验室标准化研究院或协会以规范药敏试验的各个环节，特别是方法学参数

以及药敏结果解释。如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研究所（	CLSI），欧洲临床微生物和感染性疾病学会	ES-

CMID）、英国抗生素治疗协会 BSAC 等。ESCMID 成立于 1983 年，是全球著名的临床微生物和感染性疾病

的专业学会，目前在全球拥有会员超过 3 万人，其下属的欧洲药敏试验委员会（EUCAST）在世界多个国

家（如澳大利亚、巴西、美国、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爱尔兰、摩洛哥、挪威、南非、西班牙、瑞

典、瑞士、荷兰、英国、土耳其、乌克兰等）都设置有国家药敏委员会（National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

ty	Testing	Committee，NAC）、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欧洲 EUCAST 旗下批准成立华人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委

员会（Chinese	Committee	on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ChiCAST）有利于中国临床微生物实验室更好

地了解和遵循国际药敏试验规范。

二、ChiCAST 的主要任务

1、	组织专委会成员对药敏试验相关内容（如方法学、折点等）标准化，形成中国共识

2、	建立 ChiCAST 网站；翻译 EUCAST 文件（如方法学文件、折点文件等）并免费提供给中国临床微

生物工作者

3、	与 EUCAST 保持紧密沟通，建立参考实验室，对有争议的临床标本检测进行确认和鉴定

4、	开展有价值的临床研究，特别是为国产新抗菌药物、如折点的制定和更新，实验室检测方法的创

立和临床评价等

5、	收集、整理相关信息，为国家CFDA、社会和医疗机构提供服务，承接和组织药敏相关课题研究，

促进我国微生物检测工作的健康发展，开展国际间合作与交流。

本委员会的最重要职能是根据华人的实际情况引入 EUCAST 药敏试验国际标准以及开展有价值的临

床研究，如折点的制订和更新等。这些工作是传统的某一领域的专家群无法独立完成的。因此本专业委

员会包括临床微生物领域专家、临床感染领域专家、临床药学专家、抗菌 / 病毒药物制药企业等，在强大

的多学科专家共同参与的前提下，本专业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委员会的各项工作产出

也要基于多学科专家的智慧结合。

S-17

2017 年 ASM年会精彩荟萃

王辉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王辉，医学博士，教授、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检验科

主任、学科带头人，北京大学医学部检验学系主任，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专

业方向为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抗菌药物耐药和耐药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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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6 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1 项，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发

表论文 300 多篇，其中 SCI 论文 70 多篇。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华医学科技进步二等奖等。

作为亚洲唯一代表担任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研究协会（CLSI）药敏委员会折点工作组委员，全球

华人临床微生物和感染性疾病学会（GCACMID）常务理事，亚太经合组织健康工作组（APEC Health Working 

Group）专家和亚洲耐药菌监测网常务委员。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分会常务委员兼临床

微生物学组组长，中华预防医学会感染控制分会常务委员，国家卫生行业标准临床检验标准化委员会委

员，中国女医师协会检验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担任 SCI 期刊 J Glob Antimicrob Resist、J Mi-

crobiol Immunol Infect 编委。

美国微生物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简称 ASM），是生命科学领域中全球最大且历史

最悠久的会员组织。会员人数已发展到现今超过 50000 名，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会员来自美国以外的国

家和地区。这些会员涵盖了微生物学专业的 26 个学科以及微生物学教育学。2017 年 6 月 2 日至 6 月 5 日

美国微生物学（ASM）年会于在美国 New	Orleans 召开，参加人数上万人。本次大会共设 7 个主要分会场，

500 余场学术研讨会，共计发表 5000 多篇 Posters。内容覆盖细菌、真菌、病毒、寄生虫、衣原体、抗生

素等各类微生物领域。

一、微生态、微生物组学研究渐入佳境；本次大会微生物组学的重心已经从具体技术和最新概念层

面提高到方法学论证、科研成果和思路讨论等方面。肠道微生物组（Gut	microbiome）取得了系列研究成

果，令人欣喜。WGS 在病原菌诊断、发现新病原体中发挥重要作用。然后生物信息学分析可能是影响其

应用的瓶颈。很多公司开始开发软件、数据库助力 WGS。

二、抗生素耐药性监测和控制：抗生素耐药一直以来都是临床微生物领域的重要议题。大会围绕着

耐药监测、耐药菌的快速检测、大数据的收集处理与应用、抗生素优化应用等方面，对抗生素耐药问题

展开了积极的探讨。

三、新技术、新设备不断涌现：ePlex 多重病原检测平台：多重	PCR	系统，该系统集样品制备、扩

增、检测和分析功能于一体 , 检测过程直观，操作方便。小型化集成设备如 Filmarray、T2、Accelerate、

Luminex“液相芯片”技术平台奋起云涌。微生物实验室整体自动化（Microbiology	Total	Laboratory	Automa-

tion,	MTLA）较传统的培养技术和流程，MTLA 可以提高检测质量和检测效率，优势明显。随着相关技术

的进步和发展，微生物实验室的规模亦会越来越大，MTLA 可能成为大型区域性临床微生物中心实验室的

必然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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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8

我的视野看 ECCMID

张莉萍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张莉萍，博士，美国宾大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主任

重庆市医学检验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 常务副主任

重庆市细菌耐药监测中心 常务副主任

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临床微生物学组 副组长

重庆市医院协会临床检验管理专委会 主任委员

重庆市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委员会 副会长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6 项

发表 SCI 论文 30 余篇，单篇最高影响因子 16.7。

以第一完成人获重庆市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重庆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1 项

2017 年欧洲临床微生物学和传染病大会（27th	ECCMID）于 2017 年 4 月 22 日至 25 日在奥地利维也纳

召开，共有来自126个国家的12494位代表参会。本次会议日程安排紧凑，共设13个分会场，形式丰富，

包括“与专家面对面”、主旨发言、专题讨论、电子壁报口头发言、纸质壁报交流等。会议专设“Year	in	

Clinical	Microbiology”、“Year	in	Infection	Control”、“Year	in	Infectious	Diseases”三大专场，聚焦 2017 年度

临床微生物、感染控制、感染性疾病领域的学科前沿及发展趋势。耳念珠菌（Candida	auris）、雾分支杆菌

（Mycobacterium	chimaera）、艰难梭菌等近年来备受关注。再次关注手卫生的依从性。新一代测序技术从标

本处理、鉴定、药敏等各个环节为临床微生物带来革命性变化。本次会议还介绍了微生物领域新指南，

包括《医院相关脑室炎脑膜炎治疗指南》、《糖尿病患者足部感染诊断管理指南》、《败血症：识别、评估

和早期管理》、《念珠菌血症诊疗管理指南》、《免疫缺陷成人患者脑膜炎相关诊疗指南》、《MDR 革兰阴性

杆菌预防控制》等，为感染性疾病的精准诊疗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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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9

医教研协同发展，全面提升检验学科建设质量

王前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王前，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院长，南方

医科大学临床检验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负责人，医学检验技术国家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广东省特支计划教学名师。主要学术任职包括中华医学会

检验医学分会第七、八届副主任委员、第九届常委，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细胞外囊

泡研究与应用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师协会副会长、广东省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

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等。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重要疾病及病原体快速检验的分子生物学研究等领域。主持

国家及省部级、广州市重大专项等科研课题 20 余项，发表 SCI 学术论文 50 余篇，

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和医疗成果奖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2 项，获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 项，主编教材

及专著 8 部。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提升和国家医改深化，对大型公立医院检验医学科提出了新要求。医教研协同发

展，是提升学科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有效模式。在临床检验方面，应注重检验能力、质量管理、临床服务

建设；在教学培训方面，应注重检验技术人才、检验医师、转化医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加强在职人员继

续教育，大力发展教育信息化技术，将技术培训浸入式融入日常临床检验工作；瞄准学科发展前沿，结

合区域及单位特色，开展检验医学相关基础及临床研究。近年来，精准医学发展，为检验医学研究带来

了新的研究课题，诸如新型循环标志物开发、精准检验技术方法、实验室质量管理和信息化建设等，这

些领域的转化医学基础与临床研究对提升学科内涵建设和学术影响力具有重要支撑。

S-20

三级诊疗模式下医院检验医学发展的思考

魏军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魏军，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宁夏临床病原微生物重点实验室首席专

家；享受国务院特贴。兼任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常委及临床血液体液学学组组

长、中国医院协会临床检验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常

委；宁夏医学会检验医学会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检验杂志、临床检验杂志、医

学参考报等杂志的编委、审稿专家。主持过多项国家级和省级课题，在国内外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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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百余篇论文。在临床实验室管理方面具有较高的造诣，取得了较好的业绩。

目前，我国新医改进入深水区，随着分级诊疗制度的实施，三级医院将面临患者向下分流，病种质

量提高、病种数量减少，有可能导致常规检验标本的数量大幅减少。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健康服务业大

发展背景下，作为各级医院检验医学的学科带头人，如何发挥医疗资源、检验技术和管理能力的优势，

及早规划、提前布局，适时调整学科发展方向，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化，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S-21

医疗品质的实现

谢鑫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谢鑫友，浙大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副院长兼检验中心主任

浙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 浙江大学临床检验诊断学学位点负责

人；中华医学检验学会全国委员；中华医学检验学会浙江分会主委；浙江省重点创

新学科 -- 个体化检验诊断学负责人；教育部高等学校医药学科（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委员；近 3 年共发表SCI收录文章 25 篇；主持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863 计划 ) 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十二五）子课题，浙江

省科技厅重大专项，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课题 ; 获省科技进步及卫生科技进

步奖 3 项。

从质量的含义（顾客对自己购买的商品或服务具有一定的期望。如果该产品或服务总是能够满足甚至

超越顾客的期望，那么这个顾客就会认为这是一个具备质量的商品或服务，即	质量最基本的含义是指：

满足顾客的要求及合理的期望	）及构成质量的相互依赖的两个部分（实际质量 - 满足您自己的期望和感知

质量；感知质量：满足您的顾客的期望）出发，分析和剖解了医院医疗质量概念框架，进而从以下两方面

进行了详解：

1. 服务品质实现的基础

——	质量保证	QA

服务品质实现的组织系统

——	医院的 JCI 认可

JCI 认证医院的检验科运行

实验室构建	-	人、环境、设备、试剂

- 质量管理体系（规矩）

-	智能化的 LIS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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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

质量监测指标

持续质量改进（CQI）项目

2. 品质的认知的质量线索

有关阐释患者（顾客）如何评估服务质量的理论

功能性线索	理性感知

机能性线索

人性化线索	感性感知

首要服务 :

是否正确，成功地实施了手术？

次要服务 :

态度和体验：

临床专业技能及经验不能弥补由于医务工作者与患者沟通能力差而造成的服务品质不佳，然而，良

好的沟通能力可以在医疗技能有所欠缺的情况下，仍然给患者带来积极的影响。

“真相时刻”

使患者能够接触到医院有关部门并使之对医院服务质量有所认知的偶发事件即为“	Moment	of	truth	”

在医院内，医疗服务提供者与接受者之间关系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

结论：品质基于患者对医院的总体体验，质量评判的标准包括各种有关医院质量的认可只是基础，

大多仅提供患者看得见的服务，而品质的认知则体现在很多“看不见的”的服务中。

S-22

检验学科建设 VS主任能力提升

王华梁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王华梁，医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任上

海市临床检验中心主任、《检验医学》杂志主编。

全国卫管协会实验医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分子诊断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

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质谱精准检验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

中国医院协会临床检验管理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临床诊断与实验医学分会 名誉主任委员

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军队医疗成果奖、国家发明专利多项。

学科水平是单位综合实力的最主要体现，学科的竞争是科室竞争的基石，学科建设是构筑科室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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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能力的必由之路。学科建设工作是事业发展的“龙头”，也是关系科室发展全局的一项长周期的活

动。学科建设主要包括学科定位 ( 学科方向 , 发展层次 ), 学科队伍 ( 学科带头人 , 学科梯队 ), 科学研究 , 人

才培养 , 学科基地 ( 实验室 , 重点学科 , 设备等 ), 学科管理等六个要素。

学科建设应抓好以下内容：一是抓好学科方向建设，它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在考虑学科方向建设

时，既要考虑主体学科和学科特色，还要考虑学科新的增长点以及学科的交叉、融合与渗透。二是抓好

学科队伍建设，它是学科建设的关键。在考虑学科队伍建设时，既要考虑学科带头人和学术带头人队伍

的建设，还要考虑学科梯队和骨干教师队伍的培养。三是抓好科学研究与学术成果建设，它是学科建设

的标志。学科建设的重要载体就是科学研究，而科学研究的学术成果主要体现在科研立项、科研经费、

论文与著作、发明专利和成果获奖等。四是抓好学科基地的建设，它是学科建设的依托。五是抓好人才

培养体系建设，它是学科建设的落脚点。从层次结构、学科结构、人才培养类型方面构建教育培养体系。

学科带头人是”领头羊”、是学术领域的无可置疑的行家里手、是科室的领袖。带头人的道德、学

问应在学术圈子里有良好的口碑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公认。一般都具备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工作经

验，有较强的研究、开发才能与组织等条件，并且在各自学科或者专业领域有重大突出贡献，可以起到

带头作用。学科带头人应具备的素养：(1) 崇高的敬业精神和深切的人文情怀；	(2) 较系统的教育理论素养

和先进的教育观念；(3) 具有独特的教学风格和鲜明的教学个性；(4) 富有教育智慧和教育机智；(5) 丰厚的

文学素养和人文学科知识；(6) 具有一定的行动研究能力。

S-23

基于临床思维促检验亚学科建设

李艳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李艳，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曾留学日本国东京大学。现任武汉大学

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委员，管理学组副组长，中国老年

保健医学研究会检验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分会常委，中国医院协会

临床检验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委，教育部高等学校医学技术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武汉医学会检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微循环学杂志》主编，2013 年被评为“湖

北省医学领军人才”。

从事临床检验工作 30 余年，在个体化医疗与分子诊断等方面的研究与临床应

用上取得一定的进展。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相关论

文 372 余篇，其中中华牌期刊 44 篇，SCI 收录 41 篇。

随着医疗政策的不断改革和医学模式的转化，目前检验科的管理者急需审视当前医疗市场的变化，

改变过去学科建设者的思维和逻辑，从临床疾病谱出发，重新从人才和技术平台上组建新的检验亚学科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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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战略发展依赖于人才的培养和专科的建设，人才战略在未来检验领域必须建设解决临床需求

的检验人才队伍，优化人才结构，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建设高素质并且符合现有临床医疗发展的检验医

师队伍和检验技师队伍。在亚学科技术平台建设上，依据临床思维，研究临床路径和疾病诊疗指南，熟

悉疾病类别和诊断指标，搭建技术平台，以疾病谱整合检验数据，检验医师综合判断，提供更为准确的

检验诊断报告。

未来检验各亚学科要在人才和技术平台上不断提升，综合诊断能力持续增强，必须全面实施亚学科

发展战略，针对疾病扩大检测范围，提升检验诊断能力和学科水平，才能建设成为具有优质技术平台资

源的优势学科。

本次报告将以白血病等疾病为例，浅谈基于临床思维的亚学科平台建设思路和体会。

S-24

检验科管理工作经验谈

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明亮，主任技师 / 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河南省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主任委员

河南省卫生厅临床检验中心主任

河南省细菌耐药监测中心主任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主任

河南省检验医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和河南省实验诊断学重点学科带头人

中国卫生生产企业管理协会实验医学学会检验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全国细菌耐药监测学术委员会成员

主持及参与研究课题 20 余项，获得省、厅级一 / 二等科技成果 3 项，主编及参编专著 3 部。目前已

发表研究性论文 100 多篇，其中 SCI 论文 41 篇。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是医院最大的医技科室，河医、郑东院区检验科实验室面积超

10000m2，居全国之首。正式职工 173 人，其中正高 13 人，副高 18 人。拥有博士学位者 46 人，硕士学

位者 56 人，本科具有临床医学背景 14 人，取得医师资格证书 28 人。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拥有全球一流的仪器设备，郑东院区建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智能化医院

轨道小车物流传输系统，检验项目齐全，科室每年检测标本数达 600 万以上，日均高达 1.8 万，测试数每

年 8000 多万。是河南省实验诊断学重点学科，全国 50 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优秀检验医学科基地之一，

医院 4 个国家级示范基地之一。拥有河南省检验医学重点实验室。河南省卫计委临床检验中心也设在检

验科。目前已发展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临床医学检验中心，在国内检验界有

了一定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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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管理千头万绪，但是作为管理者要始终以宽大的胸怀，严以律己、持之以恒的态度做好科室各

项管理工作。

一、重视人才培养，打造一流团队。

让想干事的能干事，能干事的干成事，干成事的给平台。

潜下身来、精益求精	、一追到底、直到成功。

二、加强细节管理，提高服务效率。

做到制度管理，制度激励。利用各种管理工具，查找漏洞，从实验室环境、劳动纪律、等方面全方

位精细管理。

三、树立质量意识，确保诊疗安全。

质量是检验工作的生命，科室按照 ISO15189 管理要求，进行室内室间质评质量控制。

四、推进建立检验诊断报告体系，促进检验医师队伍建设。

诊断性检验报告是疾病诊治的重要依据，为临床提供专业化检验知识服务，充分发挥检验医学知识

体系的临床作用，也有利于检验人才培养，协助临床医生提高获取信息的效率。

管理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艺术没有固定模式，也没有最佳模式，最适合的就是最好的。科

室整体水平的提高不仅取决于每一名成员的能力，更需要团结、协作、互相配合。管理体会：制度是绝

情的，管理是无情的，执行是合情的。

S-25

药物代谢基因多态性与药物浓度检测在指导临床个体化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王兰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王兰兰 , 教授，医学博士生导师，工商管理学博士生导师，宝钢教育奖优秀教

师。曾担任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主任 / 医学检验系主任。四川省卫生计生

委首席专家，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卫生厅学术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

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中国免疫学会临床免疫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检验

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国研究型医院协会检验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常委

/ 临床免疫学组组长、四川省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会长、四川省医学会检验医学

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成都检验分会主任委员、全国高等学校医学研究生卫生部规划

教材评审委员会委员等。

主编国家级本科生、研究生教材 6 部，学术专著 8 部；负责国家自然基金 6 项及省部级课题、

“十一五”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课题、国家重点专科项目等共 20 余项。近 5 年以第一作者或通

讯作者发表 SCI 文章 80 余篇，核心期刊论文 20 余篇。获四川省科技进步 1 等奖 2 项，3 等奖 1 项，中华

医学科技 3 等奖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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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医疗进入个体化治疗的时代，如何以患者的信息为基础决定治疗方针，如何从基因组成或表

达差异来评价治疗效果或毒副作用，为患者个体化治疗提供精准决策？作为临床检验专业部门，在保证

传统的临床检验项目有效开展的同时，利用自身掌握技术的优势，开展药物代谢基因 / 靶点基因多态性检

测，并结合治疗性药物浓度检测，是临床检验在面对精准治疗新形式下，提供精准检验的新挑战与新的

定位。

已有许多证据证实药物对于不同个体间的效应与患者本身的遗传学多态性密切相关，检测患者影响

药物效应的相关基因是个体化治疗的基础。个体化治疗的药物基因分子诊断主要是检测药物代谢相关基

因与药物作用靶点相关基因，根据其基因类型和多态性，选择有针对性的治疗药物，辅助临床有效用

药，通过血药浓度监测评价药物的药效性与治疗方案的正确性。

药物代谢相关基因检测：药物代谢相关基因的多态性可导致不同个体在药物代谢能力上的个体差

异，产生体内药物浓度及效应不同，是造成药物剂量相同而血摇浓度不同的主要原因。主要涉及肝脏中

参与药物生物转化的肝药酶基因与影响药物代谢的非肝药酶基因。

药物作用靶点相关基因检测：药物作用靶点相关基因突变可直接导致药物效率低下或无效，与药物

的血药浓度无关，通过检测血药浓度不能发现该类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原因。对药物作用靶点的基因检

测多集中于肿瘤的个体化药物治疗领域。主要检测与分子靶向药物疗效相关基因。

治疗性药物浓度监测（TDM）：治疗性药物浓度检测（therapeutic	drug	onitoring，TDM）是以药物代谢

动力学为理论基础，通过对血液中药物浓度的检测，判断药物在体内的药效性，结合药物代谢基因多态

性检测结果，指导个体化用药方案的制定。TDM 与常规临床检验不同的特点是：体内药物浓度与其在体

内吸收、分布、生物转化和排泄等综合过程密切相关，随时间变化处于动态变化状态，只有了解不同药

物在体内的变化规律，才能正确开展 TDM。

通过对不同类型药物代谢基因与血药浓度检测分析举例提示，开展药物基因检测结合药物浓度检测

是临床检验参与个体化治疗中的重要发展方向。

S-26

伏立康唑药物代谢基因与药物浓度检测在临床个体化治疗中的应用

白杨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白杨娟，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副主任技师。目前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

学科临床免疫实验室主要承担临床治疗药物浓度监测、临床免疫检测和相关临床咨

询工作，具有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同时承担医学检验系教学和临床免疫相关科研

工作。负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8 项、省科技

厅支撑课题 2 项，以第一作者在 SCI 收录期刊、MEDLINE 收录期刊、核心期刊及统

计源期刊上发表文章 1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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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立康唑（Voriconazole）属第二代三唑类抗真菌药物，化学结构与氟康唑相似，其具有起效快、抗

菌谱广、生物利用度高、较少的肾毒性和输液反应等特点，目前已经成为预防和治疗侵袭性曲霉菌感染

的首选药物，同时也用于治疗念珠菌等引起的严重侵袭性真菌感染。伏立康唑的治疗效果和不良反应的

发生均与其药物浓度密切相关。伏立康唑治疗窗窄，药物浓度过低易导致治疗失败，药物浓度过高可引

起明显的不良反应。因此，临床治疗过程中维持适当的药物浓度是实现个体化治疗的重要保证。伏立康

唑存在较大的药物代谢动力学变异，无论是注射还是口服给药，给予标准剂量后不同患者伏立康唑药物

浓度差异明显。药物代谢酶 CYP2C19 参与多种常用药物的代谢，研究表明 CYP2C19 基因多态性是引起伏

立康唑药代动力学个体间变异的主要遗传因素。根据 CYP2C19 基因型不同，可以将患者分为伏立康唑纯

合子快代谢型、杂合子快代谢型和纯合子慢代谢型。慢代谢型患者 CYP2C19 酶活性下降，导致伏立康唑

药物浓度升高、药物暴露增加。这类患者应适当降低伏立康唑用药剂量，避免药物浓度过高，在保证治

疗效果的同时避免不良反应发生。通过 CYP2C19 基因多态性检测，根据 CYP2C19 基因型进行伏立康唑初

始剂量选择，有助于使患者更快达到合适的治疗浓度范围并提高伏立康唑药物浓度达标率，从而改善治

疗效果。然而，除了受药物代谢基因影响外，伏立康唑浓度还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例如：成年人体内呈

非线性药动学过程、很多药物会与伏立康唑发生药物相互作用、服用高剂量的患者可以诱导伏立康唑自

身代谢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使伏立康唑药物剂量与药物浓度之间的关系复杂多变，相同 CYP2C19 基因

型的不同个体、同一个体不同状态下药物浓度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单纯根据 CYP2C19 基因型和药物剂量

不能对药物浓度做出准确预计。因此，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必须进行伏立康唑治疗药物浓度检测，获取准

确的体内药物暴露情况的实时动态信息，并根据药物浓度进行伏立康唑药物剂量适当调整。临床诊治过

程中，CYP2C19 基因多态性检测和伏立康唑药物浓度检测的合理联合使用，可以为伏立康唑个体化精准治

疗提供强有力的实验室支撑。

S-27

CYP3A5 基因多态性检测在肾移植患者术后他克莫司个体化治疗中的应用

张春燕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张春燕，硕士，副主任技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检验科执行副主

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检验科临床分子诊断学亚专科主任，上海医学会检验医

学分会分子诊断学组成员。主要从事临床分子诊断项目的检测及研究工作，发表论

文 40 余篇，参编著作 3 部。主持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基金 1 项、复旦大

学附属中山医院青年基金 1 项，作为主要完成人先后参与上海市科委基金、上海市

卫生局基金等多项研究课题。

他克莫司是大环内脂类免疫抑制剂，能有效减低肾移植术后急性排斥反应（AR）的发生率。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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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治疗窗窄和血药浓度个体间差异大，已成为临床上合理有效用药的一个难点。他克莫司的代谢酶为

CYP3A 亚家族，包括 CYP3A4、CYP3A5、CYP3A7 等同功酶	，其中以 CYP3A4 和 CYP3A5 含量较高。

CYP3A5 基因多态性是影响他克莫司血药浓度的最主要因素。根据 CYP3A5*3 基因型进行个体化给药，

可以在移植术前确定初始剂量，使更多患者在移植术后尽早达到有效治疗浓度，减少药物剂量调整的比

例，从而降低移植术后急性排斥反应和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有助于我们在临床实践中真正实现他克

莫司个体化用药。这种给药方式的变革是观念上的改变，是一种变被动给药的方式为主动预测给药初始

剂量的过程。以前瞻性的用受者特异性基因信息来指导给药剂量，从而进一步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减少

不良反应的发生，使治疗药物监测走上一个新的台阶。应用受者基因型来进行个体化给药，使传统的

“千人一药，千人一量”的用药模式，向“因人用药”实现真正意义，“量体裁衣”式的个体化给药转变这

样有利于充分发挥药物的效应，减少不良反应及降低医疗费用成为可能。因此按照 CYP3A5*3 基因型指

导他克莫司个体化用药与传统的经验型给药方式相比有着必然的优势。

S-28

芬太尼、罗库溴铵相关基因耐药位点检测在临床麻醉药物剂量评估中的应用

张莹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张莹，女，硕士研究生，从事临床生化检验十余载。

1. 目的

检测麻醉药物芬太尼和肌松剂罗库溴铵体内代谢或转运基因的耐药位点，为患

者提供精准的用药指导。

2. 方法

收集 3039 例血液样本，使用荧光探针原位杂交技术对芬太尼相关基因耐药位

点 OPRM1(118A>G)、CYP3A4*1G(25343C>T) 和罗库溴铵的耐药位点 ABCB1(1236T>C)、SLCO1B1(388A>G)

进行检测和结果分析，评估不同患者麻醉药物的使用剂量。

3. 结果

3.1 芬太尼、罗库溴铵化学药物基因位点检测结果

OPRM1(118A>G) 位点检测结果为 AA 型和 AG 型的患者例数为 2661 例 (87.56%),	GG 型的患者例数为

378 例 (12.44%)。CYP3A4*1G(25343C>T)	位点检测结果为 CC 型和 CT 型的患者例数为 2864 例 (94.24%),	

TT 型的患者例数为 175 例 (5.76%)。

ABCB1(1236T>C)	位点检测结果为 TT 型的患者例数为 1365 例 (44.92%),	TC 型和 CC 型的患者例数为

1674 例 (55.08%)。SLCO1B1(388A>G)	位点检测结果为 AA 型的患者例数为 198 例 (6.52%),	AG 型和 GG 型

的患者例数为 2841 例 (93.48%)。

3.2 芬太尼、罗库溴铵化学药物各个基因位点检测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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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RM1(118A>G) 基因 GG 型患者增加药物使用剂量才能达到镇痛效果；CYP3A4*1G(25343C>T)	基因

TT 型患者药物酶代谢活性低，降低药物使用剂量才可避免副作用的发生；	OPRM1(118A>G) 基因 GG 型且

CYP3A4*1G(25343C>T)	基因 TT 型的患者以解决镇痛为主，所以仍需加大药物的使用剂量来达到镇痛效

果。所以芬太尼化学药物需要增加剂量的患者 378 例（12.44%），需要降低剂量的患者 153 例（5.03%）。

ABCB1(1236T>C) 基因 TC/CC 型患者麻醉药物起效时间短，维持时间缩短，需要增加剂量；SL-

CO1B1(388A>G)	 基因 AG/GG 型患者麻醉药物起效时间长，维持时间延长，需要减少剂量；ABC-

B1(1236T>C) 基因 TC/CC 型且 SLCO1B1(388A>G)	基因 AG/GG 型患者正常剂量就可以达到麻醉效果。所以

罗库溴铵需要增加剂量的患者 104 例（3.42%），需要降低剂量的患者 1271 例（41.82%）。

4. 讨论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通过对芬太尼和罗库溴铵药物基因位点检测 , 可以使 17.47% 的患者避免麻醉药物

阵痛不足或者是在体内代谢不完全副作用过大的问题。使 45.24% 的患者避免肌松剂应用剂量过小而导致

不能满足手术肌松要求或者剂量过大会导致肌松药残余副作用过大的问题。由此可见化学药物基因检测

可根据不同患者的基因型特性进行合理用药 , 达到提高药效、降低毒性和减少不良反应发生的效果，能为

麻醉药物使用的患者提供精准的用药指导。

S-29

肿瘤免疫治疗——历史、现状和展望

沈立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沈立松，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1984 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

学，同年加入新华医院。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检验科主任。社会

兼职情况：任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常委（管理学组组长）、上海市医师协会理事、

上海市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会长、上海市医师协会检验专科医师培训专家组组

长、上海市医学会理事、上海市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上海免疫学会

理事。任《中华检验医学杂志》、《检验医学》等期刊编委。

主要研究方向为恶性肿瘤发病机制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近 5 年来发表国内外论

文百余篇，其中 SCI 近 20 篇，参编专著 6 部，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市科

委基础研究重点项目 1 项，市科委生物医药重点基金 1 项，市科委医疗器械重点定向项目 1 项。培养多

名研究生。

从 1909 年 Paul	Ehrlich 提出的宿主防御反应到 2017 年 Daniel	Chen 等提出的肿瘤免疫临界点理论，

从不断完善的肿瘤免疫概念到肿瘤免疫治疗的临床应用，人类肿瘤免疫治疗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积累与沉

淀，肿瘤免疫治疗从前期的总体疗效欠佳逐渐发展到近期的疗效显著提升。从 2010 年开始至今，DC 疫

苗、CAR-T 细胞治疗和 PD-1 为代表的多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以及靶向性免疫细胞药物在多种恶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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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中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极大地推动了肿瘤免疫治疗的临床前研究和临床实际应用。肿瘤免疫治

疗终于从辅助性肿瘤治疗方式逐渐发展为目前公认的最有潜力的肿瘤治愈手段。当然，当前的肿瘤免疫

治疗手段还存在一些问题，存在部分肿瘤疗效欠佳和副作用反应明显等缺陷。还需要深入了解免疫系统

如何调控肿瘤复发、药物如何促进肿瘤特异性免疫和解除肿瘤驱动性免疫抑制，根据肿瘤患者肿瘤细胞

基因表型以及机体免疫细胞分型和免疫检查点表达差异筛选不同的免疫治疗方法，设计新型的、有效的

肿瘤免疫治疗联合方案将成为肿瘤精准治疗和预防性肿瘤治疗的重要发展方向。

S-30

肿瘤靶向治疗伴随诊断适宜技术及其评价

欧启水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欧启水，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主任，主任技师、教授、博士生导

师，任福建医科大学医学技术与工程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临床免疫学与分子生物

学检验工作。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及临床免疫学组副组长、中国

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常委、福建省检验学会主任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二审专

家。

主持完成国家级、省级课题等 20 余项。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论文 70 余篇，

SCI收录30篇。主编、副主编和参编教材和专著10余部。持有国家发明专利4项，

曾获得福建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三等奖、福建省青年科技奖、福建运盛青年科技

奖等。

肿瘤的靶向治疗已经在临床上广泛应用，是指在分子水平上，针对已经明确的致癌位点设计相应的

治疗药物，有选择性、精准地使肿瘤细胞特异性死亡，而不影响周围正常的细胞，具有“稳”、“准”、

“狠”的特点。伴随诊断是与肿瘤靶向治疗密切关联的体外诊断技术，它通过检测体内特定蛋白或基因，

指示分子靶点是否存在，从而指导个体化治疗，伴随诊断在肿瘤靶向治疗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本演讲在概述常见肿瘤靶向治疗及伴随诊断项目的基础上，重点介绍肿瘤靶向治疗伴随诊断适宜技

术，并对其进行包括诊断性能、诊断价值等方面的评价。这些肿瘤靶向治疗伴随诊断适宜技术包括已经

在临床上广泛应用的 AS-PCR（包括其衍生技术，如 ARMS-PCR、AS-LNA-PCR 技术等）、流式细胞技术

衍生技术以及最近几年新兴发展起来的如 COLD-PCR、数字 PCR 技术、二 / 三代测序技术等。最后我们

将探讨目前肿瘤靶向治疗伴随诊断存在的问题、实施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并对其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展

望。

“伴随诊断查基因，靶向药物抑肿瘤”，适宜的“伴随诊断”技术是成功的“靶向治疗”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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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1

lncRNA 研究策略及其作为肺癌顺铂耐药标志物的研究	

王保龙

安徽省立医院

王保龙，安徽省立医院检验科主任，一级主任技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安徽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和安徽省临床医学重点学科（优先发展）带头人。兼任中国

医师协会检验分会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检验分会主任委员、安徽免疫学会临床检

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临床输血与检验杂志》副主编、《中国输血学杂志》和

《临床血液学杂志》编委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为肿瘤分子诊断和肿瘤免疫学。承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各类省部级课题共 10 余项，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 J Immunol， 

Oncotarget 等 SCI收录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获安徽省科学技术“二等”奖和“三

等”奖各一项，参编专著 3 部。

肺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恶性肿瘤之首 ,

大约 80% 的肺癌属于非小细胞肺癌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目前 , 以铂类为基础的联合治疗是 NSCLC 化疗的一线方案，但只有部分患者从中

获益。因此，阐明 NSCLC 顺铂耐受的可能机制分子和寻找顺铂耐受标志物至关重要。目前，研究者发现

并证实基因组活跃转录的大部分序列且能稳定存在的产物 -- 长链非编码 RNA	(long	non-	coding	RNA	,	ln-

cRNA) 与多种疾病有关，参与 X 染色体沉默、基因组印记以及染色质修饰、转录激活、转录干扰、核内

运输等多种重要的生物过程。因此，我们建立肺鳞癌患者来源的肿瘤移植瘤模型（Patient

Derived	Tumor	Xenografts	model，PDTX），筛选出顺铂相对敏感 / 耐受的肺鳞癌 3 对，进行差异 ln-

cRNA 的筛选，并确定 lncRNA-uc002ktr.3（在耐受组织中表达上升）作为研究目标。利用 siRNA 干扰

该 lncRNA 后，细胞增殖和迁移能力明显减弱，并能够增加肺鳞癌细胞对顺铂的敏感性。在机制方面，

lncRNA-uc002ktr.3 可能通过增加 MIB1（E3 泛素连接酶）的稳定性，使 MIB1 蛋白表达增加进而激活 Wnt/

β-catenin 信号通路导致顺铂耐受。此外，lncRNA-uc002ktr.3 在肺鳞癌患者血浆中表达量显著高于正常人

的血浆。结果提示，lncRNA-uc002ktr.3 可能作为肺鳞癌潜在的标志物和治疗的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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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2

		血液学肿瘤标志物在肺癌早期诊断及个体化诊疗中的应用

娄加陶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胸科医院

娄加陶，上海市胸科医院检验科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及江苏大学研究生导师。

教育背景：1996 年毕业于蚌埠医学院检验医学系，2006 年于上海第二军医大

学获医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胸部肿瘤早期和个体化诊断的研究工作，尤其是液体活检（循

环肿瘤细胞、循环肿瘤 DNA、代谢分子等）的临床、转化和基础研究。作为第一或

通讯作者先后在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Cancer Research 等杂志上发表论

文 20 余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基金等 10 项课题。

社会任职：全国卫生产业管理协会实验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及青年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标志委员会常委、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肺部肿瘤专委会检验分会主任委员、中国老年病医学

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检验分会委员、中华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分会生物标志物专

业学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临床免疫学组成员、上海市免疫学会肿瘤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

遗传学会分子诊断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学会分子诊断专会委员兼肿瘤学组副组长、上海市免疫学

会临床技术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上海市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委员。

肺癌早期多无特异性临床症状，75%的患者发现时已是中晚期，晚期（IV）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仅4.2%。

但如果在肺癌早期（Ⅰ）进行手术治疗，患者的 5 年生存率可达 90% 以上。因此，早期诊断及个体化治疗

是改善预后的关键。利用血液学肿瘤标志物进行肺癌早期诊断，尤其是对肺部孤立性结节进行鉴别诊断

及个体化治疗，面临着诸多挑战，但也取得了长足进步。

外周血中的肿瘤标志物主要包括游离核酸、循环细胞、蛋白及代谢物和细胞外囊泡类，游离核酸尤

其是循环肿瘤 DNA 是肿瘤细胞释放的核酸片段，直接代表了肿瘤的遗传学改变信息，这些遗传学改变

与肿瘤发生发展、抵抗性耐药及复发转移等密切相关，被认为是肿瘤应用领域最具发展潜力的分子标志

物。相对于晚期肺癌，ctDNA 在早期肺癌中的检出率较低，且其检出率与肿瘤亚型有关。另外，ctDNA 的

突变特征与肿瘤组织的一致性在早晚期群体中也存在差异。循环肿瘤细胞是脱落到血液中的活细胞，代

表了肿瘤转移的种子，利用 CTC 计数可以对早期肺癌尤其是肺部孤立性结节进行鉴别诊断。新型检测技

术开发结合传统蛋白类生物标志物及相关代谢物对早期肺癌具有良好的诊断价值。细胞外囊泡尤其是外

泌体内容物广泛，包括核酸、蛋白等，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具有潜力的肿瘤早期诊断的新型标志物。

在肺癌个体化治疗领域，EGFR 基因突变是一线 EGFR-TKIs 治疗的重要靶点和关键性预测标志物，

其中血液是 EGFR 基因突变检测合适的替代生物材料。目前常用的 ARMS 方法灵敏度较低，血浆检测面

临极大困难。利用构建好的数字 PCR 平台对血浆 ctDNA 进行 EGFR 基因突变检测可以筛选合适的肺癌靶

向治疗人群并及时发现药物诱发的 T790M 耐药突变，有助于个体化治疗方案的选择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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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3

转化医学在骨髓增殖性肿瘤诊断中的实践

关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关明，博士生导师、研究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美

国 NIH 博士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心实验室主任、华山医院检验医学科副主

任、现任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副秘书长、上海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侯任主任委

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基层检验技术标准化委员会顾问、中国中西医结

合学会检验分会常委兼检验技术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

会临床检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分子诊断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上

海中西医结合学会检验分会副主委、上海抗癌学会检验分会副主委等。担任 Clin-

ica Chimica Acta 、Clinical Biochemistry 两本 SCI 杂志的编委和中华检验医学杂

志等编委。

获得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奖、上海科委青年科技启明星、上海市卫生局新百人

计划、上海市医务青年管理十杰等荣誉。作为第一负责人承担包括 5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 20 多项

基金，获得专利 5 项，共发表 SCI 文章 100 多篇，其中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文章 40 多篇。主要的

研究方向为：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以及肿瘤转移和浸润的机制研究。

骨髓增殖性肿瘤（MPN）是由迟发的慢性造血功能障碍引起的一组疾病，其特征是一系或多系造血干

细胞或祖细胞克隆性增殖，导致外周血成熟或不成熟血细胞增加。经典的 Bcr/Abl 融合基因阴性的骨髓增

殖性肿瘤主要包括 3 种不同的疾病：真性红细胞增多症（PV）、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ET）和原发性骨髓

纤维化（PMF）。近年来，多个分子标志，如 JAK2(JAK2	V617F 和 JAK2 外显子 12)、MPL515 和 CALR 突

变等相继被发现。这些标志的发现对于理解 MPN 的分子发病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对这类疾病

进行诊断和治疗。本文针对这些分子生物学标志的发现、作用和临床意义进行阐述，以便深入了解其诊

断价值。另一方面，作者也以骨髓增殖性肿瘤为例，探讨在实验室内自建了基于不同方法学（荧光定量

PCR、微流控、免疫组化、二代测序等）的检测方法，探讨了不同方法的应用价值，试图以多角度合理检

测 MPN 的各类分子标志物，从而为该病实施个体化诊断，降低医疗费用，提高检测项目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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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4

分子诊断技术在儿科领域的转化应用

傅启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傅启华，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员、主任技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儿科转化

医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出生缺陷研究室主任；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科研部主任、精

准医疗实验诊断中心执行副主任。兼任《中华检验医学杂志》等杂志编委；中国妇

幼保健协会临床诊断与实验医学分会主任委员 / 出生缺陷防治与分子遗传分会副主

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分子诊断专家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医师协会医

学遗传医师分会委员 / 生化遗传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临床

生化学组委员、上海市遗传学会遗传与分子诊断专委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学会分

子诊断专科分会副主任委员等。2004 年 7 月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 上海血液学研究

所获得博士学位，2005 年 11 月～ 2008 年 7 月在美国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化学与生物化学系从事

博士后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 项，局级以上科研项目 10 多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等科研成果奖 10 多项；发表论文 150 多篇，其中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 SCI 收

录论文 40 多篇。2009 年入选上海市科委 “浦江人才计划”，2011 年入选上海市卫生局“新百人计划”。

主要从事遗传性疾病的分子诊断与发病机制研究。

近 10 年以来，随着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基因芯片、下一代测序等为代表的新颖、高通量分子

诊断技术在临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我们课题组近年来聚焦于儿童遗传性疾病的分子靶标的发现和分子

诊断技术的研发。针对 22q11.2 微缺失检测，我们分别开发了基于 CNVPlex 平台和基于高分辨溶解曲线

（HRM）平台的检测方法，大样本临床应用证明，这两种方法均具有很好的检测性能，前者相比 MLPA

方法，有更高的灵敏度，后者更是简便、易用。基于 HRM 平台，我们也开发了检测 SMA 和威廉姆氏

综合征的检测方法。经过基因芯片、靶向测序分析，我们发现了先天性心脏病新的致病基因。对于骨骼

畸形，我们利用全外显子测序技术，诊断了多个家系，并发现了多种基因变异与特殊表型相关。多发畸

形、重症智障是我国重大出生缺陷之一，其病因复杂。我们利用基因芯片技术，使该类患者的诊断率达

到了 35 ～ 40%。我们也自主研发了多种儿童感染性疾病分子诊断方法，提高了病原菌的鉴定率，降低了

样本使用量，缩短了鉴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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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based	materials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罗丹

美国康奈尔大学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Dr. Dan Luo is currently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and Environmen-

tal Engineering at Cornell University. Dr. Luo obtained his B.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and his Ph.D.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in 1997. 

He carried out his postdoctoral training in the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t 

Cornell under Prof. Mark Saltzman. Dr. Luo joined Cornell faculty in 2001 and was pro-

moted to full professorship in 2011. He is a recipient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s 

CAREER Award, the Cornell Provost’s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Scholarship, the SUNY 

(New York State) Chancellor’s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Scholarship and Creative Activ-

ities, the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Editorial Board Award, New York State Faculty Development Award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College Award for Outstanding Accomplishments in Basic Research, and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Point-of-Care Diagnostics Grand Challenge Award. He was also selected four times 

by top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s a Cornell outstanding educator. Dr. Luo was elected as a College Fellow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Medic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AIMBE) in 2013, and was awarded the National Qian-

Ren title (Innovation, B)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2014.

DNA,the molecule of life, provides programmable and versatile routes for building up novel materials that 

can be used for both genetic and generic purposes. Over the last 16 years, my group at Cornell has been engineer-

ing DNA as both genetic (bio-) materials and generic (nano-) materials. In this talk, I will focus on how we have 

designed and developed bulk-scale, DNA-based biomaterials for real-world applications. More specifically, I will 

elaborate on our branched DNA and DNA-based hydrogels and will demonstrate several real-world applications 

from diagnostics to pharmaceutics. For example, branched DNA was used as nanoscale barcodes for the detection 

of pathogens; DNA hydrogel efficiently expressed proteins in a cell-free manner; a bird-nest like DNA micro-

sphere was created to condense and carry millions of dosages of the CpG motif for immune-stimulation. Indeed, 

DNA has proven to be not only the amazing molecule of life, but also a powerful and versatile molecule for bio-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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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6

分子生物学技术在结核病诊断中的转化应用

应斌武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应斌武，工商管理硕士，医学博士，博士后，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主任 /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医学检验系主任，中华医学

会检验专委会第九届青年委员会委员 / 临床实验室管理学组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

学会第一届检验医学专委会委员，第九批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第

十二批四川省卫生计生委学术技术带头人，四川省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委员兼秘

书长，四川省医学会临床检验专委会常务委员。主要从事于感染性疾病的分子诊断

学研究。负责 3 项国家自然基金等多项各级，累计科研金费 600 余万元。已发表论

文 175 篇，其中 SCI 收录第一作者 / 通讯作者 60 篇，累计影响因子达 200 分。申

报国家发明专利 6 项。

近 20 年临床分子诊断技术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基因组学研究的深入，临床分子生物学

技术已在更深层次揭示疾病本质，从而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在结核病治疗中早期诊断是关键，分子生

物学技术目前是诊断结核快速、有效的方法。结核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是宿主机体与病原菌相互作用

的结果，故目前分子生物学技术在结核病诊治中的应用不仅在于病原学诊断，还用于宿主遗传因素的检

测。

在结核病原学诊断方面，目前应用于结核病诊断以及结核耐药基因检测的分子生物学技术主要有以

下类别：（1）聚合酶链反应（PCR）及其衍生技术：包括反向 PCR、荧光定量 PCR、套式引物 PCR、多重

PCR、随机扩增多态性 PCR 等，此外 PCR-RFLP（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等技术也可用于结核菌种鉴

定。多重 PCR、PCR-SSCP（单链构象多态性分析）等还可用于结核耐药基因检测；（2）核酸杂交技术：常

应用的杂交技术包括线性探针（LPAS）技术、基因芯片及液相基因芯片技术等。此外 DNA 探针技术与敏

感性高的 PCR 技术结合已成为结核病诊断的一种良好途径，如 PCR 分子信标技术等；（3）基因测序：目

前焦磷酸测序技术等可用于结核分枝杆菌耐药基因的检测；（4）自动化平台及其他分子诊断技术：目前在

结核病及结核耐药基因检测上应用较多的自动化分子诊断方法为 Xpert	Mtb	/RIF，具操作简便，检测快，

结果准等优点。其他可应用的分子诊断技术还包括连接酶链反应	(	LCR)、恒温扩增检测技术（LAMP、

SAT、SDA、AMTDT 等）、高分辨率熔解曲线分析、质谱技术（MALDI-TOF	MS 等）、杂交信号放大技术

（HSAM）、变性高效液相色谱分析等。

近年来，由于 PCR 技术、测序技术以及芯片技术等基因检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同时在结核病

研究领域，宿主遗传因素在结核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受重视，其分子机制研究已经成为结核病

研究的热点。目前对宿主遗传因素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1）宿主基因多态性：其可直接影响

宿主对 MTB 的易感性或通过调控信号通路发挥作用从而影响结核病结局；（2）非编码 RNA 如 lncRNA、

miRNA 参与调控的结核分枝杆菌感染过程；（3）MTB 感染过程中的染色质修饰，研究较多的组蛋白修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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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组蛋白甲基化、乙酰化和磷酸化等，目前对于 DNA 甲基化修饰的研究也渐成为热点。

S-37

2017AACC液体活检精彩回顾

Qinghe Meng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曾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完成检验博士后培训并在加拿大萨斯

卡彻温大学皇家大学医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儿童医院任教授和临床化学实验室主

任。现任美国德克萨斯大学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任教授和临床化学和特殊化学实验

室主任。主要从事肿瘤诊断和肿瘤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标志物的研究。孟庆贺教

授现担任 BMC Cancer 副主编、六个杂志的编委和十几个杂志的审稿专家。孟教授

曾任加拿大临床生化学会的主席和北美华人临床化学协会主席。现任美国病理医师

协会 CAP 临床实验室评审认证专家组组长、美国病理医师协会诊断免疫学委员会专

家组成员、美国临床化学协会 AACC 教育核心委员会委员、科学和实践核心委员会

委员、AACC 营养学委员会主席、AACC 肿瘤标志物和诊断学委员候任主席、 AACC 德州地区候任主席、以

及国际临床化学联合会（IFCC）质量管理委员会委员。目前已在国际刊物上发表 SCI 论文 100 多篇引用近

3000 次 H-index 26，参与起草多部 CLSI 临床实验室标准指南，并获得几十个科研基金和十几种重要奖

项，其中包括加拿大临床化学家协会卓越研究成就奖和加拿大临床化学学会杰出贡献奖。

Dr. Meng is Professor and Section Chief of Clinical Chemistry Laboratories,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He received his MD in China in 1985 and PhD 

in Clinical Chemistr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elsinki, Finland in 1999. Following postdoctoral training in Clini-

cal Chemistry at McMaster University, he has worked at the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and the Hospital for Sick 

Children,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ior to moving to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in Houston.

Dr. Meng has been an active AACC member since 2001 and has served the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and 

organizations in numerous capacities. He served as the Chair of the Canadian Academy of Clinical Biochemistry, 

the President of North American Chinese Clinical Chemist Association (NACCCA) and AACC House of Dele-

gates. Currently he is serving on the Committee on Analytical Quality of IFCC, Diagnostic Immunology Resource 

Committee (DIRC) of CAP, AACC Asia Pacific Working Group, AACC Education Core Committee, and AACC Sci-

ence and Practice Core Committee. He is the Chair of AACC Nutrition Division, Founding Chair-elect of AACC 

Tumor Markers and Cancer Diagnostics, and Chair-elect of AACC Texas Section. Dr. Meng has published over 

100 papers in peer-reviewed journals with citation of 2683 and H-index of 24. He serves on 7 journals’ editori-

al board including associate editor for BMC Cancer. He has received a number of awards, including the AACC 

Critical and POCT and the Van Slyke Foundation Research Grant Award, AACC outstanding speaker award, the 

Canadian Society of Clinical Chemists Award for Research Excellence, and the Canadian Academy of Cli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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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chemistry Award for Outstanding Service to the Profession of Clinical Biochemistry.

Liquid biopsi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used clinically in recent years. Significant advances have been 

made in the analysis of liquid biopsy including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TC) and circulating tumor DNA (ctDNA) 

in cancer patient stratification and monitoring therapeutic response.

The analysis of liquid biopsy has shown great promise to improve patient care, but its implementation has 

been slow due to lack of robust pre-analytical and analytical validation studies in CLIA environment. For example, 

the detection of CTCs using the current FDA-approved technology has its limitations particularly in CTCs under-

going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and limited clinical application. ctDNA-based genotyping assays 

using cell free DNA from plasma are highly dependent on pre-analytic and analytic variables. AACC annual meet-

ing offers this session to address these key issues. There is only one symposium specifically talking about liquid 

biopsies at 2017 AACC annual meeting which were given by three outstanding laboratory scientists from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and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the top two cancer cent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irst talk discussed the challenges and dilemma of the current technologies for CTC analysis and share 

the newly advanced technologies such as antibody against cell-surface vimentin (CSV) exclusively expressed on 

EMT CTCs in determination of EMT CTC with molecular profiling for cancer diagnosis, monitoring therapeutic 

responses, and predicting prognosis. The second talk shared the experience at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on deploying clinical-grade molecular profiling assay, MSK-IMPACT, to screen for actionable genetic vari-

ants in matched tumor and normal samples of cancer patients in a CLIA-certified laboratory setting, and described 

current efforts to extend such analysis to circulating tumor DNA. The talk also used examples to illustrate the po-

tential of cell-free DNA analysis to address the limitation of tumor profiling to improve patient stratification and 

treatment management, and also discuss the pre-analytical and analytical considerations, from sample collection 

to data reporting, for clinical deployment. The third talk discussed the potential effects of pre-analytic parameters 

and bioinformatics for ctDNA analysis, such as collection tubes for peripheral blood (PB), time interval from PB 

to plasma collection, plasma storage temperature, and extraction methods on cell-free DNA yield, integrity and 

downstream mutational analysis using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and digital PCR platforms. Further, this 

presentation shared with case studies as well as comparison of the analytic performance of NGS platforms using 

two widely used PCR-based NGS approaches for amplification and capture of genomic areas of interest using a 

custom bioinformatics workflow. Potential impact of molecular liquid biopsy profiling for cancer patient manage-

ment including treatment planning, monitoring therapeutic response, and prognosis were discussed. Other relevant 

presentations given at AACC annual meeting in the area of genomic testing, NGS, and precision medicine will be 

summarized and presented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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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DNA 甲基化标志物在肿瘤检测和治疗判断中的应用

张康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人类基因组医学研究所所长

张康，哈佛大学医学和遗传学双料博士，现任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人类

基因组医学研究所所长，眼科学和人类遗传学终身教授，是当前遗传学临床和基础

研究的领先学者之一，入选享有盛誉的美国临床医学研究会成员（ASCI）及美国医

师协会会员，美国 AAAS 研究员。2008 年教育部长江学者，2010 年国家千人计划入

选者。研究领域包括重大遗传性疾病（肿瘤，眼科疾病等）的机制和临床研究 , 生

物组织工程（干细胞和生物材料）研究。其中甲基化肿瘤液体活检技术获得重大突

破，将会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系列工作。目前张康教授在国际顶级期刊 Nature、

Science、Cell、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等杂志发表30余篇论文（SCI

论文 200 篇） 。

利用微创以及液体活检鉴别特定癌症，对改善癌症的诊断、治疗选择和预后预测有很重要的作用。

在微创的组织活检方面，我们使用来自癌症基因组的全基因组甲基化数据库（TCGA）和人工智能机

器学习的方法，评估了 DNA 甲基化的效用区分肿瘤组织和正常组织中常见的四种癌症。我们在 1619 个

肿瘤样本和 173 个匹配的正常组织样本的训练队列中发现了癌症标记物。根据这一结果，我们在一个单

独的 791 个肿瘤样本和 93 例癌旁正常组织标本的队列，以及中国独立的 394 个肿瘤样本和 324 例癌旁正

常组织标本的队列中进行了验证，发现 DNA 甲基化的分析可以预测癌症与正常组织的准确率超过 95%，

显示出与典型诊断方法相媲美的准确性。这项分析也正确地识别了 30 个结直肠癌肝转移的 29 个和 34 个

结直肠癌肺转移的 32 个。此外，我们还发现甲基化模型可以预测预后和生存。我们同时也在小鼠的肝癌

模型中，发现 CpG 位点差异化的甲基化改变与癌症相关的基因（这些基因在癌症生物学中很重要）的表达

有着重要的相关性。

在液体活检方面，目前还没有一种有效的以血液为基础的诊断和预后判断方法。循环肿瘤DNA（ctD-

NA）携带肿瘤特异性的甲基化的变异可能对诊断和监测癌症提供重要的可能。我们从一个 1098 名肝癌患

者和 835 例正常对照组的队列中，我们构建了一个诊断预测模型，与肿瘤的负荷，愈后以及分期有着高

度的敏感性和特异性（P ＜ 0.001）。这个模型在 658 个样本的验证队列也有很好的相关性。通过和传统肿

瘤标志物 AFP 的对比，我们方法的灵敏度远高于 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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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9

ctDNA 检测技术在肿瘤靶向治疗中的应用

郭玮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郭玮，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检验科副主任。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医学检验专

业。博士、博士生导师。

社会任职：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第九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医

学会检验医学分会第十届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抗癌协会检验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临床生化学组成员、上海市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质

谱学组组长、《检验医学》等多本杂志编委。

主要成就：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癌变与侵袭原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开放课题基金、上海市科委基金、上海市卫生局基金多项；参与完成“十二五”国

家科技支撑计划子课题、卫生部医政司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多项，曾获上

海市医学科技奖二等奖，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并已授权两项。在国内外统计源期刊发表论文 70 余篇，以第

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BMC Cancer、Clinica Chimica Acta、CCLM、Hepatology 

Research 等杂志上发表液体活检和肿瘤标志物临床应用的研究论著，主编、参编专著 7 部。

近年来，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与检测技术的发展，伴着肿瘤靶向药物治疗的精进与精准医疗的热

潮，液体活检作为体外诊断领域中的新兴分支，推进了医学诊疗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在肿瘤的靶向治

疗、术后评估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液体活检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新技术，具有采样方便、无创、

快速、可持续多次检测等优势，可广泛用于肿瘤诊断分型、治疗用药期间的药物敏感基因检测（药物治疗

伴随诊断）、病情监测等。目前常用的 ctDNA 突变检测技术包括荧光定量 PCR、数字 PCR（dPCR）和高通

量测序（NGS）等。检测方法之间特点不一，各有优缺点，结合本研究团队前期积累的实践经验，建议在

临床实践过程中结合患者临床特点及诊疗服务需求进行方法学的选择和联合应用。随着检测技术的不断

改进，检测灵敏度的不断提高，ctDNA 检测技术已经成为肿瘤诊断和治疗的新型重要技术手段，虽然在

标准化、管理监督和临床转化等方面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但毫无疑问其未来将为精准医疗决策提供

精准的手段和依据，引领医学肿瘤研究和临床实践进入全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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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0

肝癌循环肿瘤细胞的基础与临床研究进展

杨欣荣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杨欣荣，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外科（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硕导、医学博士。国际肝癌协会（ILCA）会员，美国临床肿瘤协会（ASCO）

会员。专注肝癌转移和复发基础和临床研究，包括肿瘤干细胞、循环肿瘤细胞、循

环肿瘤 DNA 和 PDX 模型。作为第一及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 20 余篇，包括 Lancet 

Oncology, Hepatology，GUT，Gastroenterology，Journal of Hepatology 等国际知

名杂志，累计 IF>150 分。

作为负责人承担国家重大仪器专项、国家自然基金、教育部基金及上海市科委

基金等多项，是“2015 年科技部肝癌转移复发的精准医疗研究创新团队”中的骨干

成员。曾获 2016 年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获 2015 年上海市人才发展资金资助，入选上海市 2011 年

卫生系统优秀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美国临床肿瘤协会（ASCO）的 IDEA 奖和 Merit Aword 奖（2010 年）。

术前 CTC 预测肝外转移及指导术后预防性 TACE 治疗：术后 CTC 持续存在并且大于 3 个，提示肝外

微转移灶存在，易在术后短期内形成肉眼转移灶。对于术前 CTC 大于 2 的患者，手术效果欠佳，术后应

用预防性辅助治疗方案清除残余 CTC，有望降低手术治疗后肝外转移率，提高总体生存。

CTC 与肝癌微血管侵犯的关系及其在指导手术切缘中的作用：术前 CTC 水平与 mVI 最远距离和数量

呈正相关；术前 CTC 水平可能成为预测 mVI 的新指标；对术前 CTC ≥ 2 的患者，手术切缘 >1cm 可显著

降低患者的早期复发风险；对术前 CTC<2 的患者，手术切缘对患者复发风险影响无显著差异，0.5cm 切

缘可最大程度减少肝实质损伤，保护肝功能不同治疗手段对 CTC 释放的影响 :	腹腔镜对 CTC 释放影响最

小，而开腹及射频都会增加 CTC 的释放；腔镜术后 CTC 下降最快；开腹手术时，CTC 在术后即刻就会升

高，提	示手术挤压导致 CTC 的释放；射频术后的 CTC 升高，可能是由于瘤内高温膨胀，瘤内压力升高导

致 CTC 释放增多；CTC 在术后即刻释放达到最高峰，术后一天回降迅速，之后变化相对缓慢。提示大部

分释放 CTC 可能被在机体在 24h 内清除；术后 7 天 CTC 水平和术后一月 CTC 相似，可用来提前预警复发

或指导辅助治疗。

肝癌 CTC 的时空异质性及其在转移复发中的作用 :	肝癌 CTC 在不同解剖部位存在显著性差异，肝静

脉内 CTC 数量最高、直径最大，提示肝癌 CTC 经肝静脉释放入血；肝静脉 CTC 数量 > 外周循环 CTC 数

量，提示 CTC/CTM 阻滞在肺循环，形成肺转移；肝静脉检出 CTM，外周动脉无 CTM，外周静脉再次检出

CTM，提示 CTM 形成是一个主动过程，可能在肿瘤转移中发挥重用。CTC 释放时以上皮型为主，进入循

环后逐渐向上皮型进行转化，有利 CTC 的生存和形成转移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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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1

肿瘤循环细胞外囊泡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与筛选策略

郑磊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郑磊，教授，博士生导师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检验科（系）副主任

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检验分会主任委员

国际细胞外囊泡学会亚太区执行委员

世界华人检验与病理医师协会副会长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细胞外囊泡研究与应用分会 副主任委员

当今肿瘤临床已经进入精准医学时代，液体活检可以为肿瘤精准医疗提供动态实时信息。作为液体

活检重要对象的细胞外囊泡（Extracellular	vesicles）研究与临床应用越来越受到临床医生和检验工作者的重

视。本次报告系统介绍了细胞外囊泡的基本概念、研究历史和基本方法，重点讲解了循环细胞外囊泡蛋

白标志物、核酸标志物和脂类标志物的研究现状与进展，同时结合本团队的实际工作，介绍了肺癌循环

细胞外囊泡 miRNAs 和蛋白标志物的筛选方法和初步结果，为循环囊泡生物标志物开发研究提供参考。报

告还补充介绍了国际细胞外囊泡协会（ISEV）及其会刊	Journal	of	Extracellular	Vesicle，以及中国细胞外囊

泡研究与学术组织建设情况。

S-42

液体活检最新进展及临床实践

许明炎

海普洛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许明炎，海普洛斯集团董事长兼 CEO，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医学院博士，美国哈

佛大学医学院联合培养；中国肺癌防治联盟肺癌预测与早诊合作研究室主任；中国

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生物诊断技术分会青年委员；深圳市海外高层次引进孔雀计划人

才；深圳市科创委、发改委技术审评专家；曾获得“2017 全球饶商创新人物”；许

博士师从哈佛大学“三院院士”George Church 实验室的 Jeremy Edwards 教授，具

有近 10 年基因测序技术及测序仪研发经验，发明了一系列国际领先的基因测序技

术，曾参与多款二代测序仪的研发。精通液体活检和基因测序技术，拥有国内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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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专利 7 项；主持和参加的重要科研项目获得国家省市项目资助数千万元。

目的：	概述液体活检最新进展和临床实践，推动液体活检技术在临床的更加规范的发展

方法：	阐述液体活检凭借其自身的优势，概述最近几年的发展。目前，循环肿瘤 DNA 已经被应用于

癌症诊疗的全程研究，为癌症的早筛、早诊、个体化用药指导、预后监测、耐药评估、亚克隆研究、免

疫治疗靶点设计等提供了非常强而有力的工具。循环肿瘤 DNA 结合二代测序技术，有望为癌症的诊疗提

供新的指导思路，其中ctDNA分子分型应用已经写入CSCO指南，体现了我国ctDNA临床应用的先进性。

同时，提出问题：新技术的使用，离不开国家标准的制定、法律法规的监管，行业的规范也是日益凸显

的现实矛盾，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真正让技术服务于临床是每位从业人士需要思考的问题。

结果：行业初期，百家争鸣，是好事，同时需要建立规范，建立行业标准，才能让行业健康有序的

发展，为临床提供真正有价值的服务。

结论：大胆创新、小心求证，让新的技术更好的服务于临床，让检验更加精准可靠，让患者的到更

好的治疗。

S-43

基于高通量测序的 ctDNA 技术开发和性能确认

赵美茹

北京吉因加医学检验所

赵美茹，北京吉因加医学检验实验室负责人，2009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分子生物

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曾任华大基因研究院技术优化部负责人、华大医学实验平台

负责人。从事高通量测序技术研发及实验室管理工作 8 年，发表文章 20 余篇，专

利 10 余个，在肿瘤领域拥有较为丰富的临床检测实践经验。

目的 :	高通量测序技术应用于 ctDNA（肿瘤循环 DNA）的检测具有无创、多

次、所有突变及突变类型一次性全面检出的天然优势，在临床上逐渐得到了越来

越广泛的应用和普及。肿瘤 NGS 检测包含三个主要的环节：实验、数据分析、变异注释与解读，具有

一定的复杂性，加上 ctDNA 在人体中天然含量较低，更增加了技术的难度。因此，为了保障检测的准

确，前端的技术开发和性能确认至关重要，性能确认的规范性也亟待加强。2017 年 3 月美国分子病理

学学会（AMP）和美国病理学会（CAP）专门公布了针对肿瘤靶向测序的性能确认指南，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

方法：本次讲座结合该指南和本人从事技术开发和实验室管理的实际经验，围绕肿瘤 NGS 检测方法

学的选择、技术流程建立和优化，性能确认三个方面的内容展开，并辅以数据的展示和说明。

结果：在方法学的选择层面，需要考虑到样本量的局限、不同技术方法的优势和局限性、测序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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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等。在技术流程的建立方面，包含实验和数据分析两个部分，需要对两部分进行分别的开发和性

能确认。在实验流程初步建立之后，需要对影响检测准确度的来源进行分析，有针对性的开展实验参数

和细节的优化，并在接下来的小试演练中建立起系统的流程质控标准。小试的演练至关重要，能够暴露

实验设计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实验运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是性能确认前的全面排查。在性能确

认的层面，样本的选择应包含经过验证的既往临床样本和位点已知的标准品，应包含预期用途的所有突

变类型和最常出现的热点突变。需要确认的性能指标包括灵敏度、阳性预测值、精密度、检测下限等。

必须进行临床有效性的确认。

结论：技术开发和性能确认应遵循一定的规范和标准展开，保障临床应用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S-44

血液分析自动审核规则建立与验证的多中心研究

续薇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续薇，女，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临床检

验 ( 质控）中心主任、检验科主任、白求恩医学部一系实验诊断学系主任。先后在

天津血液病医院、日本仙台市立医院、加拿大 Laval 大学病院研修临床检验及细胞

病理诊断。主持国自然面上项目及省科技厅课题多项，发表 SCI、EI、核心期刊论

文多篇。主要社会兼职：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常委、中国医院管理协会临床检验专

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分会委员、吉林省医学会检验分会主任委员、吉

林省抗癌协会副理事长、省抗癌协会临床细胞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吉林省检验

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医学技术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华检

验学杂志等多家杂志编委。

目的：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于 2010 年发表了《Auto10-A：临床实验室检测结果的自

动审核》作为 CLSI 批准的全球性指南，为实验室结果自动审核规则的设计、建立、实施、验证和算法遵

从性提供了建议；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于 2012 年发布了《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

准则》（CNAS	-CL	02：2012）中涉及了检验结果的自动选择和报告。为此，2016 年 9 月在中华医学会检验

分会血液学组的指导下，组建了由八家通过 CNAS	ISO15189 认可的医学实验室，开展血液分析自动审核

规则建立与验证的多中心研究工作，目的是建立并验证血常规检测的自动审核规则，并用于临床检验工

作以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同时缩短检验报告的 TAT 时间。

方法：在自动审核规则建立和验证中，血常规样本及检测数据分别来自东北的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华北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华东的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华南的南方医科

大学南方医院，西北的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及内蒙古林业总医院、西南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研究方

法中应用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Sysmex	XN 系列），按照 Auto10-A 指南规定的流程方法设计和规范自动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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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并对规则进行一期及二期验证。

结果：自动审核规则中涵盖了血细胞形态、数量、样本性状等异常的多条自动审核不通过条件，阴

性结果自动审核通过条件，得出检验结果自动审核通过率、不通过率（拦截率）以及二者的正确率。

结论：1. 利用计算机信息系统和软、硬件系统，将血液分析数据根据不同的逻辑关系编辑成各类执

行模块的自动审核规则，有助于保证血常规检验的质量，缩短 TAT 时间。2. 多中心研究报告了血细胞分

析自动审核规则建立与验证的方法，应用时宜依据不同检测系统、不同仪器型号的特点建立适合本实验

室的血液分析自动审核规则。

S-45

血液学检验质量保证中的质量指标

崔巍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崔巍，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检验科主任。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博士，哈佛大学波士顿儿童医院博士后。从事临床基础及血液学检验、分

子检验的实验室诊断及研究。现任北京医师协会检验医（技）师专业委员会会长，

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常委兼秘书长，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分会常委等。荣获中华科技

奖、北京市科技进步奖等 6 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 10 余项。发表

文章 140 余篇，编著学术著作 10 余本。

随着血液学检测仪器的自动化与智能化程度的提升，筛查功能的完善，检验人员质量管理意识也日

益增强。加强血液学检验过程的质量控制和性能验证是确保检验结果可靠性的重要保证。不同于生化和

免疫项目，临床血液学检验项目如血常规，其质控物校期较短，频繁更换质控批号后如何保证质控中心

线和控制线的合理性是血常规遇到的常见问题。如何进行定期的精密度、比对、携带污染率、正确度、

参考范围及线性等验证，评判验证结果的依据是什么，也是经常困惑检验人员的技术问题。	本讲座将就

上述知识点，结合行业保证和大家分享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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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6

流式检测在造血与淋巴组织肿瘤分型与疾病诊断中的应用

朱明清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朱明清，苏州大学附属第一院 江苏省血液研究所 副教授 高级实验师。现任

中国免疫学会血液免疫分会临床流式细胞学组常务委员 , 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

血液与体液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血液与淋巴肿瘤专家委员会委

员，中国抗癌协会血液淋巴肿瘤专业委员会血液病理学组委员，江苏省医学会血液

分会实验诊断学组委员。为全国最早流式协助组 -- 泛太湖白血病 / 淋巴瘤流式免

疫分型进展和标准化协作组的发起人。担任多家杂志编委。长期从事流式细胞仪的

临床检验工作，擅长血液淋巴肿瘤疾病的免疫表型诊断。

随着细胞遗传学、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的进展，2001 年和 2008 年 WHO 出版的造血与淋巴系统肿瘤

分型建议中，相继将白血病等血液系统恶性疾病的形态学 (morphology，M)、免疫学 (immunology，I)、细

胞遗传学 (cytogenetics，C) 和分子生物学 (molecular，M) 特征整合到诊断分型的依据之中，形成了 MICM

分型系统，为造血系统肿瘤的精确诊断、分型和个体化治疗奠定了基础。规范的治疗是建立在准确的

MICM 分型基础之上的。只有综合 MICM 分型及其它预后因素，准确判断复发危险度，进行不同强度的治

疗，才能获得好的疗效。自 2008 年世卫组织（WHO）血液肿瘤和淋巴瘤临床分型公布之后，髓系肿瘤和

急性白血病的某些特异性生物学标志物有了长足研究发展，包括基因表达分析和下一代基因测序，对完

善疾病的诊断标准以及治疗策略帮助巨大。因此，WHO 纳入最新的临床研究、预后研究、形态学研究、

免疫学研究和基因研究等数据，对 2008 版髓系和急性白血病及淋巴系统肿瘤临床分型进行修正和更新。

2014 年 3 月 31-4 月 1 日，由 100 余位病理学家，血液学家，肿瘤学家和遗传学家组成的临床顾问委员会

（CAC）为了修订 2008 版的 WHO 血液与淋巴组织肿瘤分类，在美国芝加哥召开了会议。新的 WHO 提案

于 2015 年 3 月在波士顿向美国和加拿大病理学会（USCAP) 提交。2016 年初在 BLOOD 在线发表。本次修

订的变化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新增 5 个临时亚型：二、五个名称有修订：三、原始细胞计数（％）

是基于所有骨髓有核细胞，包括红系为主的 AML 病例。由此可见，这类疾病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其中免

疫表型分析是诊断该类疾病不可或缺的依据，它能够依据肿瘤细胞的系列来源和成熟度进行疾病分级，

并给临床医生提供关于疾病相关的所有信息。FCM 免疫表型分析一次可以同时标记多种免疫标志，可以

区分正常和少量异常细胞，检测快速、准确，已逐渐成为造血与淋巴组织肿瘤诊断和鉴别诊断，甚至预

后判断的重要工具之一。尤其在以下几方面具有独特的鉴别价值：识别细胞系列，评估细胞分化的主要

阶段，区分反应性和恶性情况，识别有无异常表型，确定患者是否有必要接受进一步的细胞遗传学 / 分子

生物学技术检测 , 以及微小残留病的监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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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7

嗜血细胞综合症相关形态学病例报告

李绵洋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李绵洋，解放军总医院临床检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血液病学博

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血液病细胞形态与骨髓病理诊断。

现任学术职务：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青年委员，北京医学会检验分会青年委员

兼秘书，北京医学检验学会血液学和体液学分会副主任委员；解放军科委会医学检

验专委会青年委员会常委等。

近年来，承担国家、北京市及军队医院等课题 7 项，发表论文 30 余篇，副主

编专著 5 部。荣获个人三等功 1 次。

噬血细胞综合征（hemophagocytic	syndrome，HPS），亦称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多症（hemophago-

cyticlymphohistiocytosis，HLH），是一类原发性或获得性免疫缺陷引发的不可控的过度炎症反应状态。原发

性多存在基因异常；而继发性见于重度感染、淋巴肿瘤、恶性肿瘤、风湿免疫疾病、代谢性疾病等免疫

异常疾病。HLH 的诊断标准仍然参照国际组织细胞协会颁布的 HLH-2004 诊断指南 , 其中骨髓检查 / 活检

或脾、淋巴结、肝脏发现噬血细胞是其标准之一，但并非必须的标准。在临床检验工作中，形态学检查

噬血组织细胞的存在，提示必须注意原发疾病因素，避免漏诊。本节结合一例淋巴瘤病人继发噬血细胞

增多的患者细胞形态，分析形态学检查在噬血细胞综合征诊断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噬血细胞在多种疾

病的骨髓涂片中可检出，应注意鉴别诊断。

S-48

AT-MDS相关形态学病例报道

王剑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王剑飚，医学硕士，副主任技师

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检验科临检组组长

承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检验医学系、临床医学系、儿科系、上海健康学院检

验医学系教学

社会兼职：

国际实验血液学学会（ISLH）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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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肾脏疾病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检验分会血液病检验诊断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寄生虫病和热带病专家库专家

上海中医药协会检验分会委员，血证学组组长

上海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临检学组副组长

上海医师协会检验分会细胞形态学诊断专业组组长

主要研究方向：主要从事临床血液学实验诊断、血液寄生虫及肾病研究工作，发表论文 20 余篇，主

持、参与多项研究课题。

患者何某，男，41 岁。上海籍，橡胶厂工人。发现血细胞减少 3 年余，乏力半年。2009 年底体检发

现血小板减少 (40×109/L)，后多次复查血小板仍低于正常，无鼻衄、齿龈出血、黑便等出血表现，未进

一步检查。2012 年 4 月开始自觉稍有乏力、劳累后加重，日常生活不受限，当地医院检查发现全血细胞

减少。2012 年 5 月就诊瑞金医院查血涂片见“靶形、椭圆形红细胞、嗜多色红细胞”，血红蛋白电泳出

现快带，红细胞包涵体检测阳性，地贫基因检测正常，临床未重视，骨髓细胞学检查后诊断“	M	D	S	-	

RCMD”，	门诊予口服安雄、反应停、维甲酸治疗，自觉乏力有所改善。	2012-08-03 安雄、反应停、

维甲酸治疗后乏力改善，门诊复查。2012-10-14 再次出现乏力，查血常规。2012 年 10 月住院检查考

虑 MDS 伴有 PNH 克隆可能”，予安特尔胶囊刺激造血，维 A 酸片口服，沙利度胺片，环孢素胶囊调节

免疫治疗，后出院。2012 年 11 月 -2013 年 4 月间血常规白细胞波动于 2.63-6.14×109/L，血红蛋白于

81-134g/L 之间，血小板于 67-204×109/L 之间。2013 年 5 月患者血小板下降，入院复查骨髓，结果

三系病态造血，加强的松片 ,	血小板逐渐上升，至 2014 年 2 月，患者白细胞、血小板正常，血红蛋白

70-74g/L。2014 年 3 月患者自觉乏力逐渐加重，活动后气促，血红蛋白下降；至 4 月，血红蛋白低至

56g/L，白细胞、血小板正常，2014-05-21 入院复查骨髓仍示三系病态造血。8 月体检发现脾脏较前增

大，至平脐，9 月复查骨髓涂片仍示三系病态造血、红系增生明显，CD34+ 细胞占 3.4%；2014 年 11 月

开始间断出现下肢皮肤散在瘀斑，无鼻衄，偶有齿龈渗血，后通过确诊 MDS 结合血红蛋白电泳出现快

带，红细胞包涵体检测阳性，地贫基因检测正常，考虑 ATMDS。2015 年 12 月转化为 AML-M2，随即

快带及包涵体消失。

AT-MDS 诊断标准确认红细胞中存在 HbH	包涵体，并明确患者没有 α	地中海贫血的既往史和家族

史，且明确诊断 M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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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9

髓系急性白血病相关形态学病例报道

樊爱琳

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樊爱琳，医学博士。空军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医

师、副教授。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血液体液组委员。主要从事临床血液检验和实

验诊断学教学工作。是《实验诊断学》国家精品课程的主要完成者，国家级教学创

新团队的主要成员。是国内数字细胞形态学分析技术 CellaVision DM96 的首位使用

者。在怎样高效、简捷使用 DM96 提高血细胞复检效率方面，摸索出一套独到的经

验。在数字细胞技术在国内血细胞复检领域中的应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血细

胞复检也有独到的见解。承担和参与了多项陕西省、国科金及 863 课题。获得军队

科技进步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３项。发表论文 50 余篇。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是一种有着特异基因与染色体核型改变的特殊类型急性髓系白血病。

临床表现凶险，起病及治疗过程中容易发生出血和栓塞而引起死亡。10% ～ 20% 的患者死于早期出血。

近二十年来，由于全反式维甲酸（ATRA）及砷剂的临床应用，APL 已成为可以治愈的白血病之一。ATRA

的最主要作用是预防 APL 的出血，为了降低出血相关死亡率，一旦怀疑 APL，应尽早应用 ATRA。早诊

断、早治疗是 APL 诊治的关键	。早诊断对血细胞分析中异常早幼粒细胞的识别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典型APL明确诊断的关键在于	=	1	\*	GB3	①患者出现自发性瘀斑和出血，全血细胞计数和凝血异常、

外周血涂片显示异常早幼粒细胞特征；	=	2	\*	GB3	②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包括细胞化学、组织病理活检；	=	

3	\*	GB3	③	细胞免疫表型；	=	4	\*	GB3	④	细胞遗传学检查：检查 t（15;17）；	=	5	\*	GB3	⑤分生物学：检出

PML-RARA 融合基因。本报告病例是一位青年女性，以月经量增多，皮肤瘀斑就诊，实验室检查符合典

型 APL 伴 PML-RARA 的诊断标准。

病例分析的过程是疾病诊断的过程。血液系统疾病的病例分析是借助血液骨髓细胞细胞形态学（包括

骨髓活检）、化学染色、细胞免疫表型、细胞遗传学、分子遗传学等手段，抽丝剥茧、去伪存真的确诊疾

病过程。而外周血细胞分析只是作为血液系统疾病诊断的筛查手段，在病例分析中占据了很少的比重，

那么对于从事外周血细胞分析的检验工作者来说，病例分析的意义何在？或者我们应该从中学习些什

么？值得思考。

病例分析的意义在于培养检验工作者的临床诊疗思维能力。临床诊疗思维能力是我们检验人的短

板。运用临床诊疗思维方式做检验工作才是检验的最高境界。这样我们不会局限于实验室就细胞认细

胞，就计数而计数。才会把细胞放在疾病发展和诊疗过程中去识别，把指标放在疾病发展和诊疗过程中

去认识。细胞或指标的异常是疾病病理及生理改变的必然结果。所以我们在血细胞分析和复检中，首先

应从疾病病理及生理改变的角度去确认仪器分析的结果，其次再从实验室质量控制的角度去做好血细胞

复检。具备了这样的能力，才能够发挥好血细胞分析的筛查作用，主动寻找蛛丝马迹，积极为临床提供

有价值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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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0

尿液及粪便检验自动化要点及专家共识解读

张时民

北京协和医院

张时民，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副主任技师，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检验诊断学

系血液体液教研室主任，从事临床检验工作三十余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教学工作

二十五年。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检验医学分会委员和细胞形态学自动化分析学组副组长；中

华医学会检验分会第七、八届临床血液体液学组委员（2008-2016 年）；中国卫生

摄影协会医学摄影教育与研究分会常委；《临床检验装备杂志》副主编，《实用检验

医师杂志》编委，《中华检验医学杂志》等多本志编审专家，中国合格评定认可委员

会（CNAS）评审专家等。撰写文章 60 余篇，SCI 文章 1 篇。主编专著 12 部，副主

编专著 10 部，参编专著 20 余部。

尿液和粪便检验的自动化分析技术，是最常规的检验项目，也是检验医学领域开展的最晚的检验自

动化项目，其核心内容是形态学检验，也是难度最大的检验项目，收费最为低廉的检验项目。随着技术

的逐渐进步，特别是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大数据和数字图像分析技术的不断进展，该类检验项目

的自动化进程正在逐步进展和完善中。目前市场上此类仪器生产厂家众多，仪器种类众多，而且用户对

他们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笔者曾多次被问及有关设备好坏及选择的问题，这也是一个相当难以回复的

问题。

已经使用该类设备的用户在使用时带来一些问题，特别是在仪器应用、与尿干化学分析仪联合使

用、便常规与寄生虫检查、复检、报告审核签发等方面带来一些困惑，同时对即将选择，如何选择该类

设备的一些问题进行思考，中国医学装备协会检验医学分会细胞形态学自动化分析学组于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7 月分四次组织了全国临检专业领域的知名专家及相关企业召开座谈会，制定了国内《尿液和粪

便有形成分自动化分析专家共识》，希望用户在应用此类检验设备时更加关注这些共识要求，同时也希望

在设备的研发、设计、宣传、生产中遵循“共识”精神，提高产品研发制造水平。本人作为历次参会者及

执笔者之一，希望利用第 13 届全国临床检验医学专业会议，解读专家共识要点，为临检专业，特别是临

床基础检验形态学检查领域的发展提供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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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1

胸腹水脱落细胞检查误诊病例分析

陈万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陈万新，医学硕士，副主任技师，硕士生导师。工作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协和

医院。主要从事血液及肿瘤细胞形态学诊断。现任湖北省检验医学会血液细胞形态

学组组长；湖北省病理学会细胞病理学组副组长；湖北省医学生物免疫学会血液学

分会副主任委员。主编、副主编及参编医学专著 5 部；第一作者及通信作者发表论

文 33 篇（SCI 收录 2 篇）；获国家专利 1 项。

目的：机体的许多良恶性疾病会导致胸腹腔积液，胸腹水细胞形态学检查在

各级医院应用广泛。泡在胸腹水中的各类细胞，有些细胞形态保存完好，而有些变化较大。由于认识不

足，有些病例容易误诊。

方法：作者报告 3 例胸腹水细胞形态学检查中易误诊病例的诊断思路及鉴别诊断要点。病例 1，女性

患者，58 岁。一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胸闷不适，伴恶心；无呕吐，无腹痛、腹泻，未予重视，其后症状

逐渐加重。2 周前于当地医院就诊，行胸片、CT 检查，发现右侧胸腔积液，肺部占位并阻塞性肺炎，予

头孢他啶静脉滴注 6 天，症状明显缓解，为进一步治疗门诊以“胸水原因待查”收住院。病例 2，女性患

者，35 岁。胸痛伴咳嗽一月余。当地医院 X 线检查提示“双侧胸腔积液”。胸水常规：WBC	++++/HP，

RBC	+/HP。肺 CT：两肺支气管炎并感染，双侧胸膜增厚并粘连，部分积液包裹。初步诊断：双侧胸腔积

液：1.脓胸；2.结核性胸水并感染。行抗炎治疗病情无缓解而转入我院呼吸科。病例3，女性患者，16岁。

自感腹部逐渐隆起、增大，伴腹胀 2 周。既往有月经不规则病史 3 年余。体格检查：心肺 (-)，	腹部稍隆

起，可触及一巨大包块 ,	上缘达剑突下 2 横指 ,	下缘达盆腔。初步诊断：盆腹腔巨大包块原因待查。3 例

均做了胸腹水细胞形态学检查。

结果：病例 1 的胸水细胞学检查发现朗罕斯巨细胞而诊断为结核，患者经抗结核治疗后痊愈。病例 2

的胸水细胞形态学检查诊断为急性髓系白血病，转血液科后，骨髓细胞形态学诊断为 AML 未成熟型。病

例 3 的术中腹水细胞形态学检查报告为非霍奇金淋巴瘤。

结论：胸腹水中的多核间皮细胞易误认为朗罕斯巨细胞，实际上胸腹水中的朗罕斯巨细胞十分罕

见，其特殊的细胞形态学表现有助于鉴别。造血与淋巴组织肿瘤也易侵犯胸腹水，但以淋巴瘤多见，急

性髓系白血病细胞侵犯胸腹水时易误诊为淋巴瘤细胞，应注意鉴别。淋巴瘤种类很多，胸腹水中的细胞

形态变化较大，做胸腹水细胞形态学检查重在判断其良恶性，必要时应做细胞免疫组化或流式细胞免疫

学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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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2

脑脊液细胞学临床应用诊断思路

许绍强

广东省三九脑科医院

许绍强，副主任技师，医学硕士，执业医师，广东三九脑科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主任，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专业委员会委员，广州医学会检验分会临检血液

组成员，检验医学专业委员会临床血液学与体液学学组成员，上海张江形态学技术

中心及君安医学细胞平台特邀专家教授，君安医学细胞平台副总台长。2000 年毕业

于广州医学院医学检验系统，从事临床检验工作 17 年，积累了较丰富的临床实践

经验。

目的：提高检验与临床对脑脊液细胞学的认识，推广脑脊液细胞学检测技术，提高临床诊治水平。

方法：介绍脑脊液细胞学检测的相关理论和检测方法，通过临床实际案例的剖析和分享，让大家了

解脑脊液细胞学诊断的分析思路。

结果：实践表明，脑脊液细胞学的应用，明显提高了临床对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和脑膜癌病和

出血性疾病等的诊断水平，最大限度减少误诊、漏诊的发生。

结论：脑脊液细胞学检测具有确切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广泛推广应用，但脑脊液细胞学的诊断不

能离开临床而孤立分析，必需结合临床综合分析。

S-53

阿尔滋海默病生物标志物及临床应用

王培昌

北京宣武医院

王培昌，博士、博士后，现为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检验科主任、主任检验

师、教授、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常委、临床

实验室管理学组副组长，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常委、北京医学会检验分会副

主任委员等学术职务，任《中华检验医学杂志》、《临床检验杂志》编委，《检验医

学》副主编。近年来，王培昌教授主要从事细胞衰老及阿尔茨海默病标志物筛选及

分子机制研究、神经系统疾病诊断技术研究，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 项以及

首都特色重点项目、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等 20 余项基金资助

课题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150 余篇，SCI 收录 25 篇，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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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引起国际国内同行的广泛关注；主编、主译、副主编著作 6 部，参编著作 10 部，获北京市科学技术

奖一等奖 1 次。

阿尔茨海默病亦称老年性痴呆（AD），AD 是一种渐进性、退行性神经变性病，临床多表现为进展性

失忆、失读、失认等，病理多表现为由 Aβ42 在脑组织中沉积形成的老年斑及由 tau 蛋白过度磷酸化导致

的神经纤维缠结。

本报告简述了 AD 诊断标准的演进过程及诊断特点，简述了 AD 诊断标准中生物标志物演进过程。本

报告对 AD 标志物的分类、对 AD 诊断标志物和进展标志物做了简洁描述，重点介绍了 AD 脑脊液标志物

和基因标志物生物学特点及对 AD 的诊断效能，在 2014	IWG-2 诊断标准的基础上，归纳了 AD 实验诊断

要点，并从 3 个临床案例入手，简要介绍了 AD 实验诊断流程。同时，对目前 AD	miR 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做了概括性总结。

S-54

慢性肾脏病的实验室检查

张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

张新，硕士生导师，主任技师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检验科主任。中华医学

会检验医学分会第九届委员，兵团医学会检验学分会主任委员，兵团临床检验中心

和兵团临床检验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检验医学专业委员会委

员，《中华检验医学杂志》审稿人，《国际检验医学杂志》编委会委员，新疆自治区

医学会检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新疆自治区临床检验中心专家委员。承担兵团科

技局及兵团卫生局在研课题 4 项。

2002 年，美国肾脏病基金会（NKF）组织的 K/DOQI 指南首次提出慢性肾脏病（CKD）诊断的全新概

念，并制定了分期系统。	2004 年，国际肾脏病组织“慢性肾脏病 : 改善全球预后机构”（KDIGO）采纳了

CKD的定义和分期系统，并向全球推广。2012年，KDIGO在K/DOQI指南基础上，对慢性肾脏病的分期、

进展评估与预防、转诊与诊疗模式等进行细化、修订和更新，颁布了《CKD 评估及管理临床实践指南》。

从 2002 年指南到 2012 年的指南均提出实验室检查的重要作用，eGFR、血清肌酐、胱抑素 C 和尿白蛋白

等是CKD诊断和分期的重要依据。对替代治疗5期CKD患者的有效管理可以延缓患者病情和延长生存期。

我们对血液透析超过半年以上的 CKD 患者血清电解质、肾脏功能、甲状旁腺激素、糖化血红蛋白、铁蛋

白、CRP、TIBC、白蛋白、血红蛋白等指标进行监测，全面了解替代治疗CKD患者肾脏功能、肝脏功能、

骨代谢功能、贫血状态、炎症状况等，为 5 期 CKD 管理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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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5

临床实验室信息系统在危急值中的应用

贾玫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贾玫，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检验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机制及危险因素研究，疾病的个性化诊

断。

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总干事，世界华人检验与病理医师协会秘书长，中

华医学会检验分会委员，中国医院协会临床检验管理专业委员，中华医学会检验分

会生化学组副组长，北京医学会检验分会副主委，北京医师学会医学检验医师分会

常务理事。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动脉粥样硬化检验医学专家委员会主任委

员，《临床肝胆病杂志》编委，《中华临床实验室管理电子杂志》编委。卫生部职称

评审专家，北京大学医学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临床检验诊断学考核组专家。主编、主译、副主编及编

委参编学术专著十余部。

危急值的报告涉及实验室、信息科、护理部、临床医生，直接关系到患者的	生命安全。

危急值报告项目和限制定的合理与否与临床和实验室息息相关，过宽或过窄都将影响危急值的后续

处理。危急值项目的确立必须有依据，并得到临床的广泛认可。如：①	PLT<20X10^9/L	或	>1000X10^9/L,	

产科 <50X10^9/L 这条的依据为：血小板：内科学：血小板 <2 万自发出血，医保输血小板标准 2 万，检

验科应该：1）、人工计数血小板，2)、报危急值。内科学：血小板 >100 万，血栓风险。产科学：5 万血

小板保证分娩。② INR	>4 的依据为：PT-INR：根据国际权威的抗栓治疗指南 ACCP8 的内容：INR>4 以

上出血风险增加，可能导致患者死亡。医务处通过召集临床科室专家讨论和邮件等方式征求临床专家意

见，最终得到我院临床认可的危急值项目为血钾、血钠、血钙、血糖、二氧化碳结合力、总胆红素（婴

儿）、血气分析、白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凝血酶原时间、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血培养阳性结果、

脑脊液显微镜检查及培养阳性结果、国家规定立即上报的法定传染病等。

危急值监测平台的建立，是通过自动化检测系统、LIS、中间插件等，与系统中维护的危急值项目和

界限进行对比，自动识别危急值，并通过特殊信号（如颜色、闪屏、警示音、对话框等特殊标志）提示危

急值并通知检验人员处理。以保证危急值识别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消除因人为失误而发生的漏报或错报

情况。

准确及时是危急值报告的基本原则。危急值通报率和危急值通报及时率，是评价危急值准确及时的

质量指标。

将实验室信息系统与实验室危急值报告的管理有机结合，强化了实验室的规范化管理，提高了实验

室工作效率，对提高医院医疗质量和管理水平、实现医院精细化管理起到很好的促进和保障作用。



98

S-56

生化报告自动审核系统的建立与规范

王蓓丽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王蓓丽，医师 / 副主任技师，复旦大学临床医学七年制硕士毕业，现内科血液

学博士在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检验科主任助理、临床血液学检验亚专科主

任，擅长血细胞形态学、血栓与止血、流式细胞术检测以及血液系统疾病的实验室

诊断。上海市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青年委员、临检及流式学组成员。主持上海市科

委基因 1 项，卫生局科研基因 1 项；主要参与国家 / 省部级科研项目 3 项。发表论

文 10 余篇，参编教材专著 3 部。

临床化学实验室是检验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均标本量占检验科常规工作量的 50% 以上，检验结果

的准确和及时直接关系到医疗决策。传统的报告审核程序需要经验丰富的高年资技术人员对检验结果及

样本相关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排除分析前、中、后存在的潜在问题后才能发出检验报告。传统模式下，

为满足标本周转时间（TAT）的要求，通常需要在短时间内审核确认大量数据，人工审核不可避免地会遗

漏一定程度的细微或隐蔽的差错。

为了提高质量、加快速度、减少差错，临床化学实验室自动审核系统应运而生。自动审核系统通过

计算机程序将分析审核检验报告的知识和经验固化为计算机语言，对每一个检验结果执行一致的检查流

程和相同的判断标准，快速而准确地处理大部分检测结果，仅留下少量结果转人工处理，提高工作人员

对异常结果的关注度，对于检测效率和质量保证具有重要价值。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检验科 2012 年开始建立和临床应用自动审核系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今年

年初起组织全国 19 家单位共同验证“中山规则”在其他实验室的适用性，并进行必要的补充和完善。

本报告将介绍自动审核系统规范性文件要求，自动审核系统的建立、评估、应用及其带来的效率和

质量的提高，以及多中心规则验证和改进的初步成果。



99

专
题
发
言

S-57

Mass	Spectrometry	in	the	Clinical	Laboratory

David Herold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MSACL 主席

David Herold has over 45 years experience in mass spectrometry. He received his 

BS degree (1966) in Chemistry from Tulane University. He completed his MA (1972) in 

Chemistry at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Chapel Hill, served 5 years in the USAF, 

received his MD (1979) and PhD (1982) in Physical Organic Mass Spectrometry at the 

University of Utah and then completed his Clinical Pathology residency (1982) at the Uni-

versity of Virginia. In 1982 he joined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faculty. In 1991 he moved 

to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and is now Professor of Pathology. His labo-

ratory research interests are in the MS applications to clinical diagnostics. This includes 

using GC-MS, LC-MS, and MS-MS techniques to investigate prostaglandins, trace metals, drugs of abuse, and ste-

roids (in particular testosterone in women and children). Dr. Herold has also used Accelerator Mass Spectrometry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calcium flux in serum and urine using 41Ca as a marker and jointly holds a US patent for 

the technology. He has also investigated the use of microfluidics for the application to clinical diagnostics to mea-

sure selected proteins in a rapid and accurate manner. His present interest is in the detec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hemoglobin variants by qTOF analysis of intact hemoglobin chains and sequencing of hemoglobin variants. He 

has authored and co-authored over 80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and chaired and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s.

Since 1996 he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advancement of automation and use of mass spectrometry in the 

clinical diagnostic arena. Dr. Herold has extensive previous conference organizational experience. He co-founded 

the Association for Laboratory Automation (ALA) in 1996. The ALA’s flagship conference, LabAutomation, now 

boasts over 5,000 attendees and is the premier conference in the world for laboratory automation. From 1996 to 

2000 he performed all site organization; arranged for industrial financial support for exhibit booths and spon-

sorships; and from 1996 to 2004 was chair of the scientific committee. Additionally, he served as a director on the 

board of the ALA from 1996 through 2004. Inspired by the 2007 ASMS Asilomar conference on clinical mass spec-

trometry, Dr. Herold founded Mass Spectrometry Applications to the Clinical Laboratory (MSACL). From 2008 to 

the present, he has served as Executive Board Chair and Scientific Committee Chair of MSACL that was incorpo-

rated in May 2009 as non-profit, non-membership tax exempt California corporation. MSACL’s mission is to fur-

ther the accumulation and sharing of expertise in the area of mass spectrometry in the clinical laboratory through 

educational advancement. As part of this mission, the Association hosts the MSACL conference annually in both 

the US and Europe with a strong Travel Award program. At the 9th MSACL Conference in Palm Springs, CA in 

January of 2017, MSACL supported 81 Young Investigators; 39 Trainees (individuals training to become clinical 

lab directors) and 26 Lab Director Award (individuals with minimal exposure to mass spec). The 4st MSACL Eu-



100

ropean Conference held in Salzburg in September 2017 supported 46 Young Investigators and 8 Young Trainees 

and 13 Lab Directors. MSACL will continue build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adoption of mass spectrometry in the 

clinical laboratory based on the belief that this will provide more accurate, precise and timely laboratory results 

at lower overall costs that will provide better patient care.

Four cases are presented that demonstrate improved laboratory analysis by mass spectrometry (MS).

1. Traditionally, immunoassays have been use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estosterone. In 1996, Fitzgerald and 

Herold reported that in women and childre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mmunoassay and MS analysis for testos-

terone is very low (r2 = 0.31). A later report noted that commercially available immunoassay-based testosterone 

assays for these groups miss MS-established target values by 200-500% (Taieb et al., 2003, Clin Chem).

2. LC-MS/MS determination of the steroid metabolome provides advantages over conventional imaging 

technology for adrenal cortical carcinoma (ACC). The metabolome enables earlier detection of ACC without ex-

pensive surgery and additionally enables the determination of recurrence of tumor 6 to 12 months before imaging 

technologies (Arlt et al.).

3. Diagnosis and monitoring of diabetes mellitus relies on measurements of HbA1c, the relative amount of 

glucose attached to the N-terminal valine of the beta-subunit of Hb. We report an approach to determine HbA1c 

using MALDI-TOF MS. Sample preparation is minimal and analysis is rapid, 80 spots in 20 min. MALDI-TOF 

analyses of diluted, whole blood samples determine the % of glycated relative to non-glycated Hb subunit(s) with 

CVs of ≤ 3%. (Hattan et al., 2016, JASMS).

4. Hemoglobinopathies or genetic variants of hemoglobin caused by a single polynucleotide polymorphism 

typically result in a single amino acid substitution in the globin chain. One common variant is hemoglobin S re-

sponsible for sickle-cell trait, where valine replaces glutamine in position 6 of the beta chain. Two classic tech-

niques used to identify hemoglobinopathies, cation exchange (CE)-HPLC and capillary zone electrophoresis (CZE), 

are often insufficient to identify specific variants. We use a top-down mass spectrometry (MS) approach, along 

with the CE-HPLC and CZE results, to identify which chain contains the amino acid substitution based on the 

mass differences (Yang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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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8

Renal	and	Pain	Management	Metabolomics	by	Mass	Spectrometry

Steven H. Wong
美国 WakeForest 大学

Steven H. Wong, Ph.D., DABCC (TC), FACB, is Professor of Pathology with tenure, Di-

rector of Clinical Chemistry and Toxicology/Core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Wake 

Forest School of Medicine. He is Co-Director of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Mass Spectrometry 

Center. Dr. Wong’s current scientific and clinical interests encompass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applications of omics biomarkers for enabling personalized medicine and personalized justice: 

pharmacogenomics, proteomics, metabolomics, and mass spectrometry for clinical chemistry., 

TDM with emphasis on immunosuppressant and pain management therapy with adjunct phar-

macogenomics and metabolomics., and oral fluid proteome and metabolome for clinical and 

forensic toxicology/workplace testing. In addition to over 121 publications and 146 abstracts, he edited/co-edited four 

books including Pharmacogenomics and Proteomics: Enabling the Practice of Personalized Medicine.

Prior to joining Wake Forest, Dr. Wong was a Professor of Pathology, Director/Co-Director, Clinical Chem-

istry/Toxicology, TDM, Pharmacogenomics and Proteomics,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Medical College of Wis-

consin. He also served as the Toxicology Scientific Director at the Milwaukee County Medical Examiner’s Office. 

He wa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Director, Drug Analysis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School of Medicine.,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athology and Associate Director of 

Clinical Chemistr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An active AACC member since 1980, Dr. Wong was the 2014 AACC President. He is a member of NACB, 

and of four divisions: TDM-CT (Founding Chair), Proteomics (Current Chair), Molecular Pathology (Past Chair), 

and Mass Spectrometry and Separation Science (Founding member). Outside AACC, Dr. Wong is a member of the 

Drug Testing Advisory Board of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DHHS, and a mem-

ber of the Antibody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NIH, and the newly established Foundation of 

NIH - Cancer Steering Committee/Biomarkers Consortium Working Group on Proteomic Assay Harmonization. 

He was a reviewer for NIH Glue grants. He served on the American Board of Clinical Chemistry. He received the 

Young Investigator’s Award from the Association of Clinical Scientists., Seligson/Golden and the Samuel Natelson 

Awards of AACC., and the FDA–CDRH Certificate of Appreciation from the FDA/Stakeholder TDM Review De-

velopment Team. He was the founding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DM and Clinical Toxicolo-

gy. He is an editorial board member for Pharmacogenomics, 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 Annuals of Clinical & 

Laboratory Science, the Egyptian Journal of Hospital Medicine, and the Journal of Pediatric Biochemistry, and a 

past board member for Clinical Chemistry and Laboratory Medicine and Journal of Analytical Toxi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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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osterone	Testing:	Total,	Free,	and	Bioavailable

Yusheng Zhu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Dr. Zhu is a Professor and Medical Director of Clinical Chemistry, Co-Director of 

Automated Testing Laboratory and Pathology Core Reference Laboratory, and Director 

of Postdoctoral Clinical Chemistry Fellowship Program at the Penn State University 

Hershey Medical Center. Prior to this position, he served as a Tenured Professor and 

Medical Director of Clinical Chemistry and Toxicology, Director of Postdoctoral Clinical 

Chemistry Fellowship Program at the Medical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for over 10 

years. He is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of Clinical Chemistry (ABCC) in Clin-

ical Chemistry, Toxicological Chemistry, and Molecular Diagnostics and a Fellow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Clinical Biochemistry (NACB) since 2007. He served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North American 

Chinese Clinical Chemists Association (2012), President of the Commission on Accreditation in Clinical Chemis-

try (ComACC), Chair of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linical Chemistry (AACC) Southeast Section in 2015, Chair 

of Clinical Translational Science Division (2015-2016), and Secretary of Proteomics & Metabolomics Division 

(2013-2015) of AACC. Currently, he is the Board Director of ABCC, Treasurer of Mass Spectrometry & Separa-

tion Science Division, and serves on Global Laboratory Quality Initiative Asia-Pacific Working Group and Mass 

Spectrometry Conferenc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AACC. Yusheng is on the Editorial Boards of three medical 

journals and an invited reviewer of seven international medical journals. He has given many presentations at na-

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He is interested in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research in clinical chemistry, 

toxicology, hemoglobinopathy, pharmacogenetics, proteomic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mass spectrometry. He 

has over 100 publications including peer-reviewed papers, editorials, book chapters, and abstracts. He has re-

ceived 31 awards from AACC, NACB,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Testosterone is a steroid hormone that stimulates development of male secondary sexual characteristics, but 

it is also synthesized in female at a much lower level. Testosterone circulates in blood system in different forms: 

bound to sex-hormone binding globulin (SHBG)/albumin and free. Free testosterone and albumin-bound testos-

terone are collectively known as bioavailable testosterone. Clinically, testosterone test is used for evaluation of 

men with possible hypogonadism, women with hirsutism, virilization, oligomenorrhea, and possible testosterone 

deficiency in women. In children, testosterone test is used to evaluate boys with delayed or precocious puberty 

and infants with ambiguous genitalia or virilization. In addition, it is useful for monitoring testosterone replace-

ment and antiandrogen therapy as well as diagnosis of androgen-secreting tumor. Currently, the commonly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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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is automated direct immunochemiluminescent assays. The limitations of immunochemiluminescent assays 

are insufficient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as well as substantial inter-method variability. Lately there has been a 

trend towards switching to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LC-MS/MS). Limitation of total 

testosterone test is that it may not closely reflect the level of androgenism in individuals who have altered amount 

of SHBG. For those individuals, free or bioavailable testing are recommended. The methods for free testosterone 

testing include equilibrium dialysis, ultracentrifugation, analog analysis, and calculation based on SHBG. Bio-

available testosterone can be measured after ammonium sulfate precipitation to remove SHBG-bound testosterone 

or calculated based on serum total testosterone, SHBG, and albumin concentrations. Since multiple methods are 

available for serum testosterone testing and substantial inter-method variability,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as established a Laboratory/Manufacturer Hormone Standardization Program to standardize se-

rum total testosterone measurements. Many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linical 

Endocrinologists, Endocrine Society, and Canadian Men’s Health Foundation have published practice guidelines 

and position statements on appropriate use of testosterone test. It is generally recommended that a reliable total 

testosterone assay can be used for initial testing for men. If initial values are low, free or bioavailable testosterone 

should be used for confirmation. Direct immunoassays cannot accurately measure the low serum testosterone lev-

els found in women, children, and hypogonadal men. The Endocrine Society recommends testosterone methods 

that use extraction and purification prior to measurement. LC-MS/MS methods meet these requirements. Because 

of increased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LC-MS/MS has emerged as the method of choice in women, children, and 

hypogonadal men for testosterone testing.

S-60

Targeted	Mass	Spectrometry	for	Protein	Testing	in	Clinical	Laboratories

Y. Victoria Zhang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

Dr. Zhang is Vice Chair of Clinical Enterprise Strategy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and Laboratory Medicine at th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Medical Center. She is also the Medical Director of Ambulatory Services, Director of 

Clinical Mass Spectrometry and Toxicology Laboratory and Associate Director of Clini-

cal Chemistry Laboratory at Strong Memorial Hospital. Dr. Zhang received her clinical 

chemistry fellowship training at the Harvard Medical School after her PhD at the Univer-

sity of Minnesota in Biochemistry and bioinformatics.

Dr. Zhang is recently the Founding Chair of AACC Mass Spectrometry and Separa-

tion Sciences Divisions leading the national efforts to enhanc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mass spectrometry for 

precision medicine. She is the faculty Chair for the AACC Online Certificate Programs for the introductor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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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ubleshooting for LC-MS. Her administrative interests encompass laboratory management, leadership devel-

opment, and employee engagement. Dr. Zhang has published over 40 peer-reviewed articles and book chapters, 

more than 60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nvited presentations and has organized multiple regional and national 

conferences.

Targeted mass spectrometry (MS) approaches for peptide and protein analysis are fast becoming an essen-

tial par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due to their tremendous potential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clinical proteomics. 

Adoption of targeted MS to study clinical questions is well underway as these assays provide higher specificity, 

sensitivity, short development time, and allows for multiplexing analytes as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platforms, 

further providing potential savings in a large volume environment. These factors have led to professional bodies 

supporting the use of this technology.

However, establishing and validat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se tests to make informed clinical and public 

health decisions pose significant scientific challenges. Most clinical laboratory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mass spec-

trometry platform. For those who have had experience in this area, they have been focusing on small molecular 

testing. Protein or peptide based targeted mass spectrometry assays requires different workflow and operational 

process. These skills are not readily available to the current laboratories. This presentation will discuss these chal-

lenges, the pitfalls and recommendations to implement the targeted mass spectrometry assays in a routine clinical 

laboratory.

S-61

质谱在先天性代谢缺陷疾病中的应用

刘华芬

杭州医学院迪安检验学院

After graduate study and research from Ea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and Univer-

sity of Michigan, Huafen Liu started her career with Pfizer and then Roche as research 

scientist in drug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She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especially in 

drug metabolism and transporters. She joined SCIEX, Danaher cooperation, since 2007. 

Before she moved back to China in March 2017, she was the global director of SCIEX-

Labs and led global team developed a series of advanced and innovative mass spec total 

solution including BioBA for antibody drug analysis, metabolomics, biomarker analysis, 

allergens and nutrients for food industry, and broad applications in clinical research and 

diagnostic. She received AOAC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and Scientific Excellent of the year 2015-2016”. She has 

published over 100 paper and posters over th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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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is the CEO of Calibra – a precision clinical diagnostic and metabolomics company invested by DiAn Di-

agnostic in China and adjunct professor of DIAN School of Laboratory Medicine, Hangzhou Medical College.

先天性代谢缺陷是一类罕见遗传性疾病，患者机体应缺乏特定酶类而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永久性

损伤及婴幼儿发育迟缓。

多种先天性代谢缺陷如病情控制不佳时可导致发育迟缓或其它健康问题。代谢组学技术新进展已显

著改善了分析物检出率及灵敏度，令个体化代谢组学检测有望应用于临床。质谱技术已在先天性代谢缺

陷的临床诊断中开展应用，包括非靶向筛查检测、靶向筛查检测及确诊检测。本讲将结合该应用领域的

新进展及其在国内新生儿筛查方面的应用进行介绍。

S-62

建专业平台，助感染诊断

马筱玲

安徽省立医院

马筱玲，医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安徽省立医院感染病院副院长兼临床微生物学检验专科主任

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常委兼微生物学组组长

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分会常务理事兼感染性疾病检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安徽省检验分会主任委员

先后主持国家自然基金、省自然基金等课题 10 余项，作为第一完成人获省科

技进步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2 项，发表论文 14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20 篇，主编

（译）著作 3 部，副主编著作 3 部，参编著作 5 部。

检验诊断是感染病诊治的关键环节，但引起感染病的病原体种类繁多（有细菌、病毒、真菌、支原

体、衣原体、螺旋体、立克次体等），每种病原体的形态结构、生长特性、抗原成分、遗传基因各不相

同，目前尚无一种技术能够检测出所有病原体，满足临床诊疗需要。国家卫计委在《关于提高二级以上

综合医院细菌真菌感染诊疗能力的通知》中明确要求“临床微生物室要运用经典方法和分子生物学技术准

确、快速向临床报告微生物检测结果”。分子生物学检测方法仪器价格贵，使用成本较高，且结果需要专

业技术人员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和结果解释，如果各单位盲目购买仪器，不但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也会影响检验结果的准确性。为了提高本省感染病诊疗能力，促进资源整合和合理利用，安徽省卫计委

批准成立“安徽省感染病检验诊断中心”，探索上下联动，医检合作，多方参与提高感染病诊疗能力的新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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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微生物慧眼，行精准化感控

侯铁英

广东省人民医院

侯铁英，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广东省医学科学院、广东省人民医院检验科

主任。广东省医院感染质量控制中心主任。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院管理研究所医院感染质量管理与控制专家咨询组专家

中国老年医学会感染管理质量控制分会副会长，中国医院协会、中国预防医学

会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广东省医疗安全协会医院感染质量管理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预防医学会微生

物和免疫委员会主任委员等。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等多种杂志编委。

胡必杰教授指出，“我国的感控要深入下去，就一定要从微观层面上考虑。一切没有涉及或不能具体

到微生物的感控实践，只能算是基础或低级别的感控！”

从微生物的视角审视院感防控工作，发现其中的各个环节的防控措施都离不开微生物，主要包括：

预防感染、合理治疗感染、科学防控多重耐药菌（MDRO）、妥善处置院感暴发四个主要方面。预防感染

的各项措施如检测工作人员的手卫生、医疗器械、环境中的微生物含量进行院感监测，依据可能存在的

病原体种类进行选择合适的消毒灭菌的方法等；对已经感染的病人进行合理的治疗必须依靠精准快速的

病原微生物检测；科学防控 MDRO 的各项措施无论是主动筛查、科学防控，还是耐药监测、监督检查等

都也同样离不开微生物监测；发现和妥善处置院感暴发也是如此。

总之，临床微生物实验室在感染控制工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对微生物标本做出快速、准确的

检验报告；2、进行有关抗菌药物耐药性方面的各种试验，受理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的咨询；3、密切结合

临床，与临床医师讨论、研究及处理有关感染性疾病的问题；4 参与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的管理和医院

感染监测、控制和管理。

精准化感控，离不开微生物检测这双慧眼！



107

专
题
发
言

S-64

探索以病原菌为核心的抗感染模式

黄金伟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黄金伟，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内科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致力于感染病临床

与实验室捆绑式发展的抗感染模式建设。先后主持省市级课题 6 项，参与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2 项，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30 余篇，SCI 论文 8 篇。现任温州医

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丽水市中心医院）抗生素临床应用指导中心主任兼感染科副

主任。浙江省丽水市微生物药物学医学重点学科带头人。

报告从分析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的关键点 - 病原菌确认为出发点，提出感染性疾

病诊断，病原菌确认及抗菌药物合理应用三位一体的新型抗感染模式的建设目标，结合感染病学的发展

历史特点，阐述为什么需要建设以病原菌为核心的抗感染模式。并身体力行的具体相关细节，比如学科

建设中主要部分扩大对外学术联系、积极参加学术会议，积极主持学术会议及演讲，展示学科发展在解

决临床实际问题中成果。结合 3 个典型病例初步提出作为一名新模式下的抗感染的优势也是努力的方向：

鉴定病原菌 -“准”，识别病原菌 -“快”，抗感染知识面 -“广”。最后强调，医院发展新型的抗感染模式

可能的获益。

S-65

HBV基因型与基因突变的检测及其临床意义

戴二黑

石家庄市第五医院

戴二黑，医学博士，石家庄市第五医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哈佛

大学访问学者。兼任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委员、河北省医学会检验分会候任主

任委员、《世界华人消化杂志》常务副主编等职。

主要研究方向：慢乙肝自然史、乙肝母婴阻断、结核病及鼠疫分子流行病学

等。承担课题 20 余项，获省部级科技奖 4 项。发表论文 17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30 余篇。出版著作 12 部。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4 项。荣获河北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等

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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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V 复制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经 mRNA 中间体进行逆转录，这一过程由于病毒 DNA 多聚酶（具有

逆转录酶活性）缺乏校对功能而容易发生错误，导致 HBV 变异率极高并形成不同的基因型及亚型。HBV

至少有 10 个基因型 (A ～ J)，HBV 基因型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我国南方以 B 型为主，北方以 C 型

为主，D 型主要见于少数民族地区（西藏、新疆），A、F 和 I 型偶尔发现，无 E、G、H、J 型。HBV 基因

型与病毒复制与突变、血清学转换、疾病进展以及干扰素 -α(IFN-α) 治疗应答有关，与 C 基因型感染者

相比，B 基因型感染者较少进展为慢性肝炎、肝硬化和肝细胞癌（HCC）。HBeAg 阳性患者对 IFN-α 治疗

的应答率，B 基因型高于 C 基因型，A 基因型高于 D 基因型。

HBV 具有适应性和变异性的倾向，在慢性感染过程中，不断适应环境改变，尤其是抗病毒药物、疫

苗、免疫调节剂和宿主免疫等，选择出逃逸病毒株或耐药性病毒株。HBV 基因组的不同部位存在广泛的

差异，不同部位的差异性有显著不同，基因 S、C、P、X、前 C、前 S2、前 S1 的差异性依次增高。HBV

发生的变异虽然很多，而目前已知具有重要生物学和临床意义的变异有：S 基因 a 决定簇 G145R 变异、

前 C 区 ntG1896A 变异、核心启动子 ntA1762T 和 ntG1764A 变异、P 基因逆转录酶区（RT）变异等。

HBV基因型与变异的测定方法有基因序列测定法、基因型特异性引物PCR法、线性探针反向杂交法、

单克隆抗体酶免疫测定法（EIA）、芯片杂交技术、限制性酶切长度多态性分析 (RFLP) 等。其中，前三种

方法临床上最为常用。

S-66

结核病分枝杆菌的分子诊断技术进展

余方友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肺科医院

余方友，上海市肺科医院 ( 同济大学附属肺科医院 ) 检验科主任、博士研究生 /

博士学位、教授 / 主任技师、博 / 硕士研究生导师

2011 年 12 月至 2012 年 12 月以及 2016 年 7 月至 10 月先后在美国 Medical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 和 Rutgers, New 

Jersey state University 做访问学者，1991 年至 2001 年在江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

院检验科从事医学检验工作，2014 年至今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从

事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工作。

先后主持课题 15 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4 项，浙江省自然科学

基金 2 项。以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7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33 篇（影响因子 2 分以上）

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和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各 1 次（排名第二）、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一次（排名第一），其他厅市科技奖 6 次（排名第一）。

先后为浙江省新世纪 151 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才、浙江省卫生高层次创新人才、温州市 551 人才工

程、第一层次人才等。

主编或参与编写著作 6 部。为 SCI 收录杂志 DMID、PLos ONE、BMC infectious disease、BMC micro-

biology、JMM、EJCM、JJID等及中华检验医学杂志等通讯审稿专家，为中华临床实验室管理电子杂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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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医院感染学杂志、中国现代医生、实验与检验医学杂志及 Frontier in Microbiology 编委。

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临床微生物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微生物学和免疫学会临床微生物学组委

员、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感染性疾病诊断委员会委员、中国微生物学会医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专

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结核分枝杆菌由于生长缓慢，所引起的疾病严重，及时、快速、准确地检测结核分枝杆菌对诊断结

核病至关重要，传统的培养方法由于时间长，难以满足临床的需求。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

分子生物学技术在结核分枝杆菌的检测中应用越来越广泛。本课件重点介绍 GenXpert、线性探针、恒温

等链扩增技术、荧光定量 PCR 技术、PCR+ 熔解曲线、PCR+DNA 测序以及二代测序等技术在检测结核分

枝杆菌及耐药中的应用，以及存在的问题。

S-67

基于耐药基因检测的HIV 分子传播网络技术在艾滋病防治领域应用

韩晓旭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韩晓旭，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青年委员，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Scientific report、J Biol Chem、BMC Genomics、Plos One、Virologica Sini-

ca 杂志特邀审稿人。从事艾滋病流行规律、病毒进化及分子诊断技术研究，承担

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国家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子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等课题，累在国内外发表英文论文 50 余篇，作为主要参加人获得 2008、2015 年度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4 年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近年来，基于基因序列测定的分子诊断技术在病原微生物的鉴定、分型、耐药性测定中的应用越来

越广泛。病原微生物的基因序列除了上述应用以外，还可以揭示病原微生物传播规律的信息，但目前这

方面的应用开发尚不充分。

人免疫缺陷病毒（HIV）是一种高度变异的病毒，传播的过程中，其在宿主免疫选择及药物选择压力

下，不断发生变异和进化，病毒基因序列提供的遗传信息，可以用来揭示病毒传播规律。抗逆转录病毒

治疗可出现耐药突变引起治疗失败，临床上常用病毒 pol 基因测序的方法监测耐药突变。近年来，各国

科学家探索利用临床 HIV 耐药检测过程中产生的病毒 pol 基因序列来监测 HIV 的流行规律，并用来指导

HIV 的预防干预活动。

HIV分子传播网络是通过病毒基因距离及系统进化的方法，将遗传关系最紧密的一群病毒相互连接，

形成传播簇，进一步分析同一传播簇中个体的社会人口学、行为学、生物学的联系及临床特征，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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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簇消长的动态变化，揭示最活跃的传播簇，采取靶向干预措施，提高干预的针对性和效果。目前，

国际领先的研究中，已采用分子传播网络技术描绘了全球 141 个国家、地区和不同传播途径人群中检出

的 HIV 毒株的聚类情况，揭示不同毒株的传播关系及时空关系；同样也可采用该技术进行国家水平及局

部地区的研究，揭示正在活跃扩张传播簇的毒株人群活动特征，指导靶向干预；还可根据传播网络的变

化情况，反映干预措施的效果。目前，一些国家正在探索建立基于 HIV 临床耐药检测的分子网络实时监

测及预警系统。

分子传播网络研究目前仅见于 HIV 及 HCV，对于大多数临床常见的细菌及病毒感染及新发传染病来

说，属于尚待开垦的全新领域。而以往研究中，已经有许多常见感染性疾病如结核分枝杆菌、乙型肝炎

病毒，及新发传染病如新发 H7N7 流感病毒、新发福氏志贺氏菌感染等的分子水平分型及耐药研究，这些

数据将为进一步传播规律的探索研究，指导预防治疗提供重要基础。

S-68

精准医学相关临床分子检测的质量管理：通过案例分析看个性和共性

李金明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李金明 , 研究员，医学博士。国家卫生计生委临床检验中心副主任兼临床免

疫室主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北京大学医学部博士生导师，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2009-2010 年度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

在国内系统提出了临床分子诊断质量管理和标准化的概念和方法。研究方向为：临

床分子诊断方法及标准化。先后以项目负责人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6 项，

863 课题 1 项，传染病重大专项课题 1 项。以第一和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200 多篇

（在 Ann Rheum Dis、Clin Chem、J Thorac Oncol. Int J Cancer、J Clin Endocrinol 

Metab.、J Mol Diagn. 等杂志发表英文论文 108 篇）。以第一完成人获北京市科技奖

二等奖 1 次和三等奖 2 次

精准医学相关的临床分子检测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特点，一是检测项目多，包括肿瘤基因突变检

测、药物基因组学、遗传病（疾病诊断、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传染病病原体（载量、分型和耐药等）

等，既有 DNA，也有 RNA；检测方法多种多样，如实时荧光 PCR、ARMS、高分辨融点曲线分析、PCR-

Sanger 测序、PCR- 焦磷酸测序、PCR －杂交（膜上、芯片、乳胶颗粒等）、PCR- 微流控芯片、一些等温

扩增技术（如 TMA、LAMP 等）、新一代高通量测序、荧光原位杂交、直接杂交等。这些方法中绝大部分

都是以 PCR 扩增为基础的，既有定量，也有定性；对于临床基因扩增分子检测的管理，原卫生部 2002 年

即下发了“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管理暂行办法”，2010 年发布了正式的“医疗机构临床基因扩增检验

实验室管理办法”，要求凡是开展向患者收费的临床基因扩增检测的实验室，必须按规范设置，并配备必

要的仪器设备，人员持证（培训合格）上岗，除了上述硬件外，还需建立实验室质量保证体系（分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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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后的全过程的文件化），然后通过省级临床检验中心或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机构的审核，才能开展临

床检测。本报告拟从分析前、中和后的一些案例，剖析上述不同检测项目及不同方法的质量管理的共性

以及个性。

S-69

案例解析基因检测的质量控制及管理方案

许斌

江苏省临床检验中心

许斌，江苏省临床检验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员。从事临床免疫学、分子生物

学质量管理及方法学研究。

社会职务：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委员；中国医院协会临床检验管理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技术委员会委员、主任

评审员；国家卫计委临床检验标准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主任委

员；江苏省医师协会检验医学分会主任委员；江苏省医院协会临床检验管理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 《临床检验杂志》副主编；《中华检验医学杂志》、《中华医学杂志》、

《检验医学杂志》等编委。

卫办医政发〔2010〕194 号文《医疗机构临床基因扩增管理办法》发布后，基因检测的技术以及临床

应用发生了爆发性的发展，实验室验收执行的原卫生部临检中心的现场验收表（十章三十八款）已不能适

应。为此，江苏省原卫生厅委托江苏省临床检验中心起草了地方标准：《江苏省临床基因扩增检验技术管

理规范（试行）》（苏卫办医〔2010〕76 号	）以及配套的《2014 版江苏省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验收申

请表》和《验收评审表》（七章六十六款）。

1、技术范围：包括靶基因扩增（PCR、TAS、LCR 等），探针扩增（Qβ 复制酶系统等），信号扩增

（bDNA 等）。

2、机构范围和项目分类：医疗机构内部可设置多个基因检测实验室，不同建筑位置、不同科室的实

验室分别进行验收。同一收费项目只允许在同一医疗机构的一个实验室开展，以科研为目的的检测项目

不得向临床出具检验报告，不得向病人收取任何费用。按照感染性病原体、生殖遗传、个性化用药、肿

瘤四类分别验收。目前，江苏省按照新版验收表共审核了 169 所医疗机构的 186 家实验室通过了临床基

因扩增检验实验室的准入，其中 148 所医院、21 所独立医学检验所。感染性病原体基因项目—154 家实

验室；	肿瘤相关基因项目—23家实验室；个体化治疗相关基因项目—9家；生殖遗传相关基因项目—8家。

3、验收申请需提供项目性能验证的材料。（案例 1 显示厂商声称的参数未必能实现）

4、全过程的质量管理要求：1）标本质量评估，尤其组织标本的微切割富集肿瘤细胞（案例 2 提示

未做的实验室的室间质评结果出现假阴性，因此规定以组织为检测对象的实验室必须有执业临床病理医

师），需评估提取的效率和浓度、纯度。2）扩增过程和产物检测过程的质控物需关注针对性和有效性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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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覆盖基因型和突变类型等。（案例 3 和 4 通过室间质评质控物的位点或突变点的不同导致某一品牌产

品的结果全部假阴性等）。

5、检验报告的资质和完整性。（案例 5 解读报告单的规范性）

S-70

案例解析高通量测序分析前中后的质量控制

童永清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童永清，副教授，副主任医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检验医学中心副主任，美国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后。现任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血液肿瘤个体化诊断

检验医学专家委员会委员和湖北省医学会微生物与免疫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等。主要从事分子诊断与个性化治疗方面的研究，获批国家发明专利 12 项，在

Clinical Microbiology and Infection 和 Medicine 等杂志发表文章二十余篇。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副主编专业书籍 3 部，参编专业书籍 3 部。

随着高通量测序（也称下一代测序，NGS）技术规范、标准的出台，其在遗传病、肿瘤等疾病诊疗中

的作用逐渐被认可和广泛应用，如肿瘤靶向药物的选择、药物基因遗传背景与临床疗效预测和评价、遗

传病的诊断和携带者筛查以及优生优育等。尤其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基因检测被纳入到疾病临床诊疗指

南以及 NGS 在临床疾病诊疗中的应用规范发表，也促进了 NGS 在临床疾病中应用的快速发展。但 NGS

因操作流程繁琐、数据分析复杂和人类遗传学数据不完善等因素，制约了其在临床中应用的普及。报告

以遗传病检测和肿瘤相关基因检测等为例，将 NGS 的主要过程（样本准备、文库构建、测序反应和数据

分析）与临床分子诊断检测过程相结合，从临床医师检测申请到检测结果的报告发放与解释整个过程分

为分析前、分析中和分析后三个阶段阐述 NGS 的质量控制。首先介绍了高通量测序分析前的质量控制，

如临床医师申请检测时在检测申请单中应该详细描述的几个问题，如疾病的临床表现、疾病的诊断、家

族史、既往检查结果的描述等，知情同意书签署的重要性等；在标本采集时注意事项，如标本类别、采

集量等，采集后的运输条件和保存时间等。其次介绍了标本进入检测流程后的高通量测序分析中质量控

制，如核酸提取的质量控制、核酸提取的类别与核酸提取的方法，以及在样本文库构建和测序反应过程

中的注意事项等。最后介绍了高通量测序分析后的质量控制，主要涉及数据分析中存在的问题和注意事

项，结果的验证与解释，与临床医师、受检者沟通中的注意事项以及报告中存在的问题及说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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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1

临床实验室安全管理相关文件解读

黄山

贵州省临床检验中心

黄山，主任技师，硕士研究生导师，贵州省临床检验中心副主任。现任中华医

学会检验分会全国委员、中国遗传学会遗传咨询分会全国委员、中国合格评定国家

认可委员会（CNAS）实验室认可评审员、贵州省医学会微生物与免疫学分会主任委

员、贵州省医学会检验分会常委、贵州省医院协会临床检验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贵州省临床检验质量控制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贵州医药》、《分子

诊断与治疗》、《临床检验杂志》、《中华临床实验室管理电子杂志》、编委。已累计

发表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专业论文 80 余篇，主编出版专著六部，参编出版专著五

部。主持完成省级科研课题三项，主持完成市厅级科研课题 4 项，参与省厅级科研

项目 10 余项，培养硕士研究生 8 名。获贵州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二项，贵州省医学科技二等奖五项、贵州

省医学科技三等奖五项。

做好临床实验室安全管理，必须要准确把握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文件。目前，涉及实验室生物安全相

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近 70 个。其中，生物安全基本法规 13 个，医疗卫生系统密切相关的生物安全法律法

规与标准 21 个，国际组织及国外法规指南 8 个，农业部（包括林业局）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与标准 18 个，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与标准 2 个，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与标准 1

个，生物军控与生物两用品出口控制相关法规 4 个。实验室生物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文件按层次分为

法、条例、办法（令）、标准（指南）、文件（规范、规程）等，其中法 4 个、条例 10 个、办法（令）25 个、

标准（指南）9 个、文件（规范、规程）20 个。按学科类别分类，实验室生物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与文件

涉及的学科有：生物安全理论 6 个、物理防护原理 4 个、生物医学 5 个、管理学 39 个、环境学 9 个、工

程学 1 个。对于实验室生物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的解读，要抓重点，坚持以法、条例等级别较高的

法律法规的指导作用，按照标准（指南）、文件（规范、规程）的实用性进行具体的实验室安全管理。在管

理过程中，做到有据可依、结合实际、务求实用。重点做好实验室设计、环境、仪器设备、人员培训、

操作规程、消毒灭菌等环节的安全工作。在实验室建设和管理中，做到科学合理、安全首位、软件优

先、管理严格、远离病源、预防为主、厉行节约的八大原则。对各种文件的解读，必须与时俱进，把握

最新进展。对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各种文件的应用，重中之重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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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2

临床实验室质量管理中的风险识别及对策

关秀茹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关秀茹，现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

士生导师，博士后。

兼任黑龙江省医学会检验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委员、中国医师

协会检验分会委员、美国临床化学学会会员、《临床化学》中文版编委、《Frontiers 

in Laboratory Medicine》等杂志编委。

长期从事临床检验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是感染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疾病

的实验研究。主编著书 3 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各级各类课题 10 项。获得

各级各类成果奖 8 项，近五年发表论文 50 余篇。

随着检验医学的发展，检验新技术、新知识不断涌现，为临床医学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支持和帮

助。强化检验质量、增强管理与风险意识在医院发展建设中尤为重要。检验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临床

科室的医疗质量，是广大检验医学工作者所面临的迫切问题。《ISO15189 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准

则》，对医学实验室的质量管理和持续改进提出了标准和规范，要求识别和管理质量管理体系各方面发生

的（潜在）不符合（包括检验前、中、后过程），消除（潜在）不符合的原因。但是由于医学实验室检测过

程管理环节多，检测对象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即使严格执行这些标准，医学实验室仍然存在由诸多

因素所致的残余风险，即由于实验室误差或差错导致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受到损伤或利益受损。鉴于此，

ISO15189:2012 将“风险管理”正式写进了条款临床实验室风险管理的具体步骤等问题，对风险管理在医

学实验室具体应用程序的制定进行了初步探索。

风险管理有助于临床实验室综合实施传统室内质量控制、仪器固有控制系统和其他控制措施，使实

验室整个检测过程中的各个风险降低至临床可接受水平。临床实验室可利用风险管理工具对检验全过程

的问题进行分析、评价、调查、控制和监测，以实现持续质量改进，保证患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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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3

临床实验室生物危害风险评估程序

鲁辛辛

北京同仁医院

鲁辛辛，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同仁医院检验科主任，主任医

师。从事病原微生物检验及研究工作 30 余年。

生物安全的话题虽然很重要，但是真正在临床上重视的单位不多，因为它很难

引起人们的兴趣和热情。本讲通过介绍历史上重要的实验室危害实例为切入点，阐

述因实验室操作不规范而可能遇到的病原体、生物因子、化学物质等的侵袭性感

染、传播及环境污染；通过国内外指南及专家共识，介绍正确的风险评估方法，提

高检验人员对生物危害的认识与关注。

S-74

自身免疫：敌人抑或朋友

仲人前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仲人前，现任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实验诊断科、全军医学免疫诊断研究所研

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实验诊断学的教学、科研和医疗工作。培养博士生、

硕士生 70 多名，主持各类国家和省部级科研基金 20 多项、发表SCI论文 80 多篇，

出版专著 12 部，授权专利 6 项，获军队和上海市科技成果奖 7 项。目前担任上海

市免疫学会理事长、中国医学装备协会检验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免疫学会常

务理事、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常委、中国医院管理协会检验分会常委、中国医师协

会检验分会差常委。曾任中国免疫学会临床免疫分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学会检验

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标志物分会副

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学协会临床检验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军检验学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自身抗体的临床应用越来越广泛。从疾病的筛查、预测、诊断，到疾病的危险性分层丶预后判断、

疗效观察，复发判断等；从专门从事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风湿免疫科，到一般的内科，包括肾内科、呼吸

内科丶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科、血液内科，甚至到肿瘤外科、血管外科、妇产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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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抗体导致疾病的途经也非常复杂。包括：模拟激素激活受体的甲亢、阻断神经传导的重症肌无

力、阻断凝血途经的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改变细胞信号通路的天疱疮、活化中性粒细胞的血管

炎、直接导致细胞溶解的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免疫复合物诱导炎症并导致的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

疮等。

但另一方面，自身抗体还存在许多令人不解的问题。如，人的血型与生俱来，为什么抗原和抗体会

同时存在？体内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其抗原是什么？有没有自身抗原？许多自身抗体没有致病作用，

到底是为什么？自身抗体在健康人群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自身抗体在不同疾病人群中是否还有好的

作用呢？本文试图从近几年来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对这些问题进行说明和解释。

S-75

NETosis 在 SLE 发病机制中的研究

孙尔维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孙尔维，教授，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骨内风湿免疫科主任，广东省骨科

研究院临床免疫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免疫学会临床免疫分会副主任委

员，广东省免疫学会副理事长、临床免疫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药学会风

湿免疫用药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临床免疫专家组专家，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委。在新型临床免疫抑制方案、炎症以及免疫性疾病的发病机制

研究方面有独到见解，提出了“细胞死亡免疫识别的”的新学说，为临床风湿免疫

性疾病的治疗指明了新的方向。

孙尔维教授在临床免疫研究领域先后获得包括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面上

项目、211 工程、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团队项目、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以及 863、973 计划项目等 10 多

项研究课题 , 在“Cell Death and Differentiation”, “Pharmacology and Therapeutics”,“Cytokine”，“J 

Immunology”, “Oncotarget”等著名杂志上发表了 20 多篇研究论文。

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是常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现已公认，免疫系统

的异常活化，产生针对自身抗原的免疫细胞、淋巴因子以及抗体等是SLE起病和复发的主要原因。因此，

SLE 的治疗以抗炎、免疫抑制为主，但绝大部分免疫抑制剂都存在明显地毒副作用，影响了临床治疗效

果。因此深入探索 SLE 的发病机制，开发新的治疗药物无疑对防治 SLE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多形核中性粒细胞（polymorphonuclear,	PMN）是血液白细胞中最多的一群细胞，并能最早募集到感染

局部发挥免疫作用。PMN 除直接吞噬病原体外，还能在病原体刺激下释放出 DNA，与黏在 DNA 上的抗

菌肽、弹性蛋白酶、髓过氧化酶等蛋白形成中性粒细胞胞外陷阱（NETs），捕捉并杀死细菌，防止细菌的

进一步扩散。最近研究发现 PMN 在无菌炎症信号（如活化的血小板、晶体、自身抗体、免疫复合物以及

多种促炎因子）的刺激下，也能释放 DNA，发生 NETosis，由于会出现类似细胞“坏死”胞膜破裂、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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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自身抗原以及炎性物质的表现，若 NETs 产生过多，和 / 或清除不彻底，将直接损伤周围组织，促进

自身抗原修饰、外化。

目前研究发现，NETs 在 SLE 发病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概括如下：

（1）NETs 上含有抗菌肽 LL-37、中性粒胞内蛋白与自身 dsDNA 形成复合物，可直接活化浆细胞样树

突状细胞，产生 IFN-α，加重 SLE 病情；

（2）NETs 释放过多可活化巨噬细胞的 NLRP3 炎性小体，促进促炎因子 IL-1β、IL-18 分泌，加重炎

症反应；				

（3）NETs 结合的组织因子能活化血小板及凝血因子，促进血栓形成；

（4）NETs 上结合的 MMP9 等 MMPs 能直接损伤内皮细胞，导致血管炎，促进 SLE 进展及器官损伤。

此外，研究发现 SLE 患者中血液中存在一群特殊的中性粒细胞，称为“低浮力密度中性粒细胞”（low	

density	granulocytes，LDGs），在 SLE 发病中起关键作用。研究表明，SLE 患者的 LDGs 比例与抗 dsDNA

抗体的滴度及疾病活动度呈正相关；同时，LDGs 能干扰内皮祖细胞向成熟内皮细胞分化，加速 SLE 患者

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导致病情加重；此外，LDGs能自发形成NETs，释放氧化的线粒体DNA；相应的，

抑制 LDGs 释放 NETs 可缓解狼疮小鼠病情。

					综上，PMN及LDGs释放的NETs在SLE发生发展中至关重要。过多的NETosis能释放胞内自身抗原，

诱导自身抗体产生，进而形成免疫复合物，同时促进促炎因子分泌，诱导固有免疫和获得性免疫反应，

促进 SLE 发生发展。因此，抑制 NETs 释放可能成为治疗 SLE 的新策略。

目前通过控制中性粒细胞的 NETs 释放，治疗 SLE 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本课题组的研究发现

HZG 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有可能是治疗 SLE 的新型药物。研究表明 HZG 具有抗炎、抗氧化、抗休克、抗

肿瘤、抗微生物、抑制血栓形成、免疫调节等作用，但其对 PMN 释放 NETs 的作用及在 SLE 中的疗效研

究尚未见报道，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HZG 能显著抑制 PMA 诱导下中性粒细胞释放 NETs，显著缓解

Pristane 狼疮小鼠的病情，HZG 的出现为进一步研究 SLE 的发病机制以及 SLE 新型治疗药物和治疗方法

提供了可能。

S-76

自身免疫病生物标志物 -从蛋白质到非编码RNA

李晓军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李晓军，南京总医院中心实验科主任，主任技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

国免疫学会、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南京军区临床检验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免

疫学会临床免疫检验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常务委员；江苏

省免疫学会和微生物学会副理事长。《临床检验杂志》副主编，《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等杂志编委。承担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省部级基金课题，为江苏省“科教兴

卫”医学重点学科学科带头人及医学重点人才。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4 项；以

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130 余篇，SCI 论文 30 余篇。曾获“全国各族妇女团结进步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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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个人”；江苏省“青年科技奖”等荣誉。。

作为重要的辅助诊断指标，生物标志物（Biomarker,BM）被广泛地用于自身免疫病（autoimmune	dis-

ease,	AID）的诊断、疾病的分型、炎症活动度、治疗反应性和预后判断等多个方面。研究表明，	AID 患者

若在早期（3-6 个月）得到诊断并接受合理治疗如新型生物制剂等药物的治疗，可以极大的缓解症状，并

且延缓疾病的进展，然而这些昂贵的生物制剂仅能使部分患者受益。早期诊断预警、合理选择针对个体

病情的药物疗法，成为AID诊断和治疗中的关键问题。而利用BM对AID患者的病程和病情、遗传学背景、

表观遗传学等特性做出综合判断，可以达到早期预警诊断疾病、疾病分层管理、合理使用药物的目的，

从而实现 RA 的精准化诊治，提高 RA 患者的生存质量。

蛋白类 BM 如自身抗体是最早广泛应用于 AID 诊疗过程的标志物。蛋白类 BM 主要包括各种自身抗

体和炎症相关分子。自身抗体既参与 AID 重要的发病机制，也是 AID 的 BM。炎症相关分子则是判断炎

症活动情况的指标，通常反应了疾病活动和关节损伤程度。随着蛋白质组学、基因组学和表观遗传学的

发展，以蛋白质、基因组以及非编码 RNA(ncRNA) 为指标的检测技术日益完善，使得更多的蛋白质、基

因组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位点、microRNAs 和长链非编码 RNA（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在某些 AID（如 SLE、RA、糖尿病）患者中得到发现和确认，有些已成为 AID

潜在的BM。自从2008年Mitchell等报道ncRNA（microRNAs）可以稳定的存在于血浆以来，在AID血浆、

外泌体、关节液和外周血淋巴细胞中均检测出 ncRNA，包括 miRNAs、lncRNA。从研究策略上来讲，首

先应在患者的组织样本中寻找差异表达 ncRNA，然后探讨其与 RA 诊断、治疗预后的相关关系。虽然这

些 BM 的临床意义尚有待更多临床大数据的验证，但不可否认，上述新型 BM 的发现确实为 AID 的早期诊

断和精准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由于 AID 的高度异质性，对患者血浆、滑膜腔、免疫细胞内多种 BM 的综合性分析对于实现早期诊

断和个体化治疗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遗传学和表观遗传学的评价指标在临床上评价作用还需要进一

步验证，其中 miRNA 和 lncRNA 的组合使用可能为某些 AID 的诊断和治疗带来突破性的进展。

S-77

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自身免疫病

孙凌云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孙凌云，博士，主任医师 / 教授，博士生导师 

南京鼓楼医院副院长、南京大学风湿免疫研究所所长。现任国家干细胞专家委

员会委员、中国医药学会干细胞质量控制和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抗衰老学

会交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风湿病学会名誉主任委员、候任主任委员。在国际

上首先开展异体间充质干细胞治疗红斑狼疮等自身免疫病，已完成 870 例，在国际

大会发言 30 余次。在 Cell Stem Cell、Nat Immunol、Nat Med、JEM、Cell Rese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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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内外发表论文 402 篇，主参编专著 16 部。获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华医学二等奖等。承担国家

省部级科研项目 22 项。2015 年获第七届国家卫生计生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江苏省医学杰出人才和江苏

省中青年首席科学家、南京十大科技之星、南京科技功臣。2002 国务院特殊津贴。

上世纪九十年代，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治疗重症难治性免疫病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费用高、风

险大、需要层流病房、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复发率高、异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排异反应率高、死亡率高，

不能在临床上常规使用。

间充质干细胞 (	MSCs) 是来源于发育早期中胚层的多能干细胞，具有高度自我更新能力和多向分化潜

能，由于间充质干细胞无免疫原性，输注后无免疫排异反应，所以异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免疫病，

不需要组织配型和移植后抗排异反应，不需层流病房，无死亡风险，费用只有造血干细胞的移植的十分

之一，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多，易于开展。

2007 年开展异体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难治性红斑狼疮，取得较好疗效，并尝试用于类风湿关

节炎、系统性硬化症、干燥综合征	、多发性肌炎、炎性肠病等，取得了较好的疗效。我们又尝试用脐带

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上述多种免疫病，效果明显，解决了间充质干细胞的来源和伦理问题。4 年

长期随访发现难治性红斑狼疮的 2 年的死亡率从 35%-45% 下降到 4%。已共完成 870 例多种难治性免疫

病患者的治疗，长期观察安全有效，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S-78

国产化学发光检测的发展与挑战

葛胜祥

厦门大学

葛胜祥，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

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体外诊断方向负责人，全国体外诊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秘书长。长期从事体外诊断技术平台、生物活性原料和产品，以及病原体流行病学

和疫苗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 SCI 论文 70 余篇，申请专利 30 余项，已有 8

项专利在多个国家获得 24 项授权，作为团队核心成员研制的医疗器械产品获 CFDA

医疗器械注册证书 104 项、欧盟 CE 认证 12 项、WHO PQ 认证 2 项。相关研究成果

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2010 年度，第 2 完成人），福建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2009 年度，第 2 完成人；2015 年度，第 1 完成人）。

化学发光免疫检测技术具有灵敏度高、线性范围宽、定量精确、误差小且自动化程度高等特点，已

成为临床免疫检测的主流方法。目前我国的体外诊断市场容量约为 600 亿元，化学发光免疫检测占到了

三分之一以上（约 200 亿元），且以每年 30% 的速度在增长。其大部分市场被进口产品占据，但国产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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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光免疫检测产品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我国国产化学发光免疫检测约从 2005 年左右起步，至今已有六十余家企业从事化学发光免疫检测产

品的研发和生产。国产化学发光检测起步时主要以半自动化学发光检测仪和板式化学发光免疫检测试剂

为主，但随着进口品牌逐步进入中低端市场，板式化学发光免疫检测逐步式微。在 2008-2009 年期间，

国产厂家开始全面转向磁微粒化学发光免疫检测平台。随着国产化学发光免疫检测产品质量的逐步提

升，虽然仍未占据主流市场，但市场份额在快速提升，已逐步进入与进口产品正面竞争的阶段。

虽然国产化学发光免疫检测发展迅猛，但仍然面临诸多挑战：（1）设备的故障率、精密程度以及自动

化程度仍有待进一步提高；（2）试剂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仍差强人意；（3）国产试剂的口碑仍有待提升；（4）

进口厂商逐步开始实现国内生产，成本在进一步下降；（5）相当一部分核心原料仍以来进口。因此，国产

化学发光检测需要技术升级，提升检测性能，提高特色项目优势，差异化竞争，提升品牌效益，迎合医

疗机构性价比需求，最终实现国产化学发光检测在国内市场的主导。

S-79

液体活检联合自身抗体检测在肺癌早期筛查中的研究进展

徐国宾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徐国宾，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暨北京肿瘤医院检验科

主任、GCP 一期实验室代理主任、 分子诊断中心副主任、病理与医学检验教研室副

主任。兼任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教育与学位建设专委会委员、医学检验学系副主

任，中华检验医学杂志副总编辑，医学参考报检验医学频道副主编，中国分析测试

协会标记与免疫分析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国医院协会临床实验室管理委员会委

员，北京医学会检验分会副主任委员 / 生化组长。

肺癌在我国发病率和病死率位居第一。超过 85% 的肺癌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失去手术机会。IA 期

的肺癌患者 10 年生存率达 92%，IV 期肺癌 5 年生存率仅为 4%。化疗、靶向治疗是晚期肺癌患者的基本

治疗手段。化疗反应率约为 20%~35%。非小细胞肺癌进入靶向治疗时代十年来，晚期肺癌患者中位生存

期显著增加 2.4 倍，由原来的 14.1 个月延长至 33.5 个月，患者五年生存率也从 8% 增至 18%，但靶向治

疗耐药发生不可避免。肺癌的早发现和晚期肺癌治疗的及时疗效评估是临床关注的焦点。2011 年 8 月美

国国立肺癌筛查研究（NLST）结果显示，与 X 线胸片相比，采用低剂量螺旋 LDCT 对肺癌高危人群进行

筛查可使肺癌病死率下降 20%。2013 年 8 月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USTSPF）推荐低剂量螺旋 CT 进行肺癌

早期筛查。纳入 NLST 研究中的 53454 例高危肺癌人群中有 24.2% 发现肺内阳性结节，其中 96.4% 为假

阳性。由于低剂量螺旋 CT 筛查的高假阳性和出于对辐射暴露致癌风险的担心，欧洲和加拿大目前并没有

推出肺癌筛查指南。液体活检包括循环肿瘤细胞、循环肿瘤 DNA 和循环血中针对肿瘤特定靶抗原抗体对

于肺癌的早筛查具有很大的潜力。由于早期肿瘤患者游离 DNA(cfDNA) 含量低，ctDNA	丰度低，对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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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敏度要求高 , 高通量测序（NGS）在肺癌肿瘤早期筛查中的价值受到重视。斯坦福大学报告的仅有 13 例

的一项研究，包含 I	期 4	例和	II-IV	期 9	例的 NSCLC	，采用 NGS 检测覆盖 95% 以上肺癌突变基因的捕获

建库测序平台检出基因突变的敏感度分别为	50% 和	100%，特异性为	96%。我们的初步研究发现，阴性

富集荧光原位杂交技术检测肺癌患者循环血 8 号染色体扩增的癌细胞，在Ⅰ - Ⅱ期时阳性率达到 57.14%

（4/7），Ⅲ期、	Ⅳ患者分别达到 83.33%（15/18）、92%（23/25），特异性高达 99% 以上。在肺癌发生早期，

自身抗体是免疫系统针对癌症产生的特异性反应，具有高敏感性和高特异性等优点。研究表明，肺癌患

者血液中自身抗体的检出比影像学检测早 5 年。2015 年由浙江凯保罗生物科技公司在国内发起了多中心

肺癌自身抗体谱对肺癌筛查效能评价的临床研究。该研究检测了包括针对 GAGE7、CAGE、MAGE	A1、

SOX2、GBU4-5、PGP9.5、p537 个靶抗原的自身抗体。结果在特异性设定为 90% 时，筛查肺癌的敏感度

达 60%，且不同病理分期的肺癌患者阳性率类似。肿瘤的异质性导致靶抗原表达谱不同，针对特定靶抗

原的抗体谱的阳性率仅有 50%，肿瘤的异质性和早期肿瘤生长的特点导致特定扩增染色体和基因突变的

检出率也仅有 50%。单一平台对于肺癌的早期筛查阳性率不理想。在保证特异性的基础上，联合自身抗

体、CTC、多个 ctDNA 的 NGS 检测对于提高影像学鉴别肺结节的效能应该具有价值。

S-80

反相蛋白微阵列技术在磷酸化蛋白组学中的应用

王楠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蛋白质组学中心实验室

 王楠，博士，毕业于英国纽卡斯尔大学（Newcastle University, UK）医学分子

生物系。于 2010-1013 年供职于英国北方蛋白组学分析中心 NEPAF（North East 

Protein Analysis Facility）。从事质谱与非质谱蛋白组学训练，并专注于反向蛋白

微阵列技术平台的开发与研究应用。在供职期间建立了一整反向蛋白微阵列的实验

方法，开发了一套独特的磷酸化抗体筛选方法，并通过大量验证证实其在真实实验

中的有效性。并于 2014-2017 年供职于英国纽卡斯尔大学蛋白组分析中心（NUP-

PA），开发反向蛋白微阵列在系统生物学及临床蛋白组学的应用。

反向蛋白微阵列技术作为一种高通量的多重标志物检测技术，拥有的超高灵敏度（pg-fg/ml），特异性

及便捷的样本处理及操作流程。并逐步完善，正在为临床个体化诊疗，预后监测，新生物标记物探索，

用药指导以及体外诊断及癌症个体分型带来新的解决方案，并在众多大型多组学交叉队列分析中发挥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解决蛋白微阵列信号检测中的技术瓶颈，我们利用了基于平面光导技术的（Planar	Waveguide	

Technology	PWG）优势，并且优化了整体实验方案，包括流程中的各种缓冲液及阵列制备，处理，分析

流程，使得样本的可检测性及数据的真实性得到了保障。由于反向微阵列在研究细胞信号转导方面的优

势，我们摸索了一整套对磷酸化抗体进行评价的方法，建立了快速高通量磷酸化抗体芯片验证流程，并



122

通过大量筛选得到了由近 100 种磷酸化抗体及 100 种全蛋白抗体所组成的抗体库，涵盖了 10 余条细胞信

号通路上的关键节点及上下游调控分子。我们通过不同实验手段对抗体库进行评测，证实了反向微阵列

在大量样本平行分析（系统生物学信号转导建模）中的强大优势。我们建立了一套适用于临床组织样本

（鲜冻及石蜡切片）及血液样本的蛋白提取方法，可在短时间内进行几百个样本的平行分析，十分适合生

物标志物探索及验证。

利用基于 PWG 技术的反向蛋白微阵列的高灵敏度，我们正在开发配套的光学芯片，用以开发基于蛋

白微阵列技术的多元化应用，其主要包括基于硬基质的高灵敏度重组抗原阵列以及抗体微阵列。其主要

开发对象为临床体外诊断领域，包括 POCT 及成套解决方案。

S-81

乙型肝炎免疫检验新进展

陈瑜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陈瑜，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第一医院检验中心主任，传染病诊治国家

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 浙江省临床体外诊断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心实验室主

任。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委员，兼临床免疫学检验学组副组长，中国医师协会检验

医师分会常委，浙江省检验学会候任主任委员，卫生部疾病控制专家委员会委员，

卫生部临床检验标准化委员会委员。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国家中青年科技

创新领军人才。主要研究方向：感染性疾病发病机制及实验诊断研究。主持国家重

大专项、973、863 以及国家自然基金等重大课题 12 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中华医学会一等奖等成果。在世界顶级医学杂志《LANCET》等发表 SCI 论文 100 余

篇，获国家发明专利 11 项，主编专著 16 部。

乙型肝炎病毒（HBV）引起的肝炎主要是机体免疫系统清除肝细胞内病毒而引起的免疫损伤。在免疫

系统清除肝内病毒时，起核心作用的是 HBV 特异性效应 T 细胞，其功能和数量直接影响着 HBV 感染的

转归。持续 HBV 感染者经抗病毒治疗后，能否重新恢复和重建免疫功能是判断是否达到理想治疗终点的

关键。依据早期的细胞免疫应答与否调整优化抗病毒治疗的方案；明确特异性免疫应答与乙肝慢性化的

关系，尽快建立、完善 HBV 特异性细胞检测技术平台；验证机体免疫细胞的检测对疗效预测的临床意义

及寻找更特异、更敏感的细胞学指标，对于控制和阻断 HBV 感染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临床联合应用免疫

调节剂治疗 CHB 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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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82

临床检验人员如何开展科研工作

杨正林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

杨正林，博士，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医学科学院 · 四川省人民医院副院长 , 临

床实验医学中心主任 , 检验医学研究所所长；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 ( 电子科技大学

和四川省人民医院共建 ) 院长，人类疾病基因研究四川省重点实验室主任。主要从

事眼睛疾病的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研究和临床诊断工作。曾任美国犹他大学助理教

授（in research track），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助理教授 (in tenure trach)。2010

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15 年获第八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2016 年作为第

一获奖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现主持国家重大研究计划“精准医学研究”

重点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科研项目。在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Science, Nature Genetics, JCI, AJHG, PNAS 等发表 SCI 论文 97 篇，总影响因子 760，被 SCI 正

面他引 3600 次。现任国家自然基金委医学部咨询专家，国家自然基金医学部眼科学十三五规划专家组组

长，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专业委员会基础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医学遗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中华医学会检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眼科学分会副会长（筹），中国研究型医院

学会罕见病分会常务理事，四川省医学会医学遗传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四川省医学会检验专业委员会

候任主任委员。

临床检验工作是进行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基础 , 临床检验结果的质量对疾病的正确诊断与治疗方案的确

定起着重要的作用。要取得高质量的临床检验结果，除了需要从事检验的工作人员具有认真负责的工作

态度外，更重要的是需要掌握过硬的专业理论和操作技术，而从事科研工作对于检验人员深入掌握、理

解理论知识，提高检验操作技术水平，进一步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可靠具有积极的作用。临床检验实

验室也具有从事科研工作得天独厚的条件 : 实验室有可以用于科研的样本、有相应的实验平台和设备。开

展科研工作包括选题、文献查阅、实验设计、实验操作、结果分析总结这几个方面。科研工作是一个对

未知领域的探索过程，这个过程是枯燥的，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要经历和面对许多的失败，这就要

求科研工作者要凝心静气，沉下心来，刻苦努力，才能取得理想的科研成果。这个奋斗的过程和取得成

绩后的喜悦又何尝不是人生的另一种风景。聪明的人不一定能成功，只有努力付出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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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83

博观而约取	厚积而薄发

陈鸣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陈鸣，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检验科主

任。美国临床化学学会（AACC）Gallwas 成员，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临床检验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

院协会临床检验专委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检验分

会临床生化专委会委员，重庆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检验专委会主任委员、重庆市医学

会检验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重庆市医院协会临床检验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全军

检验专委会委员兼分子生物学分委会主任委员，重庆市渝中区青年联合会常委。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副总编，《检验医学与临床》常务编委，《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临床检验杂志》、《重庆医学》编委，《Biosens Bioelectron》、《Plos One》、《BMC Cancer》、《BMC Infect 

Dis》、《Gene》、《J Med Micro》、《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等 SCI 杂志的特约审稿人。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

了国家 863 课题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 项、卫生部专项

课题1项、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子课题1项、军队“十二五”重大项目子课题1项、军队“十一五”

攻关项目子课题 1 项、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 项、重庆市基础研究课题 1 项。获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 2 项（2016-5、2010-2）、重庆市技术发明一等奖 1 项（2003-2）、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4 项

（2013-1、2012-7、2007-4、2002-4）、中华预防医学奖一等奖 1 项（2011-10）、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

奖 1 项（2009-3）。2012 年获第七届重庆青年科技奖，2010 年获“重庆市十大杰出青年”，还获全国多媒

体教育软件大奖赛一等奖 1 项（2010-1）、军队院校育才银奖 1 次、总后优秀教师 1 次、总后优秀网络

课程二等奖 1 次。获国家发明专利 5 项、实用新型专利 4 项，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5 项。已在 SCI 发表论

文 34 篇，主编、参编专著 5 部。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说过，做学问要“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其意为只有广见博识，才能择

其精要者而取之；只有积累丰厚，才能得心应手为我用。朱熹也告知我们：所有儒生的修行标准应该是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因此多读书一定是一个人成功的先行条件。一个人的器局

决定了你能走多远，你的器局决定了你朋友圈的质量，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和

一群有志向、有品位的人为友，一定会在你的事业和生活上都能起到正向的推动作用。

同时，一个人的情商和智商决定了你能走多高，智商包括了人的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分析判

断能力、思维能力、应变能力等，情商则包括认识自身的情绪、妥善管理情绪、自我激励、认知他人的

情绪、善于协调人际关系等五个维度。

相对来说智商是生而决定的，而情商是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加以提升的。

美国著名的伤痕实验、费斯汀格法则都告诉了我们情商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在平常的工作、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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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调整自己的心态，加以适当的利他主义，一定会达到“回首向来萧瑟处、

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

S-84

从临床需求牵引、走向学科发展引领——我的研究型检验科之梦

李伯安

解放军第 302 医院

李伯安，博士，302医院临检中心主任，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总后科技新星，

曾在美国 UAB 大学进行访问学者研究。享受军队杰出人才津贴。现任中国医促会基

层检验技术标准化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促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医学病毒学分

会青委会副主委员等学术职务。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评审专家。以责任人身份

承担国家科技部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重点项目、军队重大课题 8

项。发表论文共 80 余篇，获军队科技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4 项。获得专利 8 项，

获医疗器械注册证 13 项。

自 1903 年，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立医院成立了第一个专门的临床实验室，历经了百余年的发展，检验

医学的已成为涉及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以及化学、物理学、机械制造等多专业领域的综合学科。我国的

检验医学始于 1924 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吴宪教授主持的生物化学系开始讲授临床生物化学检验的内容，

并初步确立了部分我国人群血液化学成分的参考范围。

随着学科的发展，检验的从业人员，也历经了从医生做实验、技术人员做实验到检验人员做医生的

进步，“检验医师”的定位也在 2002 年被确立。检验科的称谓也从“化验室”到“检验科”到“临床检验

医学中心”、“临床实验室诊断与研究中心”。人员素质和学科地位的提升，也使我们检验人有了更多的思

考。目前，我们与临床沟通的基本流程模式是临床科室提需求、意见、建议、疑义甚至投诉，我们来被

动的予以解决并反馈，检验学科的发展局限于“临床需求牵引”。但作为检验人我们不该满足于目前现

状，应该积极探索新的学科发展模式，我们仍记得放射免疫和 PCR 等方法的建立都曾获得过诺贝尔奖，

而这些方法也推动了检验技术的进步。我们一方面要清醒的认识到，作为检验人决不能仅仅满足于依赖

于临床需求牵引的进步，要建立依靠科研工作推动自我发展的新模式；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作为

检验科的科研工作一定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纯基础的科研工作不是我们的强项，我们应紧密结合临

床工作，充分运用基础医学的研究成果，变“被动”为“主动”通过检验学科的发展引领临床的进步！讲

者将结合自身科室科研工作的研究历程，讲述如何实行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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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85

发表高水平 SCI 论文的点滴体会

李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李敏，医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检

验科主任。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上海市卫生系统优秀学科带头人、

上海市卫生系统银蛇奖、“中穗杯”女医师科技奖，曙光学者、浦江人才、上海市

教委高原高峰“双百人”等荣誉称号。主要研究方向是重要病原微生物致病机理及

快速诊断，先后在Nat Med、Mol Cell、PNAS等国际专业期刊发表SCI论著50多篇，

主持国家自然基金 6 项。

检验学科是连接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桥梁学科，检验学科开展科研工作有明显的优势和不足：样

本资源丰富但是跟临床治疗有关的信息少；亚专业齐备但多数不能提供诊断性报告；检测技术方法使用

多但原创性技术临床转化少等。这些优势和不足影响检验学科科研的视野高度。

检验科临床微生物实验室是各种感染性疾病诊断的第一道关口，负责感染性病原体的鉴定和监测任

务，对不同感染来源、不同感染类型分离的病原体分子特征及感染分子机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临床意

义。目前很多实验室具备了病原体分子流行病学研究的平台，多中心纵向的临床病原体分子流行病学动

态变化的研究其实也可以发表在好的杂志上，只要流行病学研究结果具有代表性和新颖性，可以发表在

LANCET	INFECT	DIS、EMERG	INFECT	DIS 等高分杂志上。基于流行病学研究结果基础上的分子机制研究

将有助于我们从现象到本质的分析问题，这需要研究团队的建设，需要有相关研究基础的人员的参与。

以临床问题为导向的基础研究是高分杂志所需要的。

S-86

医学实验室认可与标准化的国内外现状与进展

翟培军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

翟培军，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可四处处长，研究员，北京

大学公共管理硕士（MPA）。具有计量、标准化和认证认可三个领域工作经验。参

与了我国认可制度的创建，组织和参加过 20 余项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的制修订工

作。2001 年将 ISO15189 和 ISO15190 标准草案引入我国，2004 年负责建立我国医

学实验室认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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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担任国际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ILAC）医学工作组组长、ISO/TC212 和 TC276 委员、全国医学实

验室检验和体外诊断系统标委会（SAC/TC136）副主委等国内外多项职务。

曾荣获中央国家机关杰出青年“创新奖”、质检总局“先进个人”及省部级科研项目一等奖和二等奖

等奖项。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期，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已成为制约我国发展的重要因素 ;

检验检测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得到重新定位，成为国家质量基础设施（NQI）的重要组成，正面临新的机遇

和挑战。

标准化是检验过程规范化及检验结果准确性的基础。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是世界最大的标准化组

织，是一个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因此 ISO 的标准得到全球近 170 个成员国家的应用，是真正的国际标准。

只有国际标准化机构发布的标准才是国际标准，任何一个国家的标准都不能称为国际标准。医学实验室

的标准由 ISO/TC212 负责。

实验室认可是当前国际通行的实验室能力证实方式，也是实验室检验检测报告得到国际承认的权

威途径。国际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ILAC）是认可领域的国际权威机构，由近 100 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120 个认可机构组成。ILAC 通过实施国际相互承认协议（MRA）推动“一次检测，全球承认”的理念，

这项国际制度安排得到各 MRA 签约国和各国际组织的承认。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国际实验室认证机

构”。

我国实施统一的国家认可制度，根据我国法规，只有经我国国务院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确定的认

可机构的认可结果方为有效；获得境外认可机构认可的实验室等机构须向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备

案。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是我国唯一的国家认可机构，负责我国实验室、检验机构和认

证机构等的认可工作。CNAS 也是我国参与国际认可合作工作的唯一代表，在国际认可领域具有越来越高

的话语权和权威性。我国医学实验室应增强遵守我国法律法规的意识，坚守我国的制度自信。

S-87

精益管理与医学实验室认可

黄宪章

广东省中医院

黄宪章，教授，广东省中医院检验医学部主任，博士，主任技师，博士生导

师。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临床生化学组委员，中国医院

协会临床检验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检验医学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

分会个体化医疗分子诊断检验医学专家委员会和肾脏疾病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广东省医学会检验分会副主任委员。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三等奖各 2 项；

负责制定国家标准和国家计量标准各 1 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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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十二五课题华南分中心课题、国家十一五课题子课题各 1 项，省自然基金 3 项、省科技计划项目

4 项；副主编和参编教材各 1 本，主编专著 6 本；发表第 1 作者和通讯作者论文 80 篇，其中 SCI 收

录 22 篇。

精益管理是消除浪费并改进流程，其基本理念是系统性改进工作流程、消除流程中的浪费、减少非

增值的环节、实现流程的无间断、从而使加之流程达到最有状态。医学实验室认可是临床实验室建立质

量管理体系，提高质量管理水平，更好的为服务对象提供优质服务的平台。以精益管理为工具，帮助医

学实验室搭建科室管理文化，推动医学实验室认可在建立和改进质量管理体系过程中消除浪费并改进流

程，以最小的资源投入，包括人力、设备、资金、材料、时间和空间，创造出尽可能多的价值，为服务

对象提供优质检验报告和及时服务。

S-88

医学实验室测量误差与测定不确定度的关系

王治国

国家卫生计生委临床检验中心 / 北京医院

王治国，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国家卫生计生委临床检验中心副主任兼室

间质评室主任。一直从事临床检验质量控制方法研究工作，主持开发与临床检验质

量管理有关 10 余套软件系统。参与起草多项行业标准。主编多部书籍：《临床检验

质量控制技术》( 共 3 版 )、《临床检验方法确认与性能验证》、 《临床检验六西格玛

质量设计与控制》、《临床检验生物学变异与参考区间》、《临床检验风险管理》、《临

床检验质量指标》和《临床检验质量指标——危急值和周转时间》。现为中国医院

协会临床检验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七届国家卫生标准委员会临床检验标

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量技术规范 JJF	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对下列术语有明确的定义：

测量误差（简称误差），系统测量误差（简称系统误差），	测量偏移（简称偏移），随机测量误差（简称随机

误差 ), 测量准确度 ( 简称准确度 ),	测量正确度 ( 简称正确度 ), 测量精密度 ( 简称精密度 ),	测量不确定度 ( 简

称不确定度 ),	标准不确定度 ( 全称标准测量不确定度 ) 等。

CNAS—CL02（第三版）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ISO	15189:2012）

5.5.1	检验程序的选择、验证和确认 ,

5.5.1.1	总则 :	实验室应选择预期用途经过确认的检验程序

5.5.1.2	检验程序验证 : 在常规应用前，应由实验室对未加修改而使用的已确认的检验程序进行独立

验证。实验室进行的独立验证，应通过获取客观证据（以性能特征形式）证实检验程序的性能与其声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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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验证过程证实的检验程序的性能指标，应与检验结果的预期用途相关。

5.5.1.3	检验程序的确认 :	方法确认应尽可能全面，并通过客观证据（以性能特征形式）证实满足检验

预期用途的特定要求。检验程序的性能特征宜包括：测量正确度、测量准确度、测量精密度（含测量重复

性和测量中间精密度）、测量不确定度。

5.5.1.4	被测量值的测量不确定度 : 实验室应为检验过程中用于报告患者样品被测量值的每个测量程序

确定测量不确定度。

按照 ISO	15189:2012 文件要求，关于测量程序的验证与确认，对于精密度和正确度的验证或确认实际

上就是误差评价，即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的误差评价。目前已有公认的评价方案：GBT	6379（ISO	5725)

测量方法与结果的准确度（正确度与精密度）5 个系列标准，CLSI	EP	评价方案和我国卫生行业标准（WS/

T420-2013 和 WS/T	492-2016）。同时 5.5.1.4 对测量程序确定测量不确定。CNAS 技术报告：医学实验室—

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与表达（CNAS-TRL-001:2012）已将不精密度和偏倚融入到不确定度的评估过程中。

CLSI	EP29-A( 原为 C51-A)	检验医学测量不确定度表达提供了测量不确定的评估方案。

对于检验医学，测量误差与测定不确定度应该是越来越互相融合，误差评估已有很完善的方案，并

能提供性能规范 (GB/T	20470-2006，WS/T403-2012 和 WS/T406-2012)	，且定量测定项目的室内质量控制

和常规的室间质量评价目前评价的还是不精密度（随机误差）和总误差，而正确度验证的室间质量评价计

划评价的是偏倚。而测量不确定度还是比较新的性能特征指标，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S-89

医学实验室为什么用测量不确定度

吕京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

吕京，2003 年从事认可工作后，主要承担了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实验室、医

学参考测量实验室、实验动物饲养和使用机构、科研实验室等国家认可制度的建立

及关键技术研发工作，输出多项相关的国家标准，编写多本专著。

即使采用标准化的测量程序，测量值一般也只是“真值”的代表值。测量值与

“真值”到底差多少？每次的测量值是否稳定？如何合理客观地表达测量结果？

根据 VIM，测量结果是测量所得到的赋予被测量的值及其有关信息。此处的有

关信息是指测量结果的分散性信息，也即测量不确定度。被测量的量值及其测量不确定度是“真值”可能

存在的范围，不确定度越小，结果用于合格评定决策的可用性就越高。

影响测量值变动的因素即不确定度的来源显然是实验室需要控制的，也是一个实验室测量质量的体

现。所谓标准的测量方法，是指对测量值有影响的因素已经充分识别且可控制在容许范围内的方法。但

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实验室应用同一种方法测量同样的样品，所获得测量结果的质量是不同

的，测量不确定度就是一个直观的指标，可作为客户选择实验室的依据，也是监管部门评价实验室测量



130

质量的依据。显然，过大的测量不确定度会导致测量结果的应用价值实际无意义。

医学实验室提供测量结果用于医学决定，如果没有测量不确定度的信息则风险很大，很难判断一个

测量值是否可用。多年来，医学实验室是用“总误差”的理论控制实验室测量结果的质量，本质上，与测

量不确定度理论异曲同工，“总误差”的信息可以用于评定测量不确定度。科学在发展，人们总是不断形

成新的共识。可行时，医学实验室的结果附有测量不确定度的信息是国际医学检验领域形成的新共识，

ISO 也在制定相应的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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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01

检验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的构想与实践

王成彬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王成彬，解放军总医院临床检验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现任北京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

国仪器仪表学会医疗仪器分会副理事长，世界华人医师协会检验病理医师分会副会

长，《Clinical Chemistry》中文版副主编，《检验医学》杂志副主编等学术任职。先

后承担科技支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军队重大专项等课题研究，发表论文 300 余

篇，其中 SCI 论文 30 余篇，主编（译）专著 4 部，获省部级二等奖 5 项。

毕业后在职继续教育在检验医技人员从业过程中综合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就全国检验从业人员而

言，由于存在着地域经济发展水平、医院综合能力对继续教育的要求、不同层级检验人员对开展继续教

育内容的差异，针对不同群体在继续教育开展形式、培训内容、师资选配等方面进行细致的构想和规划

对继续教育开展的效果至关重要。对所从业医院分布相对集中的大中城市检验人员可选择继续教育学习

班等面对面形式，内容选择上偏重于学科发展动态和检验前沿技术而兼顾“三基”内容，师资团队以学

科、学术负责人为主。而对于所从业医院相对偏远、交通不够便利、时间得不到保证的基层检验人员，

远程、网络等可能为更好的形式，内容选择上偏重于“三基”培训，师资团队以技术骨干为主。对于不同

年资检验人员，同样需要开展分层培训。2014 年底，北京、天津、河北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与奥森多公

司合作开展“加强合作创新，助推检验发展”的基层检验技师“远程”继续教育活动；2015 年开始，北京

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开展北京地区十家大型“三甲”医院结对帮带十家区县医院的“携手同行”继续教育

活动；近三年，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在奥森多、罗氏等企业开的协助下，协助全国地方学会、检验

学组组织了“远程”、“技术巡讲”、“空中课堂”等丰富多彩的以基层培训为主的继续教育活动，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为下步更好的开展全国检验继续教育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下一步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

会将在继续做好基层培训工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国内外各种资源，加强不同层级检验人员需求的继续

教育活动的开展，不断提升我国检验人员医疗、科研、教学、对外交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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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02

An	Overview	of	Laboratory	Professionals	in	the	US:Education,	Training,	

Certification,	and	Practice

Qinghe Meng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Qinghe Meng，曾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完成检验博士后培训

并在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皇家大学医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儿童医院任教授和临

床化学实验室主任。现任美国德克萨斯大学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任教授和临床化学

和特殊化学实验室主任。主要从事肿瘤诊断和肿瘤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标志物的

研究。孟庆贺教授现担任 BMC Cancer 副主编、六个杂志的编委和十几个杂志的审

稿专家。孟教授曾任加拿大临床生化学会的主席和北美华人临床化学协会主席。现

任美国病理医师协会 CAP 临床实验室评审认证专家组组长、美国病理医师协会诊断

免疫学委员会专家组成员、美国临床化学协会 AACC 教育核心委员会委员、科学和

实践核心委员会委员、AACC 营养学委员会主席、AACC 肿瘤标志物和诊断学委员候任主席、 AACC 德州地

区候任主席、以及国际临床化学联合会（IFCC）质量管理委员会委员。目前已在国际刊物上发表 SCI 论文

100 多篇引用近 3000 次 H-index 26，参与起草多部 CLSI 临床实验室标准指南，并获得几十个科研基金和

十几种重要奖项，其中包括加拿大临床化学家协会卓越研究成就奖和加拿大临床化学学会杰出贡献奖。

Dr. Meng is Professor and Section Chief of Clinical Chemistry Laboratories,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He received his MD in China in 1985 and PhD 

in Clinical Chemistr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elsinki, Finland in 1999. Following postdoctoral training in Clini-

cal Chemistry at McMaster University, he has worked at the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and the Hospital for Sick 

Children,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ior to moving to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in Houston.

Dr. Meng has been an active AACC member since 2001 and has served the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and 

organizations in numerous capacities. He served as the Chair of the Canadian Academy of Clinical Biochemistry, 

the President of North American Chinese Clinical Chemist Association (NACCCA) and AACC House of Dele-

gates. Currently he is serving on the Committee on Analytical Quality of IFCC, Diagnostic Immunology Resource 

Committee (DIRC) of CAP, AACC Asia Pacific Working Group, AACC Education Core Committee, and AACC Sci-

ence and Practice Core Committee. He is the Chair of AACC Nutrition Division, Founding Chair-elect of AACC 

Tumor Markers and Cancer Diagnostics, and Chair-elect of AACC Texas Section. Dr. Meng has published over 

100 papers in peer-reviewed journals with citation of 2683 and H-index of 24. He serves on 7 journals’ editori-

al board including associate editor for BMC Cancer. He has received a number of awards, including the AACC 

Critical and POCT and the Van Slyke Foundation Research Grant Award, AACC outstanding speaker award, the 

Canadian Society of Clinical Chemists Award for Research Excellence, and the Canadian Academy of Clinical 

Biochemistry Award for Outstanding Service to the Profession of Clinical Bio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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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在医疗保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	70%	临床决定依赖于检验 ,	作为实施实验室检测的检验人员在

疾病诊断及病人治疗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检验人员的培养为输送合格高质量检验人员起着保证作

用。中美在检验人才培养方面有各有特色，可以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本讲座主要围绕以下方面介绍美

国检验人员的培养情况 :	美国检验人员的概况，培养途径，入学条件，学制，专业设置，课程设置，资格

考试，资质认证，执业要求，工作就业机会与待遇等等。

CS-03

Personnel	Requirements	and	Responsibilities	for	Clinical	Laboratory

Sihe Wang

克利夫兰医学中心

Dr. Wangis Section Head and Medical Director of Clinical Biochemistry and Direc-

tor of Clinical Biochemistry Fellowship Training Program at Cleveland Clinic. He chairs 

clinical chemistry integr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effort for the Cleveland Clinic Health 

System, which includes one Florida hospital, 12 community hospitals and 18 family health 

centers in Northeast Ohio. Additionally, he is Clinical Chemistry Professor, 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 and Guest Professor,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His expertise in-

cludes general clinical chemistry, laboratory management, process improvement and clin-

ical application of mass spectrometry.

Dr. Wang is a diplomate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linical Chemistry since 2005, a fellow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Clinical Biochemistry since 2006, and a member of the Academy of Clinical Laboratory Physicians 

and Scientists since 2015.

Dr. Wanghas been an AACC member since 2000. He served as chair of AACC Northeast Ohio Section in 

2008 and 2009 and the president of North American Chinese Clinical Chemistry Association (NACCCA) 2008-

2009. Currently he serves as treasurer for AACC Pediatric and Maternal Fetal division, secretary and presi-

dent-elect for AACC Clinical Translational Sciences division, and president for the Commission on Accreditation 

in Clinical Chemistry (ComACC). Dr. Wang has authored over 210 journal articles, book chapters and abstracts. 

He is one of the two chief editors for the book “Application of liquid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in clini-

cal laboratories” published in Octobe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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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04

Laboratory	Personnel:	Training	and	Competency

Qinghe Meng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Qinghe	Meng，曾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完成检验博士后培训并

在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皇家大学医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儿童医院任教授和临床

化学实验室主任。现任美国德克萨斯大学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任教授和临床化学和

特殊化学实验室主任。主要从事肿瘤诊断和肿瘤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标志物的研

究。孟庆贺教授现担任 BMC	Cancer	副主编、六个杂志的编委和十几个杂志的审稿

专家。孟教授曾任加拿大临床生化学会的主席和北美华人临床化学协会主席。现任

美国病理医师协会 CAP 临床实验室评审认证专家组组长、美国病理医师协会诊断

免疫学委员会专家组成员、美国临床化学协会 AACC 教育核心委员会委员、科学和

实践核心委员会委员、AACC 营养学委员会主席、AACC 肿瘤标志物和诊断学委员候任主席、	AACC 德州

地区候任主席、以及国际临床化学联合会（IFCC）质量管理委员会委员。目前已在国际刊物上发表 SCI 论

文 100 多篇引用近 3000 次 H-index	26，参与起草多部 CLSI 临床实验室标准指南，并获得几十个科研基金

和十几种重要奖项，其中包括加拿大临床化学家协会卓越研究成就奖和加拿大临床化学学会杰出贡献奖。

Dr. Meng is Professor and Section Chief of Clinical Chemistry Laboratories,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He received his MD in China in 1985 and PhD 

in Clinical Chemistr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elsinki, Finland in 1999. Following postdoctoral training in Clini-

cal Chemistry at McMaster University, he has worked at the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and the Hospital for Sick 

Children,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ior to moving to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in Houston.

Dr. Meng has been an active AACC member since 2001 and has served the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and 

organizations in numerous capacities. He served as the Chair of the Canadian Academy of Clinical Biochemistry, 

the President of North American Chinese Clinical Chemist Association (NACCCA) and AACC House of Dele-

gates. Currently he is serving on the Committee on Analytical Quality of IFCC, Diagnostic Immunology Resource 

Committee (DIRC) of CAP, AACC Asia Pacific Working Group, AACC Education Core Committee, and AACC Sci-

ence and Practice Core Committee. He is the Chair of AACC Nutrition Division, Founding Chair-elect of AACC 

Tumor Markers and Cancer Diagnostics, and Chair-elect of AACC Texas Section. Dr. Meng has published over 

100 papers in peer-reviewed journals with citation of 2683 and H-index of 24. He serves on 7 journals’ editori-

al board including associate editor for BMC Cancer. He has received a number of awards, including the AACC 

Critical and POCT and the Van Slyke Foundation Research Grant Award, AACC outstanding speaker award, the 

Canadian Society of Clinical Chemists Award for Research Excellence, and the Canadian Academy of Clinical 

Biochemistry Award for Outstanding Service to the Profession of Clinical Bio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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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验室在疾病的为疾病诊断 , 临床治疗 , 风险评估 ,	疾病预防和健康保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	检

验人员在疾病诊断、实验室管理及参与病人治疗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更是对检测结果的质量保

证。美国立法和监管机构以及临床实验室对检验人员都有严格的要求和一系列培训和能力评要求。本讲

座主要围绕以下方面介绍美国检验专业人员的培训与与能力考评 :	美国有哪些针对临床实验室的立法、管

理、评审机构？	它们对检验人员有何要求？检验人员在实验室认证中的重要性。如何进行能力与能力考

评，	具体包括哪些内容？能力考评 6 要素是指哪些？如何制定培训和制定能力考评计划？	讲座中会分享

一些实例和具体表格，对您的工作中可以起借鉴作用，相信与会者会有所受益。

CS-05

检验医学如何在临床诊疗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王传新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王传新，医学博士，山东大学二级岗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泰山学者特聘专家；

现任山东大学第二医院院长；

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山东省卫生系统杰出学科带头人；

兼任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山东省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主任委员等；

2008 年赴美国 UCSF 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一年。

长期被应邀为《Journal of cellular biochemistry》、《Cancer science》、《Clinica chimica acta》等

特邀审稿专家。

近年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课题 21 项。主持完成的课题获教育部科学技术一等奖 1 项、科技进步

二等奖 1 项；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3 项。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2 项，以通讯作者在《Clinical Cancer Research》等杂志发表 SCI 论文 80 余篇。

参编“十一五”“十二五”国家规划教材 5 部。

已指导硕博士研究生 41 名，现在读硕士研究生 11 名，博士研究生 9 名，博士后 5 名，与美国 UCSF

及加拿大 McGill 大学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随着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生物医学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检验医学在临床诊疗中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已成为临床医生对患者进行诊断治疗的重要依据。如何加强检验医学与临床医学的有效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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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将有限的实验数据变为高效的诊断信息，对提高临床服务质量，促进循证检验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数据表明，临床反馈不满意的检验结果中有 80% 的报告最终可溯源到标本质量不符合要求。分析前

质量管理是最易出现问题、潜在因素最多、最难控制的环节，也是亟需检验与临床沟通的重要内容。这

就要求我们检验人员要加强主动沟通的意识，通过开展分析前质量管理培训、业务交流活动等有效沟通

途径，增加检验人员和临床医护人员之间的理解和信任 , 相互配合 , 进而促进医学检验全面质量的提高；

另一方面，重视检验医师培养。检验医师作为既有较丰富临床经验又有较扎实实验技能的复合型人才，

有能力参与临床病例讨论，如针对检验结果与临床不一致情况，能够对结果进行正确解释，从而进一步

满足现代临床医学的诊疗需求，实现与国际接轨，更好地为患者服务，缓解医患矛盾，在临床医生和检

验人员之间驾起一座“坚固、和谐”的沟通桥梁。

此外，鉴于临床医护人员与检验人员知识结构的不同，需要加强科室间的学习与交流，形成相互反

馈体制，这对于促进检验与临床的沟通具有重要意义。如临床医生对检验结果影响因素及新项目新技术

的认识不足，而医学检验人员缺乏相关的临床信息及综合分析能力，通过密切交流与验证，针对性的讲

座，了解当前不同学科前沿动态，以“临床需求”为主导，以“为患者服务”为宗旨，认真听取临床建

议，并及时反馈，在提高自己的同时，加强临床医师对检验理念的更新，熟悉现代化检测技术的发展以

及全面质量管理的临床需求。

CS-06

Lab	Results	Reporting	–	Manual

Yusheng Zhu

宾州大学

Dr. Zhu is a Professor and Medical Director of Clinical Chemistry, Co-Director of 

Automated Testing Laboratory and Pathology Core Reference Laboratory, and Director 

of Postdoctoral Clinical Chemistry Fellowship Program at the Penn State University 

Hershey Medical Center. Prior to this position, he served as a Tenured Professor and 

Medical Director of Clinical Chemistry and Toxicology, Director of Postdoctoral Clinical 

Chemistry Fellowship Program at the Medical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for over 10 

years. He is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of Clinical Chemistry (ABCC) in Clin-

ical Chemistry, Toxicological Chemistry, and Molecular Diagnostics and a Fellow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Clinical Biochemistry (NACB) since 2007. He served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North American 

Chinese Clinical Chemists Association (2012), President of the Commission on Accreditation in Clinical Chemis-

try (ComACC), Chair of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linical Chemistry (AACC) Southeast Section in 2015, Chair 

of Clinical Translational Science Division (2015-2016), and Secretary of Proteomics & Metabolomics Division 

(2013-2015) of AACC. Currently, he is the Board Director of ABCC, Treasurer of Mass Spectrometry & Sep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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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Science Division, and serves on Global Laboratory Quality Initiative Asia-Pacific Working Group and Mass 

Spectrometry Conferenc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AACC. Yusheng is on the Editorial Boards of three medical 

journals and an invited reviewer of seven international medical journals. He has given many presentations at na-

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He is interested in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research in clinical chemistry, 

toxicology, hemoglobinopathy, pharmacogenetics, proteomic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mass spectrometry. He 

has over 100 publications including peer-reviewed papers, editorials, book chapters, and abstracts. He has re-

ceived 31 awards from AACC, NACB,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CS-07

Communication	with	Physicians

Stephen Master

宾州大学

Dr. Stephen Master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combined MD/

PhD program in 2002. Subsequently, he completed residency training in Clinical Pathol-

ogy, including serving as Chief Resident in Clinical Pathology, at the Hospital of the Uni-

versity of Pennsylvania in 2004. He served as a Research Associate in the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and Laboratory Medicine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in 2004-2005. He 

was appointed Assistant Professor of Pathology and Laboratory Medicine at that institu-

tion in 2005 and has served in that capacity since then. He is certified in Clinical Pathol-

ogy by the American Board of Pathology.Dr. Master serves as Section Editor for Clinical 

Chemistry for Archives of Pathology and Laboratory Medicine, and on the Editorial Boards of Clinical Chemistry, 

Cancer Research and Clinical Proteomics. In addition, he reviews manuscripts for many medical and scientific 

journals, including Journal of Molecular Diagnostics, American Journal of Pathology, DNA and Cell Biology, and 

Breast Canc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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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08

Risk	Management

Y. Victoria Zhang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

Dr. Zhang is Vice Chair of Clinical Enterprise Strategy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and Laboratory Medicine at th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Medical Center. She is also the Medical Director of Ambulatory Services, Director of 

Clinical Mass Spectrometry and Toxicology Laboratory and Associate Director of Clini-

cal Chemistry Laboratory at Strong Memorial Hospital. Dr. Zhang received her clinical 

chemistry fellowship training at the Harvard Medical School after her PhD at the Univer-

sity of Minnesota in Biochemistry and bioinformatics.

Dr. Zhang is recently the Founding Chair of AACC Mass Spectrometry and Separa-

tion Sciences Divisions leading the national efforts to enhanc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mass spectrometry for 

precision medicine. She is the faculty Chair for the AACC Online Certificate Programs for the introductory and 

troubleshooting for LC-MS. Her administrative interests encompass laboratory management, leadership devel-

opment, and employee engagement. Dr. Zhang has published over 40 peer-reviewed articles and book chapters, 

more than 60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nvited presentations and has organized multiple regional and national 

conferences.

CS-09

About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linical	Chemistry	(AACC)

Y. Victoria Zhang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

Dr. Zhang is Vice Chair of Clinical Enterprise Strategy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and Laboratory Medicine at th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Medical Center. She is also the Medical Director of Ambulatory Services, Director of 

Clinical Mass Spectrometry and Toxicology Laboratory and Associate Director of Clini-

cal Chemistry Laboratory at Strong Memorial Hospital. Dr. Zhang received her clinical 

chemistry fellowship training at the Harvard Medical School after her PhD at the Un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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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y of Minnesota in Biochemistry and bioinformatics.

Dr. Zhang is recently the Founding Chair of AACC Mass Spectrometry and Separation Sciences Divisions 

leading the national efforts to enhanc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mass spectrometry for precision medicine. She 

is the faculty Chair for the AACC Online Certificate Programs for the introductory and troubleshooting for LC-

MS. Her administrative interests encompass laboratory management,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employee en-

gagement. Dr. Zhang has published over 40 peer-reviewed articles and book chapters, more than 60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nvited presentations and has organized multiple regional and national con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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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01

First	Report	of	Mycoplasma	hominis	Meningitisin	an	Adult	Patient	in	China:	a	
diagnostic	challeng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Zhou Menglan, Wang Peng, Xu Yingchu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Background	Mycoplasma	hominis,	a	well	known	cause	of	neonatal	 infection,	has	been	reported	as	a	pathogen	
in	urogenital	infections	in	adults;	however,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	infections	are	rare.	We	report	here	the	
first	case	of	M.	hominis	meningitis	in	China,	post	neurosurgical	treatment	for	an	intracerebral	haemorrhage	in	a	
79-year-old	male.
Case	presentation	We	describe	a	79-year-old	who	developed	M.	hominis	meningitis	after	neurosurgical	treatment	
and	was	successfully	treated	with	combined	azithromycin	and	minocycline	therapy	of	two	weeks	duration,	despite	
delayed	treatment	because	the	Gram	stain	of	cerebrospinal	fluid	(CSF)	yielded	no	visible	organisms.	The	diagnosis	
required	16S	rDNA	sequencing	analysis	of	the	cultured	isolate	from	CSF.	Literature	review	of	M.	hominis	CNS	
infections	yielded	16	cases	(13	instances	of	brain	abscess	and	3	of	meningitis).	Delay	in	diagnosis	and	initial	treat-
ment	failure	was	evident	in	all	cases.	With	appropriate	microbiological	testing,	antibiotic	therapy	(ranging	from	5	

days	to	12	weeks)	and	often,	multiple	surgical	interventions,	almost	all	the	patients	improved	immediately.
Conclusion	Both	our	patient	findings	and	the	literature	review,	highlighted	the	pathogenic	potential	of	M.	hominis	
together	with	the	challenges	prompted	by	rare	infectious	diseases	in	particular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labs	with	
limited	diagnostic	resources.

Y-02

A	Clinical	Investigation	and	Genome	Sequence	of	the	First	Reported	Human	
Infection	with	the	Burkholderia	thailandensis	in	China

Chang Kai, Chen Ming, Weiping Lu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Medicine， Institute of Surgery Research， Daping Hospital， The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Background Burkholderia thailandensis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avirulent and previously has been reported only 
from Southeast Asia and North America. A 38-year-old man presented to hospital with fever and productive cough. 
Laboratory investigations revealed infection with Burkholderia thailandensis.
Methods Biochemical testing and 16S rDNA sequencing were performed to identify the infecting species. Survival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virulence of bacterium. The entire genome was also analyzed to reveal the genomic factors.
Results Biochemical testing and 16S rDNA sequencing identified the infecting species as Burkholderia thailanden-
sis.	The	clinical	isolated	Burkholderia	thailandensis	displays	a	virulence	capacity	in	mice.	The	specific	virulence	factors	of	
VirB/VirD4	type	IV	secretion	system,	HSI-I,	and	WcbR	were	idenfitied	by	comparative	genomics.	In	addition,	the	p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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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e,	core	genome,	and	phylogenomic	analysis	improved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hogenic	Burkholderia	thailandensis.
Conclusions	We	report	the	first	case	of	Burkholderia	thailandensis	infection	in	China.

Y-03

Long	Non-coding	RNA	UBE2CP3	Promotes	Tumor	Metastasis	by	Inducing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ao Shunwang1, Huang Jinlan2, Chen Jing1, Hu Yanwei1, Hu Xiumei1, Ren Tingyu3, Zheng Shihao4, Lin Jin-
duan1, Tang Jing1, Zheng Lei1, Wang Qian1

1.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2.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3.Shenzhen Hospital of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4.Fujian Provincial Hospita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is	a	highly	aggressive,	solid	malignancy	with	poor	prognosis.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	have	been	found	 to	be	dysregulated	 in	various	cancers,	 including	HCC.	However,	 the	molec-
ular	mechanisms	of	lncRNAs	in	HCC	remains	largely	unknown.	In	this	study,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lncRNAs	
between	HCC	and	corresponding	non-cancerous	tissue	were	identified	by	microarray	analysis.	A	specific	differ-
entially	expressed	lncRNA	UBE2CP3	(ubiquitin	conjugating	enzyme	E2	C	pseudogene	3)	was	noticed.	LncRNA	

UBE2CP3	was	frequently	up-regulated	in	HCC	samples	as	assessed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	and	in	situ	hybridization	(ISH)	experiments.	Clinical	data	showed	that	high	level	of	lncRNA	

UBE2CP3	was	correl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in	HCC	patients.	Functional	studies	showed	that	over-expression	of	
lncRNA	UBE2CP3	promoted	cell	invasion	and	migration	in	vitro	and	in	vivo.	Mechanistically,	enhanced	expres-
sion	of	lncRNA	UBE2CP3	could	increase	the	expression	of	Snail1	and	N-cadherin,	whereas	repress	the	expres-
sion	of	E-cadherin,	thus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epithelial	to	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and	finally	inducing	
cell	invasion	and	migration.	Serum	level	of	lncRNA	UBE2CP3	was	increased	in	HCC	patients	and	decreased	after	
surgery.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lncRNA	UBE2CP3	promotes	the	metastasis	of	HCC.	Serum	lncRNA	UBE2CP3	
may	be	a	new	biomarker	for	the	diagnosis	of	HCC,	thus	paving	a	new	avenue	for	early	monitoring	of	HCC.

Y-04

Small	peptides	play	a	big	role	——	The	potential	implication	of	HDAC7-
derived	7aa	peptide	in	vascular	repair	and	regeneration

Yang Junyao, Shen Lisong
Xinhua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Background and aims	Accumulating	evidence	indicate	that	local	resident	stem/progenitor	cells	play	an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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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in	vascular	remodeling.	Thus,	it	is	critical	to	modulate	these	stem/progenitor	cells	mobilization	and	orientated	
differentiation	in	respect	to	vascular	injury	repair	and/or	artificial	vessel-mediated	bypass	surgery.	Recently,	we	
have	demonstrated	that	a	7-amino	acid	(7A)	peptide	can	be	translated	from	a	short	open	reading	frame	in	the	5’	
terminal	non-coding	area	of	mouse	histone	deacetylase	7	(HDAC7)	mRNA	in	Sca1+	progenitor	cells	in	the	fem-
oral	artery	wall	in	response	to	vascular	injury.	This	7A	peptide	participates	in	signal	transduction	via	acting	as	a	
phosphate	carrier.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focused	on	its	role	in	Sca1+	vascular	progenitor	cell	(VPC)	activation	
and	the	potential	implication	in	blood	vessel	engineering.
Methods and results	The	in	vitro	functional	analyses	revealed	that	the	7A	peptide,	especially	the	phosphorylated	
7A	peptide	(7Ap)	could	increase	VPC	self-renewal	in	the	presence	of	leukemia	inhibitory	factor	(LIF).	In	the	ab-
sence	of	LIF,	7A	and	7Ap	increased	the	basal	level	and	VEGF-induced	VPC	mig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toward	
endothelial	cell	(EC)	lineage,	in	which	MEKK1	and	14-3-3γ	served	as	the	upstream	kinase	and	the	downstream	

effector	respectively.	In	the	in	vivo	studies,	local	delivery	of	7A	especially	7Ap	induced	capillary	vessel	formation	
within	Matrigel	plug	assays,	 increased	re-endothelialization	and	suppressed	neointima	formation	 in	 the	femoral	
artery	injury	model,	and	promoted	the	foot	blood	perfusion	recovery	in	the	hindlimb	ischemia	model	via	increas-
ing	Sca1+	cell	niche	formation.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7A	especially	7Ap	has	a	great	therapeutic	potential	in	vascular	injury	repair	
and	artificial	blood	vessel	engineering.

Y-05

The	Role	of	micorRNA	181	Family	in	Glioma	Development

Yang Liu, Xin Yijuan, Li Jinjie, Li Rui, Han Ruobin, Ma Yueyun, Hao Xiaoke
Clinical Laboratory Medicine Center of PLA， Xijing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MicroRNAs	(miRNAs)	are	small	noncoding	regulatory	RNAs	that	regulate	protein	expression	by	reduce	stability	
and/or	 translation	of	fully	or	partially	sequence-complementary	 target	mRNAs.	Recent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miRNAs	play	roles	both	in	tumor	suppressors	and	in	oncogenes.	The	member	of	miRNA	181	family	have	been	
reported	down-regulated	in	very	early	stage	of	human	golima,	and	participate	in	modulate	glioma	development.	
In	our	research,	we	found	that	all	subtyps	of	miRNA	181	family	down-regulated	in	all	the	stage	of	human	glioma,	
include	miRNA	181a1/a2/b1/b2/c/d.	Especially,	miRNA181c	declined	most	in	all	six	member	in	the	WHO	I	grade	
glioma	patients.	And	along	with	glioma	development,	the	expression	of	miRNA	181	family	sustained	reduced,	and	
miRNA181b1	has	the	fastest	decline	rate	among	the	family.	So,	miRNA	181	is	an	indicator	of	human	glioma	at	
early	stage.	It	would	be	of	potential	advantage	to	detect	the	level	of	miRNA	181	family	for	diagnosis	golima,	de-
termined	WHO	phase,	and	guided	clinical	treatment.MicroRNAs	(miRNAs)	are	small	noncoding	regulatory	RNAs	
that	regulate	protein	expression	by	reduce	stability	and/or	translation	of	fully	or	partially	sequence-complementa-
ry	target	mRNAs.	Recent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miRNAs	play	roles	both	in	tumor	suppressors	and	in	oncogenes.	
The	member	of	miRNA	181	family	have	been	reported	down-regulated	in	very	early	stage	of	human	golima,	and	
participate	 in	modulate	glioma	development.	In	our	research,	we	found	 that	all	subtyps	of	miRNA	181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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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regulated	 in	all	 the	stage	of	human	glioma,	 include	miRNA	181a1/a2/b1/b2/c/d.	Especially,	miRNA181c	
declined	most	 in	all	six	member	 in	 the	WHO	I	grade	glioma	patients.	And	along	with	glioma	development,	 the	
expression	of	miRNA	181	family	sustained	reduced,	and	miRNA181b1	has	 the	fastest	decline	rate	among	 the	
family.	So,	miRNA	181	is	an	indicator	of	human	glioma	at	early	stage.	It	would	be	of	potential	advantage	to	de-
tect	the	level	of	miRNA	181	family	for	diagnosis	golima,	determined	WHO	phase,	and	guided	clinical	treatment.
MicroRNAs	(miRNAs)	are	small	noncoding	regulatory	RNAs	that	regulate	protein	expression	by	reduce	stability	
and/or	 translation	of	fully	or	partially	sequence-complementary	 target	mRNAs.	Recent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miRNAs	play	roles	both	in	tumor	suppressors	and	in	oncogenes.	The	member	of	miRNA	181	family	have	been	
reported	down-regulated	in	very	early	stage	of	human	golima,	and	participate	in	modulate	glioma	development.	
In	our	research,	we	found	that	all	subtyps	of	miRNA	181	family	down-regulated	in	all	the	stage	of	human	glioma,	
include	miRNA	181a1/a2/b1/b2/c/d.	Especially,	miRNA181c	declined	most	in	all	six	member	in	the	WHO	I	grade	
glioma	patients.	And	along	with	glioma	development,	the	expression	of	miRNA	181	family	sustained	reduced,	and	
miRNA181b1	has	the	fastest	decline	rate	among	the	family.	So,	miRNA	181	is	an	indicator	of	human	glioma	at	
early	stage.	It	would	be	of	potential	advantage	to	detect	the	level	of	miRNA	181	family	for	diagnosis	golima,	de-
termined	WHO	phase,	and	guided	clinical	treatment.

Y-06

Imbalance	of	Th17/Tregs	in	rats	with	smoke	inhalation-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

Zhang Fan, Li Mian-yang, Lan Ya-ting, Wang Cheng-bin
PLA General Hospital

T	helper	(Th)	17	cells	and	CD4+CD25+ regulatory	T	(Treg)	cells	are	supposed	to	be	critically	involved	in	regulating	
autoimmune	and	inflammatory	disease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Th17/Treg	pattern	in	rats	with	
gunpowder	smog-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	Wistar	rats	were	equally	randomized	 to	 three	groups:	normal	con-
trol	group,	ALI	6h	group	(smoke	inhalation	for	6h)	and	ALI	24h	group	(smoke	inhalation	for	24h).	We	observed	
changes	in	cell	counting	in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BALF),	alveolar-capillary	membrane	permeability	and	
lung	tissue	pathology.	Moreover,	rats	in	ALI	6h	and	ALI	24h	group	showed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Th17	cell	and	
related	cytokines	(IL-17A,	IL-6,	TGF-β	and	IL-23).	Meanwhile,	Treg	prevalence	and	related	cytokines	(IL-10,	
IL-2	and	IL-35)	were	decreased.	Consequently,	the	ratio	of	Th17/Treg	was	higher	after	smoke	inhalation.	Addi-
tionally,	Th1	cell	decreased	while	Th2	cell	increased	at	6h	and	24h	after	smoke	inhalation.	In	conclusion,	Th17/
Treg	imbalance	exists	in	rats	with	smoke	inhalation-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	suggesting	its	potential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this	disease.



146

Y-07

A	new	use	for	an	old	index:	preoperative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predicts	
early	recurrence	in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fter	curative	

resections

Zhu Jing1, Wu Jiong 1, Ma Xiao-Lu1, Pan Bai-Shen1, Yang Xin-Rong 2, Guo Wei1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Liver Surgery， Liver Cancer Institute，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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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To estimate the value of HDL(High-density Lipoprotein) for predicting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after first curative resection.
Methods We executed a prospective study of 58 healthy donors and 189 patients with HCC who underwent cura-
tive resection at Zhongshan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2 to August 2012. An optimal cutoff value was determinded 
using X-tile software and stratified patients into high or low HDL groups in the whole cohort as well as in six low-
risk subgroups. Prognostic values of HDL and other factors were determined using the Kaplan–Meier method and 
the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Results The low level HDL group was likely to have more advanced tumor grade (P=0.020) and a higher recur-
rence rate (P=0.032); conversely, the high level HDL group was prone to have liver cirrhosis(P=0.013). Multivar-
iat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GGT and HDL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early recurrence. Moreover, the pre-
dictive value of HDL was retained in six low-risk subgroups , including AFP-negative , ALT≤40μg/L, no satellite 
lesions, with encapsulation, BCLC 0+A stage, and Child-Pugh A grade subgroups.
Conclusions The HDL can be recommended as a new indicator for predicting the early recurrence of HCC deter-
mining	advance	optimal	therapy	in	advance.

Y-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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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cer

Li Peilong, Wang Chuanxi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No. 247 Beiyuan Street， Jinan， 

25000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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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09

How	much	do	yearly	physical	examinations	do	to	the	control	of	hyperlipidemia	
and	hyperglycemia?	An	eight	year	study

Gan Wei, Liu Ying, Li Tingting, Wang Shuang, Li Meng, Zhang Yanxing, Huang Hengjian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Background	Yearly physical examination has become a boon provided by many employers, it is beneficial, es-
pecially in the early detection of cancer, however, preventive usefulness of yearly physical examinations to the 
chronic diseases, which are neither symptomatic nor life-threaten are not clear.
Aim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yearly physical examination to the control of hyperlipidemia and hypergly-
cemia.
Method 822 residents (509 males) who have undergone annual health check-ups for 8 consecutive years (from 
2008 to 2015)	in	Westchina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analytic	objects,	7424	residents	in	2008	and	76218	res-
idents	 in	2015	who	underwent	health	examinations	 in	Westchina	hospital	were	chosen	 to	be	 the	public	control	
group.	All	the	participants	were	subdivided	into	6	age	classes	(<30y,	31–40y,	41-50y,	51-60y,	61-70y	and	>71y)	
.Fast	serum	triglyceride	(TG),	total	cholesterol	(TC),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	high	density	li-
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	and	glucose	were	analyzed.	The	changes	of	the	concentrations	of	serum	lipids	and	
glucose	from	2008	to	2015	in	the	public	control	group	and	consecutive	health	check-up	group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An	age	dependent	increase	of	TG,	TC	and	LDL-c	in	both	sex	groups	were	seen	from	<30y	group	to	51-
60y	group,	 then	 it	began	 to	decrease	 till	>70y	group.	The	concentrations	of	HDL-c	and	glucose	were	 increas-
ing	during	all	the	life-span.	Male	showed	higher	concentrations	of	lipids	and	glucose	compared	with	their	age-
matched	female	under	51	years	old,	however,	after	 that	age,	female	exhibited	higher	 levels	of	 these	biomarkers	
than	male.	In	the	public	control	group,	the	levels	of	the	5	biomarkers	in	2015	were	higher	than	in	2008	(p<0.05).	
The	changes	of	 these	serum	biomarkers	from	2008	 to	2015	 in	public	control	group	and	consecutive	check-up	
group	were	not	different	significantly.	The	prevalence	of	hyperlipidemia	and	hyperglycemia,	after	8	years’	con-
secutive	physical	examination,	didn’t	show	any	difference	from	the	public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Increasing	age	and	estrogen	withdrawal	 in	perimenopause	are	dangerous	factor	for	hyperlipidemia	
and	hyperglycemia.	This	study	raises	serious	concerns	about	how	health	examinations	can	do	to	our	health	surveil-
lance	system.	The	effectiveness	of	consecutive	physical	examination	should	be	reassessed	to	ensure	the	fulfillment	
of	its	preventive	ob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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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1

血清氯离子浓度监测在急性脑梗塞发病中的意义及低氯促进血小板活化的机制

研究

李玉洁 , 李朋朋 , 马萍 , 黄琳燕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探讨血清氯离子浓度在急性脑梗塞患者发病中的意义及胞外氯离子浓度降低促进血小板激动

剂 ADP 诱导血小板活化的机制。

方法：1. 收集并检测 108 例对照组（已排除急性脑梗，CON 组）患者和 80 例急性脑梗塞（ACI 组）

患者药物治疗前后的血清氯离子浓度，分别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配对 t 检验对样本进行统计分析。	2. 采

用梯度离心法获取健康志愿者全血中的血小板，分别置于正常氯（Nor	Cl 组）和低氯 (Low	Cl 组 ) 重悬液

中。利用Western	Blot和ELISA法研究胞外氯离子浓度降低对ADP诱导的血小板活化过程中Lyn磷酸化、

PI3K/Akt 的磷酸化、G 蛋白偶联受体	Gαi2 亚基的表达、cAMP 生成及 PKCδ 的磷酸化影响。

结果：1.ACI 组血清氯离子浓度（98.35±4.85mM）低于 CON 组（101.9±2.497	mM，p<0.01），ACI
组治疗后血清氯离子浓度恢复（101.5±6.243	mM，p<0.01），但与 CON 组无差异（p>0.05）。2.	Low	Cl
组 ADP 处理后血小板胞内 Lyn（失活位点 Tyr507）磷酸化增强而 PI3K/Akt 的磷酸化的变化无明显差异；

Gαi2表达明显高于 Nor	Cl 组（p	<	0.05），而 cAMP 的生成、PKCδ 的磷酸化明显低于 Nor	Cl 组（p	<	0.05）。
结论：血清氯离子浓度降低与急性脑梗塞发病密切相关，并且血小板胞外氯浓度降低促进 ADP 诱导

的血小板活化，不是通过促进 Lyn/PI3K/Akt 信号通路磷酸化，而是通过促进血小板膜表面 G 蛋白偶联受

体	Gαi2 亚基解离从而抑制血小板胞内 cAMP 的生成实现的。

OR-002

Association	between	IL-6	Gene	Polymorphisms	and	Risk	of	Chronic	Hepatitis	
B,	Hepatitis	B	Virus-related	Liver	Cirrhosis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the	Guangxi	Population:	A	Case–Control	Study

Lan Fang, Wei Huiping, Qin Xue, Lu Qinhua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s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possible effect of three 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rs1800795/ 
rs1800796/ rs1800797) of IL-6 gene polymorphisms on the susceptibility to hepatitis B virus (HBV)-related liver 
diseases and the effects of these polymorphisms on serum IL-6 serum levels in the Guangxi population.
Methods In total, 185 chronic hepatitis B (CHB) patients, 92 liver cirrhosis (LC) patients, and 192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DNA extraction and genotyping of the IL-6 gene were per-
formed using the phenol–chloroform extraction method and th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estriction fra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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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gth polymorphism. The level of IL-6 in serum was measured by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on a 
Cobas E601 immunoassay analyzer.
Results Unlike in healthy controls,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as found between the IL-6 polymorphism of 
rs1800795 and rs1800797 and the risk of HBV-related diseases. However, GG genotype of SNP rs1800796 was 
significantly related with increased CHB (OR = 3.211, 95%CI = 1.370–7.527), LC (OR = 3.080, 95%CI = 1.217–
7.795), and HCC (OR = 4.742, 95%CI = 2.101–10.700). The frequency of the GC genotype was significantly as-
sociated with increased CHB and HCC (OR = 1.526, 95%CI = 1.096–2.125; OR = 1.854, 95%CI = 1.326–2.553) 
and decreased LC (OR = 0.781, 95%CI = 0.507–1.201). The IL-6 level of the cas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s	The	polymorphism	of	IL-6	rs1800976	could	be	related	to	an	increased	risk	in	patients	with	CHB,	LC,	

and	HCC	in	comparison	with	healthy	individuals.	Moreover,	the	IL-6	level	increased	in	HBV-related	diseases.

OR-003

MicroRNA-200a	inhibits	cell	growth	and	metastasis	by	targeting	Foxa2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hen Shuying1, Lin Yong1, Sun Huichuan2

1.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Liver Cancer Institute，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Background	MicroRNAs (miRNAs) are a class of endogenous, small non-coding RNAs which function as es-
sential posttranscriptional modulators of gene expression tightly involved in a wide range of diseases, including 
th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Here, the present study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levels and 
cellular roles of miR-200a in HCC.
Methods Quantitative	reverse-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
sion	levels	of	miR-200a	in	serums	and	cell	lines.	Bioinformation	analysis,	the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qRT-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were	employed	to	validate	Foxa2	as	a	direct	target	gene	of	miR-200a.	Cell	proliferation,	mi-
gration	and	invasion	were	assessed	to	identify	whether	miR-200a	could	regulate	the	biological	behaviors	of	HCC	

cells	by	targeting	Foxa2.
Results	In this study, a low level of miR-200a was observed in patients’ serums and HCC cell lines. Overexpres-
sion of miR-200a in HCC cell lines reduced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In addition, transcription 
factor forkhead box A2 (Foxa2) was identified as a novel target of miR-200a and downregulated at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in miR-200a overexpressed cells. Meanwhile, restoration of Foxa2 significantly reversed the tumor 
suppressive effects of miR-200a.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miR-200a regulates the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HCC 
cells by targeting	Foxa2,	suggesting	that	miR-200a	may	function	as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molecular	for	the	diag-
nosis	and	treatment	of	the	liver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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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4

基于细胞表面适体触发滚环扩增的稀有肿瘤细胞检测新方法

徐璐璐 1,2, 丁世家 1, 张玉洪 2, 程伟 2

1. 重庆医科大学

2.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分子检测中心

目的：作为一种无创的液体活检方式，外周血或体液中的肿瘤细胞检测对于肿瘤早期诊断、治疗指

导及预后评估等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现有检测技术无法实现体液中稀有肿瘤细胞的简单、高灵敏检测。

本文设计了基于适体识别靶细胞触发细胞表面原位滚环扩增的新方法用于体液中稀有肿瘤细胞检测。

方法：设计一条 EpCAM 适体 - 引物复合探针，其中适体部分用于特异的识别结合 EpCAM 阳性靶细

胞；引物部分可与预先制备好的纯化环状模板结合，触发靶细胞表面的滚环扩增。扩增产物含有大量重

复G4序列，可与hemin结合形成具有辣根过氧化物酶活性的DNAzyme，催化底物ABTS2-产生比色信号。

结果：在混有不同浓度靶细胞的悬液（细胞总数为 105 个）中，本方法得到的线性范围为 10-105 个，

最低检测限为	10 个肿瘤细胞，即低至 0.01% 的靶细胞仍可被检出。针对 10 例临床体液标本检测（包括 5

例良性体液标本和 5 例不同来源的恶性体液标本），该方法展示了良好的特异性和临床适用性。

结论：本文建立的基于适体识别靶细胞触发表面滚环扩增的肿瘤细胞检测新方法具有简单快速、灵

敏度高特异性好的优点；并成功用于临床体液标本中稀有肿瘤细胞的检测。该方法为外周血或体液中稀

有肿瘤细胞的检测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具有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

OR-005

108 例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形态学检查在肺部疾病诊断中的意义

陈颖洁 , 马玲 , 吴镇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目的：探讨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细胞形态学检查对各种肺部疾病的诊断价值。

方法：对 108 例肺部疾病患者行纤支镜灌洗术，收集 5-10ml 肺泡灌洗液送检。细胞计数时吸取混匀

的肺泡灌洗液冲池计数；采用细胞离心机甩片制片，涂片行瑞氏 - 吉姆萨染色，Olmpas 光学显微镜下进

行细胞分类，记录有核细	胞所占百分比。

结果：BALF 中中性粒细胞增多，主要见于特发性肺纤维化、弥漫性肺泡损伤、感染；BALF 中淋巴

细胞增多，主要见于结核、结节病、外源性过敏性肺泡炎、药物、机会感染、HIV；BALF 中嗜酸粒细胞

增多主要见于嗜酸细胞性肺	炎、哮喘、寄生虫、真菌感染；BALF 中含铁血黄素细胞增多，主要见于肺

特发性含铁血黄素沉着症、肺 - 肾出血综合征、肺非特异性系统性坏死性小血管炎、混合结缔组织病；

BALF中泡沫细胞增多主要见于炎性渗出物和	坏死组织的崩解产物；BALF中查见细菌、真菌是诊断细菌、

真菌感染的直接证据；BALF 中查见癌细胞对肺癌及转移癌具有重要的诊断价值，是肺癌或转移癌诊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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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证据。

结论：BALF 的形态学检查快速、方便、经济、准确，对弥漫性间质性肺疾病具有参考诊断价值，对

嗜酸细胞性肺疾病具有提示性诊断价值，对肺癌、转移癌及某些真菌感染具有重要的诊断价值，同时可

以作为肺部疾病治疗评	价及预后评估的指标，其在临床上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

OR-006

SF3B1 基因突变在伴环形铁粒幼细胞增高疾病中的表达

葛素君 , 康慧媛 , 何赏 , 陈琛 , 李绵洋 , 王成彬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研究 SF3B1 基因突变与骨髓环形铁粒幼细胞（ring	sideroblasts,	RS）形态学特征的相关性。

方法：收集 2013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解放军总医院初诊患者与供者骨髓标本 156 例，根据 2008

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诊断标准，将其分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伴环形铁粒幼细胞（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with	ring	sideroblasts,	MDS	RS+）组，非 RS 增高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without	
ring	sideroblast,	MDS	RS-）组，其他疾病伴 RS 增高组，非 RS 增高其他疾病组和对照组。对每组患者初

诊骨髓标本进行形态学检查，并提取患者基因组 DNA，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针对 SF3B1 基因第

13-15 外显子区设计引物进行基因扩增，切胶纯化后通过测序检测基因突变位点。

结果：MDS	RS+ 患者发生 SF3B1 基因突变阳性率为 48.8%，突变以 K700E 突变为主，占突变患者的

71.4%，与 MDS	RS- 组及对照组相比，显著升高（χ2 分别为 24.967，25.201，P<0.01）；其他疾病伴 RS
增高组中发生 SF3B1 基因突变阳性率为 40%，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显著增高（χ2 分别为 6.556，13.313，

P<0.01）。
结论：SF3B1 基因突变可能与 RS 这一骨髓特征性形态的形成有关，并且突变位点呈多样性。

OR-007

生物转运及代谢相关基因多态性	与急性白血病易感性及预后的关联研究

杨炼 , 应斌武 *（通讯作者）, 陆小军 , 叶远馨 , 胡雪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研究生物转运及代谢相关基因 SNPs 在急性白血病患者中的分布，并分析其与 AL 发病风险、

临床特征及疗效预后间的关系。探讨上述基因中是否存在 AL 相关的易感基因位点，为筛选 AL 临床相关

分子标志物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随机纳入 450 例 AL 患者和 475 例对照，利用硅胶膜离心柱提取全血 DNA。结合文献用 1000	

Genomes	Browser和Haploview筛选相关基因及目标SNPs。应用SNP	scan技术对目标SNPs进行基因分型。

运用 SPSS17.0、Plink、Haploview 和 Excel	2007 等软件对目标 SNPs 进行单位点、单倍型和基因交互作用

分析，研究其与 AL 发病风险、临床特征及疗效预后间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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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成 功 分 型 ABCB1	rs1055302、rs1045642，CYP2D6	rs1135840，CYP2C19	rs4244285、
rs3758580、rs4986894	共 6 个 SNPs 进行后续分析。ABCB1	rs1055302 基因型分布在病例和对照组中存在

统计学差异 (P=0.039)，且 T 等位基因个体的 AL 发病风险是 C 等位基因的 1.31 倍 (OR=1.31, P=0.012)。
rs1055302 的共显性模型中，TT 基因型个体的 AL 发病风险是 CC 的 1.82 倍 (OR=1.82, P=0.028)，显性

模型 (TC+TT) 个体的 AL 发病风险是 CC 的 1.34 倍 (OR=1.34, P=0.028)。CYP2C19 单倍型频率在患者和

对照中的分布没有统计学差异 (P=0.220)。RBC、Hb、PLT 在病例和对照中的分布存在统计学差异	(P 均

<0.05)。尚未发现 3 个基因的 SNPs 之间存在交互作用。ABCB1	rs1045642 共显性模型中，AA 型患者的

疗效更差 (OR=2.51, P=0.035)，CYP2D6	rs1135840 共显性模型中，CG 型的疗效更好 (OR=0.46, P=0.039)。
ABCB1	rs1045642 的 GG 型患者生存率高于 GA 和 GG 基因型（P=0.044）。

结论：ABCB1	rs1055302 与 AL 的易感性相关，其共显性和显性模型可能增加 AL 发病风险。目标

SNPs 单倍型，临床特征以及交互分析均未发现与 AL 发病有意义的关联。ABCB1	rs1045642 与 AL 患者

疗效及预后相关，AA 突变型患者疗效更差，GG 野生型生存时间更长，生存率更高。

OR-008

外泌体在非小细胞肺癌辐射敏感性传递中的作用

谢丽 , 宋现让

山东省肿瘤医院

放疗后残留的辐射耐受细胞是肿瘤局部复发和转移的根源，也是导致临床放疗失败及影响患者病情

进展的主要原因。因此，深入研究非小细胞肺癌放疗耐受的具体机制，有助于寻找临床可干预的逆转辐

射耐受性的新靶点，提高非小细胞肺癌长期生存率。

超速离心法分离纯化了人辐射敏感或辐射耐受 NSCLC 细胞外泌体，透射电镜、Nanosight 纳米颗粒

跟踪分析观察了所分离的外泌体大小、形态和数量，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证实了外泌体能够被肿瘤细胞内

吞。分别用辐射敏感或辐射耐受细胞的外泌体培养 SPCA1 细胞 48 小时后，给予 X 射线照射，克隆形成

实验发现与父代敏感细胞相比，辐射耐受的细胞的外泌体能够使SPCA1细胞对X射线的敏感性显著下降；

明显抑制辐照后细胞的凋亡：比例从 22.79% 下降至 6.25%。与辐射敏感的亲本细胞相比，辐射耐受细胞

的外泌体囊泡数目和蛋白含量均显著增多，进一步对外泌体中的 miRNA 表达谱进行测序分析发现，有

多个 miRNA 在非小细胞肺癌辐射耐受细胞的外泌体中表达增多，包括：miR-16、miR-222、miR-335、

miRNA-23a 和 miR-214 等。辐射耐受细胞的外泌体显著抑制辐照后细胞中 ROS 的产生；Western	blot 检
测发现：辐射耐受细胞的外泌体显著抑制辐照后细胞中 DNA 损伤修复通路蛋白的表达。

辐射耐受细胞能够通过外泌体传递非编码 RNA 等遗传物质，抑制其他细胞中相关靶基因的表达，激

活信号通路，调控辐射后的 DNA 损伤修复、细胞周期阻滞和 ROS 的产生，将辐射耐受能力传递给其他

辐射敏感的细胞。靶向非小细胞肺癌辐射耐受细胞外泌体的形成，可能成为未来的非小细胞肺癌治疗的

潜在新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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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9

CD25	expression	in	B	lymphoblastic	leukemia	predicts	for	Philadelphia	
chromosome	(Ph);	BCR-ABL1	rearrangement	and	confers	adverse	prognosis	

in	Ph	negative	patients

Chen Pu1,2, Chu Andrew 2, Zia Hamid2, Koduru Prasad2, Collins Robert 3, Fuda Franklin 2, Chen Weina2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Pathology，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at Dallas， Texas， USA

3.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Division of Hematology/Oncology， University of 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
ter at Dallas， Texas， USA

Objectives	CD25 expression is associated with Philadelphia chromosome translocation (Ph+); BCR-ABL1 rear-
rangement in B lymphoblastic leukemia/lymphoma (B-LL). However, the significance of CD25 expression in Ph 
negative (Ph-) B-LL regarding the prognostication and genetic abnormalities is largely unknown.
Methods CD25 expression by flow cytometry (FC) was correlated with Ph status in 95 newly diagnosed B-LL 
patients, with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MRD) in marrow at day 29 measured by FC in the context of cytogenetic 
risk stratification in Ph- patients.
Results CD25 expression was greater in Ph+ patients (80%) than in Ph- patients (17%), predicting for Ph+ with 
80% sensitivity and 84% specificity. In Ph- patients, CD25 expression (in 14 patients, 16%) negatively impacted 
MRD in cytogenetic intermediate patients (detectable MRD in 50% of CD25+ patients vs. 16% of CD25- pa-
tients). Interestingly, one CD25+/Ph- patient had a Ph-like genotype (ZC3HAV1-ABL2 rearrangement), and the 
other dual MYC-IGH and BCL2-IGH rearrangements.
Conclusions our study confirmed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CD25 expression for Ph+. Furthermore, CD25 expres-
sion conferred detectable	day	29	marrow	MRD	in	Ph-	patients	independent	of	cytogenetic	risk	stratification,	im-
plying	a	biomarker	for	adverse	prognosis.	The	latter	is	likely	associated	with	the	underlying	molecular	abnormali-
ties,	such	as	Ph-like	genotype	or	MYC	rearrangement.

OR-010

Circulating	microparticles	play	a	role	in	preeclampsia

Zhang Yuncong, Qiao Rui, Zhang Jie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Introduction	Preeclampsia	(PE)	is	a	pregnant	relevant	syndrome	associated	with	maternal	and	fetal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The	pathogenesis	underlying	PE	still	remains	obscure.	Growing	studies	support	the	thought	that	micro-
particles	 (MPs)	could	contribute	 to	 the	pathogenesis	of	 the	coagulation,	 inflammation	activation	associat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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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But,	so	far,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evaluate	circulating	MPs	and	conflicting	results	have	been	reported.	As	a	
result,	we	establish	a	cytofluorimetric	approach	to	detect	MPs.	Then	further	explore	whether	MPs	play	a	role	in	the	
progression	and	prognosis	of	PE.
Methods	In	this	study,	a	new	cytofluorimetric	approach	was	set	up	to	measure	MPs.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
ed	into	sodium citrate anticoagulant tubes and processed within 2 hours. Through serial centrifugations, platelet 
free plasma (PFP) was ready for analysis. We labelled PFP by FITC Annexin V, PE-Cy7 CD41a, PE CD31 and 
Pacific-blue CD15. MPs were defined as vesicles that were less than 1 μm in diameter and Annexin V positive, 
platelet-derived microparticles (PMPs) were defined as Annexin V+/CD41a+ MPs, endothelia cell-derived mi-
croparticles (EMPs) defined as Annexin V+/CD31+/CD41a- MPs and leukocyte-derived microparticles (LMPs) 
defined as Annexin V+/CD15+ MPs. TruCount tubes were used to quantify MPs. This method had been verified 
with prepared different origins of MPs. Then 127 subjects were enrolled: 73 women with preeclampsia, 29 healthy 
pregnant women, and 25 healthy non-pregnant subjects. The levels of MPs and subpopulations were evaluated by 
the approach above.
Results The specificity experiment showed that prepared positive MPs could be tested well (PMPs: 290.75±51.99/
μL, EMPs: 50.24±12.96/μL and LMPs: 179.63±51.08/μL, respectively). The levels of MPs, especially PMPs, are 
much more pronounced in pregnant women compared to non-pregnant women ([46.56 (27.18, 75.82)] vs [17.41 
(13.00, 44.75)], P < 0.05). The evaluation of circulating MPs, especially EMPs and LMPs, are enhanced in PE 
subjects compared to healthy pregnant subjects ([14.62 (9.41, 21.28)] vs [11.97 (6.80, 14.70)] and [8.94 (6.85, 
16.22)] vs [4.24 (2.49, 8.31)], P < 0.05 and P < 0.05,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PMPs, EMPs and LMPs tend to 
increase in SPE group compared to MPE group ([44.92 (27.28, 72.34)] vs [30.92 (21.73, 85.24)], [14.70 (10.48, 
19.00)] vs [12.80 (9.06, 23.24)] and [8.93 (6.77, 16.19)] vs [8.46 (6.94, 16.56)], P > 0.05, P > 0.05 and P > 0.05,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rough	evaluation	of	MPs,	it	is	supposed	that,	MPs	may	participat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PE.

OR-011

Exosomal	miRNAs	derived	from	mesenchymal	phenotype	lung	cancer	
cells	promote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and	serve	as	potential	

biomarkers	for	lung	cancer

Huang Yiyao1, Tang Yueting 2,1, An Taixue 1, Qin Sihua 1, Xu Yong1, Zheng Lei1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Zhongnan Hospital， Wuhan University

Background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is regarded as a critical event during tumor metastasis. 
Recent studies have revealed changes in and a contribution of proteins in/on exosomes during EMT. microRNA 
(miRNA) is another important functional component of exosomes. We hypothesized that the miRNA profiles of 
exosomes may change following EMT and that these exosomal miRNA may promote EMT and metastasis of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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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 cells, thus have potential to be the circulating biomakers of lung cancer.
Method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TGF-β1)	was	used	to	induce	EMT	of	A549	lung	cancer	cells.	We	com-
pared	 the	small	RNA	profile	and	function	of	exosomes	from	epithelial	 (E-exosomes)	and	mesenchymal	cancer	
cells	(M-exosomes)	by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and	co-culture	experiments.	Then,	we	preliminarily	validated	
exosomal	miRNAs	 in	2	serum	sample	sets	 (25	healthy	controls	and	22	 lung	cancer	patients)	by	quantitative	re-
al-time	RT–PCR.	Every	research	subject	signed	a	prior	informed	consent	that	was	approved	by	the	Human	Re-
search	Ethics	Committee	from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Results	The small RNA profile of exosomes was changed following EMT.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KEGG) pathway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specific miRNA profile of M-exosomes has the potential to 
drive signal transduction networks in EMT and cancer progression. Co-culture experiments confirmed that M-exo-
somes can enter epithelial cells and promote migration, invasion and expression of mesenchymal markers in re-
cipient cells. Exosomal miR-7a, miR-21 and miR-320b expression levels in serum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as compared with healthy individuals.
Conclusions	Our	research	has	provided	a	new	insight	into	the	role	of	exosomes	produced	by	mesenchymal	cells,	
the	specifically	expressed	miRNA	in	which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function	of	EMT	and	metastasis,	and	may	pro-
mote	transfer	of	the	malignant	phenotype	 (mesenchymal	phenotype)	to	epithelial	recipient	cells.	These	miRNAs	
differently	expressed	between	healthy	individuals	and	lung	cancer	patients,	and	may	serve	as	source	of	new	bio-
markers	in	lung	cancer.

OR-012

18 个遗传性凝血因子Ⅴ缺陷症家系的表型和基因研究

谢晓玲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探讨中国人群遗传性凝血因子Ⅴ缺陷症的基因谱及其分子发病机制。

方法：采用 APTT、PT 等初筛实验，并进行 F Ⅴ活性和抗原检测，通过一代测序检测遗传性凝血因

子Ⅴ致病突变。对检测到的国际首次发现的剪切位点突变和大缺失在白细胞和血小板水平进行 cDNA 水

平的研究。

结果：患者临床表现存在异质性，部分患者术前检出（1/18），大多数仅表现为鼻出血、黏膜出血，

女性伴有月经过多（11/18），严重者出现关节出血（2/18），甚至颅内出血（4/18）。在 18 例遗传性凝血

因子Ⅴ缺陷症患者中共检出 36 个 F5 基因的致病突变，两例患者仅找到单杂合突变。其中 14 个突变为

国际首次报道的新突变，包括 4 个错义突变（c.1673A>G, p.Tyr558Cys;	c.1A>T, p.Met1Leu;	c.1685A>T, 
p.Asn562Ile;	c.5524G>T, p.Val1842Phe），4 个 无 义 突 变（c.436C>T, p.Arg146*;	c.1600C>T, p.Arg534*;	
c.4861C>T, p.Arg1621*;	c.6175C>T, p.Gln2059*），1 个剪切位点突变（c.373+1G>T），一个大缺失突变

（g.50226_58966del, p.Leu1262_Trp1657del，NG_011806.1）和4个小缺失/插入突变（c.2904dupT, p.Asn968*;	
c.6430_6431dupCT, p.Ser2145Cysfs*7;	c.1685_1687delACA,	p.Asn562del;	c.2846delT,	p.Leu949Trpfs*10）。白

细胞和血小板的 cDNA 研究发现，g.50226_58966del 大缺失突变导致在 c.2721 和 c.2722 之间产生新的剪



158

切位点，导致 p.Val1193_Gln1657del。剪切位点突变 c.373+1G>T 导致第 3 号外显子的缺失。F Ⅴ活性和抗

原检测显示，突变都为 CRM-。另外，	p.Asp96His、p.Phe218Ser 和 p.Lys678Glu 三个突变频率较高，分别

占 11.1%、8.3% 和 8.3%。

结论：遗传性五因子缺陷症的临床表现异质性较大，使用出血评分可以评估其出血的严重程度。

p.Asp96His、p.Phe218Ser 和 p.Lys678Glu 三个突变可能是中国人群的高频突变。

OR-013

MSC-Exosomes:	A	Novel	Cell-Free	Therapy	for	Cutaneous	Regeneration

Wu Peipei, Zhang Bin, Shi Hui, Qian Hui, Xu Wenrong
Jiangsu University，Key Laboratory of Laboratory Medicine of Jiangsu Province

Cutaneous	regeneration	is	a	dynamic	and	complex	process	that	requires	a	series	of	coordinated	interactions	involv-
ing	epidermal	cells,	dermal	cells,	growth	factors,	 the	extracellular	matrix	 (ECM),	and,	nerves	and	blood	vessels	
of	at	a	damaged	site.	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s)	have	been	reported	 to	participate	 in	all	afore	mentioned	
stages.	Exosomes	are	one	of	the	key	secretory	products	of	MSCs,	resembling	the	effect	of	parental	MSCs.	They	
can	shuttle	various	proteins,	mRNAs,	and	microRNAs	 (miRNAs)	to	modulate	the	activity	of	recipient	cells,	and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cutaneous	wound	healing.	Compared	with	MSCs,	exosomes	are	more	convenient	to	store	
and	transport.	Moreover,	they	overcome	the	disadvantage	of	MSCs	in	transplantation,	that	is,	low	engraftment	and	
potential	mutant	tumorigenesis	risk	in	vivo.	Therefore,	MSC-exosomes–mediated	therapy	may	be	more	safe	and	
efficient.	In	this	review,	we	summarize	the	latest	studies	and	observations	on	the	role	of	MSC-exosomes	in	the	
acute	and	chronic	wound	model	and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exosomes	in	wound	
healing.	This	review	can	assist	 investigators	 to	explore	new	 therapeutic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the	efficacy	of	
MSC-exosomes	for	cutaneous	repair	and	regeneration.
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81572075), the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the	Jiangsu	Province	 (BK20141303),	Jiangsu	Province	for	Outstanding	Sci-tech	Innovation	Tea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rant	no.	SJK2013-10),	Jiangsu	Province’s	Outstanding	Medical	Academic	Leader	
and	Sci-tech	Innovation	Team	Programme	(Grant	no.	LJ201117),	Jiangsu	Province’s	Major	Projec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E2015667,	BE2016717),	 the	Innovation	Project	for	Graduate	Student	Research	of	Jiangsu	
Province	(Grant	No.	KYLX15_1096),	the	Priority	Academic	Programme	Development	of	Jiangsu	Higher	Educa-
tion	Institutions,	and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Funded	Project	(Grant	No.	2016M6000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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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4

Serum	IgG4:	IgG	ratio	predicts	recurrence	of	patients	with	HCC	after	curative	
resection

Ma Xiao-Lu1, Wu Jiong 1, Wang Bei-Li1, Pan Bai-Shen1, Fan Jia 2, Yang Xin-Rong2, Guo Wei1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Liver Surgery， Liver Cancer Institute，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Aim IgG4 is associated with a Th1-to-Th2 switch, which plays a vital role in metastasis, in patients with malig-
nances; thus,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in predicting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recur-
rence in the present study.
Method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IgG4:IgG ratio and recurrence was analyzed in a cohort of 195 patients un-
dergoing curative resection in 2012. Another 100 patients were analyzed in a prospective independent cohort during 
2012–2013 to validate the value of serum IgG4. Serum IgG4 and total IgG concentrations were measured with an 
automatic immune analyzer and the optimal cutoff value for serum IgG4 levels was determined by X-tile software.
Results	Our	data	revealed	 that	serum	IgG4:IgG	were	significantly	elevated	 in	patients	with	 tumor	recurrence	
(P<0.05).	A	cutoff	IgG:IgG4	ratio	of	0.08	was	set	to	stratify	HCC	patients	into	high	 (>0.08)	and	low	 ( ≤ 0.08)	

groups.	High	serum	IgG4:IgG	ratio	correlated	with	significantly	shorter	tumor-free	survival	(median	11.85	months	
vs.	39.20,	P=0.005).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es	demonstrated	 that	serum	IgG4:IgG	ratio	 is	an	 inde-
pendent	indicator	of	tumor	recurrence	and	this	retaine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even	in	conventional	low-recur-
rence-risk	subgroups,	including	patients	with	low	α-fetoprotein	and	early-stage	diseases.
Conclusion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elevated	serum	IgG4:IgG	ratio	is	associated	with	poor	clinical	outcomes	
in	HCC	patients	and	therefore,	and	can	serve	as	a	novel	prognostic	predictor	for	HCC	patients	undergoing	resec-
tion.	Analyzing	serum	IgG4	would	be	useful	to	tailor	individualized	therapies	for	patients.

OR-015

偶联单抗 NJ001 的磁珠对裸鼠肺部移植瘤 micro-CT 扫描的增强作用

徐建 , 潘世扬 *, 王悦 , 朱娟娟 , 徐婷 , 刘京萍 , 王芳 , 顾春荣 , 张丽霞

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研究单抗 NJ001 和磁珠结合溶液对裸鼠肺部移植瘤 micro-CT 扫描的增强作用。

方法：经尾静脉注射 SPC-A1-luc	细胞建立裸鼠肺部移植瘤模型，利用生物发光成像验证模型的建立

并定量监测肿瘤的大小。将裸鼠分为三组：生理盐水组、裸磁珠组和免疫磁珠组，每周分别注射生理盐

水、750nm 裸磁珠溶液、750nm 磁珠和 NJ001 结合液、注射前后分别进行 micro-CT 扫描。免疫组化验证

肿瘤组织 NJ001 特异性抗原 SP70 的阳性表达。

结果：肿瘤细胞注射后肺部生物发光信号由弥散分布到逐渐聚集于裸鼠肺部，肺部已经形成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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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且各组间裸鼠生物发光信号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注射后免疫磁珠组的 micro-CT 扫描中肿瘤密度比

注射前明显增强，其余两组注射前后肿瘤密度没有明显变化。免疫磁珠组注射前后肿瘤密度变化和生理

盐水组、裸磁珠组相比有统计学意义（P1=0.013，P2=0.011）。免疫组化各组裸鼠 SP70 均表达阳性。

结论：单抗 NJ001 和磁珠结合溶液对裸鼠肺部移植瘤 micro-CT 扫描有增强作用。

OR-016

血清外泌体 lncRNA	UFC1 在胃癌诊断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梁炜 , 张鹏 , 臧雪燕 , 钱晖 , 许文荣 , 张徐

江苏大学

目的：外泌体（exosome）携载的非编码 RNA 参与肿瘤发生发展，有望成为新的肿瘤分子标志物。

UFC1 是最近新发现的一种长链非编码 RNA（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在胃癌中尚无相关报道。

本研究旨在揭示 UFC1 在胃癌诊断中的价值，并探讨其在胃癌中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提取胃癌细胞与胃黏膜上皮细胞、79 例胃癌患者肿瘤组织与配对正常组织、57 例胃癌患者血

清、29 例胃炎患者血清以及 59 例健康体检者血清、50 例胃癌患者血清外泌体与 40 例健康体检者血清外

泌体中的 RNA，qRT-PCR 检测 UFC1 表达，分析 UFC1 在胃癌中的表达水平及其与胃癌临床病理参数之

间的相关性；在胃癌细胞中分别敲减或过表达 UFC1，检测细胞增殖、迁移、侵袭、细胞周期及细胞凋亡

的改变；检测敲减或过表达 UFC1 后相关基因和蛋白表达情况；用对照、过表达或敲减 UFC1 的胃癌细胞

外泌体处理低表达 UFC1 胃癌细胞，检测细胞增殖和迁移能力的改变。

结果：UFC1 在胃癌细胞、胃癌组织、血清及血清外泌体中高表达。UFC1 的表达水平与肿瘤大小、

TNM 分期及淋巴结转移相关。ROC 分析显示血清外泌体 UFC1 的诊断 AUC 为 0.879。在胃癌细胞中敲减

UFC1，发现体外生长和体内致瘤能力下降，迁移和侵袭能力减弱，细胞凋亡增加，细胞周期 S 期细胞比

例减少，细胞周期蛋白 cyclinD1 表达降低，EMT 相关基因 E-cadherin 表达升高，而 N-cadherin、Slug、
Snail、Twist、ZEB1 表达降低。UFC1 过表达则导致相反结果。用携载 UFC1 的外泌体处理胃癌细胞，发

现细胞生长加快，克隆形成能力增强，迁移能力增强，而敲减 UFC1 的外泌体促胃癌细胞增殖和迁移能

力明显减弱。

结论：UFC1 在胃癌中高表达，血清外泌体 UFC1 具有成为胃癌分子诊断新指标的潜能；外泌体能通

过转运 UFC1 促进胃癌恶性进展；UFC1 可作为肿瘤诊疗的新靶点。

OR-017

基因测序技术对宣威肺癌突变谱的初步研究

王潇 , 段勇 , 张艳亮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研究宣威肺癌全基因组和全外显子组测序揭示的突变谱，探讨肿瘤相关基因在宣威肺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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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为宣威肺癌高危人群的早期筛查以及个体化预防和治疗奠定基础。

方法：分别采用 Complete	Genomics 的复合探针 - 锚定分子连接 cPAL 测序技术和华大基因 Agilent	
V4 捕获平台对云南宣威肺癌患者的癌组织及癌旁组织样本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和全外显子组测序。与

dbSNP137 数据库比对过滤后，采用 SIFT 等功能预测软件筛选出可能影响其相应蛋白功能的突变基因。

比较分析全基因组测序和全外显子组测序结果，对候选基因与患者的临床病理学资料进行相关性分析，

通过生物信息学软件 MAS	3.0 在线分析候选基因的功能、信号通路、生物学过程、组织分布等特征，全

面了解候选基因在宣威肺癌中的作用机制。

结果：两例宣威肺癌的全基因组测序共检测出 331,147 个体细胞突变，20 例宣威肺癌全外显子组测

序共发现 100,616 个 SNP 和 8,632 个 InDel。体细胞突变多位于内含子区域，单个核苷酸的改变在 CG 序

列上出现最为频繁，多是 C 转换为 T，生殖细胞的碱基置换和体细胞的碱基比例不一致，体细胞变异

中最常见的碱基改变为 C·G-A·T 颠换，而生殖细胞变异与体细胞变异正好相反，A·T-G·C 和 C·G-

T·A 转换的比例较高。全基因组测序总共筛查出 34 个体细胞 SNP，64 个体细胞 CNVs 片段以及 82 个体

细胞 SVs，生物信息学分析软件筛选出 34 个可能影响其相应蛋白功能的基因突变，其中，基因 MUC5B、	

THBS2、DOCK1、NKX2-1、CACNA1C、	TRIP11、COL5A2、EGFR 主要涉及细胞粘附、细胞增殖、细

胞周期调控、MAPK 信号通路、Wnt 信号通路、TGF-beta 信号通路、Calcium 信号通路，这些生物学过

程与肿瘤发生发展相关。全外显子组测序新发现的突变位点多达 13,210 个，通过生物信息分析筛选出 6

个可能与肺癌发生发展相关的候选基因，其中 PRKCZ 基因未见在其它肺癌研究中报道过，其基因功能、

信号通路、生物学过程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为今后宣威肺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方向。

结论：宣威肺癌患者的基因组中存在大量基因突变，本研究中的突变基因可能通过激活相关信号通

路，在宣威肺癌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并有可能成为宣威肺癌的遗传易感标志。

OR-018

膀胱癌尿液差异蛋白生物信息学分析

雷婷

北京世纪坛医院

目的：对前期研究中筛选出 14 个膀胱癌尿液差异蛋白进行信息学分析。

方法：应用 swiss-prot、ProtParam、Uniprot、Gene	Ontology、KEGG 等数据库对 14 个膀胱癌尿液差

异蛋白分别从蛋白、基因、核酸水平进行基本理化性质、分子功能、参与生物进程、细胞组分、代谢途

径等方面的综合分析。

结果：14 个膀胱癌尿液差异蛋白具有各自不同的理化属性，其基因产物具有蛋白结合、转运蛋白活

性、氧结合及抗氧化活性的分子功能；参与了转运和细胞骨架合成等生物进程。筛选的差异蛋白中大部

分具有相似的本体注解，其中 APOA1 参与了膀胱癌分子通路途径中的 PPAR 信号通路。

结论：结合生物信息学分析和大量文献检索，对筛选出的 14 个尿液差异蛋白进行了初步的验证，为

下一步的靶蛋白研究提供方向。结合 KEGG 和 GeneCoDis 建立了基因、蛋白与疾病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关

系，为进一步研究膀胱癌的发病机制提供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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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9

基于代谢组学的良、恶性胸腔积液鉴别诊断研究

戴锦娜 1, 张益 2, 于怀东 2, 刘婷 2, 郭晓临 1

1.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2. 上海爱博才思分析仪器贸易有限公司

目的：肺癌诱发的恶性胸腔积液与结核诱发的良性胸腔积液有着极为相似的理化特征，其鉴别诊断

非常困难，至今仍是困扰临床诊治的难题。本研究旨在通过代谢组学的研究方法，首次对肺癌、肺结核

患者胸腔积液中的代谢轮廓谱进行全面、多维的描述，为临床治疗提供诊断依据。

方法：采用先进的液相色谱串联高分辨飞行时间质谱技术（LC-TripleTOF-MS）结合 C18、Hilic 色谱

柱，分别在 ESI+、ESI- 离子模式下对肺癌组、肺结核组样本中的代谢物组进行全面的分析，通过 Mas-
terView、MarkerView 软件和 XCMS	plus 软件对代谢物进行靶向性和非靶向性的定性、定量分析，找到潜

在生物标志物，并进行 KEGG 代谢通路分析。

结果：利用代谢物库进行靶向性数据分析，找到 37 个差异代谢物（p<0.05）；通过 XCMS 软件进行

非靶向性数据分析，同时进行代谢通路分析，二者相互验证，发现与肺结核组相比，肺癌组在脂肪酸、

氨基酸、甾体代谢通路均具有特异性变化，其中 12 个脂肪酸类化合物有显著变化（p<0.05）。
结论：与肺结核组相比，肺癌组在脂肪酸代谢通路上存在显著的特异性变化，可成为辅助良、恶性

胸腔积液鉴别诊断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OR-020

Clostridium	difficile	MLST	clade	4	identification	by	a	simple	and	reliable	
MALDI-TOF	MS-based	method

Cheng jingwei, Xu Yingchu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Objective	Clostridium	difficile	is	the	leading	cause	of	health	care-associated	infections.	In	China,	previous	stud-
ies	suggest	that	C.	difficile	MLST	clade	4	strains	are	the	major	clone	spreading	in	China.	Thus	development	of	a	
rapid	and	accurate	typing	method	for	these	strains	is	needed	to	monitor	the	epidemiology	of	this	clone	and	to	guide	
clinical	treatment.	In	this	study,	we	established	a	simple	MALDI-TOF	MS-based	method	to	screen	for	possible	C.	

difficile	MLST	clade	4	strains.
Methods	A	total	of	135	non-duplicate	C.	difficile	isolates	recovered	from	three	large	teaching	hospitals	in	Beijing	
were	studied.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and	toxin	gene	typing	were	performed	on	the	isolates.	The	spectra	pro-
duced	by	each	isolate	were	analyzed	by	ClinProTools	following	the	manufacturer’s	instructions.
Results	All	 the	41	clade	4	C.	difficile	 isolates,	 including	ST37	 (n=8),	ST39	 (n=5),	ST81	 (n=24),	and	ST382	

(n=4),	clustered	together	on	the	PCA	dendrogram.	Spectra	peak	statistics	revealed	that	five	markers	 (2691.43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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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4.91Da,	2711.93Da,	3247.27Da	and	3290.76Da)	can	easily	and	reliably	distinguish	between	clade	4	and	non-
clade	4	isolates,	with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values	of	0.991,	0.997,	0.973,	1	and	1,	respectively.	A	workflow	

for	C.	difficile	typing	is	proposed	to	screen	one	of	the	major	C.	difficile	epidemic	clones	in	China.

OR-021

Outcomes	and	prognostic	factors	of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in	
patients	with	slow	transit	constipation:	results	from	a	prospective	study	with	

long-term	follow-up

Fan Wenting1, Ding Chao1,2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Jinling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Background Gut microbiota may contribute to regulates colonic motility, which is involved in the etiology of 
constipation.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FMT) has been demonstrated to restore intestinal homeostasis.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outcomes and prognostic factors of FMT for slow 
transit constipation (STC).
Methods Fifty-two patients with STC received standardized FMT and were followed up to 6 months. Bowel habit, 
colonic transit time (CTT), constipation-related symptoms (PAC-SYM scores), quality of life (PAC-QOL scores), 
treatment satisfaction scores and adverse events were monitored. The primary efficacy endpoint was the propor-
tion of patients having on average three or more spontaneous, complete bowel movements (SCBMs) per week.
Results The primary efficacy endpoint was achieved in 50.0%, 38.5% and 32.7% of patients over week interval 3-4, 
9-12 and 21-24, respectively (P <0.01 for all comparisons).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were also observed in other 
assessments, but all improvements diminished at week 12 and 24. Incompleteness of evacuation served as the only 
factor associated with efficacy. No serious treatment-related adverse events were observed.
Conclusion	After	treatment	of	FMT	for	STC,	The	patients	got	obvious	improvement,	while	a	late	loss	of	efficacy	
was	also	observed.	A	lower	degree	of	sensation	of	incompleteness	predicted	a	better	outcome.



164

OR-022

Extensively	drug-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causing	nosocomial	
bloodstream	infections	in	China:	molecular	investigation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determinants,	informing	therapy	and	clinical	outcomes.

Bi Wenzi1, Liu Haiyang1, Dunstan Rhys A.3, Li Bin1, Torres Von Vergel L.3, Cao Jianming2, Chen Lijiang1, 
Wilksch Jonathan J.3, Strugnell Richard A.4, Lithgow Trevor4, Zhou Tieli1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2.School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nd Life Science，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3.Infection&Immunity Program， Biomedicine Discovery Institute and 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 Monash University， 

Melbourne， Victoria， Australia
4.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The Peter Doherty Institute，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Parkville， 

Victoria， Australia.

Objectives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data, epidemiological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extensively drug-re-
sistant (XDR) Klebsiella pneumoniae isolated from nosocomial bloodstream infections (BSIs) patients.
Methods 35 XDR K. pneumoniae were recovered from nosocomial BSIs patients from July 2013 to November 
2015, investigated by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s, molecular detection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determinants, 
conjugation experiments, MLST, S1-PFGE, Southern blot, SDS-PAGE, immunoblot analysis and PFGE. Patients 
were compared in terms of therapy regimens and clinical outcomes.
Results Even in combination treatment, meropenem did not protect against mortality of BSIs patients (P=0.015). 
In contrast, tigecycline in combination with other antimicrobial agents significantly protected against mortality 
(P=0.016). These XDR K. pneumoniae strains were resistant to conventional antimicrobials except tigecycline and 
polymyxin B and co-harbored diverse resistance determinants. 23 of the 35 isolates belonging the predominant 
clone were found to incorporate the globally-disseminated sequence type ST11, but others including a unique, pre-
viously undiscovered lineage ST2281 (allelic profile: 4-1-1-22-7-4-35) were also found and characterized. rmtB, 
blaKPC-2 as well as blaCTX-M-9 were located on a transferable plasmid of ~54.2 kb and the most predominant 
replicon type was IncF. The porins OmpK35 and OmpK36 were deficient in two carbapenemase-negative car-
bapenem-resistant strains, suggesting decreased drug uptake as a mechanism for carbapenem resistance. Notably, 
multiple amino acid substitutions, including both gyrA (S83I, D87G) and parC (S80I) were observed among ST11 
strains which was predominant clone except a single ST11 strain (2048/15), being apparently more than that de-
tected in minor clone strains.
Conclusions The complex phenotypes of these XDR K. pneumoniae strains were associated with multiple resis-
tance determinants and remodelling of the outer membrane proteome. In addition, favorable gyrase and topoisom-
erase IV mutations and consequently superior fitness contributed to the promotion of the predominant clone (ST11) 
of multidrug-resistant	K.	pneumoniae	 in	Wenzhou,	China.	The	dissemination	and	epidemicity	of	clinical	X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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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pneumoniae	strains	result	from	horizontal	transmission	of	multiple	resistance	determinants	via	IncF	plasmids.	
KPC-2-producing	K.	pneumoniae	ST11	played	a	crucial	role.	This	study	underscores	and	evidences	why	effec-
tive	 treatment	must	be	conducted	 to	decrease	mortality	of	BSIs	patients	and	 limit	 the	dissemination	of	XDR	K.	

pneumoniae	in	healthcare	settings.

OR-023

艰难梭菌相关性腹泻模型的构建及肠道菌群结构特征研究

杨芳 , 刘文恩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检验科

目的：（1）采用 C57BL/6 小鼠构建 CDAD 动物模型，并通过临床和病理指标对模型进行评估，为研究

艰难梭菌致病机制、制备疫苗及评估新治疗方案等提供体内实验工具；（2）利用 Hiseq 高通量测序平台对

小鼠粪便标本中细菌 16S	rRNA 基因 V4 区进行测序分析，揭示肠道菌群失衡与 CDI 之间的相互关系，为

依赖肠道菌群调节手段进行 CDI 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1）使用艰难梭菌产毒标准菌 RT	027 对 C57BL/6 小鼠进行灌胃，观察记录小鼠一般情况、

体重变化，收集粪便进行细菌培养与质谱鉴定，并对培养阳性的艰难梭菌进行毒素基因检测与核糖体分

型，采集小鼠肠组织和血液标本分析小鼠肠道炎症病变及感染情况。（2）利用 Hiseq 高通量测序平台对模

型组和对照组小鼠粪便标本中细菌 16S	rRNA 基因 V4 区进行测序，通过 OTU 分析及物种注释、样品内

多样性分析、两组间多样性参数比较和基于 Spearman 距离的 PCoA 分析、两组间物种组成聚类分析及组

间显著性差异分析研究 CDAD 模型小鼠和对照组小鼠的粪便菌群结构差异。

结果：（1）建模期间模型组 C57BL/6 小鼠体重明显减轻，7 只小鼠出现稀便，腹泻发生率达 58.3%，

其粪便艰难梭菌培养均为阳性，为产毒素的 RT	027，肠组织病理学检查显示所有腹泻小鼠均出现中至重

度炎症，模型组小鼠 WBC、中性粒细胞百分率（N%）以及 hs-CRP 均有所升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对照组小鼠各项指标均未见明显异常。（2）CDAD 模型较对照组小鼠的肠道菌群多样性及表达丰度显著降

低。在门水平上 CDAD 小鼠较对照组拟杆菌门和厚壁菌门细菌比例明显减少，而变形菌门在模型组中比

例显著増多。CDAD 小鼠与产丁酸相关的毛螺菌科和瘤胃球菌科等厌氧菌比例显著降低，与产乳酸相关

的乳杆菌科等细菌比例则显著升高，与产内毒素相关的肠道条件致病菌如埃希菌属、摩根菌属、克雷伯

菌属、变形杆菌属和耶尔森菌属等肠杆菌科细菌比例显著増加，与宿主肠黏膜及抗炎症相关的 Mucispiril-
lum	schaedleri 丰度降为 0。

结论：（1）经混合抗菌药物连续灌胃后予以克林霉素腹腔注射诱导处理，采用核糖体 027 型产毒艰难

梭菌菌株灌胃，可成功建立稳定的小鼠艰难梭菌相关性腹泻模型。（2）CDAD 模型小鼠较对照组小鼠的肠

道菌群组成及表达丰度显著降低，毛螺菌科和瘤胃球菌科等厌氧菌可能成为肠道菌群拮抗艰难梭菌的关

键细菌，但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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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4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n	AFA-based	Assay	for	the	Detection	of	22	
Pathogens	in	Cerebrospinal	Fluid	of	Patients	with	Meningitis	and	Encephalitis

Long Fang1, Kong Mimi2, Wu Siying1, Nan Li2, Liu Ya1, Zhang Weili1, He Chao1, Wu Yong2, Lu Xiaojun1, 

Kang Mei1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2.Ningbo HEALTH Gene Technologies co.，LTD ，Ningbo，Zhejiang Province

Meningitis	and	encephalitis	(ME)	ar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	infections	mainly	caused	by	bacteria,	viruses	
and	fungi,	and	manifested	with	high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Early	accurate	diagnosis	of	pathogens	in	the	cere-
brospinal	fluid	(CSF)	and	timely	medication	are	associated	with	better	prognosis.	However,	there	is	a	lack	of	virus	
culture	techniques	in	many	clinical	laboratories,	and	conventional	bacterial	and	fungal	cultures	are	time-consum-
ing.	To	fulfill	these	clinical	needs,	we	developed	an	Advanced	Fragment	Analysis	 (AFA)-based	assay	for	multi-
plex	detection	of	22	common	ME	pathogens,	including	8	viruses,	10	bacteria,	3	fungi	and1	mycoplasma	pneumo-
niae.	Target	specificity	of	primers	were	evaluated	with	Sanger	sequencing.	The	results	showed	a	100%	agreement	
between	the	Sanger	sequencing	and	AFA	assay	for	170	suspected	clinical	specimens	of	ME.	The	detection	sensi-
tivity	of	each	target	was	evaluated	with	a	recombinant	plasmid.	The	limits	of	detection	of	the	22	pathogens	were	
ranged	from	15-120	copies/reaction.	Among	the	170	CSF	samples	tested	in	this	study,	the	pathogen	detection	rate	
increased	from	13.5%	by	using	traditional	methods	to	29.4%	by	using	the	AFA-based	assay	 (X2=17.8,	p<0.05).	
The	virus	detection	rate	was	9.4%	(16/170).	The	turn-around	time	of	ME	diagnosis	was	reduced	from	3-7	days	by	
conventional	methods	to	4-6	hours	by	using	the	AFA-based	test.	Conclusion:	The	AFA	system	is	a	rapid,	sensi-
tive	and	accurate	method.	It	could	be	a	valuable	tool	for	CSF	pathogen	detection	which	facilitates	the	diagnose	of	
meningitis	and	encephalitis.

OR-025

VraR	binding	to	the	promoter	region	of	agr	inhibits	its	function	in	VISA/h-VISA

Dai Yuanyuan, Chang Wenjiao, Zhao Changcheng, Peng Jing, Xu Liangfei, Lu Huaiwei, Ma Xiaoling
Affiliated Provincial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China

Acquisition	of	vancomycin	resistance	in	Staphylococcus	aureus	is	often	accompanied	by	a	reduction	in	virulence,	
but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is	change	remain	unclear.	The	present	study	was	undertaken	to	investigate	this	
process	in	a	clinical	heterogeneous	vancomycin-intermediate	S.	aureus	(hVISA)	strain	10827,	a	hVISA	reference	
strain	Mu3	and	a	VISA	reference	strain	Mu50,	along	with	their	respective	series	of	vancomycin-induced	resistant	
strains.	In	these	strains,	increasing	MICs	of	vancomycin	wer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vancomycin	
resistance-associated	regulator	gene	 (vraR),	and	decreased	expression	of	virulence	genes	 (hla,	hlb	and	co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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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ulence-regulated	genes	(RNAIII,	agrA	and	saeR).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VraR	might	have	a	direct	or	indi-
rect	effect	virulence	in	S.	aureus.	In	electrophoretic	mobility	shift	assays,	VraR	did	not	bind	to	promoter	sequences	
of	hla,	hlb	and	coa	genes,	but	it	did	bind	to	the	agr	promoter	region.	In	DNase	I	footprinting	assays,	VraR	protected	
a	15-nt	sequence	in	the	intergenic	region	between	the	agr	P2	and	P3	promoters.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when	
S.	aureus	is	subject	to	induction	by	vancomycin,	expression	of	vraR	is	upregulated,	and	VraR	binding	inhibits	the	
function	of	the	Agr	quorum	sensing	system,	causing	reductions	in	the	virulence	of	VISA/h-VISA	strains.	Our	re-
sults	suggested	that	VraR	in	S.	aureus	is	not	only	involved	in	the	regulation	of	vancomycin	resistance,	but	also	in	
the	regulation	of	virulence.

OR-026

Establishment	of	the	Bacterial	BSI	Mouse	Models	and	the	Express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Cytokines	Variations	at	an	early	stage	of	the	Bacterial	BSI

Yang Ming, Wang Chengbin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This	study	was	undertaken	to	establish	and	evaluate	the	mouse	models	infected	with	S.aureus	and	K.pneumoniae,	
and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significance	of	serum	expression	level	changes	of	several	cytokines	in	distinguishing	
the	gram	positive	bacteria	and	gram	negative	bacteria	infection	by	using	mouse	models.	CD-1(ICR)	mouse	models	
infected	with	S.areaus	ATCC25923	and	K.pneumoniae	ATCC700603	respectively	were	established	by	injection	of	
the	corresponding	bacteria	suspension,	and	evaluated	by	physical	signs,	weighs,	WBC	counts,	PLT,	blood	culture	
results,	PCR	etc.	The	levels	of	cytokines	in	serum	were	detected	by	The	Luminex® xMAP™ System	at	0.5h,	1h,	
3h,	6h,	12h,	24h	and	48h	after	injection	of	bacteria.	The	results	show	that	experimental	mice	lost	about	4g	of	mean	
weight	at	24h	after	injection.	The	WBC	counts	increased	from	48h	after	infection	and	sustained	at	a	high	level	to	
the	7th	day.	In	addition,	the	WBC	counts	of	the	S.aureus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K.pneu-
moniae	group	 (P<0.05).	The	amount	of	platelets	decreased	within	48h	after	 infection.	The	whole	blood	culture	
results	were	positive	within	48h	after	 infection	and	 the	PCR	amplifications	with	 the	DNA	primers	of	suspected	
bacteria	demonstrated	that	the	corresponding	pathogens	were	S.aureus	and	K.pneumoniae.	The	levels	of	IL-6,	IL-
12p40,	IL-12p70,	MCP-1,	KC,	Rantes	and	TNF-α	 in	mouse	serum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all	experimental	
group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bacteria	injection.	Furthermore,	the	increase	degrees	of	IL-
6,	IL-12p40,	MCP-1,	KC,	Rantes	and	TNF-α	in	the	K.pneumonia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aureaus	group	(P<0.01).	However,	the	increase	degree	of	IL12p70	in	the	S.aureus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K.pneumoniae	group.	Bacterial	BSI	mouse	models	infected	with	S.aureus	and	K.pneumoniae	were	success-
fully	established,	which	would	provide	a	kind	of	reliable	animal	model	for	research	on	early	diagnosis	of	BSI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different	type	of	bacterial	infection.	IL-6,	IL-12p40,	IL-12p70,	MCP-1,	KC,	Rantes	and	
TNF-α	may	provide	a	basis	for	clinical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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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7

复合基因工程抗菌肽天蚕素 A- 死亡素的研制及其抗菌活性研究

杨桂茂 , 陶元勇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本研究以现有抗菌肽的作用机制、天蚕素类和死亡素类结构与功能关系的假说为依据，人工

设计合成复合抗菌肽基因，优化其在酵母表达体系中的表达条件，使其达到高表达量，并对其体外抑菌

活性进行研究和探讨，为基因工程抗菌肽的开发和临床应用奠定了基础。

方法：1 以抗菌肽的作用机制假说为根据，选取结构合理、理论上活性最佳的抗菌肽氨基酸序列，即

天蚕素 A(cecropinA, CA)N 端第 1-7 个氨基酸残基，死亡素 (thanatin, T)N 端第 4-19 个氨基酸残基；

2	根据巴斯德毕赤酵母密码子偏爱性以及重叠延伸拼接（Splicing	by	Overlap	Extension, SOE）方法设计

抗菌肽的基因片断，然后采用降落 PCR 方法合成 cecropinA-thanatin 复合抗菌肽基因；

3	构建毕赤酵母的重组表达载体，经鉴定后电转化到制备好的表达菌株 X-33 感受态细胞中；

4 经博来霉素（Zeocin）筛选和 PCR 鉴定正确的阳性克隆进行小量发酵表达，并对表达条件进行摸索

和优化，进而建立高效的毕赤酵母表达体系；

5 对表达产物进行初步抑菌活性、溶血活性以及体外稳定性检测；

6 选取临床分离的 76 株常见耐药菌测定表达产物的最小抑菌浓度（MIC）。

结果：1 人工合成了复合抗菌肽基因；

2 复合肽基因成功克隆到载体 pPICZαA 上，筛选出阳性转化子测序，结果表明与预先设计的基因序

列一致；3 复合肽基因成功电转入表达菌株 X-33 中，在醇氧化酶 (AOX) 启动子调控下，分子量约 3.3kDa
的复合抗菌肽获得表达。生物活性研究表明，该重组抗菌肽具有广谱抗菌活性，对多数 G＿ 菌及 G+ 菌均

有较好的抑菌作用，且不会引起溶血。稳定性实验显示，	在 pH 等于 3.5 时或者 100	℃加热 5	0min，仍然

有很好的活性；

4	得到该复合肽对 76 株临床分离常见耐药致病菌的 MIC。

结论：成功获得了具有抑菌活性的复合基因工程抗菌肽。活性研究表明，该复合肽有很好的体外稳

定性，且无溶血活性，对临床常见多重耐药菌株均有明显的抑杀作用。它的出现为人们寻找理想的抗菌

药物提供新的领域，尤其是当今许多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因此抗菌肽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

OR-028

西妥昔单抗诱导结肠癌继发性耐药的机制研究

李琼 , 赵荣平 , 李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南院

目的：西妥昔单抗（Cetuximab）是目前倍受关注的肿瘤靶向治疗药物，然而用药过程中出现的继发性

耐受却一直困扰着结肠癌的临床治疗。本研究拟在建立西妥昔单抗诱导的结肠癌耐药细胞株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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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探讨细胞核 PKM2 及其下游的 STAT3 信号通路在西妥昔单抗耐受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具体调

控机制。

方法：采用低浓度梯度递增结合大剂量间歇诱导方法建立西妥昔单抗继发性耐药细胞株，	Western	
blot 比较继发性耐药细胞株和亲本株细胞核 PKM2 和磷酸化 STAT3 表达水平。分别应用添加核定位序列

（Nuclear	location	sequence,	NLS）的 PKM2 质粒转染结肠癌细胞增加功能和包含 PKM2	shRNA 序列的质粒

转染细胞敲除功能。采用 MTS 检测细胞核 PKM2 上调或下调对 IC50 的影响。进一步采用流式细胞术及

Western	blot 检测细胞核 PKM2 上调或下调对西妥昔单抗诱导结肠癌细胞凋亡及周期阻滞的影响。

结果：与亲本株（GEO、SW48）比较，耐药株（GEO-CR、SW48-CR）中细胞核 PKM2 和磷酸化

STAT3 表达水平明显增高。敲减 PKM2 表达可逆转耐药株对西妥昔单抗的耐受，细胞核 PKM2 过表达可

诱导亲本株细胞对西妥昔单抗的耐受（P<0.01）。流式细胞术及 Western	blot 结果表明，与对照组比较，细

胞核 PKM2 过表达可抑制西妥昔单抗诱导的 G1 期阻滞及细胞凋亡相关蛋白 PARP 活化，敲减 PKM2 表

达可增加西妥昔单抗诱导的 G1 期阻滞及 PARP 活化（P<0.01）。
结论：细胞核PKM2高表达及其下游STAT3信号通路的激活，可通过对细胞凋亡和周期阻滞的调控，

从而影响结肠癌细胞继发性耐药。但关于西妥昔单抗继发性耐受的始动因素及细胞核 PKM2/STAT3 信号

通路对耐受的具体调控过程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予以揭示。本研究为筛查适用西妥昔单抗治疗的结肠癌

患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子靶标，具有潜在的临床诊断应用前景。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401735，81322025，81371875）

通讯作者	赵荣平	E-mail:	zolop@163.com
李	敏	E-mail:	ruth_limin@126.com

OR-029

IgA 肾病合并高尿酸血症的临床分析

邢瑞青 , 王菁 , 杨玉琪 , 张小宁 , 程晓东 , 彭道荣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探讨血清尿酸对 IgA 肾病临床，病理及预后的影响，为临床治疗和预后评估提供依据。

方法：分析我院 2011 年 1 月～ 2012 年 1 月 149 例经肾穿活检确诊为原发性 IgA 肾病患者的临床和

病理资料。采用 t 检验和 χ2 检验进行统计学处理。

结果：（1）伴高尿酸血症 IgA 肾病的发病率为 30.2%，男性偏多，男女发病率无统计学差异（P ＞

0.05）。（2）女性高尿酸血症组 BUN、Cys-C、Scr 水平显著高于尿酸正常组（P ＜ 0.05），男性两组间无显

著差异（P ＞ 0.05），而血清 UA 水平无论男女高尿酸血症组均显著高于尿酸正常组（P ＜ 0.05）；尿酸正

常组血清 BUN、UA、Cys-C、Scr 水平男性显著高于女性（P ＜ 0.05），高尿酸血症组血清 UA 水平男性

显著高于女性 (P ＜ 0.05）；血清 IgA、C3、IgA/C3 比值无论男女，高尿酸血症组与尿酸正常组均无显著

差异（P＞0.05）。（3）高尿酸血症组病理改变以Ⅳ-Ⅴ多见(57.8%)，而正常尿酸组则以Ⅰ-Ⅱ为主(46.2%)，

血尿酸正常组与高尿酸血症组 Lee’s 分级构成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结论：伴有高尿酸血症的 IgA 肾病患者男性血尿酸水平高于女性，但血尿酸水平升高对女性肾功能

影响更大；高尿酸血症对血清 IgA，C3 水平的变化影响不大；伴高尿酸血症 IgA 肾病病理改变程度较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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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正常组更加严重。

OR-030

Correlations	of	bone	markers	and	bone	status	in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Luo Limei, Li Yi, Shi Yunying, Bai Yangjuan, Tang Jiangtao, An Yunfei, Zou Yuangao, Wang Lanlan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 Bone loss is a common clinical problem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and the use of tac-
rolimus may contribute to this disease. The evaluation of bone status in everyday practice is based on noninvasive 
measurements, and the most widely used is mineral density (BMD) test. However, because of radiation and high 
price, bone markers displayed more safe and practical role than BMD. Taking this into consideration,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assess markers of bone metabolism: serum CrossLaps degradation products of C-termi-
nal telopeptides of type I collagen (CTx), N-MID Osteocalcin (OSTEOC), tartrate-resistant acid phosphatase-5b 
(TRAP-5b) and bone-speci?c alkaline phosphatase (b-ALP), as well as their correlations with tacrolimus concen-
trations and BMD in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Methods Dual-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 (DEXA) was performed to measure BMD. CTx and OSTEOC con-
centrations were measured by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TRAP-5b concentrations were measured by ELISA, and 
b-ALP levels were measured by Microparticle chemiluminescent immunoassay. Tacrolimus blood concentrations 
were measured by Enzyme multiplied immunoassay technique. At the same time, 25-hydroxyvitamin D3 (25-OHD) 
was also measured which reflect bone status.
Results There were 26.37% patients had bone loss. No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BMD and other bone 
markers. However, tacrolimus concentration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RAP-5b levels (r=0.307, P=0.024). 
34.7% of the recipients	had	vitamin	D	insufficiency	(	25-OHD	15–30	ng/mL),	and	an	additional	61%	had	vitamin	
D	deficiency	(	25-OHD	＜ 15	ng/mL).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25-OHD	concentration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O4,	PTH	and	TRAP-5b	(	r=	-0.37,	-0.28	and	-0.25,	respectively,	P ＜ 0.05).	No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25-OHD	and	BMD.

Conclusion	Bone	loss	and	de?cits	of	25-OHD	was	common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Vitamin	D	supplementa-
tion	may	be	important	for	those	recipients.

OR-031

多项血清骨代谢标志物对非小细胞肺癌骨转移的诊断价值

陈阳阳 , 曹永彤

中日友好医院

目的：探讨血清骨代谢标志物Ⅰ型原胶原氨基端前肽（PINP）、骨特异性碱性磷酸酶（BAP）、抗酒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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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酸性磷酸酶（TRAP5b）和Ⅰ型胶原交联羧基末端肽（β-Crosslaps）及其组合在非小细胞肺癌骨转移上的

诊断价值。

方法：前瞻性纳入 140 例 IV 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经全身骨扫描明确诊断骨转移阳性的患者 49 例，

可疑阳性的患者 43 例，阴性的患者 48 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分析方法 (ELISA) 检测所有患者血清骨形成

标志物	BAP 和 TRAP5b 水平，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骨吸收标志物 PINP 和 β-Crosslaps 水平。通过 ROC
曲线评价几种骨代谢标志物在肺癌骨转移上的诊断效能。

结果：骨转移组的骨形成标志物PINP和BAP及骨吸收标志物β-Crosslaps和TRAP5b的水平明显增高，

与骨转移可疑组、阴性组相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骨转移阴性组和可疑阳性组两组间

的任何一种骨代谢标志物水平均无显著差异（P>0.05）。β-Crosslaps 在诊断骨转移的曲线下面积（AUC）最

高，为 0.894，其诊断特异度也最高，达到 98.9%。而诊断灵敏度最高的指标为 BAP(79.6%)。在保证诊断

骨转移达到 100% 特异度情况下，单一骨标志物对肺癌骨转移的诊断灵敏度最高的是 TRACP5b（49%），

而联合 4 种骨标志物可以把诊断灵敏度提高到 91.8%。另外，在保证 95%、97.5%、100% 特异度下，联

合两骨吸收指标（β-Crosslaps 和 TRAP5b）均比联合两骨形成指标（PINP 和 BAP）诊断肺癌骨转移的灵敏

度高（71.4%vs59.2%；83.7%vs67.3%；83.7%vs69.4%）。

结论：血清骨代谢标志物可以在诊断非小细胞肺癌骨转移上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多项组合联合检测

可以提高对骨转移的诊断效能。

OR-032

双标记磁微球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同时定量测定孕妇血清中孕酮和游离绒

毛膜促性腺激素

梁君瑜 , 刘天才 , 吴英松

南方医科大学

目的：孕酮 (PROG) 与 β- 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β-HCG) 在孕期监测和异位妊娠早期诊断中具有重要意

义，本研究结合磁微球固相载体与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技术，利用磁微球载体自动化、操作简易、节

省反应时间等优势，提高检测灵敏度，研制能同时检测孕妇血清中的 PROG 和 β-HCG 的检测试剂。

方法：利用碳二亚胺法制备二者相对应的单克隆抗体包被的免疫磁微球，将 PROG 与牛血清白蛋白

（BSA）偶联，并分别用镧系元素铕和钐标记PROG-BSA蛋白偶联物和β-HCG	，作为反应中的竞争抗原。

本实验采用竞争法的反应模式，标记竞争抗原与血清中待测物竞争反应中的免疫磁微球表面抗体，孵育

后通过磁性分离，洗涤，增强放大效应，检测铕和钐的荧光强度，分别通过双 logit 拟合计算孕妇血清中

PROG和β-HCG的浓度。研制双标记磁微球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试剂，并对试剂的各项指标进行评价。

结果：实验结果表明该试剂检测 PROG 和 β-HCG 的分析灵敏度分别达到 0.21	nmol ／ mL 和 0.08	ng
／mL，检测范围分别为0.4	-	120	nmol／mL和0.15	-	400	ng／mL，	双logit拟合R2 分别为0.995和0.999。

准确度和精密性指标均达到临床检测要求，205 份临床孕妇血清样本经本试剂和罗氏电化学发光试剂对血

清中的孕酮和 β-HCG 含量进行测定，相关性良好 (R2=0.982)，无显著差异。

结论：本研究双标记磁微球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技术的新检测技术在同时检测 PROG 和 β-HCG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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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线性良好，灵敏度高，符合检验试剂要求，在孕周期孕激素监测，辅助诊断及疾病预测中具有重

要的应用潜能。

OR-033

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与肝癌患者动脉化疗栓塞术预后的相关性

周佳烨 , 顾梅秀 , 吴炯 , 王蓓丽 , 郭玮 ,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探究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与肝癌患者动脉化疗栓塞术预后两者之间的关系。

方法：收集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6 月期间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就诊并进行 TACE 术治疗的的

肝癌初诊患者，采集术前 EDTA 全血样本，共 214 例样本。使用流式细胞仪对 214 例样本进行外周血淋

巴细胞亚群检测，同时收集 214 例病例样本的基本临床信息以及半年后 MRI 影像学资料和预后状况。基

于影像学资料将 214 例患者分为两组：疾病稳定组以及疾病进展组，比较两组之间淋巴细胞亚群的差异

并找出与预后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 果： 疾 病 进 展 组 CD4+（42.97±8.18）、CD4+CD8+（3.10±2.29）百 分 比 和 CD4/CD8 比 值

（2.29±1.08）均 大 于 疾 病 稳 定 组 CD4+（39.69±7.01）、CD4+CD8+（2.31±1.45）、CD4/CD8 比 值

（1.99±0.96）（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肿瘤细胞的大小、CD4+细胞百分比、

CD4+CD8+ 细胞百分比是肝癌患者 TACE 术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肝癌 TACE 术后 CD4+、CD4+CD8+ 百分比升高提示患者预后状况较差。

OR-034

UroVysion	FISH 在检测泌尿系统肿瘤中的临床应用及其监测膀胱癌预后的初步

探索

徐苓 , 李莉 , 沈立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UroVysion	FISH 作为一项多重探针荧光原位杂交技术，被广泛应用于膀胱癌的检测。临床上

主要用于检测患者尿液中 3、7、17 号染色体数目异常以及 9 号染色体 p21 位点缺失。本研究将通过评估

UroVysion	FISH 在泌尿系统肿瘤中不同发生部位的敏感性、特异性、阴性预期值、阳性预期值，探究其

在泌尿系统肿瘤筛查中的应用前景。并将结合临床病史，对运用 FISH 法检测和监测膀胱癌患者预后加以

初步探索。

方法：收集血尿或有泌尿道肿瘤病史的泌尿外科住院患者新鲜晨尿标本，通过比较 UroVysion	FISH
的检测结果与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分析 UroVysion 试剂盒在不同发生部位泌尿外科患者尤其是血尿患

者肿瘤筛查及其在膀胱癌辅助诊断中的临床应用。



173

中
文
口
头
发
言

结果：（1）使用 UroVysion	FISH 检测泌尿系统肿瘤不同发生部位的阳性检出率分别为膀胱癌 62.82%、

肾癌 34.21%、输尿管癌 68%、前列腺癌 36.36%。（2）UroVysion	FISH 检测不同病理分级、分期的泌尿系

统肿瘤结果显示：高级别肿瘤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明显高于低级别肿瘤，尤其对血尿患者呈现出较高的敏

感性。肌层浸润性肿瘤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明显高于非肌层浸润性肿瘤。（3）在最终确诊为膀胱癌患者中，

有 45.51% 的患者在随访中复发，UroVysion	FISH 的阳性检出率为 57.75%。（4）结合病史，我们对 FISH
检测结果阴性，而临床最终诊断为膀胱癌的病例分析后发现：36.2% 的低级别肿瘤患者在随访中复发，

54.55% 的高级别肿瘤患者在随访中复发。

结论：（1）UroVysion	FISH 在泌尿系统肿瘤的检测中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且与肿瘤的恶性程

度及浸润程度呈现一定的相关性。（2）UroVysion	FISH 可用于监测膀胱癌患者的预后复发，尤其对高级别

膀胱癌患者的预后随访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OR-035

胰岛素抵抗指数在原发性肝细胞癌进展中的预测价值

姚一帆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探讨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在肝癌进展中的预测价值。

方法：以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7 月 2 日在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行外科切除术的肝癌患者

144 例为研究对象 , 另外又招募了 105 例健康对照。比较 HOMA-IR 在肝癌患者与健康对照间的分布；

根据中位数 2.35，将肝癌患者分成 HOMA-IR 低值组和高值组，并比较组间差异；绘制散点图揭示 HO-
MA-IR 在不同肝癌分期和复发患者中的变化情况；将 HOMA-IR 与其它临床指标一起进行 Spearman	相
关性分析，并用 COX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得出肝癌复发的独立风险因素。最后，将这些独立风险因素分

成不同亚组，进行累计复发率的比较。

结果：肝癌组中 HOMA-IR	(P	<	0.001)、AST(P	<	0.001)、ALT	(P	<	0.001) 和 PLT	(P	<	0.001) 与健康对

照组有显著区别；BMI	 (Z=2.18,	P	=	0.046)、BCLC 肝癌分期（Z	=	3.35,	P	=	0.001）和肝癌复发（Z	=	2.36,	
P	=	0.018）在 HOMA-IR 低值组和高值组间有显著性差异。HOMA-IR 在 BCLC 四个分期中具有显著差

异性（X2	=	32.79，P	<	0.001）, 两两比较发现，HOMA-IR 在四个分期中逐渐升高，具有显著性差异（P	<	
0.001）；复发组中HOMA-IR指数显著高于未复发组（Z	=	-2.47，P	=	0.014）。另外，HOMA-IR（r	=	0.610,	
P<0.001）、胰岛素（r	=	0.503,	P<0.001）和C肽（r	=	0.599,	P	<	0.001）与BMI显著相关；HOMA-IR（r	=	0.363,	
P=	0.021）和 C 肽（r	=	0.524,	P<0.001）与 TG 显著相关。COX 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BCLC 肝癌分期晚期

（风险比	=	2.479，P	=	0.003）和 HOMA-IR 指数（风险比	=	2.336，P	=	0.005）是肝癌复发的独立风险因子。

此外，K-M 生存曲线结果显示 HOMA-IR	>	2.35 与	≤	2.35 的累积复发率有显著性差异（47.3%	vs.	23.9%,	

P	=	0.002）；BCLC（B+C）与 BCLC（0+A）的累积复发率也有显著性差异（56.3%	vs.	19.2%	P	<	0.001）。
结论：肝癌患者中的 HOMA-IR 高于健康对照，肝癌晚期和复发患者中的 HOMA-IR 也显著增高，

HOMA-IR 是肝癌复发的独立风险因素，并与肝癌的累计复发率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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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6

冠心病患者血清乳凝集素、超敏 C 反应蛋白等指标与其严重程度的相关性研究

周方元 , 李艳 , 戴雯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检测不同病变程度的冠心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CHD）患者及冠脉造影阴性者血清乳凝集

素（lactadherin）、超敏 C 反应蛋白（High	sensitive	C	reactive	protein，hs-CRP）及血脂等指标，讨探其与

CHD 病变程度的关系。

方法：356 例心内科行冠脉造影的患者，根据造影结果分为 CHD 组（n ＝ 222）和冠脉造影阴性组，

即对照组（n ＝ 134）。其中 CHD 组根据造影结果，又分为单支病变组（n ＝ 25）、双支病变组（n=54）和

多支病变组（n ＝ 143）。同时以 Gensini 评分计算 CHD 患者病变程度。检测各组乳凝集素、hs-CRP 和血

脂等指标，分析各指标与病变支数、Gensini 积分之间的关系。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CHD 组的乳凝集素水平显著降低（t=5.049，P<0.01）而 hs-CRP 水平显著升高

（t=5.828，P<0.001）；与单支病变组相比，双支病变组的乳凝集素水平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den-
sity	lipoprotein，HDL-C）水平显著降低（t 分别为 2.635、2.777，P 均 <0.01），多支病变组的乳凝集素

和 HDL-C 水平显著降低（t 分别为 7.606、2.437，P 均 <0.05），而 hs-CRP 水平显著升高（t ＝ 2.773，

P<0.01）；与双支病变组相比，多支病变组的乳凝集素水平显著降低（t=3.868，P	<0.001）而 hs-CRP 水

平显著升高（t ＝ 2.858，P<0.01）；血清乳凝集素水平与 Gensini 评分、hs-CRP 呈显著负相关（r 分别

为 -0.599、-0.313，P 均 <0.01）, hs-CRP 与 Gensini 评分呈显著正相关（r ＝ 0.368，P<0.01）。
结论：乳凝集素水平降低、hs-CRP 水平升高与 CHD 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乳凝集素越低、hs-CRP

越高，则 CHD 的病变程度越严重。

OR-037

脂质及修饰化脂蛋白与脑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研究

李贵星 , 郭英 , 周莉莎 , 都向阳 , 罗薇 , 丁霏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本文通过研究脑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患者 TG、CHOL、HDL-c、LDL-c、FBG 水平；	研究

初发未经治疗的脑动脉粥样硬化症患者常规血脂、ox-HDL、ox-LDL、Gly-HDL、Gly-LDL、Lp-PLA2

水平，探讨脑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机制。

方法：1.	纳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内科确诊为脑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患者共计549例为病理组，

同期健康体检者 550 例为对照组，检测 TG、CHOL、HDL-c、LDL-c、FBG、CREA、UREA、Cys-c 及

URIC 水平。

2.	纳入初发未经治疗的脑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 44 例为病理组，同期健康体检者 44 例为对照组，收

集研究对象空腹血清，用 Roche 生化分析仪及配套试剂检测检测 TG、CHOL、HDL-c、LDL-c、F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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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美国 CELL	BIOLABS 等公司提供的 ELISA 试剂测定 ox-HDL、ox-LDL、Gly-HDL、Gly-LDL、Lp-
PLA2 水平。

结果：1.	脑梗死组的检测结果 TG 为 1.11mmol/L 低于健康体检组的 1.40mmol/L、CHOL 为 3.86mmol/
L 低于健康体检组的 4.98mmol/L、HDL-c 为 1.22mmol/L 低于健康体检组组的 1.46mmol/L、LDL-c 为

2.03mmol/L低于健康体检组的2.89mmol/L	(P＜0.05)，FBG水平为6.14mmol/L高于健康体检组的5.05mmol/
L	(P ＜ 0.05)。

2.	脑梗死组的 CHOL、HDL-c、LDL-c 水平低于健康体检组 (3.57mmol/	L	VS	5.24mmol/L,	1.11mmol/
L	VS	1.43mmol/L,	1.83mmol/L	VS	2.97mmol/L)	 (P ＜ 0.05)；脑梗死组的 ox-HDL、ox-LDL、Gly-HDL、
Gly-LDL、Lp-PLA2 水平均高于健康体检组 (75.48ng/ml	VS	40.60ng/ml,	15.81μg/ml	VS	12.22μg/ml,	4.79	ng/
ml	VS	2.55ng/ml,	31.20	ng/ml	VS	24.69ng/ml,	7.73ng/ml	VS	4.20ng/ml	)	(P ＜ 0.05)。

结论：常规血脂与脑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关系并不密切。修饰化脂蛋白及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可能

和脑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的密切相关。

OR-038

衍生化串联质谱法在西部地区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中的应用及其影响因素的

探讨

张瑞 , 郝晓柯 , 程晓东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液相串联质谱技术主要是将被测物质分子电离成各种质荷比 m	 /	z 不同的带电粒子 ,	然后应用

电磁学原理 ,	使粒子产生分离排列 ,	通过测定离子峰的强度 ,	获得确定化合物的相对分子质量、分子式。

方法：利用衍生化 MS/MS 法分析比较了 2869 例出生 3 天至 1 岁婴幼儿的干血滤纸片。

结果：本研究表明，样本处理过程的最佳条件为：使用新鲜末梢血或肝素抗凝血制成的干血片于 4℃

保存标本2周以内检测，氮气吹干15分钟，同位素内标复溶后尽快使用，4℃冰箱保存效期为1个月左右。

酰基肉碱批内变异系数为 7.3	%	-9.9	%,	批间变异为 11.3	%-13.9	%，氨基酸批内变异系数为 5.3	%	-7.9	%,	

批间变异为 7.0	%-8.9	%。经统计学分析男、女之间氨基酸和酰基肉碱含量无显著性差异 (P>0.5)。
结论：衍生化法串联质谱法进行血滤纸片氨基酸和酰基肉碱分析 ,	有较高的回收率 ,	能够达到较高的

精确性和准确性 , 能灵敏，特异地测定血中氨基酸和酰基肉碱浓度，满足临床对遗传代谢疾病筛查及诊

断的需要。此外，本研究还表明，儿童全血 8	种酰基肉碱的参考区间随年龄的不同而异。与儿童的各酰

基肉碱参考区间比较发现，新生儿 C0	低于儿童 ;	C2、C3、C4、C5、C6、C16、C18、C5DC 高于儿童 ;	

C8、C10、C14、C5-OH	与儿童相近。一方面可能是新生儿的肝、肾等重要脏器尚未发育成熟，因此在

酰基肉碱的代谢方面可能明显不同于儿童 ; 另一方面可能新生儿的饮食来源比较单一 (	主要为母乳或者奶

粉 )，而儿童的食物来源就比较丰富，因此这两个群体之间酰基肉碱的摄入和利用存在明显不同，导致酰

基肉碱的分布出现明显差异。在 2869 例西部地区新生儿中诊断氨基酸、有机酸和脂肪酸氧化代谢病例。

其中氨基酸代谢病 8 例，以苯丙酮尿症	(8 例 )	和枫糖尿病	(1 例 )	多见；有机酸代谢病例，以甲基丙二酸

血症	(4 例 )	最常见，其次为丙酸血症	(1 例 )	和异戊酸血症	(2 例 )；脂肪酸氧化代谢病（3 例），多种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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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酶 A 脱氢酶缺乏症	(3 例 )。新生儿期苯丙酮尿症最常见，其次为甲基丙二酸血症和多种酰基辅酶 A 脱

氢酶缺乏症。儿科医师尤其是新生儿科医师应重视利用串联质谱技术进行遗传代谢病检测，以达到早诊

断、早治疗的目的。

OR-039

万古霉素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检测方法的建立

秦绪珍 , 侯立安 , 苏薇 , 禹松林 , 徐英春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建立万古霉素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UPLC-MS）检测方法

方法：采用 Waters	ACQΜITY	ΜPLC/AB	SCIEX	QTRAP	4000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去甲万古霉

素作为内标，以 0.1% 甲酸乙腈为流动相 A，0.1% 甲酸水为流动相 B，采用梯度洗脱，流速 4ml/min，柱

温 45℃，进样体积 10μL，正离子电喷雾离子化的多离子反应监测模式，检测伯乐质控品和 60 例比对样

本。根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 (CLSI)EP10-A3 文件初步评价此方法的精密度、特异性、线性与免

疫方法的比对结果一致性。

结果：此方法线性良好 y=0.396x+0.0854(r=0.9930)，特异性好，没有杂峰。重复性精密度小于 2%，

重现性精密度小于 10%。与常规检验中已开展的微粒子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方法比较，化学发光方法与

ΜPLC-MS 结果相关性良好，相关方程 y=0.577x+1.992，R2=0.987。UPLC-MS 检测结果较化学发光方法

结果偏低，存在平均 29% 的百分偏倚。这与化学发光方法检测对象包含代谢物有关，UPLC-MS 仅检测

原药，所以结果偏低。

结论：我室已经初步建立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万古霉素检测方法，结果稳定，特异性好，可用

于临床。

OR-040

let-7c-5p	in	urinary	exosomes	as	biomarker	in	the	procession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

Li Weite, Yang Shuo, Qiao Rui, Zhang Jie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Purpose	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 is a leading cause of death worldwide. Reliable biomarkers are demanded 
for the noninvasive diagnosis of CKD.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miRNA in urine exosome could 
serve as a biomarker in the procession of CKD.
Methods Urin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fifteen healthy controls and forty-three patients of CKD who under-
went kidney biopsy. Differential centrifugation was used to isolate exosomes from urine samples and exosomes 
was confirmed by electron microcopy, nanoparticle tracking analusis(NTA) and western blot. Members of let-



177

中
文
口
头
发
言

7c-5p, miR-29c-5p, miR-15b-5p and RNU6 were detected by Real-tim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
tion(RT-qPCR).
Results Electron microcopy and NTA verified a typical shape of exosome with average of 100.7 nm and western 
bolt ayalysis identified the presence of CD9, Alix, TSG101 on exosomes. we compared the levels of miRNAs ex-
pression between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Using of the expression values for miRNAs relative to RNU6, all 
three miRNAs were found to be changed in CKD group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Let-7c-5p showed 18.39-
fold increased (P<0.01), miR-29c-5p and miR-15b-5p showed 3.15-and 3.77-fold decreased(P<0.01) in CKD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healthy controls. To evaluate the discrimination power of the urinary exosomal miRNAs, 
ROC curves were constructed for detecton of CKD group. let-7c-5p predicted high confidence interval (CI)with 
high accurary (AUC of 0. 995, 95% CI, 0. 985~1, p<0. 001), followed by miRNA-15b-5p (AUC=0. 946, 95% 
CI, 0. 891~1. 001)and	miRNA-29c-5p	(AUC=0.	927,	95%	CI,	0.	844~1.	011).	Besides,	we	calculated	the	cut-off	
value	for	urynaru	exosomal	miRNA	to	predict	the	progression	of	CKD.	let-7c-5p	displayed	sensitivity	97.7%	and	
specificity	93.	3%	.	In	the	CKD	group,	let-7c-5p	was	negativly	correlated	with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eGFR	

(r=0.567,	p-0.	000)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Scr	 (r=0.734,	p=0.	000).	For	miR-

29c-5p	and	miR-15b-5p	 ,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as	boserved	with	Scr	eGFR	 .	Proteinuria	is	a	well-estab-
lished	risk	factor	for	the	progression	of	CKD,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proteinuria	had	no	association	
with	these	three	miRNA	(P>0.	05).
Conclusion	In	summary,	we	have	demonstrated	the	advantage	of	exsomal	miRNAs	to	diagnosis	the	procession	of	
CKD.	We	explored	exosomal	miRNAs	as	novel	non-invasive	potential	biomarkers	for	CKD	and	identified	several	
miRNAs	to	be	specially	changed.	let-7c-5p	in	urinary	exosome	collelates	with	both	renal	function	and	procession	
of	CKD, suggesting	 it	as	porentially	biomarker	for	CKD.	These	findings	warrant	further	 investigation	of	 these	
miRNAs	as	potential	biomarkers	in	a	larger	prospective	cohort	and	could	focus	on	the	functional	research	of	these	
miRNAs	in	the	following	research.

OR-041

基于 iTRAQ 联合 LC-MS/MS 蛋白质组学技术筛选早发性心肌梗死血浆生物标

志物的研究

玄超 1, 陈升杰 1, 李慧 1, 徐龙强 1, 田清武 1, 何国伟 2,3, 伦立民 1

1.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 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基础医学研究中心

3. 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

目的：在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的基础上，由于某些诱因致使冠状动脉粥样斑块破裂，血小板在破

裂的斑块表面聚集，形成血栓，阻塞冠状动脉管腔，导致心肌缺血坏死，即心肌梗死。差异蛋白质组学

技术是筛选生物标志物的重要方法。近年来发展起来的 iTRAQ 联合 LC-MS/MS，将同位素标记技术与串

联质谱技术联用，已筛选出大量疾病相关差异蛋白。本研究拟应用这一差异蛋白质组学技术筛选早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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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梗死（男性 <50 岁，女性 <55 岁）患者血浆生物标志物，并对筛选到的标志物进行验证。

方法：选取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经冠状动脉造影确诊的早发性心肌梗死病人 55 例，没有冠心病症状的

年龄性别匹配的健康人 55 例。采集 EDTA-K2 抗凝血，分离血浆。选取其中各 15 例样本，每个样本取血

浆 50μl，按疾病组和对照组分别将血浆混合成两个样本池。应用安捷伦亲和层析系统将两组样本进行前

处理除去高丰度蛋白。应用 iTRAQ 试剂对处理后的血浆蛋白进行标记。应用 LC-MS/MS 技术筛选和鉴

定差异蛋白（差异 >1.5 倍），并应用靶向蛋白定量 PRM 技术对入组的 30 例血浆样本分别进行相对定量。

选取剩余的各 40 例样本对筛选到的差异蛋白应用 ELISA 进行验证。

结果：早发性心肌梗死组和对照组共鉴定出血浆蛋白质 557 个，其中 539 种蛋白质可以进行定量。

以 1.5 倍为 cutoff 值，早发性心肌梗死组与对照组相比表达上调的蛋白质 2 个，分别为 Apolipoprotein	C-I	
（1.6），Pregnancy	zone	protein（1.985）；表达下调的蛋白 3 个，分别为 Apolipoprotein	A-I（0.61），Serum	

albumin（0.618），Apolipoprotein	A-IV（0.649）。靶向蛋白定量 PRM 技术结果与 iTRAQ-LC-MS/MS 结

果相符。ELISA 结果表明，早发性心肌梗死组（56.3±20.5ng/ml）与对照组（28.6	±	15.8	ng/ml）相比，

Pregnancy	zone	protein 血浆浓度显著升高（n=40，p<0.05）。
结论：本研究进一步明确了脂代谢相关蛋白血浆水平与早发性心肌梗死的发生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此外，首次证明 Pregnancy	zone	protein 在早发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浆种显著升高，有可能成为其重要的血浆

生物标志物。Pregnancy	zone	protein 与早发性心肌梗死的发生发展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OR-042

亮氨酸氨基肽酶在胆道梗阻性疾病中的应用研究

梁运来 , 王堃 , 谢旭琳 , 易斌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探讨亮氨酸氨基肽酶（LAP）在胆道梗阻性疾病中的作用，评估 LAP 及其联合碱性磷酸酶

（AKP）、谷氨酰胺转移酶（GGT）以及 5´- 核苷酸酶（5´-NT）对胆道梗阻性疾病的诊治价值。

方法：收集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3 月健康体检者、无症状 HBV 携带者、肝炎患者、

胆道梗阻患者、肝硬化患者及原发性肝癌患者样本共	181	例，分别采用相应试剂盒检测 LAP、AKP、
GGT 及 5´-NT，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LAP 水平在胆道梗阻患者中最高，与其他各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胆道梗阻

性疾病组中，LAP 与 AKP、GGT 及 5´-NT 均具有相关性（r=0.690，P<0.01；r=0.864，P<0.01；r=0.735，
P<0.01）；LAP、5´-NT、GGT 及 AKP 单独诊断胆道梗阻性疾病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945，

0.942,0.916和 0.898，LAP 联合5´-NT，GGT 及 AKP 的 AUC 为0.966，LAP 联合5´-NT 的 AUC 为0.968。

结论：LAP 可以作为胆道梗阻性疾病的一项初步鉴别诊断指标，联合 5´-NT 后其诊断价值进一步提高，

具有较好的临床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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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3

Co-IP 联合 LC-MS/MS 对不育相关精子膜蛋白标志物的筛选与验证

向代军 , 王成彬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免疫性不育是引起男性不育的主要因素，本研究应用免疫共沉淀结合联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分析的策略，筛选与免疫性不育相关的精子膜蛋白，揭示其引发不育的可能机制。

方法：选取不明原因不孕症血清标本，筛选及确认抗精子抗体阳性血清作为疾病组标本，选取血清

抗精子抗体阴性且已正常生育的健康人血清作为对照组标本。选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查体男性志

愿者精液标本 48 例，采用低渗超声破碎后超速离心技术提取精子膜蛋白。将提取的精子膜蛋白分别与疾

病组血清和对照组血清孵育，加入蛋白 A/G（Protein	A/G）进行免疫沉淀结合反应，SDS-PAGE 分离，切

胶酶解后，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分析，得到相应的蛋白 ID。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选取相关的精子膜蛋白进

行验证实验研究，包括 West	blot 试验、免疫荧光染色观察、透射电镜观察精子细胞微细结构改变、以及

精子运动活力与运动参数的改变，等。

结果：筛选出抗精子抗体阳性不育患者血清 56 例（女性 39 例、男性 17 例），抗精子抗体阴性正常生

育者血清 31 例（女性 17 例、男性 14 例）。质谱分析共鉴定出相关的 107 种精子膜蛋白分别是：（1）仅与

正常组血清相结合的蛋白（13 种）；（2）既与正常组血清结合又与疾病组血清结合的蛋白（14 种）；（3）仅

与疾病组血清结合的蛋白（80 种）。通过 UniProt 和 DAVID 软件进行生物信息学处理后，从疾病组中筛选

出 15 种免疫性不育相关膜蛋白抗原，选取其中的载脂蛋白 A-I(apolipoprotein	A-I，APOA-I），进行免疫

印迹试验及免疫荧光试验定位观察，抗 APOA-I 抗体处理精子细胞后，透射电镜技术观察精子微细结构

的变化，出现核空泡、膜疏松、凋亡等现象，计算机辅助精液分析系统观察精子活力的减少，其差异有

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鉴定出 15 种免疫性不育相关的候选蛋白。抗 APOA-I 抗体可引起精子产生凋亡是致不育的可

能机制。深入研究鉴定出的相关精子膜蛋白有助于理解受精相关分子机制，免疫性不育的诊断和治疗及

免疫避孕疫苗的研发。

OR-044

The	research	of	Eriodictyol-7-O-glucoside	protecting	against	cerebral	
ischemic	injury

Jing Xu1, Lou Haiyan2

1.Department of Clincal Laboratory，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2.Shandong University

Background	Oxidative	stress	is	a	major contributor to cerebrovascular dysfunction and one of the main causes of 
tissue damage following ischemic insults in the brain. Phase II detoxifying and antioxidant enzymes are the pr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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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 means by which neuronal cells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toxic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The induction of 
such enzymes is governed by the transcription factor nuclear factor erythroid-2-related factor 2 (Nrf2). Activation 
of Nrf2 represents a key step in endogenous cellular protection and is becoming a promising therapeutic target for 
neuroprotection. There is increasing evidence that induction of the Nrf2/Antioxidant response element (ARE) sig-
naling pathway confers protection against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Astrocytes, themajor glial non-neuronal cell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ellular antioxidant defense in the 
brain. They are themain source of glutathione (GSH) and supply the neurons with substrate for GSH synthesis to 
improve the neuronal antioxidative reserves. ARE-regulated genes are preferentially activated in astrocytes, which 
consequently have more efficient detoxification and antioxidant defense than neurons. Activation of Nrf2 in astro-
cytes protects neurons from a wide array of potentially toxic insults. Nrf2 activation in astrocytes has thus been 
proposed as a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neuroprotection.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have linked the consumption of flavonoid-containing dietary 
sources to reduced risk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stroke. Eriodictyol-7-O-glucoside (E7G), one of the most 
abundant flavonoids isolated from the Chinese herb Dracocephalum rupestre,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 novel Nrf2 
activator and can confer protection against cisplatin-induced toxicity through activation of the Nrf2 pathway (Hu 
et al., 2012). Our previous paper also showed that its aglycone eriodictyol protected PC12 cells against H2O2-in-
duced oxidative stress (Lou et al., 2012). However, whether it is also protective in a cerebral ischemic model re-
mains unknown.
Methods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determine whether eriodictyol-7-O-glucoside (E7G), a novel Nrf2 
activator, can protect against cerebral ischemic injury and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the Nrf2/ARE pathway in 
neuroprotection. We cultured primary astrocytes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We performed oxygen and glucose 
deprivation (OGD)-induced oxidative insult to study the protective effect. We used western blot and qPCR to 
quantify the level of protein and mRNA.
Results In primary cultured astrocytes, E7G increased the nuclear localization of Nrf2 and induced the expression 
of the Nrf2/ARE-dependent genes (P<0.01). Exposure of astrocytes to E7G provided protection against oxygen 
and glucose deprivation (OGD)-induced oxidative insult (P<0.01).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E7G was abolished by 
RNA interference-mediated knockdown of Nrf2 expression (P<0.01). In vivo administration of E7G in a rat model 
of focal cerebral ischemia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amount of brain damage and ameliorated neurological deficits 
(P<0.01).
Conclusion These data demonstrate that activation of Nrf2/ARE signaling by E7G is directly associated with its 
neuroprotection against	oxidative	stress-induced	ischemic	injury	and	suggest	that	targeting	the	Nrf2/ARE	pathway	
may	be	a	promising	approach	for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	in	str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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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5

LincRNA-FA2H-2-MLKL	pathways	activated	autophagy	flux	alleviate	
inflammation	and	AS	via	AMPK/PI3K/AKT/MTOR	signal	pathway	in	OX-LDL	

exposure

Guo Fengxia
Laboratory Medicine Center，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15， Chi-

na

Inflammation	participates	centrally	in	all	stages	of	atherosclerosis	(AS),	which	begins	with	inflammatory	changes	
in	 the	endothelium,	characterized	by	expression	of	 the	adhesion	molecules.	Given	 that	recent	studies	have	 in-
dicated	 that	 lncRNAs	are	 involved	 in	atherosclerosis-related	 inflammatory	response	 , but	 the	exact	mechanism	

have	not	been	thoroughly	elucidated.	Autophagy	refers	to	the	normal	process	of	cell	degradation	of	proteins	and	
organelles,	and	is	protective	against	certain	inflammatory	injuries.	Thus,	we	intended	to	determine	whether	Lin-
cRNA	can	activate	autophagy	and	reduce	inflammation	response	caused	by	OX-LDL	in	vivo	and	vitro.	First	of	
all	, we	used	the	OX-LDL	treatment	THP-1	macrophages,	and	gene	chip	analysis	results	found	that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of	lincRNA	(lincRNA-FA2H-2)	and	mRNA	(MLKL),	and	further	to	verify	the	gene	chip	results,	found	
that	OX-LDL	 increased	MLKL	expression	and	decreased	LincRNA-FA2H-2	expression.Next	we	found	 that	
(oxidized	low-density	lipoprotein)OX-LDL	pretreatment	can	increased	LC3B, P62, LAMP1, VCAM-1, MCP-1, 
IL-6	expression	in	a	concentration	dependent	manner	in	EC	and	SMC.	Furthermore,	autophagy	inhibitors	BafA1	

results	 in	further	accumulation	of	VCAM-1, MCP-1, IL-6	 induced	by	OX-LDL,	suggesting	 the	protective	ef-
fects	of	autophagy	against	inflammatory	induced	by	OX-LDL.	In	addition,	the	LincRNA-FA2H-2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OX-LDL-induced	autophagy, which, subsequently,	 increased	 the	upregulation	of	OX-LDL-induced	
VCAM-1, MCP-1,	IL-6.	When	pretreatment	with	the	autophagy	inhibitor	3-MA	can	be	reversed	the	expression	
of	VCAM-1,	MCP-1,	IL-6	caused	by	LincRNA-si-FA2H-2	in	EC	and	SMC.	This	confirming	the	involvement	
of	LincRNA-FA2H-2	in	the	process	.	Furthermore,	the	MLKL	significantly	attenuated	OX-LDL-induced	auto-
phagy, which, subsequently, enhanced	 the	upregulation	of	OX-LDL-induced	VCAM-1, MCP-1, IL-6.	When	
pretreatment	with	 the	autophagy	 inhibitor	3-MA	can	be	reversed	 the	expression	of	VCAM-1,	MCP-1,	IL-6	

caused	by	MLKL-shRNA	 in	EC	and	SMC.	Confirming	 the	 involvement	of	MLKL	 in	 the	process.	Moreover,	
PI3K/AKT/MTOR	signal	pathway	activation	and	AMPK/MTOR	deactivation	were	associated	with	autophagy	
modulation	by	MLKL.	In	addition,	LincRNA-si-FA2H-2	attenuated	OX-LDL	induced	PI3K/AKT/MTOR	signal	
pathway	activation	and	AMPK/MTOR	deactivation, suggesting	the	involvement	of	LincRNA-FA2H-2	in	the	pro-
cess	of	autophagy	modulation	by	MLKL	in	EC	and	SMC.	Together,	our	result	reveal	a	novel	pathways	LincRNA-

FA2H-2-MLKL	in	the	regulation	of	autophagy,	and	offer	new	insights	into	the	important	roles	of	autophagy	in	
maintaining	inflammatory.	In	conclusion,	LincRNA-FA2H-2-MLKL	pathways	activated	autophagy	flux	alleviate	
inflammation	and	AS	via	AMPK/PI3K/AKT/MTOR	signal	pathway	in	OX-LDL	exposure	in	EC	and	SMC	.	We	
speculate	that	the	lincRNA	FA2H-2	may	be	used	as	molecular	markers	of	early	diagnosis,	and	can	provid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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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ul	evidence	for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atherosclerosis,	so	it	has	profou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and	
important	application	prospect.

OR-046

高通量测序技术在胎儿染色体微缺失产前筛查中的应用

邹红雁 , 张鹏 , 邵丹 , 姜艳芳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探讨高通量测序技术在胎儿染色体微缺失产前筛查中的意义。

方法：某孕妇 29 岁，孕 17 周 6 天，孕 2 产 1，第一胎为 Prader-Willi 综合征男性患儿，经遗传咨询

后来我中心抽取孕妇外周血，行孕妇外周血胎儿游离 DNA 产前检测，并进行胎儿染色体微缺失 / 微重复

检测。

结果：Prader-Willi 综合征是一种非孟德尔遗传性疾病，是由于来自父方 15 号染色体长臂近端的

基因缺失或断裂，或来自母方 15 号染色体单亲二倍体引起，具有一定的遗传性。孕妇外周血胎儿游离

DNA 产前检测 21 三体、18 三体、13 三体综合征低风险，性染色体非整倍体疾病低风险，1p36	deletion	
syndrome、2q33.1	deletion	syndrome、22q11.2	deletion	syndrome、Cri-Du-Chat	syndrome、Langer-Giedion	
syndrome、Angelman	syndrome 以及 Prader-Willi	syndrome 均为低风险，建议继续妊娠。分别抽取夫妻双

方的外周血，行染色体核型分析以及染色体拷贝数变异检测。染色体核型分析结果显示夫妻双方未见异

常（46，XX；46，XY），染色体拷贝数变异检测结果显示夫妻双方 15 号染色体均未见异常。胎儿出生后

抽取外周血行染色体核型分析，结果未见异常（46，XY）。

结论：孕妇外周血胎儿游离 DNA 产前检测技术对胎儿染色体微缺失 / 微重复检测结果与染色体核型

分析以及染色体拷贝数变异检测结果一致，证明孕妇外周血胎儿游离 DNA 产前检测技术是一种无创伤，

全基因组覆盖，高灵敏度的新兴检测技术，可以针对已知明确的染色体微缺失 / 微重复综合征进行检测，

成为孕妇外周血胎儿游离 DNA 产前检测下一个临床转化热点，为孕妇提供更全面、性价比更高的检测服

务。

OR-047

二代测序技术在血流感染病原体检测中的应用

周磊 , 李金洁 , 贺文芳 , 付晓蕊 , 徐修礼 , 郝晓柯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建立高通量二代测序技术检测血流感染患者样本中的病原体的检测方法。

方法：比较商品化的血流感染检测试剂盒以、实验室自建的样本前处理方法和直接提取血液样本对

二代测序结果的影响；继而分别对 1ml、5ml 和 10ml 血液样本进行核酸提取并进行测序，以明确最佳的

采样量对检测结果的影响；最后利用自建的方法对 27 例本院 ICU 的临床血流感染患者的血液样本进行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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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鉴定，明确其感染病原。

结果：去人源化处理可以显著提高测序的有效数据产生量（p ＜ 0.05），并使得测序鉴定的检测下限

达到 102CFU/ml；三种采样量的测序结果显示：10ml 采样量的测序结果为大肠杆菌的比率平均为 92.1%，

5	ml 样本则为 63.8%，1	ml 样本则为 23.7%；27 例血液样本中血培养法阳性 4 例，阳性率 14.8%，而测序

检测阳性 14 例，检测总阳性率为 51%，其中 1 例患者可能存在多重感染。

结论：高通量二代测序在临床疑难血流感染的诊断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而应用二代测序检测血流

感染病原体时，应进行去人源基因的前处理步骤，而血样的采集量不宜少于 5ml。

OR-048

采用全基因组测序技术研究院内碳青霉	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菌暴发的传播过程

丁楚凌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耐碳青霉烯的肺炎克雷伯菌（CRKP）的出现给临床感染性疾病的治疗造成了巨大困难。其原

因是该菌种对常用抗生素均不敏感，并且在感染患者的长期治疗中积累遗传选择优势，导致其可以在广

泛使用抗生素和消毒剂的患者和医院环境内稳定存在。所以，CRKP 菌株容易在医院内引起暴发。本研究

通过流行病学分析并借助全基因组测序技术，对此次院内 CRKP 暴发进行深入分析，还原暴发过程及耐

药菌株的传播路径，对今后院感措施的执行起到更加准确的指导作用。

方法：2015 年 10 月 17 日，肝胆外科住院患者 CX90 的血培养标本中分离出一株耐碳青霉烯的肺炎

克雷伯菌，随后的一年之内不断有新发 CRKP 感染者出现。本实验研究回顾性选取了此次 CRKP 暴发菌

株共 62 株，其中 56 株来自感染患者，4 株取样自医院环境，另外 2 株来自筛查阳性患者。暴发菌株经过

分离纯化后进行 DNA 提取并在 Illumina	Hiseq	2000 平台进行全基因组测序。获得暴发菌株的基因组序列

信息后，使用基于 Linux 脚本和 R 语言脚本对该高通量测序结果进行进一步生物信息学分析，获得暴发

菌株间的系统进化分析结果、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位置信息及 CRKP 菌株的推测传播路径结果。

结果：本研究基于 CRKP 菌株核心基因组的 SNPs 数量对 62 个分离株建立系统发生树，建树结果提

示暴发菌株分为 2 个集群，并且与非暴发菌株间存在显著的基因学差异。根据暴发菌株的序列信息和基

本流行病学信息可还原 CRKP 菌株在院内的传播路径。通过全基因组测序得到了更多单纯依靠流行病学

信息不可追溯的传播方式，最大限度地准确重建了病原菌的暴发过程。

结论：全基因组测序技术结合流行病学分析更加快速、准确地分析了此次院内 CRKP 菌株的暴发情

况，从而对感染患者的治疗过程及院感措施介入提供精准的指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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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9

Ex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Plasmid-Borne	Colistin	Resistance	mcr-1	
Gene

Zhang Haifang, Du Hong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4， China.

Background The plasmid-encoded colistin resistance gene (mcr-1) has recently been reported in various 
Gram-negative species. A number of plasmids including most common IncI2 and IncX4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the spread of mcr-1. However, the expression profile of mcr-1 in different plasmids and bacteria host backgrounds 
remains unknown.
Methods mcr-1 and its promoter region were cloned into a T-vector plasmid and used as the standard for RT-PCR 
quantification comparisons to the clinical plasmids. Two pMCR1_IncX4 plasmids in K. pneumoniae (Kp), two 
pMCR1_IncX4 plasmids and two pMCR1_IncI2-plasmids in E. coli, termed(Ec-1) and (Ec-2), respectively, and 
the EC600 transformants were examined. In addition, a mcr-1 chromosomal integrated Ec (BJ10) were included.
Results The mcr-1 expressions in pMCR1_IncX4 vary from 1.8 × 10-5 to 1.1 ×10-4 (pmol per μg total RNA) in 
two ST25 Kp and 2 Ec (ST167 and ST2448), with the ST167 Ec having the highest expression level. The Ec600 
transformant	has	an	expression	of	7.7×10-5.	The	mcr-1	expressions	of	pMCR1_IncI2	in	ST2085	and	ST457	Ec	
strains	are	5.3×10-5 and	2.6×10-5,	respectively,	while	the	expressions	in	their	Ec600	transformant	(2.3×10-4)	are	
4-9	folds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ir	parental	Ec.	In	addition,	the	expression	of	chromosomal	mcr-1	in	ST156	Ec	
BJ10	is	5.5×10-5,	similar	to	the	levels	in	other	Ec.
Interestingly,	mcr-1	showed	distinct	expression	patterns	under	4µg/ml	colistin	treatment.	After	treatment,	mcr-1	
in	pMCR1_IncX4 increased 2 and 4 fold at 20 and 120 mins, respectively, in all pMCR1_IncX4-harboirng strains, 
except for the ST2448 Ec, which had a lower expression at 20 mins but restored to the baseline level at 120 mins. 
By contrast, the mcr-1 expressions of pMCR1_IncI2 remained at baseline level at 20 and 120 mins in the two pa-
rental Ec. However, mcr-1 expressions of pMCR1_IncI2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Ec600 transformants at 120 
mins. The expression of chromosomal mcr-1in Ec (BJ10) remained stable, regardless of colistin treatment.
Conclusion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mcr-1	had	distinct	expression	profiles	within	different	plasmids,	bacterial	
hosts,	and	under	antibiotic	stress	conditions.	Different	genetic	signatures	on	the	plasmids	or	bacterial	strains	may	
contribute	to	the	variations,	and	warrant	further	investig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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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0

评估 MALDI-TOF	MS 快速鉴定霉菌技术对侵袭性肺曲霉病的临床价值

王苏珍 , 周春妹 , 黄声雷 , 鲍容 , 马艳 , 单玉璋 , 李华茵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对疑似曲霉的菌株使用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	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MALDI-TOF	MS）技术进行鉴定，评估 MALDI-TOF	MS 技

术鉴定霉菌的能力。与其他传统的霉菌鉴定方法比较，阐述MALDI-TOF技术对侵袭性肺曲霉病（invasive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IPA）的临床价值。

方法：收集 2014 年至 2016 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微生物实验室报告为曲霉菌属的菌株，并收集

2017 年中山医院呼吸道标本（痰、灌洗液、肺组织）曲霉培养阳性的菌株，共 26 例。使用试剂盒抽提

实验菌株的蛋白质，并基于 MS	IVD 和 MS	RUO 数据库，运用	MALDI-TOF	MS 技术鉴定菌株。以 26S	
rDNA	D1/2 区域及内转录间隔区 ITS 扩增测序作为金标准，比较 MALDI-TOF	MS 的检测准确率。

结果：26 例菌株，采用形态学方法正确鉴定 21 株，总准确率约为 80.8%。其中 20 例烟曲霉，正确

鉴定了 17 例（85.0%）。非烟曲霉共 6 例，正确鉴定了 3 例，准确率 50.0%。采用 MALDI-TOF	MS 技术

正确鉴定的 25 例，只有 1 例黑曲霉无鉴定结果，总准确率为 96.0%。同时，20 例烟曲霉均鉴定正确（准

确率 100%），6 例非烟曲霉正确鉴定了其中 5 例（83.3%）。

结论：MALDI-TOF	MS 技术鉴定霉菌相比目前临床实验室普遍使用的传统形态学方法，时间短、效

率高，准确率较高。但 MS 技术鉴定准确率的提高需要前处理流程的标准化，更重要的是数据库的优化。

侵袭性肺曲霉菌病 IPA 的早期诊断和正确用药有助于降低其高病死率。随着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增多，有

望增强 MS 鉴定霉菌的准确性，并找到新思路缩短耗时，对 IPA 的早期诊断有很大帮助。

OR-051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	MS	）对铜绿假单胞菌同源

性分析的应用探索

刘雅 , 吴思颖 , 戴仲秋 , 王柏嵊 , 康梅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背景：铜绿假单胞菌（PA）是常见的医院感染病原菌。特别是在 ICU 病房中，耐碳青霉烯类的铜绿

假单胞菌（CR-PA）的高检出率对治疗策略有重大威胁。基体辅助激光解吸 / 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L-
DI-TOF	MS）由于操作简便，检测快速可靠，彻底改变了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在本研究中，我们评估了

MALDI-TOF	MS 对院内感染的铜绿假单胞菌的分型能力。

材料 / 方法：在 13 个月期间，随机收集了 84 株分离自住院患者的铜绿假单胞菌。其中 74 株来自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4 株来自四川省肿瘤医院，6 株来自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利用 MALDI-TOF	MS（Bruker	
Daltonik，Bremen，Germany）获取质谱图并利用软件 MALDI	Biotyper	2.0 的对结果进行了鉴定。每个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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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测量三次，将三个谱图平均产生单个平均光谱。计算进化树图，利用可视化的图谱描述菌株之间的进

化相关性。

结果：84 株铜绿假单胞菌中，有 32 株来自 ICU，其中 27 株耐碳青霉烯类的铜绿假单胞菌，52 株为

非 ICU病区，其中23株为耐碳青霉烯类的铜绿假单胞菌。对进化树图设置了630的相似性CUT-OFF值，

结果将 84 个分离株分为 2 个簇。	A 组（红色）主要包括来自 ICU（31/39）的铜绿假单胞菌，B 组（蓝色）

主要包括来自非 ICU（45/46）的铜绿假单胞菌。结果显示几乎所有来自华西医院 ICU（31/32）的菌株都

在同一个克隆组上（A 组），无论其对碳青霉烯类是耐药还是敏感。其他病房和其他两间医院的绝大多数

分离株均另一克隆组上（B 组）。

结论：ICU 分离株的聚集趋势表明，在 ICU 较重的抗生素选择压力下铜绿假单胞菌对碳青霉烯由敏

感转为耐药的可能性较高。与传统的分子分型方法不同，MALDI-TOF	MS 通过分析蛋白质表达提供了一

种监测耐药菌传播并快速检测爆发的方法。	MALDI-TOF	MS 在监督医院感染流行方面是一种方便有效的

工具。

OR-052

临床微生物形态学及特殊耐药性检测室间质量评价分析

魏莲花 1, 朱吉超 2, 杨永清 1, 邹凤梅 1, 刘刚 1, 吴玲 1, 李军春 1, 魏勤 1, 王欣 1, 陈玉芊 1, 邵海鑫 3, 陈晓青 3, 李

可可 3

1. 甘肃省人民医院

2. 宁夏医科大学临床学院

3. 甘肃中医药大学

目的：研究临床微生物形态学考核室间质量评价体系建立、运行与实施，探讨该体系的临床应用价

值。

方法：每年 2 次定期在甘肃省对各参评实验室发放已知的临床微生物细（真）菌菌落图片、革兰染

色、抗酸染色图片，另外将特殊耐药性检测结果制作成图片发放，要求各参评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判

读并上报结果。收到回报后以完全符合、基本符合和不符合的形式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临床微生物形态学及特殊耐药性检测结果开始室间质量评价体系运行 2 年，共进行 24 次，年

度完全符合率逐年上升，2015 年达到 91.3%。

结论：临床微生物形态学及 CLSI 知识点考核室间质量评价体系是一种全面提高临床微生物人员专业

技能的评价体系，适合对二级以上医院微生物实验室技术人员临床微生物形态学及 CLSI 知识点进行考

核，对督导临床微生物检验人员掌握形态学识别技能及督导学习 CLSI 知识点是一个全新的室间质评评价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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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3

应用深度测序分析 NRTI 类交叉耐药对河南长期二线抗病毒治疗失败者疗效影

响的研究

谢剑竹 , 张旻 , 韩晓旭 , 赵彬 , 胡馨元 , 王琳 , 尚红

中国医科大学

目的：HIV 病毒耐药是影响艾滋病患者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HAART）疗效的主要问题之一。目前

我国抗 HIV 用药正从一线方案逐渐转换为二线方案（3TC+TDF+Lpv/r），一线治疗失败后累积的 NRTIs 耐

药突变可能会影响二线方案的抗病毒疗效。为探讨NRTIs类交叉耐药对长期二线抗病毒治疗效果的影响，

我们应用深度测序对长期二线抗病毒治疗失败患者进行长达 6 年的纵向基因型耐药监测，力求从个体水

平明确更换二线抗病毒方案后 NRTIs 耐药突变长期的累积变异特点规律，及其对长期二线疗效的影响，

为我国制定长期二线抗病毒药物治疗策略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方法：本研究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选取的研究对象来自 2009 年 8 月 -2010 年 1 月于我国河南省尉

氏县建立的二线治疗随访队列，从中选取符合 2007 版《国家免费艾滋病抗病毒药物治疗手册》换药标准

且长期服药依从性良好的 15 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第 48 个月或第 72 个月血浆病毒学结果，将这 15

人分为病毒抑制组（VL<400copies/ml）：9 名患者 , 病毒未抑制组（VL>400copies/ml）:6 名患者。分别采

集上述 15 名患者基线点及治疗失败的 6 名患者 VL ＞ 400copies/ml 的随访点血液标本。应用深度测序检

测血浆中的 HIV 病毒，比较两组基线 NRTIs 耐药突变情况并在个体水平纵向监测长期二线治疗失败患者

NRTIs，NNRTIs 和 PIs 耐药位点的动态演变情况。

结果：①本研究共产生 6.5G 的数据量，15 名患者共计 34 例标本共检测到 308 个耐药位点，其中运

用深度测序额外检测到 127 个劣势耐药位点。②更换二线药物前，病毒抑制组 NRTIs 耐药突变多于未抑

制组，但未达到统计学差异水平（P=0.07）③ 6 名长期治疗失败患者换药前基线 NRTIs 药物耐药相关位点

的种类和准种比例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呈递减趋势；NNRTIs 耐药位点同样出现了下降趋势但并不明显，

个别重要的耐药位点如 K103N，G190A, Y181C 一直维持到末次随访；未发现针对 Lpv/r 的 PIs 主要耐药

位点

结论：深度测序检测发现，二线抗病毒药物长期治疗失败患者换药前存在多种 NRTIs 耐药突变，且

同一线药物相关；一线药物治疗失败后的 NRTIs 耐药突变未对而长期二线抗病毒疗效产生显著影响；长

期二线抗病毒治疗失败者中 NNRTIs 耐药突变未随着治疗时间延长而消失；未发现蛋白酶抑制剂 Lpv/r 耐
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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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4

高效但并非完美——基于直接点靶法的 MALDI-TOF	MS 在不动杆菌鉴定中的

应用

李修远 , 汤燕燕 , 王爽 , 鲁辛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目的：评估基于直接点靶法的 MALDI-TOF	MS 在临床中鉴定不动杆菌的准确性，并探究错误鉴定的

原因。

方法：收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2014年 1月至2016年 12月的不动杆菌属菌株共787株，

经直接点靶法和提取法前处理后 MALDI-TOF	MS 鉴定，并最终与 16S	rDNA 和 rpoB 测序鉴定结果进行

比较分析。

结果：（1）测序确认共 19 种不动杆菌，其中 Biotyper	3.0 数据库中存在的种 12 个：	A.baumannii（637

株）,	A.pittii（56 株）,	A.johnsonii（23 株）,	A.junii（15 株）,	A.lwoffii（13 株）,	A.ursinqii（8 株）,	A.nos-
ocomialis（5 株）,	A.parvus（4 株）,	A.calcoaceticus（2 株）,	A.haemolyticus（2 株）,	A.schindleri（1 株）

和	A.radioresistens（1 株）。数据库中不存在的种 7 个：A.soli（7 株）,	A.proteolyticus（5 株）,	A.berez-
iniae（4 株）,	A.gyllenbergii（1 株）,	A.seifertii（1 株），A.variabilis（1 株）及未报道的新种 1 株，临时

命名为 A.corallinus。（2）无论使用直接点靶法还是提取法，MALDI-TOF	MS 鉴定不动杆菌的准确率为

97.1%(764/787)，错误鉴定的 23 株中，其中 3 株均为 A.parvus（数据库中仅有 1 张参考谱图），其他 20

株均为数据库中不存在的种。（3）直接点靶法和提取法鉴定分值≥ 2.000 的比例分别为 86%(677/787) 和	

95.3%(750/787)。两种方法在鉴定评分＜ 2.000 中的鉴定准确率分别为 80.0%(88/110)	和 43.2%(16/37)。（4）

虽然直接点靶法前处理的质谱图较提取法主峰数量少、质 / 荷比值分布范围窄、杂峰稍多，但几乎不影响

MALDI-TOF	MS 鉴定准确率（如前文所述）。且无论鉴定结果如何，所有不动杆菌的谱图均合格。

结论：临床中，应用直接点靶前处理的 MALDI-TOF	MS 鉴定不动杆菌十分可靠，偶尔的鉴定错误源

于 Biotyper	3.0 数据库中参考谱图的缺乏，而并非细菌蛋白质未成功提取。若使用提取法鉴定分值依然小

于 2.000 时，建议使用 16S	rDNA 或 rpoB 测序确认。

OR-055

失效模式和效果分析联合 6sigma 建立个性化室内质量

黄亨建 , 曾玉萍 , 王鹭 , 扎西曲宗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

目的：失效模式和效果分析	(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	FMEA) 是一种用来确定潜在失效模式

及其原因的分析方法，通过对风险的效应进行评估、排序、判断风险的可接受程度，并采取相应措施降

低风险。本文采用 FMEA 三因素评估模式对 TSH、T3、FT3、T4、FT4、LH、FSH、PRL、E2 及 T	10 个

激素项目的进行风险量化评估。并联合六西格玛（6sigma）建立个性化室内质量控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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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采用 FMEA 三因素模式评估 TSH、T3、FT3、T4、FT4、LH、FSH、PRL、E2 及 T10 个激素

项目的失控发生频率（occurrence, OCC）、严重程度（severity, SEV）和检测度（detection，DET），即把失

控发生频率、严重程度和检测度三者乘积的风险顺序数	(risk	priority	number，RPN) 作为评估指数，对实

验室风险量化评估，每一因素扩展至百分制，得到 RPN 值范围为 1-1000000，可与（6sigma）的度量，即

每百万次的缺陷率（Defects	Per	Million	Opportunities，DPMO）相对应，查 sigma 转换表得出各个检测项目

的 sigma 值，指导临床实验室建立项目个性化的质控频率（QC	frequency）及质控规则（QC	rule）。
结果：风险顺序数 RPN 对应 DPMO，再经 sigma 转换表得出 sigma 值。对于 TSH、T3、FT3、T4、

FT4、LH、FSH、PRL、E2 及 T 这 10 个激素项目，除 T4 外 sigma 值已达到 6，推荐质量控制操作规范个

性化地使用N=2，13.5S单规则；而T4项目，其 sigma小于4，建议使用N=4，13S/12S/R4S/41S/8X多规则。

结论：本研究构建联合 FMEA 和 6sigma 建立个性化的实验室质量管理新模式，实现在整个检验过程

中控制误差、避免差错和风险最小化。

OR-056

欧洲临床化学和检验医学联合会（EFLM）关于参考区间评审建议的讨论

段敏 , 赵海建 , 王薇 , 王治国

卫生部北京医院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在 Henny 等人最近提出的关于参考区间的 EFLM 建议中，提出将确定参考区间的直接方法作为目

前唯一可接受的金标准。由于该建议所要求的参与者样本数量巨大，导致直接方法具有一定的年龄依赖

性，尤其是 18 岁以下人群的参考区间受年龄依赖性动态的影响最大，所以直接方法只适用于 18 至 65 周

岁的成年人。此外，实际研究中由于观察对象数量有限，可能会导致不可接受的置信区间。直接方法的

这些基本缺点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通常无法避免。因此，可以使用间接方法避免以上缺点，间

接方法已经被证明可以提供与直接方法相当的参考范围，目前应用最多的是参考范围估计法和Q-Q图法。

直接方法与间接方法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基于严格定义的“健康”人群，直接使用符合定义的当地

人群和规定的检验前条件进行正式的研究；后者不依赖“健康”人群，而是从使用符合规定的检验前条件

进行检验的当地人群的结果中进行数据的挖掘。直接方法通常应用于外部实验室，然后将参考区间转移

到个别实验室进行使用，根据 CLSI/IFCC 的建议，使用前应该根据检验前条件、检验程序和人群特征对

转移过程进行验证，使其适用于当地实验室。间接方法更加具有灵活性，对置信区间的要求较低，并且

不需要进行转移过程验证，尤其适用于生命周期内波动较大的分析物的参考区间以及共同参考区间的建

立，但间接方法的合理性通常需要与直接方法获得的值进行比较才能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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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7

国际临床化学和检验医学联合会 (IFCC) 临床检验质量指标最新进展

叶圆圆 , 李婷婷 , 王薇 , 赵海建 , 王治国

卫生部北京医院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国际临床化学和检验医学联合会（IFCC）“实验室差错和患者安全”工作组（WG-LEPS）计划始于

2008 年，目标是定义质量指标模型（MQI），遵守 ISO	15189 的一致化标准和要求。2016 年 10 月 26 日在

帕多瓦举行了新的共识会议，会议主题为“检验医学质量指标一致化：2 年后？”。

此次会议的主要成果包括 3 个方面：（1）发布新修订的 MQI。确定了 53 个度量以监测 27 个质量指标

（QIs），并增加了一些注释对被测量进行解释说明。（2）批准了用于建立 QIs 性能规范的标准。实验室性

能评价的界限设定为前一年收集的 QIs 数据的第 25 百分位数（25th）和第 75 百分位数（75th）。小于 25th 为

高性能，介于25th到75th为中等性能，大于75th为低性能。（3）确定了提供给参与实验室的报告中的信息。

包括统计数据、结果和西格玛值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以及结果和西格玛值的频数分布。

此次会议还对促进 MQI 计划开展的活动达成了一致意见：（1）各国认可机构和室间质评 / 能力验证计

划提供者应积极参与并广泛宣传，促进临床实验室参加 MQI 计划。（2）在每个国家选择和任命一位协调

和管理 MQI 计划的负责人。（3）制定相关指南以支持 QIs 的应用，并在临床实验室实施改进措施。（4）对

QIs 数据录入网站进行更新。（5）开发自动化和计算机化系统以便于数据采集。

MQI 计划的目的是降低检验全过程中差错发生的风险，尤其是检验外阶段，需要使用 QIs 对实验

室性能进行持续监控并采取相关纠正措施 / 预防措施。因此，WG-LEPS 提供的 MQI 应该成为一项外部

质量保证计划以使临床实验室得以接收到随着时间变化其实验室的性能与所有其他参加实验室比较的报

告。这样反过来也可以为有价值的基准点和改进方案提供循证信息。

OR-058

应用六西格玛管理方法评价干化学检验项目质量水平

杨丽华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

目的：用 6 西格玛 (σ) 管理方法评价干化学检验项目分析性能，用以指导质量改进。

方法：质量管理方法研究。	收集 2016	年全国临床实验室生化项目的室间质量评价（EQA）和本实验

室室内质控（IQC）数据，用 EQA	数据评估偏倚（Bias）	，IQC	数据计算变异系数（CV）水平，依据美国临

床实验室改进修正法案（CLIA′８８）的允许总误差（T	Ea）通过公式（T	Ea	－	Bias）／ CV	计算各检测

项目的 σ	值，评价实验室的 20 项干化学检测项目的分析性能；并以 QGI=Bias ／ (1．5cv) 计算检验项目

的质量目标指数 (QGI)，查找导致性能不佳的主要原因，便于优先改进。

结果：在 20 个检测项目中，7	个检测项目大于６σ	水平，占检验项目的 35	%；11	个项目在３σ	～	＜	

６σ	水平，占 55%	；2	个项目在３σ	水平以下，占 10%	。对于 σ	＜	６	的项目，需优先改进精密度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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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9％	，既需改进正确度又要改进精密度的占 23.1％	。

结论：6 西格玛 (σ) 质量管理是临床实验室质量控制的一项有效管理工具，有助于实验室检测项目质

量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改进。

OR-059

急诊检验 TAT 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溶栓治疗的临床价值分析

路尧 , 赵博 , 王培昌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目的：分析急诊检验报告回报时间（turn	around	time,	TAT），对神经内科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溶栓治疗

效果的影响，为急性脑卒中患者溶栓治疗争取时间，提高患者的存活率及预后。

方法：随机选择我院 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10 月接受急诊溶栓组溶栓治疗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120 例，根据检验报告回报时间分为≤ 30min 组和≤ 60min 组，分别对其存活率、并发症及预后情况进行

跟踪比较与分析。

结果：30min 组和 60min 组在存活率、并发症及预后等方面，两组 mRS 评分、NIHSS 评分差异显著

(P<0.05)。
结论：通过简化实验及报告流程，合理缩短检验 TAT，对抢救患者生命，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方面有

重要影响，我们应该采取一切合理措施缩短院内延迟。

OR-060

求实和创新是贯穿医教研的灵魂——检验学科建设感悟

曹文俊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目的：以临床眼耳鼻喉专科疾病（人类特殊感受器疾病）的检验诊断和研究为主题，综合运用临床实

验室质量管理、大数据分析、生物样本库、专科临床研究、PBL 教学、meta 分析、journal	club 讨论会、

文献综述、分子生物学、临床免疫学和模式生物体研究等方法，以求实和创新为指导原则，开展专科医

院检验学科建设的实践，探索适合国情的学科发展创新模式。

方法：从 2012 年开始，组织检验科员工（包括检验人员和研究人员）以及专科临床医生，选取发病率

高、需要实验诊断进行鉴别诊断的疑难病例（寄生虫性视网膜病和鼻咽癌及青睫综合征 PSS）作为检验诊

断的主要目标，选取病因不明且好发于中国人群的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primary	angle	closure	glaucoma，
PACG）作为检验研究的主要目标。运用大数据分析模式进行检验系统稳定性的监测手段，与正常对照人

群的数据进行综合比较，经统计学分析和处理，筛选并获取差异性数据指标群；与专科检查的体征指标

进行交叉比较和统计学分析，获取与临床疾病特征相关的检验指标群；通过生物样本库作进一步的验证；

通过 PBL 教学、meta 分析、文献综述、journal	club 讨论会的方式，寻找差异指标群可能的临床意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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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子生物学、临床免疫学和模式生物体等实验研究手段，开展专科疾病的检验诊断和研究，同时尝试

将医疗、教学和科研进行整合，开展专科医院检验学科发展的创新实践。

结果：经过 5 年多的实践，在寄生虫性视网膜病、PSS、PACG 的检验诊断和研究方面，取得一批

有临床价值的实验诊断指标群和具有发病机制研究价值的病因相关指标群，获得省部级和市局级课题多

项，近两年发表包括 SCI 一区和二区等在内的近 20 篇 SCI 论文，培养硕士研究生 6 名，本科生 10 名，

带教国际留学生 100 多名。科室的学科发展取得良好的效果，在医疗方面开设 20 多项新项目，作为主要

贡献者，协助临床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项和省部级一等奖一项。科室员工中硕士以上学历人员占 40%

以上，有 1/3 以上的员工具有英语带教的经验，目前每年完成翻译英文原版专著 2-3 本，科室交流学习和

讨论的最新顶级学科参考文献 50 篇以上。

结论：以专科疾病的检验作为基础的求实，结合以专科疾病的检验研究为主体的创新，是值得进一

步开拓的未来专科医院检验学科发展的新模式。

OR-061

A	Critical	Role	of	Transcription	Factor	YY1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by	
Regulation	of	Interleukin-6

林锦骠 , 何毓珏 , 欧启水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revious studies have revealed a critical role of YY1, a “Yin Yang” transcription factor, in cancer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However, whether YY1 has any role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remains unknown.In this study, 
we found that YY1 was over-expressed in RA patients and CIA mice. Blocking of YY1 action with YY1 shRNA 
lentivirus ameliorated disease progression in CIA mice. We further analyzed the signaling pathway involved by 
ingenuity pathway analysis (IPA), results showed IL-6 signaling and JAK/Stat signaling pathway wa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by LV-YY1-shRNA treatment. Moreover, we observed that blocking of YY1 reduced IL-6 production 
and downregulated Th17 population. Finally, we showed YY1 positively regulated IL-6 transcription by binding 
to the promoter region of the IL-6 gene. In conclusion, YY1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promoting IL-6 transcription in 
RA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inflammation of RA via stimulation of Th17 differentiation. Thus, YY1 is likely a key 
molecule involved in the inflammation process of RA. Targeting of YY1 may be a novel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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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2

Antibodies	against	glycoprotein	2	display	diagnostic	advantages	over	ASCA	in	
distinguishing	CD	from	intestinal	tuberculosis	and	intestinal	Behçet’s	disease

Zhang Shulan1, Luo Jing2, Wu Ziyan1, Roggenbuck Dirk 3, Li Ji1, Zeng Xiaofeng1, Zhang Fengchun1, Qian 
Jiaming1, Li Yongzhe1

1.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2.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3.Brandenbur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ottbus-Senftenberg

BACKGROUND AND AIMS: There is an increasing need to identify reliable biomarkers for distinguishing 
Crohn’s disease (CD) from other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s sharing similar clinical and pathological features. This 
study aimed at evaluating the diagnostic potential of antibodies to zymogen granule glycoprotein GP2 (aGP2) in a 
large, well-defined Chinese cohort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heir role in discriminating CD from intestinal Behçet’s 
disease (BD) and intestinal tubercolosis (ITB).
METHODS: A total of 577 subjects were prospectively enrolled, including 171 patients with CD, 208 patients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UC), 71 with BD, 57 with ITB and 70 healthy controls [HC]. aGP2 and anti-Saccharomy-
ces cerevisiae antibodies (ASCA) were determined by ELISA. Perinuclear 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ies 
were tested by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t assay.
RESULTS: aGP2 IgG and IgA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elevated in patients with CD compared with disease con-
trols and HC (p<=0.004, respectively). Conversely, ASCA IgG levels were not different between CD and intestinal 
BD patients, whereas ASCA IgA levels did not discriminate CD from intestinal BD and ITB patients (p<0.05, re-
spectively). aGP2 IgA and IgG displayed a better assay performance (elevated areas under the curve) over ASCA 
IgA and IgG in differentiating CD from disease controls (p<0.05, respectively). ASCA IgA did not discriminate 
CD from disease controls. aGP2 IgA and/or IgG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penetrating disease (B3) and ile-
al CD (L1) (p<0.05, respectively) whereas ASCA IgA and/or IgG was not.
CONCLUSION: In	comparison	with	ASCA,	aGP2	distinguishes	CD	from	intestinal	BD	or	ITB	as	disease	con-
trols	more	efficiently,	aiding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I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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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3

Nonlymphocyte-lymphocyte	ratios	as	potential	inflammatory	markers	for	
systemic	autoimmune	rheumatic	diseases

Liang Yan, SHI Hong, WANG Hao, Zhou Lin, ZHONG Renqian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Diagnostics， Changzheng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Objective	To	evaluate	neutrophil-	(NLR),	monocyte-	(MLR),	eosinophil-	(ELR)	and	basophil-lymphocyte	ratios	
(BLR)	and	their	association	with	inflammatory	markers	in	systemic	autoimmune	rheumatic	diseases	(SARDs).
Methods	A	total of 1139 SARD patients (344 patients with SLE, 222 with RA, 150 with AS, 78 with OA, 114 
with pSS, 101 with PM/DM, 33 with SSc, 76 with MCTD and 21 with PMR) and 170 healthy individuals were 
enrolled.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data were extracted from medical records. χ2-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ROCs were plotted and AUCs were calculated to assess differentiating performance of nonlym-
phocyte-lymphocyte ratios between one SARD and others.
Results 1)Comparison of NLR, MLR, ELR and BLR between patients with SARDs and healthy controls
NLR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SARD patients than in healthy controls (median, quartile: 1.72, 1.33-2.34). 
PMR patients showed the highest NLR level (3.33, 2.19-4.75), followed by PM/DM, SLE, RA, MCTD, AS, pSS, 
OA and SSc.
MLR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most SARD patients except those with OA (0.24, 0.16-0.31) than in 
healthy controls (0.21, 0.18-0.25). PMR patients showed the highest MLR level (0.37, 0.21-0.43), followed by 
SLE, PM/DM, RA, SSc, pSS, AS and MCTD.ELR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SLE patients (0.027, 
0.008-0.056), but increased in other SARD patien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0.045, 0.029-0.081). Of 
those with increased ELR, SSc patients showed the highest ELR level (0.075, 0.048-0.135), followed by PMR, 
OA, RA, PM/DM, AS, MCTD and pSS.BLR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most SARD patients except PM/DM (0.015, 
0.006-0.027) and PMR (0.011, 0.006-0.024) than in healthy controls (0.021, 0.010-0.026). AS and SSc patients 
showed the lowest BLR level, followed by MCTD, pSS, OA, SLE and RA.
2)Differentiating performance of NLR, MLR, ELR and BLR for various SARDs
NLR, MLR, ELR and BLR had some differentiating performance for some SARDs. However, the strength was 
very small. ELR showed the largest AUC for differentiating SLE from other SARDs and healthy individuals, 
which was 0.691.
3) Associations of NLR, MLR, ELR and BLR with age and gender in different populations
Markedly higher levels of MLR and ELR in AS patients and of NLR and MLR in those with pSS, SSc and PMR 
were observed in male than in female. The ag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NLR, MLR and ELR in RA, with 
MLR and ELR in OA, with ELR and BLR in MCTD and with ELR in PMR.
4) Correlations of NLR, MLR, ELR and BLR with conventional inflammatory and immune markers in patients 
with various SARDs In SLE, CRP showed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NLR, MLR and BLR. IgG significantly neg-
atively correlated with NLR and positively with ELR. In RA, AS and OA, NLR and MLR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SR and CRP. In pSS, ESR showed marked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NLR and MLR, 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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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P, IgG and IgA did only with MLR.
Conclusions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increased	NLR	and	MLR	and	deceased	BLR	 in	most	SARDs,	decreased	
ELR	in	SLE	and	increased	ELR	in	other	SARDs.	NLR	and	MLR	may	be	useful	tools	to	reflect	inflammatory	status	
of	SARDs.

OR-064

p38	MAPK 和 PI3K 信号活化在基因重组鞭毛蛋白介导同种抗原刺激调节性 T
细胞 Foxp3 表达中的作用

郝静 1, 张超 2, 梁婷 2, 宋静 2, 王传新 1, 侯桂华 2

1.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 山东大学医学院实验核医学研究所

目的：本实验室早期研究表明，基因重组鞭毛蛋白可通过 TLR5 依赖性途径上调同种移植受体调节性

T 细胞 Foxp3 表达，延长同种移植物存活期。为进一步探讨基因重组鞭毛蛋白对同种移植受体调节性 T
细胞的作用，本研究对基因重组鞭毛蛋白 -TLR5 通路的下游机制进行了分析。

材料与方法：制备 BALB/c 小鼠调节性 T 细胞，应用同种抗原进行刺激，模拟同种移植受体调节性 T
细胞。应用磷酸化抗体，信号阻断剂及蛋白印记技术分析 p38	MAPK 和 PI3K 信号活化在基因重组鞭毛蛋

白介导调节性 T 细胞 Foxp3 表达中的作用。

结果：基因重组鞭毛蛋白可激活同种抗原刺激调节性 T 细胞 JNK 及 p38	MAPK 信号，而 p38	MAPK
信号活化与基因重组鞭毛蛋白介导的 Foxp3 表达上调相关。同时，基因重组鞭毛蛋白可激活同种抗原刺

激调节性 T 细胞 PI3K-Akt 信号，而 PI3K 信号通路对基因重组鞭毛蛋白介导的 Foxp3 表达上调具有负调

控作用。此外，PI3K 信号通过负调控 p38	MAPK 信号活化，从而对基因重组鞭毛蛋白介导的 Foxp3 表达

上调起负调控作用。

结论：p38	MAPK 信号活化与基因重组鞭毛蛋白介导的同种抗原刺激调节性 T 细胞 Foxp3 表达上调

具有相关性，而 PI3K 信号对此路径具有负调控作用。

OR-065

MDSC 与 HIV 急性感染疾病进展相关：阻断 PD-L1 削弱 MDSC 的抑制

张子宁 , 易楠 , 张彤玮 , 张乐乐 , 吴宪 , 刘美 , 付雅静 , 何思佳 , 姜拥军 , 丁海波 , 楚振兴 , 尚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HIV 感染早期，免疫系统与病毒的相互作用对于疾病进展具有重要影响。骨髓来源的抑制性

细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	MDSCs)	在 HIV 慢性感染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其在 HIV 感染急性

期疾病进展中的作用尚不清楚，PD-L1 是否在其抑制 HIV 感染免疫应答中发挥作用未完全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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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研究纳入 16 例 HIV 感染急性期感染者（感染 <180 天，平均 67 天）、31 例慢性期感染者（感

染 >2 年）及 6 例接受抗病毒治疗的 HIV 感染者，流式细胞仪检测粒系来源的 MDSC（G-MDSCs）及单核

细胞来源的 MDSC（M-MDSCs）数量、细胞表面 PD-L1 及半乳凝素 -9（galectin-9，Gal-9）表达水平。

纯化 HIV 感染者 G-MDSCs，体外实验研究其对 TCR 刺激后 CD8+T 细胞功能的影响，并通过抗体阻断

研究 PD-1/PD-L1 在 MDSC 抑制功能中的作用。

结果：我们发现 HIV 急性期及慢性期感染者 G-MDSCs(HLA-DR-/lowCD14-CD33+CD11b+ 细胞 ) 显

著高于正常人，抗病毒治疗显著降低 G-MDSC 水平（p	<	0.05），M-MDSCs（HLA-DR-/lowCD14+C-
D33+CD11b+）与正常人无显著差异。急性期感染者 G-MDSCs 数量与病毒载量及免疫活化正相关，与

CD4+T细胞显著负相关（p	<	0.05）。疾病较重的急性期感染者（CD4	<	500	cells/μL或Log	VL	>	5）G-MDSCs
百分率显著高于病情轻的感染者（p	<	0.05）。纯化的 G-MDSCs 显著抑制 TCR 刺激后 CD8+T 细胞增殖及

干扰素 -γ	分泌（p	<	0.05）。HIV 急性期感染者 G-MDSCs 表面 PD-L1 表达显著高于正常对照，其相应配

体 PD-1 在 CD8+T 细胞亦显著升高（p	<	0.05），而 G-MDSCs 表面 Gal-9 表达与正常人无显著差异。体外

实验分别加入 PD-L1 及	PD-1 阻断抗体，可显著降低 HIV 感染者 G-MDSCs	对于 CD8+T 细胞增殖及干

扰素 -γ 分泌的抑制。

结论：HIV 急性期感染者 G-MDSCs 升高，与疾病进展相关，G-MDS 可利用 PD-1/PD-L1 抑制

CD8+T 细胞功能，为明确 HIV 感染疾病进展相关因素及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OR-066

Luminex 平台检测抗 HLA 抗体初筛的漏检情况分析

代波 , 庄杰 , 巫丽娟 , 周汶静 , 陆小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探索基于 Luminex 平台检测抗 HLA 抗体的优化流程。

方法：分别采用 LuminexScreen	Mixed（LM）和 Luminex	Sreen	Single	Antigen（LSA）检测临床 214

份肾移植术前有致敏史的受者血清标本，以 LSA 为标准检测方法，比较 LM 检测抗体的敏感性。

结果：LM 检测抗 HLA- Ⅰ类抗体的阳性率是：50.9%；灵敏度为：80.2%；特异度为：90.9%。LM
检测抗 HLA- Ⅱ类抗体的阳性率是：23.4%；灵敏度是：49.0%；特异度是：99.1%。LSA 检测抗 HLA- Ⅰ

类抗体的阳性率是：58.9%；检测抗 HLA- Ⅱ类抗体的阳性率是：46.7%。LM 检测抗 HLA- Ⅰ类漏检 25

例（19.9%）；抗 HLA- Ⅱ类漏检 51 例（51.0%）。两者检测结果拟合 χ2 检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抗

HLA-Ⅰ类P=0.005<0.05；HLA-Ⅱ类P=0.000<0.05）。抗HLA-Ⅰ类抗体漏检基因型共50个，平均每人有2.0

个基因型漏检，单人最高漏检数目为 5 个。LSA 法检测最低 MFI 值（510）的基因型是：Cw*02:02；最高

MFI 值（10603）的基因型是：Cw*17:01。同时 Cw*17:01 特异性抗体也出现了最多人次的漏检：5 人次。

在所有漏检样本中，由于 LM 未包被导致的漏检率是 10%。抗 HLA- Ⅱ类抗体漏检基因型共 191 个，平

均每人有 3.75 个基因型漏检，单人最高漏检基因型数目为 21 个。

结论：LM 法敏感性低于 LSA 法，易造成抗 HLA 抗体的漏检，可能导致排斥反应的发生，影响移植

肾脏的远期存活率。因此，LM 作为诊断性初筛实验有一定的弊端。建议检测策略改进为：对于有致敏史

的患者，均采用 LSA 检测抗 HLA 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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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7

Application	of	co-immunoprecipitation	coupled	LC-MS/MS	for	identification	of	
sperm	immunogenic	membrane	antigens	and	preliminary	verification

Liang Shuang
China PLA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Antisperm antibodies play a main role in immunological infertility, as they impair sperm function by 
binding to the sperm membrane. In this study, we conducted screening experiments tried to screen sperm mem-
brane proteins interacting with antisperm antibodies by the method of co-immunoprecipitation and liquid chro-
matogram mass/mass (LC-MS/MS).
Methods The serum samples from infertile persons were previously screened as positive for ASA in ELISA and 
reproduced with	mixed	antiglobulin	reaction.	The	swim-up	method	was	used	to	separate	mature	and	motile	sperm.	

Hypoosmotic	swelling	homogenization	and	sonication	were	sequentially	conducted	to	extract	sperm	membranes.	
The	purified	human	sperm	membrane	proteins	were	then	mixed	with	serum	from	disease	group	(positive	for	anti-
sperm	antibodies)	and	control	(not	containing	antisperm	antibodies)	serum	samples.	The	binding	proteins	of	anti-
sperm	antibodies	were	enriched	using	co-immunoprecipitation	assay.	The	immunoprecipitates	were	separated	on	
SDS-polyactylamide	gel，then	the	binding	proteins	were	cut	from	the	gel	and	analyzed	by	LC-MS/MS	after	the	
enzymolysis.
Results	The	serum	samples	from	infertile	persons	(39	females	and	17	males)	were	previously	screened	as	positive	
for	ASA	in	ELISA	and	conformed	to	MAR.	The	healthy	controls	(17	females	and	14	males)	were	ASA-negative	
in	ELISA	and	already	possessed	healthy	offspring.	107	proteins	 that	 interacted	with	antisperm	antibodies	were	
obtained	from	the study via LC-MS/MS. These protein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13 antigens detected 
by control serum samples only, 14 antigens recognized by both infertile patients and control sera, 80 antigens spe-
cific for patients with antisperm antibodies. 15 novel sperm membrane proteins are CatSper1, CatSper3, CatSper4, 
SPAG9, Apolipoprotein A-I, Dynein heavy chain 14, axonemal, Cylicin-2(CYLC2), Izumo sperm-egg fusion pro-
tein 4, Thioredoxin domain-containing protein 2, IQ domain-containing protein H(IQCH), IQ domain-containing 
protein F1(IQCF1), Spermatogenesis-associated protein 5(SPATA5), Sperm acrosome membrane-associated pro-
tein 1, E3 ubiquitin-protein ligase RNF 114.
Conclusions Fifteen	novel	sperm	membrane	proteins	discovered	with	co-immunoprecipitation	coupled	LC-MS/
MS	analysis	could	be	referred	as	male	immunoinfertility-related	antigens.	These	proteins	may	be	valuable	as	an	
indicator	in	the	clinical	diagnosis	and	monitoring	treatment	of	infer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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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8

肝癌缺氧微环境 CCL28 的表达及对调节性 T 细胞的作用机制

任丽 , 柳雅慧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 CC 家族趋化性细胞因子 28（CCL28）在肝癌 (HCC) 缺氧条件下的表达水平以

及表达机制，并探究 CCL28 对调节性 T（Treg）细胞是否具有募集作用，以及明确 CCL28 是否能够加速

体内肿瘤的生长以及此过程的分子机制。

方法：我们将正常 HCC 细胞系以及敲低 HIF1α 的 HCC 细胞系分别在常氧以及缺氧条件下进行培养，

检测 CCL28	mRNA、蛋白质的表达水平；将 CCL28 过表达细胞以及空载对照细胞接种于小鼠皮下，通过

小鼠皮下成瘤实验，研究 CCL28 对肿瘤生长的作用；通过分离 CCL28 过表达组皮下肿瘤中的浸润淋巴细

胞和正常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以迁移实验结合流式细胞术研究 HCC 细胞缺氧状态下对 Treg 细胞是否具

有募集，并通过敲低 CCL28 表达以及加入 CCL28 中和抗体，研究 CCL28 对缺氧招募	Treg 细胞的作用机

制；我们推测 CCL28 可能通过促进 HCC 中血管生成发挥其致癌功能，为了检验这个假设，我们检测了

小鼠皮下肿瘤中的 CD31+ 血管生成情况。

结果：相对于常氧条件，在缺氧条件下，CCL28	mRNA、蛋白质的表达水平明显增高，并随缺氧时

间的延长而表达增高，同时，当敲低 HIF1α 时，可逆转缺氧对 HCC 细胞中 CCL28 表达的促进作用；接

种 CCL28 过表达细胞与接种空载对照细胞相比，小鼠皮下肿瘤的体积和重量均高于空载对照组；流式细

胞术分析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CCL28 过表达组肿瘤组织中 Treg 细胞的比例增高，加入缺氧 HCC
细胞上清后 Treg 细胞迁移比例同样增高，当敲低 CCL28 或加入 CCL28 中和抗体时，可逆转缺氧对 Treg
细胞的招募作用；皮下肿瘤中的 CD31+ 血管生成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CCL28 过表达组在肿瘤组织

中产生更多的血管并且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表达水平增高。

结论：缺氧可刺激 HCC 细胞 CCL28 的表达增高，而 CCL28 在募集 Treg 细胞到肿瘤局部从而促进肿

瘤生长方面起主要作用，对于确定肝癌免疫治疗的新治疗靶点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解决肿瘤免疫反应

在癌症治疗中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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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1 MiR-1-3p	suppresses	 the	proliferation,	 invasion	and	migration	
of	bladder	cancer	cells	by	up-regulating	SFRP1	expression

商安全 盐城市第六人民医院

PO-002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n	the	expression	of	IP-10	in	mouse	
mesangial	cells	induced	by	IFN-γ

施栋梁 People’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fujian	univer-
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O-003 转移性肺癌与血清肿瘤标志物的相关性研究 卢兴兵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

PO-004 胱抑素 C 联合尿微量白蛋白在高血压肾病中的诊断价值 鲁	 彦 解放军第一医院

PO-005 探讨血清 IgA/C3 比值在	IgA 肾病诊断及病理分级中的应用
价值

段梦夕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006 自身免疫性肝病与病毒性肝病患者自身抗体和肝功能的相关
性研究

周	 泉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PO-007 High	Expression	of	Long	Noncoding	RNA	PCNA-AS1	Pro-
motes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Cell	Proliferation	and	Onco-
genic	Activity	via	Upregulating	CCND1

吴传勇 上海市胸科医院

PO-008 EV71 感染患儿 IL-21 的表达及其与细胞因子的相关性研究 冉	 飞 江西省儿童医院

PO-009 Serum	Cyr61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diagno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宋艳芳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PO-010 脑脊液流式细胞术检测微小残留病的临床意义 罗燕飞 广东省人民医院

PO-011 恶性肿瘤与自身抗体关系研究 李亚波 云南省中医医院 / 云南中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

PO-012 TNF-a,IL-6 基因多态性在中国山东地区汉族人大肠癌中的
分布特征

邢培祥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PO-013 Changes	in	regulatory	T	cells	in	patients	with	ovarian	cancer	un-
dergoing	surgery:	preliminary	results

陈	 献 江苏省人民医院

PO-014 血清 YKL-40 在肝硬化中的诊断价值研究 饶春美 上海市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PO-015 Intronic	SNP	rs13385731	of	RASGRP3	Confers	a	Protective	Ef-
fect	against	Systematic	Lupus	Erythematosus

Liping 北京协和医院

PO-016 骨髓基质细胞诱导分化中基因表达谱变化的研究 许	 苗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PO-017 Exploring	the	pathogenesis	of	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	with	pro-
teomics	and	bioinformatics

邓垂文 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风湿免疫病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PO-018 Establishing	a	Reference	 Interval	 for	Serum	 IgG	Subclass	 in	
North	Chinese	Children

刘忠娟 北京协和医院

PO-019 Up-regulation	of	CD16-	monocyte	subsets	in	systemic	lupus	er-
ythematous	patients	

吴子燕 北京协和医院

PO-020 电化学发光免疫法测定长沙地区健康成人血清 ProGRP 的参
考值

杨佳锦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PO-021 乙肝病毒 x 蛋白变异与 C 型 HBV 感染肝癌患者预后关系研
究

贾健安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
院

PO-022 ELISA 法检测丙肝抗体室内质控品的自主研发 刘玉军 神木县医院

PO-023 动态监测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IP-10 表达对 HBV 相关慢加急
性	肝衰竭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

黄少军 襄阳市中心医院

PO-024 HLA-B*58:01 替代指标的临床应用价值研究 张心菊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PO-025 RON	and	c-Met	facilitates	metastasis	 through	ERK	signalling	
pathway		in	prostate	cancer	cells		

尹彬彬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PO-026 SGK1	inhibition	induces	autophagy-dependent	apoptosis	via	the	
mTOR-Foxo3a	pathway

刘伟伟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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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7 	 血清 f-PSA/t-PSA 比值、PSA 密度在血清 PSA 介于 4.0-
10.0ng/mL 前列腺疾病患者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张	 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PO-028 云南某医院近十年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者特点分析 潘	 丽 玉溪市人民医院

PO-029 TLR1	Gene	Variants	in	relation	to	Tuberculosis	Susceptibility	In	
Chinese	population

彭	 武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

PO-030 抗刚地弓形体单克隆抗体制备及初步鉴定研究 闫文娟 北京协和医院

PO-031 HPV	、TCT 检查联合阴道镜下活检对宫颈病变的筛查 刘继来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PO-032 改良 ABCD 法在瑞安地区胃癌高危人群中的筛查价值 陈	 蕾 瑞安市人民医院

PO-033 Evolution	of	Drug-resistant	Mutations	in	HBV	Genomes	in	Pa-
tients	with	Treatment	Failure	during	the	Past	seven	Years	(2010-
2016)

张宏宇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PO-034 抑制 COPS5 通过上调 p27 影响浆液性卵巢癌细胞生长相关
机制的研究

张红琴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PO-035 肿瘤转移相关基因 2（MTA2）对食管癌细胞生物学功能的影
响及其机制的研究

戴素丽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PO-036 	EZH2 和 H3K27me3 在食管鳞状细胞癌细胞株中的表达及	
其对食管癌细胞生物学特性的影响

刘	 飞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PO-037 MAGE-A 及上皮间质化相关标记物在乳腺癌组织表达的研
究

王昊绮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PO-038 沉默 B7-H3 基因表达对食管癌细胞侵袭能力抑制作用的机
制研究

李鹏飞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PO-039 TLR4 激活在糖尿病肾病炎症反应中的机制研究 邓艳丽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PO-040 p-Hydroxylcinnamaldehyde	 induce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oe-
sophageal	carcinoma	cells	via	 the	cAMP-RhoA-MAPK	signal-
ling	

马	 鸣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PO-041 血清 HER-2 表达水平在乳腺癌诊疗中的意义 郑	 慧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PO-042 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与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的发生发展相关 王砚春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PO-043 抗心磷脂抗体对血小板激活、释放作用的初步研究 汤兆明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

PO-044 细胞因子基因多态性与女性乳腺癌易感的相关性研究 吴一波 泉州市第一医院

PO-045 Study	on	characteristics	of	peritoneal	macrophages	 in	mouse	
acute	myeloid	leukemia	model

陈	 冲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PO-046 NK 细胞通过可溶性因子和细胞接触控制人体蜕膜中 HIV‐1
感染的巨噬细胞

李鹏云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
院

PO-047 Pregnancy-speci	c	glycoprotein	9	(PSG9),	a	driver	for	colorectal	
cancer,	enhances	angiogenesis	via	activation	of	SMAD4

胡书生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检验科

PO-048 血清 ProGRP 用于诊断 SCLC 的 cutoff 值建立及临床效能评
估

沈	 迪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PO-049 肿瘤特异性 SynNotch	T 细胞的体外构建 董	 杰 江苏省中医院

PO-050 结核感染病人外周血中性粒细胞的自噬状态 唱	 凯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PO-051 HCV 感染患者自身抗体的检测及临床研究 彭道荣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PO-052 循环 Tfr/Tfh 细胞比值在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发病中的作用 郑佳佳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PO-053 基于 RNA-seq 技术的宫颈癌与癌旁组织差异表达基因分析 张志珊 泉州市第一医院

PO-054 白介素 28B 的表达与丙型肝炎病毒的相关性研究 金国江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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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5 HIV 感染后升高的 IP-10 及其受体 CXCR3 使 NK 细胞功能
受损

王	 卓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056 艾滋病合并真菌感染患者 NK 细胞的亚群分布及细胞因子表
达分析

柳丽娟 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福州）

PO-057 CD146	promoter	polymorphism	 (rs	 3923594)	 is	associated	
with	 recurrence	of	clear	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in	Chinese	
population

冯	 刚 芜湖市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PO-058 CD117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的表达情况及其与预后、
药物敏感性的关系

田春迎 吉林省肿瘤医院 / 吉林省第二人民医院

PO-059 SERPINI1 作为新的循环肿瘤标记物对原发性肝癌的临床诊
断价值分析

杨紫伟 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PO-060 An	Efficient	Supplementary	Method	for	Nasopharyngeal	Carci-
noma	Screening	using	Anti-EBV	EUROLINE	panel

陈	 浩 中山大学肿瘤中心 /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PO-061 CXCL12 在 HBV 相关性肝癌中的诊断价值 唐翌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062 Chemokine	CCL27	 is	a	novel	plasma	biomarker	for	 the	 identi-
fication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patients	 in	a	population	
seropositive	for	Epstein-Barr	virus	capsid	antigen-specific	IgA

毛敏杰 中山大学肿瘤中心 /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PO-063 ROS 激活的 NLRP3 炎症小体在口腔鳞状细胞癌对 5- 氟尿嘧
啶化疗抵抗中的作用研究

冯晓冬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PO-064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中 IL-27 和疾病活动度的相关性分析 赖晓霏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065 Nested	quantitative	PCR	approach	for	urinary	cell-free	EZH2	
mRNA	and	its	potential	clinical	application	in	bladder	cancer

张	 欣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PO-066 应用 MAGPIX® 液相悬浮芯片系统检测不同细菌致小鼠血
流感染模型后 MIP-1β、MIP-2 和 IL-12p70 的表达及变化规
律

杨	 明 解放军总医院

PO-067 Development	a	Novel	antigen	microarray	to	identify	serum	auto-
antibody	profiles	in	patients	with	Psoriasis

袁育林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PO-068 Correlation	between	HBV	protein	preS2	and	angiogenesis	in	he-
patocellular	cacinima

栾	 芳 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PO-069 神经系统炎性脱髓鞘疾病脑脊液中免疫指标特点的回顾性分
析

尹佳锋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PO-070 肝素结合蛋白与糖尿病相关性研究 傅锦芳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检验科

PO-071 EBV-HLH	children	with	reductions	in	CD4+	T	cells	and	exces-
sive	activation	of	CD8+T	cells	

叶	 青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PO-072 自身免疫性肝病临床及实验室特征分析 王艳萍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073 刚地弓形虫 RH 株 Rop16 基因缺陷虫株的构建及鉴定 沈继龙 安徽医科大学

PO-074 Discrepant	Impacts	of	Age	and	Gender	factors	on	Serum	Pep-
sinogens	and	Gastrin-17	Levels

张洁心 江苏省人民医院

PO-075 中国成年女性抗苗勒管激素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程歆琦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PO-076 山东省三地区检测 34258 例妇女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率	及基因
型别分布情况分析

李和楼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PO-077 miR-10b	downregulated	by	DNA	methylation	acts	as	a	 tumor	
suppressor	in	HPV-positive	cervical	cancer	via	targeting	Tiam1

喻妙梅 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PO-078 硫氧还蛋白 1 在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宗	 明 上海市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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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9 肽精氨酸脱亚氨基酶Ⅳ对类风湿关节炎关节滑膜 MSC 样细
胞分化中的作用

丁梦蕾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PO-080 Expression	of	ZIP2	and	ZIP8	 in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of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	and	Hepatitis	C

王丽娜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PO-081 吉林长春地区脑血管病患者氯吡格雷代谢相关基因CYP2C19
多态性分布

胡馨元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PO-082 冠心病 PCI 术后患者氯吡格雷抵抗现象的临床研究 朱兵兵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PO-083 ANCA 和 GAB 单项与联合检测对溃疡性结肠炎诊断价值的
meta 分析

曾俊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PO-084 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补体 C3、C4、hs-CRP 及 UA 的浓度变
化与临床意义

唐亚梅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PO-085 血清 GP73、AFP 及 AFP-L3 在肝癌诊断及复发监测中的应
用价值

王伯玉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PO-086 隐匿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情况分析 张小兰 新疆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医院

PO-087 急性白血病病人外周血 NK 细胞检测的临床意义 孔令环 吉林省人民医院

PO-088 抗线粒体 M2 亚型抗体 (AMA-M2) 在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
(PBC) 患者疾病进展中的探讨

徐	 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089 Sensing	and	rapid	detection	of	breast	cancer	specific	miRNAs	us-
ing	a	one-dimensional	Cu-based	metal-organic	framework	and	
their	fluorescently	labeled	complementary	single-strain	DNAs

李珉珉 暨南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PO-090 The	significance	of	Tfh	and	CD19	+	CD24	hi	CD27	hi	cells	 in	
the	pathogenesis	and	progression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邱莲女 浙江省人民医院

PO-091 蛋白印迹法检测梅毒螺旋体 IgM 在先天梅毒诊断中的应用价
值

王	 芳 甘肃省人民医院

PO-092 Diagnostic	efficacy	evaluation	of	IL-1RI,	IL-1	β	and	CDK2	 in	
peripheral	blood	and	synovial	fluid	with	RA

黄宪章 广东省中医院

PO-093 典型副瘤性抗体阳性患者肿瘤标志物检测状况的分析 刘	 霞 北京宣武医院

PO-094 共刺激分子 PD-L1 和 B7-H3 在胃肠道肿瘤中表达的研究 茅	 挺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PO-095 A	 ligand-dependent	role	for	EphA7	receptor	 in	 inhibiting	pros-
tate	tumor	growth	and	metastasis

李世宝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PO-096 RhD 阴性血孕妇产前抗体筛查预防新生儿溶血病经验剖析 李晓玲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PO-097 抗 Ro52 抗体和抗 SSA 抗体在非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临床应
用价值

阳德才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PO-098 Anti-TOPO48	autoantibody	 is	a	novel	biomarker	for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商安全 盐城市第六人民医院

PO-099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同源异构体 2（p2PSA）及其衍生指标在
诊断前列腺癌和高级别前列腺癌中的价值

孙奎霞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PO-100 特应性皮炎患儿特异性 IgE 检测结果分析 何谢玲 湖南省儿童医院

PO-101 Diagnostic	Value	of	YKL-40	 in	AFP-negativ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吴棉涛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PO-102 血清环状 RNA 在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中差异表达的研究 朱炳铭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103 The	research	of	Dimethyl	Fumarate	in	PD,	AD	and	ALS 靖	 旭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PO-104 DJ-1 对肺癌患者早期诊断的价值研究 高	 佳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PO-105 血浆中 lncRNAs	在胎儿心脏畸形产前检测中临床价值 顾	 猛 常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常州市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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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6 纳米免疫磁珠法在检测早期乳腺癌患者循环血肿瘤细胞的应
用研究

沈	 辉 嘉兴市第一医院 / 嘉兴医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

PO-107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对前列腺癌细胞中代谢物的分析 辛	 华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108 Evaluation	of	 the	performance	of	EGFR	mutations	detection	 in	
advanced	NSCLC	patientswith	droplet	digital	PCR

郭巧梅 上海市胸科医院

PO-109 血清 microRNA	panel 在结直肠腺癌早期诊断中的应用 郑桂喜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PO-110 Tim-3	Mediated	Dysfunctional	Engulfment	of	Apoptotic	Cells	in	
SLE

赵	 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PO-111 基于 ARMS-Plus 法检测外周血 EGFR 基因突变的探索 王	 琳 上海市胸科医院

PO-112 Methylation	analysis	of	SHOX2	and	RASSF1A	panel	 in	bron-
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for	lung	cancer	diagnosis

张宸梓 上海市胸科医院

PO-113 Characterization	of	methylation	and	signature	genes	with	prog-
nostic	value	for	luminal	breast	cancer

肖	 斌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PO-114 泪液微量检测技术在单纯疱疹病毒性角膜炎的应用研究 王朱健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PO-115 Treg 细胞和 Th17 细胞及其相关细胞因子在结核病患者外周
血中的表达特性及其临床意义

章明徐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PO-116 Study	for	the	mechanism	of	Th1	cell	polarization	and	liver	fibro-
sis	caused	by	Estradiol(E2)

丁	 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PO-117 自身免疫性胰腺炎患者血清 IgG 亚型特征及鉴别诊断 邸	 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PO-118 G-MDSC 外泌体源性 miR-93-5p 通过抑制 Th17 细胞分化减	
轻小鼠胶原诱导性关节炎的发病

朱栋炜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大学附属人
民医院）

PO-119 重组人源抗 -CTGF 单链抗体二聚体的制备及其抗肺纤维化	
效应的机制研究

高	 维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PO-120 多技术平台联合应用于产前诊断 SMS 综合征的胎儿研究 徐两蒲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产前诊断中心

PO-121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argeting	VEGFR	drugs	 in	 treatment	for	
advanced	or	metastatic	gastric	cancer:	a	systemic	review	and	me-
ta-analysis

郏雁飞 济南市中心医院

PO-122 The	reduced	PDCD5	protein	is	correlated	with	the	degree	of	tu-
mor	differentiation	in	endometrioid	endometrial	carcinoma	

高	 梦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PO-123 壳多糖酶 3 样蛋白 1 在不同肝脏疾病中的应用价值 石玉如 安徽省立医院感染病院

PO-124 CagA	and	CD44v6	predict	clinical	survival	and	chemotherapeu-
tic	response	in	H.	pylori	infected	gastric	cancer

张海平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PO-125 CCCTC-binding	factor	 inhibits	breast	cancer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via	 inactivation	of	 the	nuclear	 factor-kappaB	
pathway

吴	 洁 北京协和医院

PO-126 血清胃蛋白酶原和胃泌素 -17 在良恶性胃病的临床诊断价值
研究

李立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127 血清抗 PLA2R 抗体较肾小球 PLA2R 沉积更能反应原发性膜
性肾病的疾病活动度

逄	 璐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PO-128 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中研究供者来源的 NK 细胞受体特
异性 KIR 基因的分布及免疫重建特征

何	 军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129 炎症性肌病 25- 羟基维生素 D 水平和临床意义分析 李亚菊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PO-130 血清生长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水平对脑部肿瘤的辅助
诊断价值研究

马瑞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PO-131 流感病毒感染与血管内皮细胞功能变化的实验研究 张	 萱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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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2 Association	of	IL-29	with	 the	 lipid	metabolic	features	of	poly-
cystic	ovary	syndrome

刘牟林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133 A	gender-specific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interleukin-23	recep-
tor	gene	rs1884444	and	the	susceptibility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李林徽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PO-134 sCD83	affects	 the	T-cell	activation	by	regulating	 the	morpho-
logical	change	of	mature	DC	 in	 the	experimental	autoimmune	
uveitis

王	 鑫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PO-135 巢氏 PCR 扩增 HBV 感染者低拷贝 HBV 全基因组方法的建
立及应用

戴玉柱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七医院 / 杭州空
军医院

PO-136 Diagnostic	value	of	seven	autoantibodies	test	for	lung	cancer 赵	 娟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检验科

PO-137 CD4+IL-21+T	cells	are	correlated	with	regulatory	T	cells	and	
IL-21	promotes	regulatory	T	cells	survival	during	HIV	infection

张子宁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138 A	study	of	the	immune	functions	of	diabetes	mellitus	type	2	pa-
tients	with	endotoxemia

鲍布和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

PO-139 2014 ～ 2016 年上海地区自身抗体室间质量评价结果总结 曹丹如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PO-140 GLIS3	and	TYK2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are	not	as-
sociated	with	dermatomyositis	and	polymyositis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李柳冰 北京协和医院

PO-141 microRNA-21 调控	HepG2 细胞抑癌基因 MAP2K3 的研究 张一琳 沈阳市妇婴医院

PO-142 Clinical	Evaluation	of	Serum	Isoform	 [-2]Proprostate-Specific	
Antigen	and	its	Derivatives	in	Prostate	Cancer	in	Chinese	popu-
lation-a	single	center	analysis

闫存玲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PO-143 Circulating	Serum	Exosomal	lncRNA	POU3F3	As	Potential	Bio-
marker	for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闫素真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PO-144 Microsatellite	and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in	the	insulin	
like	growth	factor	1	promoter	with	insulin	sensitivity	and	insulin	
secretion

王茹瑶 天津市人民医院

PO-145 Development	of	a	novel	parallel	determination	platform:	a	feasi-
bility	study	tested	on	a	chemiluminescence	device

杨春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PO-146 Determing	the	role	of	Sp17	in	tumorigenicity	and	drug	resistance 高	 骞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PO-147 TLR4	deficiency	mitigates	experimental	autoimmune	neuritis	via	
modification	of	the	Th1/Th2/Th17	responses

王利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PO-148 乙肝 HBsAg 和 HBsAb 双阳患者 S 区基因突变对 HBsAg 抗
原性的影响

李恭鹏 汶上县人民医院

PO-149 流式细胞术在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诊断中的意义 居瑞雪 潍坊市人民医院

PO-150 	let-7a	在支气管哮喘中的表达及其与细胞因子的相关性研究 鱼丽娟 西安市儿童医院

PO-151 D- 二聚体联合 NT-proBNP 在陕西省急性脑梗死早期诊断的
价值与预后的相关性

王	 禺 西安市第一医院

PO-152 轻链表达缺失的 IgD	型多发性骨髓瘤免疫表型分析 王金行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153 治疗前异常凝血酶原血清水平与原发性肝癌预后相关性研究 林莺莺 福建省肿瘤医院

PO-154 体积法单平台流式细胞仪检测淋巴细胞亚群和绝对值与其他
流式细胞仪和血细胞分析仪的比较研究

吴婧妍 杭州迪安医学检验中心



206

论文编号 题  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PO-155 The	expression	of	prostate-specific	antigen	mRNA	 in	benign	
and	malignant	prostate	tissue	from	12	core	transrectal	ultrasound	
(TRUS)-guided	biopsies

谢怡怡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PO-156 三种核酸提取方法用于检测血浆 EBV-DNA 的性能评价及临
床应用比较

郑瑜宏 福建省肿瘤医院

PO-157 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血清人巨细胞病毒抗体检测的临床意义 李宝青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PO-158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 lncRNA 表达谱芯片分析及功能研
究

杨	 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PO-159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不同免疫阶段的 IFN-γ 斑点水平和其免
疫发病机制的研究

马东宵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PO-160 	SNP	Array 和 FISH 技术在 Pallister-Killian 综合征的诊断应
用

张文玲 解放军总医院

PO-161 The	expression	and	significance	of	miR-16,	B12	and	CD272	on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in	patients	with	active	pulmo-
nary	tuberculosis

冯	 龙 广东省广东医科大学

PO-162 血清 OPN 和 PIVKA-II 对原发性肝细胞癌的诊断价值 吴棉涛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PO-163 HCV	cAg 检测在临床诊疗的应用评价 吉阳涛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164 高敏肌钙蛋白 T 诊断急性冠脉综合征时危急值水平的确定 朱	 琼 江苏省人民医院

PO-165 HIV 感染者早期治疗后 CD4+T 细胞亚群数量及活化研究 孙	 羽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166 抗缪勒氏管激素在多囊卵巢综合征方面的临床检测与应用 张倡誌 山东省立医院

PO-167 4 个家系的耳聋基因检测及产前诊断分析 徐两蒲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PO-168 T-SPOT 比值法（TBAg/PHA）在鉴别活动与潜伏性结核感染
中的作用

汪	 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PO-169 肿瘤标记物判别分析法预估早期肺癌病理类型 李少增 解放军总医院

PO-170 胸腔积液和外周血 CD4+CD25+ 调节性 T 细胞与细胞因子在
肺癌患者中的表达及意义

杨宜娥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PO-171 流式荧光点阵技术在乙型肝炎病毒基因分型中的应用 朱	 俊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PO-172 TMB 作为 PD1/PD-L1 潜在疗效预测指标在＞ 700 例癌症患
者样本中的表现

刘	 丹 北京吉因加研究院

PO-173 液相芯片技术检测婴幼儿 ToRCH 病原体抗体评估 陈	 黎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PO-174 Hs-TnT 对蒽环类抗生素心脏毒性的检测价值 唐其梅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PO-175 基因芯片法与 PCR 荧光探针法检测结核分枝杆菌的性能比
较

高	 淼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176 Platelet-to-lymphocyte	ratio	 (PLR)	and	Neutrophil-to-lympho-
cyte	ratio	 (NLR)	are	associated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Virus	
(HBV)	Infection

赵志丹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PO-177 SNP-Array	检测孕早期胚胎停育绒毛染色体异常的应用研究 陈宝萍 杭州迪安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PO-178 Anti-CCP、RF 和 CRP 在类风湿关节炎早期诊断和治疗评估
中的应用价值

李	 松 武汉协和医院

PO-179 三种血清 1α,25- 二羟基维生素 D3 检测方法的比较 方慧玲 北京协和医院

PO-180 HIV 阴性的隐球菌脑膜炎患者的免疫状态研究 肖玉玲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181 六种糖化白蛋白酶法试剂的性能验证 尹逸丛 北京协和医院

PO-182 Evaluation	of	Glycated	Albumin	as	a	Useful	Indicator	for	Renal	
Dysfunction	in	Diabetic	and	Nondiabetic	Population

段	 楠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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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3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性和总抗氧化活性在健康人中参考区
间的确立

梁小亮 厦门市第二医院

PO-184 DNA 微阵列芯片法与直接测序法检测 CYP2C19 基因型的比
较研究

吴	 薇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PO-185 胶乳免疫比浊法测定血清铁蛋白的方法学评价 赵	 锐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PO-186 KIF6	基因 rs20455 多态性与冠心病及血脂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张	 葵 南京鼓楼医院

PO-187 基于荧光定量 PCR 技术的 CYP2C9 和 VKORC1 基因多态性
的方法学评价

徐	 婷 江苏省人民医院

PO-188 原发性肝细胞癌患者术前染料排泄试验 ICGR15 检测与静态
实验室检测指标的相关性研究

徐玉兵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
院

PO-189 CLSI		EP15-A3	在临床生化正确度验证中的应用 徐建华 广东省中医院

PO-190 染色体芯片检测流产绒毛确诊全基因组单亲二倍体一例 向萍霞 武汉儿童医院（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
健中心，武汉市妇幼保健院）

PO-191 The	effects	of	Interleukin-19	on	 the	progression	of	diabetic	ne-
phropathy

李	 礼 滨海县人民医院

PO-192 早期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缺血修饰白蛋白与脂联素的相关
性研究	

邓宽国 胜利油田胜利医院

PO-193 Presepsin 在早期诊断脓毒血症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廖	 娟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PO-194 长沙地区表观健康老年人苦味酸速率法血清肌酐参考区间调
查

莫喜明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PO-195 Is	 It	Necessary	 for	All	Samples	 to	Quantify	 25OHD2	and	
25OHD3	Using	LC-MS/MS	in	Clinical	Practice?

禹松林 北京协和医院

PO-196 急性胰腺炎患者血清 miR-216a 水平检测及临床意义 陆	 攀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PO-197 超高效液相色谱 - 串联质谱法快速检测 24h 尿液游离儿茶酚
胺类物质与游离甲氧基肾上腺素类物质

张	 婷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

PO-198 三叶因子 3（TFF3）在糖尿病肾病中的临床价值探讨 姚燕珍 舟山医院

PO-199 尿视黄醇结合蛋白水平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相关性研究 赵	 莹 浙大一院

PO-200 兵团十一家实验室肝脏功能酶学项目检测结果的比对分析 宋颖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医院

PO-201 mir-4443 参与乳腺癌的恶性发展 祝灵平 江苏省肿瘤医院

PO-202 The	Research	Of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Alkaline	Micro-
environment	O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兰	 访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203 未接受抗病毒治疗 HIV 感染者血脂水平的病例对照研究 王	 琪 中国医科大学

PO-204 均相酶法检测 sdLDL-C 的意义及呼和浩特地区蒙汉人群
sdLDL-C 参考区间的建立

王美英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PO-205 Hsa-miRNA-203a-3p 过表达慢病毒载体的构建以及对 APC
基因的靶向调控作用

王利新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PO-206 The	Roles	of	MUS81	in	progression	of	Ovarian	Cancer	Associat-
ed	with	Dysfunctional	DNA	Repair	Systems

卢仁泉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PO-207 头花蓼对幽门杆菌相关性胃炎大鼠胃粘膜 SIRT1、p53 和
p21 的影响

吴	 琼 贵州医科大学

PO-208 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与小而密度脂蛋白在急性脑梗死患者
中的评价

康建华 天津市北辰区中医医院

PO-209 Hcy 和 D- 二聚体在骨折并发 DVT 患者中的临床意义 张	 科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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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0 GLUT1 相关基因表达谱分析及其在结肠癌 SW480 中的功能
研究

赵志丹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PO-211 Landscape	of	copy	number	variations	of	lung	cancer	in	Xuanwei 徐秋月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212 Study	on	the	mutation	status	of	DNA	polymerase	genes	in	Fan-
coni	anemia	families

刘	 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

PO-213 血清免疫固定电泳和血清游离轻链检测在辅助诊断多发性骨
髓瘤中的价值

李小燕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PO-214 酶法检测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性能验证以及在冠心
病中的临床应用评价

张	 岚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PO-215 抗缪勒管激素在卵巢肿瘤诊断中的价值初探 谌海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216 miR-200a-3p 通过靶向调节 CBL1 蛋白表达参与肾细胞癌发
生发展的分子机制研究

王	 成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PO-217 气动物流传输系统对白细胞增高患者血钾的影响 高	 冉 北京协和医院

PO-218 Direct	Quantitative	Detection	for	Cell-free	miR-155	in	Urine:	A	
Potential	Role	in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for		Bladder	Cancer

张	 欣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PO-219 Molecular	genetic	analysis	and	clinical	diagnose	with	early-onset	
LAMA2-related	muscular	dystrophy	in	a	family

王旻晋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220 青岛地区汉族人群 TNF-α 基因多态性与慢性乙型肝炎合并
糖尿病的相关性研究

潘华政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PO-221 Influence	of	Erythrocyte	Indices	 (MCH,	MCV,	RBC	and	HCT)	
on	the	Levels	of	Hemoglobin	A1c

罗国菊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 华西临床医学院

PO-222 线粒体定位 eNOS 对肺动脉内皮细胞 ROS 和 NO 的调控研
究

宋艳辉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PO-223 Association	 	between	HLA-DQB1	alleles	and	susceptibility	 to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in	southern	Han	Chinese

熊玉娟 广东省中医院

PO-224 在多种细胞类型及衰老模型中寻找衰老相关标志物 韦	 钊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PO-225 孕妇年龄与胎儿染色体非整倍体发生率的相关性 邵	 丹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PO-226 糖化血红蛋白 HbA1c	IFCC 二级参考方法的认证 刘文彬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PO-227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aberrantly	expressed	profiles	of	
lncRNAs	and	miRNAs	with	associated	ceRNA	network	in	mus-
cle-invasive	bladder	cancer

孔	 峰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PO-228 激素甲强龙药物基因位点检测在预防激素性股骨头坏死中的
应用

张	莹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PO-229 急性脑梗死患者糖化血红蛋白及血清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	脂蛋白（a）、血尿酸检测结果分析

彭忠忠 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PO-230 人血浆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在缺血性脑卒中的临床应用研
究

韩鹏鹏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心脑血管病医院

PO-231 联合检测 CEA、CA242、CYFRA21-1 对结直肠癌的诊断价
值

王恝歆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PO-232 Measurement	of	HbA1c	and	HbA2	by	Capillarys	2	Flex	Piercing	
HbA1c	program	for	simultaneous	management	of	diabetes	and	
screening	for	thalassemia

柯培锋 广东省中医院

PO-233 神经干细胞移植改善帕金森大鼠运动功能障碍 王学翔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209

壁
报
列
表

论文编号 题  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PO-234 Measurement	of	17-	hydroxyprogesterone	and	cortisol	 in	dried	
blood	spot	by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as	a	candidate	confirmatory	test	for	congenital	adrenal	hyperpla-
sia

韩丽乔 广东省中医院

PO-235 Application	of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reference	method	with-
out	pyridoxal	5-phosphate

黄宪章 广东省中医院

PO-236 Detect	hs-CRP、BNP、TnI、D-D	and	 its	predictive	value	of	
MACE	after	PCI	in	ACS	patients

王卫忠 浙江省人民医院

PO-237 Identification	of	circulating	microRNA	signatures	as	potential	
noninvasive	biomarkers	for	prediction	and	prognosis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in	gastric	cancer

蒋秀梅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PO-238 HIV/AIDS 患者血清 C- 反应蛋白水平对肝损害的诊断价值 赵长城 安徽省立医院感染病院

PO-239 miR-494-3p 通过靶向调控 PRR14 表达参与食管鳞状细胞癌
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

钟锦莎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PO-240 1,5- 脱水 -D- 山梨醇在冠心病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王	 堃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检验科

PO-241 唾液酸、羟脯氨酸联合检测在胃肠道疾病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高	 骞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PO-242 Ⅴ型成骨不全患者的基因突变及临床特征 官士珍 潍坊医学院医学检验学系，潍坊医学院
免疫学教研室，山东省高校免疫学重点
实验室

PO-243 Two	cases	of	X-linked	Liver	Glycogenosis	 in	Hunan	Province:	
Transmission	From	the	Undiagnosed	Maternal	Grandfather

李	 萍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244 低风险心电图联合初次 hs-cTnT 水平早期排除胸痛患者中的
急性心肌梗死研究

郭	 英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245 The	research	of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of	Tanshinone	I	against	
Parkinson’s	disease

靖	 旭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PO-246 农村地区成人白蛋白尿发生的危险因素分析：一项以村庄为
基础的 6 年随访队列研究

文江平 北京同仁医院

PO-247 MTHFR 与 NKX2.5 基因多态性对成人心血管疾病致病作用
的关联性研究

黄	 山 贵州省临床检验中心

PO-248 宫颈癌 SiHa 细胞系 β-hCG 表达体系在	肿瘤监控动物模型中
的应用

傅善基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PO-249 微滴式数字 PCR 检测甲状腺乳头状癌穿刺液中的 BRAF	
V600E 突变

许	 笑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PO-250 C5L2 通过抑制 β-catenin 表达改善肝癌患者预后状况 马晓路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PO-251 CYP2C19 基因多态性在氯吡格雷用药患者中的分布 何	 赏 解放军总医院

PO-252 氧化应激后大鼠神经元细胞内 miR-219a 和 miR-103a 的水
平变化

闫	 静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PO-253 老年人骨代谢的特点和骨质疏松症的实验室检测 赵	 昕 北京医院

PO-254 Prognostic	value	of	NDRG1	expression	 in	bladder	cancer	pa-
tients.

李艾为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PO-255 尿 β2- 微球蛋白和尿视黄醇结合蛋白在糖尿病肾病的检测	及
临床意义

马琳琳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PO-256 昆涞生化线性验证控制品用于生化分析仪线性验证的评估 宋鉴清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257 T2DM 中血糖控制对肾小管功能损伤的影响 张	 茜 天津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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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58 Soluble	ST2:	A	Novel	Biomarker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Detection	in	patients	with	stable	hemodialysis	therapy

曹旻璐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PO-259 Role	of	WDHD1	in	human	papillomavirus-mediated	oncogene-
sis	identified	by	transcriptional	profiling	of	E7	expressing	cells

周云英 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

PO-260 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氯吡格雷抵抗现象临床分析研究 陈璐璐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261 Hyperuricemia	and	clustering	of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in	the	
Chinese	adult	population

吴	 洁 北京协和医院

PO-262 Septin9 甲基化试剂盒性能验证及在结直肠肿瘤中诊断价值
的应用

黄	 斐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PO-263 基于 LC-MS/MS 的原发性膜性肾病尿液蛋白质组学研究 逄	 璐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PO-264 系统性红斑狼疮和类风湿性关节炎抗 C1q 抗体和血脂水平	
与疾病活动度的关系

王	 倩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PO-265 代谢综合征增加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肝脏脂肪含量 侯海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PO-266 不同心血管疾病风险积分系统评估友谊街道社区老年人群 10
年期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差异

顾佳芸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PO-267 不同检测系统之间脂蛋白（a）测定结果的一致性比较 唐文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PO-268 血糖的即时检验法与酶法的比较 沈璆玲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269 SAA 对不同肥胖程度儿童病毒性肺炎的诊断价值研究 任金来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PO-270 关于水通道蛋白亚型	AQP2	的最新研究 唐凯宏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271 同型半胱氨酸测定对妊娠期糖尿病意义的探讨 谢婷彦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PO-272 血清补体 C1q 及其抗体在系统性红斑狼疮及狼疮性肾炎中的
临床应用价值

孙芹敏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273 Application	of	albumin-bilirubin	grade	 in	predicting	prognosis	
after	curative	resection	for	early-stag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马晓路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PO-274 MACC1 和 hTERT 在胆囊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的研究 廖小春 湖南省人民医院 / 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

PO-275 Effects	of	mangiferin	on	proliferation,	apoptosis,	epithelial-mes-
enchymal	transition	and	caner	stem	cell	formation	of	nasopharyn-
geal	carcinoma	cancer	cell

林碧华 广东省教育厅医学活性分子研究重点实
验室，广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

PO-276 非小细胞肺癌环状 RNA 表达谱的差异分析 曾小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PO-277 RMP 通过 NF-κB/CSN2/Snail 通路促进肝癌细胞的上皮间质
转化

周	 围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PO-278 真菌血症病人外周血血小板、白细胞、PCT 及 CRP 的变化
及临床意义

黄旭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PO-279 血浆循环 microRNA-30d 在急性冠脉综合征中应用价值的初
步探讨

石	 萍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PO-280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 NT-proBNP、可溶性 ST2 与心血管疾
病的相关性研究

宁	 莉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PO-281 血清 KL-6 比值在预测肺癌患者发生放射性肺炎中的意义 彭	 伟 福建省肿瘤医院

PO-282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与冠心病相关性研究 刘玉薇 沈阳军区总医院

PO-283 湖南地区冠心病患者 MTHFR	C677T 多态性与血浆同型半胱
氨酸及血脂水平关系的研究

张	 贞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284 健康成人血清同型半胱氨酸的参考范围及其与性别、年龄的
关系

韩彬彬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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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85 血清 cTNI 对非小细胞肺癌辅助化疗后心脏毒性的诊断价值 乔理华 上海市胸科医院

PO-286 多发性骨髓瘤引起假性高胆红素血症一例 丁	 慧 上海市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PO-287 Comparison	of	 the	disease	activity	score	 (DAS)	28-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and	DAS28-C-reactive	protein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李	 江 中日医院

PO-288 基于 DNA 纳米镊的肿瘤细胞内基因沉默新方法研究 莫	 菲 重庆医科大学

PO-289 ALB/CRP	比值在肺癌预后价值评价研究并建立预后估计 no-
mogram	图

李书琪

PO-290 Elevated	expression	of	kin17	 in	cervical	cancer	and	 its	associa-
tion	with	cancer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曾	 涛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PO-291 聚合物微流控芯片电泳快速分离血清脂蛋白的临床应用研究 汪	 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 东
院 )

PO-292 肝素结合蛋白与降钙素原在脓毒症患者早期诊断的临床对比 任	 玮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PO-293 维吾尔族婴幼儿尿路结石成分特点 阿孜古
力·克热

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PO-294 非空腹血脂检测可用于妊娠期妇女血脂水平检测 李禹龙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PO-295 DNA 错配修复基因 MSH2 甲基化在乳房外 Paget 病中的研
究

康志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PO-296 高分子量激肽原第五结构域的多肽与 TRAIL 的融合表达及
活性研究

刘	 魏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PO-297 GDM 孕晚期血清游离脂肪酸与产后糖耐量异常相关性分析 邱先桃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PO-298 MTHFR、ALDH2 基因多态性与缺血性脑卒中的相关性研究 赵	 娇 解放军总医院

PO-299 关于血清白细胞介素 -6（IL-6）检测对血流感染诊断价值的
探讨	

时	 宇 解放军总医院

PO-300 ApoE 基因型与传统血脂指标相关性研究 马	 旭 北京安贞医院

PO-301 一种用于检测 miRNAs 的茎环引物设计 王庆伟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PO-302 新型肝癌标志物 CD166、MACM 信号通路研究 陈宇心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PO-303 通过公共数据集探索肾透明细胞癌相关 lncRNA 及预后分析 张晓彤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原 :
九○医院）

PO-304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agnostic	Model	Utilizing	a	Combination	
of	Serum	Level	of	Several	Amino	Acid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but	Normal	Kidney	Func-
tion

李	 瑞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305 中国人内脏指数（CVAI）与动脉粥样硬化关系 夏明锋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PO-306 血浆外泌体 lncRNA	Schlap1 在前列腺癌中的诊断价值分析 王宇慧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PO-307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	mass	spectrometry	metabolomics	
analysis	revealed	enrichment	of	hypotaurine	in	rat	glioma	tissues

高	 鹏 大连市第六人民医院

PO-308 使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尿 17- 酮类固醇的性能评价 程	 勇 北京宣武医院

PO-309 Association	of	vitamin	D	deficiency	with	poor	glycaemic	control	
in	diabetic	patients

梁珊珊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310 缺氧诱导 lncRNA-344887 促进非小细胞肺癌转移的机制研
究

邓	 萱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PO-311 基于链置换原理的新型探针用于 SNP 快速检测 刘炼华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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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12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检验医学基地的管理与探索 王	 宏 江苏省人民医院

PO-313 建立以提高实践能力为目标的外周血恶性血液病细胞形态学
教学图谱库

杨发林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PO-314 大数据背景下检验科全面质量管理研究与应用 门庆娟 莒县人民医院

PO-315 一家教学医院血常规危急值制度的指南依从性评价 杨大干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PO-316 全自动智能采血及分拣管理系统的临床应用 唐	 亮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PO-317 基于松江区区域临床检验中心检验流程优化及其实践 陈洪卫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PO-318 5S	管理在大型第三方医学检测机构标本接收 & 分发中心的
应用

杨宏威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PO-319 温州地区儿童前白蛋白、胆碱酯酶参考区间建立 丁红香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PO-320 Analysi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defect	of	military	field	medical	
station	laboratory	module

范	 晨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原 :
九○医院）

PO-321 ROC 曲线分析 MCV、MCH 筛查地中海贫血的价值 陈雅斌 福建省泉州市第一医院

PO-322 我国新版 HIV 检测流程在大型综合性医院的评价 赵艳华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323 分析前影响因素的控制在减少低血糖假性危急值中的作用 李德红 甘肃省人民医院检验中心

PO-324 山西地区 1989 例遗传咨询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核型
分析

杨	 苗 太原金域临床检验有限公司

PO-325 自制粪便隐血试验室内质控品及保存时间的研究 梁涵瑜 江苏省人民医院

PO-326 急诊检验不正确报告管理措施的探索 张鸿伟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PO-327 255 例阴道分泌物微生态评价体系检测结果分析 李思思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PO-328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急性期血压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庄学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PO-329 Sysmex	XN9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复检规则的建立和评估 刘红春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PO-330 Analysis	of	serum	uric	acid	level	and	the	prevalence	of	hypouri-
cemia	based	on	a	multicenter	study	in	Chinese	population

尹逸丛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
和医院

PO-331 沈阳地区表观健康成人血尿酸水平及高尿酸血症患病率调查 马	 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332 标准化医学实验室中检验实习生的教学管理体会 权文强 上海市同济医院

PO-333 检验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实践和探讨 刘开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334 品管圈活动在提高门诊患者满意度中的应用 顾佳芸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PO-335 西格玛规则在临床干化学检验项目室内质量控制规则选择中
的应用

郭金虎 上海市东方医院

PO-336 westgard 西格玛规则在肿瘤标志物检测项目室内质量控制规
则选择中的应用

姜鹏飞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PO-337 重庆市 2013 年至 2016 年免疫定性项目结果互认新鲜血标本
比对与分析

黎七绮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338 医学检验质量控制中心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夏吉荣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339 应用患者中位数连续实时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误差 黄亨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340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微小残留病个体化分子检测方法的建立
和应用

高琳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341 APOE 遗传多态性与动脉粥样硬化血脂水平相关性分析 王	 娟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PO-342 西格玛性能验证图在特殊蛋白检测项目性能评价中的应用 冯倚帆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PO-343 两个马凡综合征家系 FBN1 基因新突变发现的研究 蒋琳鑫 四川省人民医院

PO-344 骨髓涂片细胞学与流式免疫分型结果不符情况调查分析 金咏梅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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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45 上海地区 2016 年度小分子正确度验证结果分析 金中淦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PO-346 医学检验专业规范化培训模式的研究与探讨 张	 静 宁夏人民医院

PO-347 医学检验科实验室信息系统安全与规范化管理的应用 董争华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东方医院

PO-348 手工 DGKC 检测方法评价四种血清胆碱酯酶检测试剂盒 欧元祝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PO-349 血浆 cTnI、N-pro	BNP 和 H-FABP 水平在冠心病诊断中的
意义

陈	 贞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检验科

PO-350 临床输血检验全流程质量控制策略的建立及应用 张永华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心脑血管病医院

PO-351 南京地区 2123 例婴幼儿微量元素的调查分析 陈	 颖 江苏省人民医院

PO-352 Foxp3 启动子区 rs11091253、rs2232365 基因多态性与 SLE
的相关性研究

蔡鹏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PO-353 根本原因分析法在提高检验科条形码识别率中的应用 阮森林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PO-354 二代测序技术在乳腺癌和卵巢癌患者风险基因突变检测中的
应用研究

卓钟灵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PO-355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60 例 HBV 耐药基因突变检测
及统计分析

张艳亮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356 上海地区 EGFR 基因突变检测室间质量评价 蒋玲丽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PO-357 非小细胞肺癌血清及细胞外泌体差异蛋白质组学初步研究 覃思华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检验科

PO-358 区域医联体在分级诊疗中的作用初探	——以从化检验专科医
联体为例

章	 雷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

PO-359 基于 σ 值的血细胞分析质量控制规则的选择与应用 黎海生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PO-360 ISO15189 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及完善中的一些体会 吴洪坤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PO-361 Involvement	of	BDNF	Signaling	Transmission	from	Basolateral	
Amygdala	to	Infralimbic	Prefrontal	Cortex	in	Conditioned	Taste	
Aversion	Extinction

马	 玲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PO-362 Rapid	Detection	and	Subtyping	of	Human	Papillomaviruses	 in	
Condyloma	Acuminatum	using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
plification	with	Hydroxynaphthol	Blue	Dye

钟	 琦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PO-363 运用关键绩效指标改进医学实验室管理的研究 凤	 婧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PO-364 基于亚硫酸氢盐 - 测序技术进行胚胎肺细胞 DNA 甲基化的
研究

陈	 莹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PO-365 磁珠分离结合质谱分析黏多糖病Ⅰ型患者尿液多肽谱 苑晓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PO-366 在肺癌中干扰 NRAGE 可激活 AMPK/ULK1/Atg13 信号通路
诱导自噬

黄	 楠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PO-367 基于基因表达数据库对膀胱癌细胞中分子信号网络的生物信
息学分析

吴文婧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PO-368 Commutability	assessment	of	potential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serum	apolipoprotein	A-I	measurement

齐天琪 卫生部北京医院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PO-369 	风险管理在检验质量持续改进中的运用案例 叶雄伟 浙江医院

PO-370 6σ 在临床生化检验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李世红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PO-371 西格玛性能验证图在全血细胞计数性能评价中的应用 谭光坤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PO-372 独立医学检验实验室实现检验结果自动审核的应用探讨 李晓博 杭州迪安医学检验中心

PO-373 质谱技术在粘多糖病检测中的应用进展 苑晓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PO-374 临床实验室自动化系统运行评估及探讨 童明宏 上海市同仁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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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75 碳纳米管在医学领域的应用进展 王	 策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PO-376 LIMS 信息系统实现分析前质量控制策略与实施 钱	 伟 杭州迪安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PO-377 第三方医学实验室内审体系实践探讨 陶春林 杭州迪安医学检验中心

PO-378 Study	of	turnaround	time	for	clinical	hematology	in	China 黄钰竹 卫生部北京医院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PO-379 品管圈活动在提高中心实验室管理达标率中的应用 张	 坤 济南市中心医院

PO-380 医学实验室里的“经济”管理 唐文志 广东省中医院

PO-381 自动化 HBV	DNA 检测系统质量管理问题探讨 单耀斌 解放军第 302 医院

PO-382 临床检验前和检验后阶段的质量指标与实验室性能 段	 敏 卫生部北京医院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PO-383 实验室参考区间建立研究进展 李艾为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PO-384 基于飞行检查的上海地区临床实验室 HCV	RNA 检测能力评
价

王雪亮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PO-385 血常规自动审核模式的改进与探索 王文洋 泰安市中心医院

PO-386 急检凝血试验不合格标本统计分析与解决对策 龚继涛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PO-387 检验科保洁员管理在医院感染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李衍森 潍坊市人民医院

PO-388 解读 CLSI 指南 POCT04：实施和管理床旁检验计划的基本
工具

段	 敏 卫生部北京医院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PO-389 独立医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实践探讨 陈	 莎 杭州迪安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PO-390 lis 在监控质量指标中的应用 李	 阳 天津市人民医院

PO-391 三个检测系统 11 个临床常规化学指标的西格玛度量评价与
应用

国秀芝 北京协和医院

PO-392 上海市临床实验室生化检测项目成本测算评估 赵	 瀛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PO-393 早期使用抗生素对小儿肠道微生态及生长发育的影响 纪明宇 山东大学附属济南中心医院

PO-394 Th17/Treg 失衡在急性肺损伤中的研究进展 张	 帆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PO-395 局部血管紧张素系统在急性肺损伤中的作用研究进展 张	 帆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PO-396 Cytotoxic	effect	of	b-AP15	on	multiple	myeloma	cells	and	pri-
mary	natural	killer	cells

冯晓丽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PO-397 孕妇血浆中 SRY 基因检测在产前分娩中的应用 司秀文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PO-398 CD123 和 CD66c	在儿童 B-ALL 中的表达及其在微小残留病
监测中的应用

王春丽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

PO-399 DDX46 基因慢病毒载体的构建及其在人膀胱癌细胞中的表
达验

刘	 熹 海口市人民医院 /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附属海口医院

PO-400 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and	Platelet-to-lymphocyte	
Ratio	as	Novel	Predictors	of	Immunoglobulin	Resistance	in	Chi-
nese	Children	with	Kawasaki	Disease	

曾	 倩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

PO-401 关注精液常规分析的质量保证 郭	 野 北京协和医院

PO-402 特殊蛋白能力验证样品性能评估及定值 朱岭峰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PO-403 检验危急值综合管理信息系统计划 陈功德 天津武警医院

PO-404 误差传递法在临床实验室质量控制中的应用 黄亨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405 应用“飞行检查”结合室间质评的模式对	临床实验室检测质
量的评价

杨	 雪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PO-406 实验室认可进程中分析前过程的流程优化与监控 肖林林 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

PO-407 应用六西格玛规则评价临床生化室内质控 朱雪明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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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08 全自动核酸提取仪 Autrax-192 提取病毒核酸性能评价 刘	 倩 中日友好医院

PO-409 恶性肿瘤患者侵袭性酵母样真菌感染的临床分析 朱	 宇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PO-410 湖北省 HPV 感染多中心流行病学研究 里	 进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PO-411 EMT 介导膀胱癌耐药的机制及相关分子 王婵娟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PO-412 浅谈临床细胞遗传学实验室的质量控制 詹福寿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PO-413 抑制 KDELC1 的表达可以保护棕榈酸诱导的 INS-1 细胞凋
亡

吕	 欣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

PO-414 金域集团以丰田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精益管理理论 杨宏威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

PO-415 ARA55	participates	in	TGFβ1-induced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in	CNE2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cells	by	binding	
with	Smad7

崔兆磊 福建省肿瘤医院

PO-416 南方医院多发性骨髓瘤球蛋白筛查 cutoff 值的探索 余	 胜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PO-417 基于 POCT“乡村移动医诊车”医务服务新模式的初探 王玮婧 湖北中医药大学检验学院

PO-418 临床微生物实验室信息化管理设计与二维条形码的应用 孙	 晴 上海市同仁医院

PO-419 矩形目标图评估血糖自我监测系统正确度的应用 黄钰竹 卫生部北京医院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PO-420 生物信息学分析原发性肝癌发展过程中核心基因的方法学研
究

邱	 旸 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PO-421 蛋白酪氨酸磷酸酶 2 对肺癌细胞体外增殖、靶向治疗和转移
的影响

孙宇晶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PO-422 Prenatal	diagnosis	of	 low-level	mosaicism	for	 trisomy	21	with	
rare	karyotype	detected	by	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

邵会媛 烟台毓璜顶医院

PO-423 单核苷酸多态性及其相关长链非编码 RNA 表达与结核病遗
传易感性的相关性研究

杨旭洁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424 跨膜蛋白 106A 诱导胃癌细胞 HGC27 巨泡样死亡的研究 许	 冬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PO-425 TERT 启动子突变与甲状腺癌预后的 meta 分析 朱小丽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浙江省台州
医院

PO-426 瞬时受体电位 TRPV6 通道在恶性胶质瘤发生发展中的意义
分析

黄琳燕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PO-427 确定混乱度因子在临床实验室标本周转时间评估中的意义 郑	 军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428 检验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实践与体会 吴	 昊 四川省人民医院

PO-429 双对数模型对定量 G 试验精密度的影响分析 杨	 辉 中日友好医院

PO-430 集束化管理策略在大型门诊采血中心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中
的应用

赵淑珍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431 医学实验室消毒瓶瓶盖改进及应用 苏	 圣 沈阳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PO-432 应用 EQA 计划促进分析质量的改进：上海地区 2010 ～ 2016
年肿瘤标志物室间质评结果分析

葛丹红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PO-433 持续训练对物质代谢的影响 修长庆 解放军第 403 医院

PO-434 检验危急警戒值评审和报告管理 刘向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PO-435 大学附属三甲医院新员工上岗技能考核评估的研究 康	 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436 1030 例地中海贫血的基因检测结果分析 李林海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PO-437 实验室自动化系统工作流程优化 齐永志 海军总医院

PO-438 血流感染肺炎克雷伯菌分子特征及危险因素分析 高倩倩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 东
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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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39 儿童遗传性非综合征耳聋基因检测常见方法学比较 刘之岱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PO-440 Identification	of	potential	tumor	biomarkers	in	urine	from	the	pa-
tients	with	HBV-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刘红莉 西安市第八医院陕西省传染病医院

PO-441 多重 PCR 对 EB 病毒感染精确分型的临床作用 王兴斌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PO-442 广州地区正常儿童血清叶酸参考区间调查 黄钰君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PO-443 应用 PDCA 缩短生化检验 TAT 时间的应用评价 王国洪 北京肿瘤医院

PO-444 体外诊断试剂准入流程建立与实践 钟	 敏 北京协和医院

PO-445 5 例 F8 基因 1 号外显子缺失导致血友病 A 的分子发病机制 陈昌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PO-446 Significance	of	quantitatively	detecting	plasma	and	PBMC	EBV-
DNA	load	for	diagnosis	of	recurrence	and	metastasis	in	nasopha-
ryngeal	carcinoma

胡	 斌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447 结核性胸膜炎合并肺结核的临床特点及实验室指标分析 熊	 丽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PO-448 信息系统在凝血功能检验前管理中的应用 马跃飞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449 3 种不同比对方案对血糖仪比对试验的影响 杨	 华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PO-450 医学检验所生化检验自动审核程序的建立探讨 陈灿星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PO-451 不同类型标本 HCMV	DNA 检测在婴幼儿肺炎中的临床价值
分析	

余	 坚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PO-452 2014 年至 2016 年天津手足口病住院患儿的病原构成与分子
分型

潘	 蕊 天津医科大学

PO-453 Vitek-	MS	IVD 与 RUO 系统对临床细菌鉴定结果的比较研究 年	 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454 Vitek	MS 与 Bruker	MS 对希木龙念珠菌复合体鉴定能力评估 侯	 欣 北京协和医院

PO-455 痰液标本的液化方法对甲型流感病毒 RNA 提取及检测的影
响

余	 斐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PO-456 四川丘陵与青海高原两三甲医院 MRSA 临床分布及耐药分
析

肖亚雄 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PO-457 高通量多重基因鉴定系统对临床常见感染性腹泻病原体检测
的方法学建立与优化

王诗雯 上海华东医院 /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PO-458 Further	spread	of	blaIMI	in	Enterobacteriaceae	and	the	potential	
role	of	the	novel	transposon	structure	Tn6306

张芳芳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PO-459 Comparison	of	First	Void	Urine	with	Urethral	Swabs	for	Detec-
tion	of	Ureaplasma	urealyticum	in	Male	Patients	with	Urogenital	
Infections	by	Using	Culture,	Sequencing,	and	Isothermal	RNA	
Amplification	Assay	(IRAA)

刘亚丽 北京协和医院

PO-460 Distribution	and	drug	resistance	of	Gram-negative	bacilli	from	
elderly	patients	in	789	hospitals

姜	 伟 四川省人民医院

PO-461 Comparison	of	four	rapid	diagnostic	kits	of	immunochromatogra-
phy	for	detection	of	influenza	A	and	influenza	B	viruses	

赵	 颖 北京协和医院

PO-462 阴道微生态检测及评价在阴道炎诊断中的价值优势 张雪英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浙江
省妇女保健院、浙江省妇女医院）

PO-463 铁代谢系统与蜡样芽胞杆菌致病力的关系 郑美琴 温州医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浙江省眼视
光医院

PO-464 利福平在耐多药结核分枝杆菌中的基因	多态性研究 戚应杰 安徽省立医院感染病院检验科

PO-465 短期孵育联合 MALDI-TOF 质谱对血培养阳性分离菌进行快
速鉴定

杨	 青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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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66 DKK1，WIF-1，SFRP1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与中国汉族人
群结核病相关性研究

周汶静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467 MLVA 方法对结核分枝杆菌鉴定及分型 巫丽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468 我院铜绿假单胞菌耐药性分析及金属酶、外膜孔蛋白 OprD2
基因分布

李	 进 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 重庆市大
坪医院

PO-469 脑梗塞和冠心病患者肠道微生物结构及特征分析 朱	 彧 天津市环湖医院检验科

PO-470 Detec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potentially	zoonotic	viruses	in	
wild	rodents	and	shrews	from	Shenzhen	city,	China

蔡春林 罗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PO-471 16S 核糖体 RNA 基因和 RNA 聚合酶 β 亚基基因及基质辅助
激光解析 / 电离飞行时间质谱鉴定海洋副溶血弧菌及其同源
性分析的研究

周月霞 济南军区总医院

PO-472 白色念珠菌组蛋白去甲基化酶对唑类药物抗真菌活性影响的
初步研究

李	 颖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PO-473 金黄色葡萄球菌 spa 蛋白在不同感染类型中的差异分析 王	 猛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PO-474 应用不同前处理方法进行质谱快速检测血培养病原菌 刘	 鑫 四川省人民医院

PO-475 Clinical	relevance	of	LINC00152	and	its	variation	rs80292941	in	
TB	disease	in	Western	Chinese	inhabitants

李	 靖 四川省攀枝花市中心医院

PO-476 Optimization	of	 the	procedure	for	detection	of	group	B	strepto-
coccus	from	rectal/vaginal	specimens

江雅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PO-477 临床分离碳青霉烯类耐药与非耐药肺炎克雷伯菌株的	血清荚
膜类型特征及毒力基因分布比较

刘	 洋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478 携带 blaGES-5 基因肺炎克雷伯菌 KP01 耐药分子机制的高
通量测序分析

陈定强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479 结核感染后长链非编码 RNA	NEAT1 的表达水平研究 唱	 凯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PO-480 The	Preparation	and	Primary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Microarray	
DNA	Diagnostic	for	 the	Detection	of	Pathogens	 in	Intracranial	
Bacterial	and	Fungal	Infections

曹敬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

PO-481 质粒介导的产 NDM-1 肠杆菌科细菌的流行及基因结构分析 王	 选 浙江医院

PO-482 Comparison	of	a	newly	developed	HPV	genotyping	assay	(Mojin	
HPV	kit)	with	Cobas	4800	HPV	 test	for	detection	of	high-risk	
HPV	in	specimens	collected	in	SurePath	solution

Wanwei	
Yang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江苏省中西医结
合医院）

PO-483 血培养中 47 株蓎菖蒲伯克霍尔德菌的分子分型及临床分析 牛	 敏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484 应用 MALDI-TOF	MS 联合磁珠技术寻找金黄色葡萄球菌血
流感染血清蛋白标志物

麻雅婷 解放军总医院

PO-485 Identification	of	Candida	glabrata	complex	species:	use	of	Vitek	
MS	RUO	and	ClinproTools	to	overcome	limitations	of	the	Vitek	
MS	IVD	and	Bruker	Biotyper	databases	

侯	 欣 北京协和医院

PO-486 多重核酸检测技术和传统检测方法对胃肠道感染性病原体检
测的比较

伊	 洁 北京协和医院

PO-487 Es tab l i shment 	 and 	 Methodo log ica l 	 Eva lua t ion 	 of 	 a	
High-Throughput	Multiplex	Genetic	Detection	System	for	Direct	
Identification	of	Infectious	Diarrhea	Pathogens

王诗雯 上海华东医院 /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PO-488 纳米金探针液相杂交法检测核酸序列依赖扩增产物诊断侵袭
性曲霉病

夏	 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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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89 快速分子耐药基因检测系统（GenoType	MTBDRplus	assay）
在结核病合并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王新锋 山东省胸科医院

PO-490 mCIM 试验检测临床产碳青霉烯酶革兰阴性杆菌的应用价值
研究

李	 军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检验科

PO-491 T 细胞斑点试验在辅助鉴别活动性肺结核中的价值 田素飞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492 尿路感染信息（UTI）及细菌信息（BACT-Info）在尿路感染
筛查中的应用评价

方欢英 上海市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PO-493 淋病奈瑟菌的耐酸性分析及其耐酸相关基因的研究 林	 慧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PO-494 侵袭性念珠菌感染流行病学及危险因素分析 张传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495 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技术对非结核分枝杆菌
的鉴定与分型

李	 松 广东省中医院

PO-496 不明原因发热患者血清中人巨细胞病毒编码 miRNA 检测的
临床价值及意义

王	 成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PO-497 Substitutions	on	rtL228	and/or	L229	participate	 in	regulation	of	
replication	and	HBsAg	secretion	of	hepatitis	B	virus	but	miss	the	
susceptibility	to	nucleos(t)ide	analogs

钦	 博 绍兴市人民医院

PO-498 The	study	on	 the	clinical	practical	value	of	respiratory	viruses	
detection	on	the	patients’	early	diagnosis	of	suspected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王旻晋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499 皂素处理联合质谱技术直接鉴定血培养阳性标本 徐	 杰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500 感染动物和人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克隆型 ST188 亲缘性分析及
致病性研究

王亚楠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 东
院 )

PO-501 重症监护室中艰难梭菌无症状携带老年患者危险因素分析 张亚培 浙江医院

PO-502 应用 MALDI-TOF	MS 技术对血培养阳性报警标本的直接检
测研究

郑莹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PO-503 Characterization	of	Bloodstream	 Infection-causing	Klebsiella	
pneumoniae	isolates	from	Five	Tertiary	Hospitals	in	Beijing,	Chi-
na

Ma	yan-
ning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PO-504 布鲁氏菌 OMP25 的表达、纯化、鉴定及多克隆抗体的制备 陶元勇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PO-505 高危型 HPV 基因检测联合 TCT 检测在宫颈癌前病变筛查中
的临床价值与临床应用

李	 航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PO-506 Optimization	of	Multiplex	Quantitative	PCR	Based	on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and	a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Genetic	
Algorithm	Approach

潘	 平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浙江中医药大学

PO-507 体外诱导多粘菌素耐药肺炎克雷伯菌的适合度代价相关研究 王	 冲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508 Direct	Dete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Bacterial	Pathogens	from	
Urine	with	Optimized	Specimen	Processing	and	Enhanced	Test-
ing	Algorithm

黄	 彬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509 血培养不同报警时间段与分离菌株种类的关系 杨	 璐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PO-510 	利用 MALDI-TOF 技术筛选肺腺癌患者血清中的差异性多
肽

荆心研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原 :
九○医院）

PO-511 	铜绿假单胞菌对微生物抑制作用观察 徐令清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PO-512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	double-antigen	sandwich	ELI-
SA	for	detecting	dengue	1	virus	specific	antibodies

周	 强 广东省中医院

PO-513 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血症患者血小板变化情况的研究 何春燕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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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14 结核分枝杆菌效应 T 细胞检测试剂盒的临床性能评价 赵敬杰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PO-515 山东地区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及分型的流行病学研究 刘	 玲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PO-516 应用基质辅助激光解析 / 电离 - 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	
MS）鉴定曲霉菌种

李	 颖 北京协和医院

PO-517 Simultaneous	emergence	and	 rapid	spread	of	 three	carbapen-
em-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strains	 in	 intensive	care	
units	confirmed	by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chenqiong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PO-518 人巨细胞病毒感染婴幼儿免疫生化指标分析 董晓龙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519 PgaB	 is	a	surrogate	marker	for	early	predicting	 the	virulence	of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clinical	isolates

黄	 磊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PO-520 A	New	Test	Of	IFN-γ	and	TNF-α	Expressed	by	Specific	T	Cell	
With	FCM	To	Identify	Worldwide	Tuberculosis	Infections

赵慈余 浙江省人民医院

PO-521 Antimicrobial	of	Tannic	acid	against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Anti-biofilm	Activity	of	Tannic	acid	against	Methicillin-Resis-
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董郭枫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522 Study	on	 the	quinolone	resistant	mechanisms	 in	E.	coli	 isolated	
from	outpatient’	s	urine	

朱永泽 浙江省人民医院

PO-523 Nosocomial	transmission	of	Clostridium	difficile	Genotype	ST81	
in	a	General	Teaching	Hospital	in	China	traced	by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秦娟秀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 东
院 )

PO-524 2001-2015 年江苏地区志贺菌氟喹诺酮耐药机制的研究 秦婷婷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PO-525 Clinical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Carbapenem-resistant	
Hypermucoviscous	Klebsiella	pneumoniae	ST11	isolates	in	Chi-
na

祝俊英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 东
院 )

PO-526 脑脊液和血流感染分离大肠埃希菌 ST131 型分子流行特征 钟一鸣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检验科

PO-527 RNA 恒温扩增技术在成人肺炎支原体肺炎中的诊断价值评
估

谭小艳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检验医学部，广
东，广州，510282

PO-528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Escherichia	coli	Isolates	Cohar-
boring	mcr-1	and	blaOXA-48	from	Clinical	Patients	in	China

卢	 鸿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529 质谱快速鉴定血培养活性炭吸附瓶阳性标本的方法探索 宋启飞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530 多重降落 PCR 检测血流感染中 ESBLs 与 MRS 方法的建立
和应用

毕艳妮 威海市立医院

PO-531 秀丽隐杆线虫－产碳青霉烯酶阴沟肠杆菌感染模型的建立及
应用

曹	 玲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

PO-532 三种艰难梭菌感染检测方法的比较及分析 王丽志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PO-533 多重 PCR 快速检测阳性血培养瓶中 5 种常见病原菌 胡	 翀 解放军 301 医院

PO-534 2014 年 -2015 年奶牛乳腺炎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分子流行病学
分析

李天铭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PO-535 亚抑菌浓度替加环素对鲍曼不动杆菌形成生物膜影响的研究 吕月贤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PO-536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Novel	sister	 lineages	of	
HIV-1	circulating	recombinant	forms	among	men-who-have-
sex-with-men	in	Central	Ea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韩晓旭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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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37 A	Novel	HIV-1	Second-Generation	Recombinant	Form	(CRF01_
AE/CRF07_BC)	among	heterosexuals	 in	Nei	Monggoi	Autono-
mous	Region	and	A	Summary	of	Present		Such	Recombinants	in	
China

安明晖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538 Serum	protein	profiling	for	potential	biomarkers	 in	 the	early	di-
agnosis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	bloodstream	infection

麻雅婷 解放军总医院

PO-539 基于焦磷酸测序技术的艾滋病毒 1 型耐药基因检测方法的初
步建立

郭桐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 302 医院

PO-540 急性肝衰竭患者帚霉感染的实验室诊断研究 张鞠玲 解放军第 302 医院

PO-541 三种试验方法（Ⅴ + Ⅹ卫星试验，经典卫星试验，APINH 方
法）对流感嗜血杆菌鉴别对比的探讨

王	 涛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PO-542 一种艰难梭菌毒素基因检测方法的临床应用评价 王丽倩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PO-543 一株来自中国北方献血人群中的 HIV-1	CRF01_AE/CRF07_
BC 二代独特重组型毒株的鉴定

何	 伟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544 新生儿侵袭性感染 GBS 菌株的分子流行特征 刘海英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PO-545 一种新的鲍曼不动杆菌基因编辑系统 -RecAb 系统的应用 陈	 荣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PO-546 万古霉素敏感性减低葡萄球菌两种筛选方法检测结果比较 王敬华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PO-547 	Immunization	with	a	DNA	vaccine	encoding	Toxoplasma	gondii	
Superoxide	dismutase	 (TgSOD)	 induces	partial	 immune	protec-
tion	against	acute	toxoplasmosis	in	BALB/c	mice

曹爱萍 日照市人民医院

PO-548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HSV-1	Genotypic	Resistance	
Assay	Using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刁艳君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PO-549 两种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技术对临床非发酵
革兰阴性杆菌的鉴定能力评价

王莹宇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PO-550 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直接鉴定血培养阳性细
菌

刘	 佶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PO-551 基于 RNA-seq 技术分析鲍曼不动杆菌群体感应与生物膜形
成的关系

张康见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PO-552 产碳青霉烯酶革兰阴性肠杆菌科细菌表型检测方法 王丹晨 北京协和医院

PO-553 MALDI	Biotyper 质谱仪和 Phoenix	100 鉴定仪直接鉴定血流
感染病原菌的效果评价

谢小芳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PO-554 流式荧光技术筛查广东省惠州地区女性体检人群中 HPV 感
染情况及型别特征

朱少美 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PO-555 基于 BALF 与血清学参数的非粒细胞缺乏症患者 IPA 诊断模
型建立及价值评估

李	 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PO-556 血培养阳性报警时间在葡萄球菌菌血症中的临床诊断效能研
究

崔博沛 解放军总医院

PO-557 沈阳市慢性丙型肝炎患者中主要流行的 HCV 毒株基因型及
其特征研究

代	 娣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558 全血 IFN-γ 干扰素释放试验在喀什地区结核病诊断中的应用
分析

邝	 辉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

PO-559 8086 例肺泡灌洗液 GM 试验 I 值与肺部侵袭性真菌感染的相
关性比较

单	 宇 杭州金域医检验所有限公司

PO-560 青岛地区孕晚期孕妇生殖道 B 族链球菌带菌情况分析 魏晓芳 青岛市中心医院 / 青岛大学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原青岛纺织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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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61 RNA 恒温扩增技术在快速检测儿童肺泡灌洗液中肺炎支原
体的研究

林书祥 天津市儿童医院

PO-562 	 	A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Based	Multiplex	PCR	Panel	for	
Respiratory	Pathogen	Identification	in	Adults	with	Severe	Com-
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李	 雪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PO-563 Biodiversity	and	richness	shifts	of	mucosal-associated	gut	mi-
crobiota	with	progress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潘宏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PO-564 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对丝状真菌鉴定的方
法学评价

郑	 毅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PO-565 辽宁男男同性恋者携带 HIV 毒株的适应性进化分析 何	 川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566 Particulate	matter	promotes	P.	aeruginosa	invasion	by	attenuating	
the	 induced-secretion	of	hBD-2	 through	ROS-mediated	senes-
cence	in	BEAS-2B	cells

陈小燕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PO-567 Linezolid-resistance	mechanism	of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
lococcus	epidermidis	isolates	in	Hangzhou	area

汪	 强 浙江中医院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PO-568 一种检测 12 种虫媒脑炎病毒的实时荧光 RT-PCR 阵列（ar-
ray）试剂盒的制备

陈	 瑶 南方医科大学检验与生物技术学院

PO-569 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对常见细菌直接药物敏
感性试验的可行性

李秀娥 西安市第一医院

PO-570 2004-2015 年医院获得性 MRSA 流行克隆株的优势型别变化
分析

孟红委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 东
院 )

PO-571 鹰嘴豆芽素 A 部分恢复喹诺酮耐药解脲脲原体氧氟沙星和环
丙沙星的抗菌活性研究

孔莹莹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PO-572 Prevalence	and	Genotype	Distribution	of	Chlamydia	trachomatis	
in	Urine	among	Males	Attending	STD	Clinics	 i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2016

薛耀华 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 / 广东省皮肤
病医院

PO-573 Identification	of	Sphingomonas	paucimobolis	from	a	case	of	soft	
tissue	 injury,	based	on	 the	phenotypic	characteristics	and	16S	
rRNA	gene	sequence

宋	 宇 威海市立医院

PO-574 Distribution	of	H.	pylori	virulence	markers	in	patients	with	gas-
troduodenal	diseases	in	a	region	at	high	risk	of	intestinal	metapla-
sia	and	gastric	cancer

王明义 威海市立医院

PO-575 PLIN2 在 铜 绿 假 单 胞 菌 PAO1 诱 导 的 小 鼠 巨 噬 细 胞
RAW264.7 及人支气管上皮细胞 BEAS-2B 中的作用

王	 惠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PO-576 肠道携带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患者医院感染危险因素
分析

晏	 群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PO-577 评估 SDS 在使用 MALDI-TOF	MS 阳性血培养标本直接鉴定
中的价值

周春妹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PO-578 运用高分辨率熔解曲线 (HRM) 技术快速检测金黄色葡萄球
菌喹诺酮耐药决定区 (QRDRs)parC、gyrA 基因突变

宁红霞 成都中医药大学

PO-579 应用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快速鉴别区分万古
霉素耐药与万古霉素敏感屎肠球菌

吴思颖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580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隐球菌抗原检测在肺隐球菌病诊断中的应
用

马晓波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581 替加环素单药及与 5 种抗菌药物联用对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
动杆菌的体外抑菌及生物膜清除作用研究

李佳慧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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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82 Epidemiology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Rhinovirus	
in	Adults	with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in	Beijing,	Chi-
na

张韶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PO-583 利用环介导等温扩增技术快速检测肠出血性大肠杆菌及其毒
素的方法的建立和评价

钟玉葵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PO-584 Specific	determination	of	β-lactamases	 from	gram-negative	
bacteria	by	mass	spectrometry	based	on	multi-epitope-imprinted	
magnetic	nanocomposite

周雨笋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PO-585 应用 MALDI-TOF	MS 技术快速鉴定布鲁菌 俞	 静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PO-586 MALDI-TOF	MS 直接快速检测血培养阳性标本中肠杆菌科
细菌碳青霉烯酶

余佳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PO-587 Early	detection	of	blood	stream	 infection	using	MALDI-TOF	
mass	spectrometry

陈	 琛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PO-588 中国儿童百日咳鲍特菌分离率、药敏试验及百日咳感染高危
因素分析

付	 盼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PO-589 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检测在自闭症诊疗中应用研究 毛旭华 宜兴市人民医院

PO-590 应用 LAMP 技术建立溶藻弧菌快速检测方法的研究 陈秋圆 海军总医院

PO-591 Etiological	analysis	of	respiratory	tract	viral	infections	in	out-pa-
tients	with	fever

陈	 刚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PO-592 Rapid	Genotyping	of	Leishmania	 targeting	LACK	Gene	by	
High-Resolution	Melting	Protocol

匡紫微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593 SAT-HCMV 检测 PP67-mRNA 用于婴幼儿活动性巨细胞病
毒感染	的临床诊断

曹凌峰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PO-594 A	colorimetric	assay	of	toxin	A	of	Clostridium	difficile	based	on	
immunomagnetic	separation

罗	 鹏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595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曲霉半乳甘露聚糖检测诊断界值初探 戴	 玮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596 10 年间尿路感染病原谱及其耐药性变迁分析 贺文芳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PO-597 血流感染国产全自动血培养系统及配套血培养瓶性能评估 张	 戈 北京协和医院

PO-598 COPD 及 AECOPD 气道细菌和真菌微生态研究 刘海月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检验医学部，广
东，广州，510282

PO-599 结合凝血因子 XIII 和 D- 二聚体水平检测有助于疑似肺栓塞
的鉴别诊断

唐	 宁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PO-600 Neutrophil	 lymphocyte	ratio	and	platelet	 lymphocyte	ratio	are	
useful	predictors	of	inflammation	in	psoriasis	patients	

周振兴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PO-601 ISO15189:2012 医学实验室认可技术要素	的理解应用和实践
体会

张	 娟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 . 四川省人民医院

PO-602 样本保存方法对流式细胞术测定 HLA-B27 临床诊断价值的
影响

洪	 俊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PO-603 武汉地区冠心病患者氯吡格雷药物代谢相关基因 CYP2C19
的多态性分布分析

韩瑞玲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PO-604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HBV-DNA 载量与血小板及 APRI 指数的
相关研究

郭	 静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PO-605 低值血小板在肝癌射频消融治疗围手术期联合血栓弹力图	检
测的临床价值

徐玉兵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
院

PO-606 WFDC2 编码蛋白 HE4 在肺癌诊断中的应用评价 罗佳龄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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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607 甲状腺乳头状癌与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的相关性研究 张斌斌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PO-608 Sysmex	XN-9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流水线复检规则及 3R 规
则在综合医院应用的评估

张汝霖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PO-609 HMGB1-RAGE	signaling	pathway	in	pPROM 闫	 欢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
院

PO-610 D- 二聚体在评估非小细胞肺癌转移及预后中的应用价值 王	 琳 江苏省人民医院

PO-611 尿液外泌体 miR-375 的检测及应用 李腊秀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PO-612 性别和年龄对 D- 二聚体诊断静脉血栓栓塞症临界值的影响 陈珠峰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PO-613 FLT3-ITD 突变调控急性髓系白血病细胞 CXCR4 表达情况
研究

郑	 沁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

PO-614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应用体液模式筛查肿瘤细胞价值的评价	 金胜航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PO-615 外周血细胞参数在多发伤患者中的意义 王琳琳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616 临床血常规检测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 孟增旺 云南省易门县中医医院

PO-617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white	blood	cell,	neutrophil,	neutro-
phil-to-lymphocyte	ratio,	and	lymphocyte-to-monocyte	ratio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angle	closure	glaucoma

李圣杰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PO-618 PAK1 基因通过 STAT5 通路对 BCR-ABL 不同亚型致白血病
差异分析

叶远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619 Higher	HIV	 incidence	and	different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in	young	student	MSM	compare	 to	non-student	MSM	 in	seven	
metropolitans	of	China

徐俊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620 三种常见自身免疫性疾病血象及骨髓象特点比较分析 张	 娟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 . 四川省人民医院

PO-621 网织红细胞及其新参数与慢性乙肝病程发展关系的探究 崔	 晨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622 Accelerated	Telomere	Shortening	in	Chinese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吴	 玥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PO-623 三种红细胞沉降率测定方法的临床应用评价 黄	 莉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PO-624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性能评价 刘	 丹 银川市第三人民医院（益康社区卫生服
务站）

PO-625 急性白血病细胞髓过氧化物酶染色（MPO）与胞浆髓过氧化
物酶（cMPO）诊断意义比较

陈	 姣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626 仪器体液模式在浆膜腔积液检验中的应用 王茸茸 江苏省人民医院

PO-627 探讨血栓弹力图参数在四种疾病中的变化 王利民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PO-628 湖北地区人群成人静脉血血小板参数参考范围调查 刘善凤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PO-629 高浓度血浆 D- 二聚体患者的疾病转归分析 刘慧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

PO-630 焦磷酸测序法和 PCR- 金磁微粒层析法检测 CYP2C19 基因
多态性的	方法学比较

何	 赏 解放军总医院

PO-631 一种基于磁分离和适配体荧光传感器的外泌体检测新方法 李智洋 南京鼓楼医院

PO-632 Flow	cytometric	sorting	coupled	with	exon	capture	sequencing	to	
identify	somatic	mutations	in	archival	lymphoma	tissues

蒋能刚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633 Xpert	MTB/RIF 早期诊断结核性脑膜炎的价值评估 刘佳庆 海河医院

PO-634 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 -3 非抗体结合蛋白的筛选及其在检测
试剂研制中的应用

徐伟文 南方医科大学

PO-635 Assessment	of	six	susceptibility	variants	of	LRRK2	on	the	risk	of	
Parkinson’s	disease:	a	case	control	study	in	China

裴雨晴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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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636 高通量测序技术在胎儿染色体非整倍体疾病产前检测中的临
床应用

魏	 琦 合肥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PO-637 四个具有预后价值的 LncRNA 能较好预测肝细胞性肝癌患者
的整体生存

王中浩 华西医院

PO-638 散发血友病 A 家系基因突变谱、突变来源及嵌合分析 陆晔玲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PO-639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pre-operative	 inflammatory	markers	 in	
patients	with	glioma:	a	multicenter	cohort	study

黄金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640 Uric	acid	provides	protective	role	 in	red	blood	cells	by	antioxi-
dant	defense:	a	hypothetical	analysis

李圣杰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PO-641 Prevalence	and	Determinants	of	Herpes	Simplex	Virus	Type	2	
(HSV-2)/Syphilis	Co-Infection	and	HSV-2	Mono-Infection	
among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Positive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Northeast	China

胡清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642 High	HIV	 incidence	epidemic	amo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in	china:	results	from	a	multi-site	cross-sectional	study

徐俊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643 Identification	of	a	serum	 	 lncRNA	panel	for	 the	diagnosis	and	
recurrence	prediction	of	bladder	cancer

段伟丽 山东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PO-644 One-Pot	and	Sensitive	Method	 to	Detection	DNA	Methyltrans-
ferase	Activity-based	on	DNA	Tetrahedra

周晓燕 重庆医科大学

PO-645 实验室利用 PLASMIC 评分筛查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唐	 宁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PO-646 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的脑脊液临床特征及分析 付小玲 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PO-647 基于限量 dNTP 竞争性 PCR 和 HRM 分析的 7q11.23 微缺失 张立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
中心检验科

PO-648 慢性 NK 细胞增殖失调一例 王维维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检验
科

PO-649 Thrombin-activatable	Fibrinolysis	Inhibitor	polymorphisms	are	
associated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in	Chinese	patients

徐成伟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PO-650 活性氧物质调节因子 1 和癌胚抗原在恶性胸腔积液中的诊断
价值研究

朱喜丹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PO-651 特殊型狼疮细胞的临床应用									 杨麦贵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PO-652 间接法建立新生儿脐带血白细胞参数的生物参考区间 郭晨曦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PO-653 中性粒细胞 CD64 指数在细菌性血流感染早期的应用研究 王丽娟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PO-654 靶向纠正 Bcl-x 异常剪接在 imatinib 耐药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中的增敏作用

张	 静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检验科

PO-655 荧光 PCR 技术在从业人员伤寒痢疾快速筛查中的应用 王好玉 青州市人民医院

PO-656 Serum	microRNA	expression	signatures	as	novel	noninvasive	
biomarkers	 for	prediction	and	prognosis	of	muscle-invasive	
bladder	cancer	

蒋秀梅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PO-657 Impact	on	major	CBC	parameters	caused	by	different	 types	of	
lipids	in	patient	plasma

乐家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PO-658 血 清 外 泌 体 内 长 链 非 编 码 RNA	ENSG00000258332.1 和
LINC00635 用于肝细胞癌的诊断及预后研究

陈岳明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PO-659 1280 例精液结果分析及疾病分布探讨 陶	 亚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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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660 Establishment	and	assessment	of	APTT	assay	based	on	the	com-
binations	of	Mg2+	and	Ca2+	for	 lupus	anticoagulants	measure-
ments

费鲜明 浙江省人民医院

PO-661 ROS 对乳腺癌上皮细胞极性变化及单核细胞浸润调控机制的
研究

李林璋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检验科

PO-662 伴 MyD88L265P 突变在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的表达及分
析

陈	 锟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PO-663 一种新型恒温酶免信号放大的荧光传感器用于循环肿瘤细胞
检测新方法研究

刘菊梅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PO-664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及免疫表型分析 张会超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PO-665 妊娠期预防剂量低分子肝素的抗 Xa 活性监测范围 周雯雯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666 The	role	of	aspirin	in	regulating	platelet	activation	through	auto-
phagy	in	Kawasaki	disease

顾晓琼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PO-667 The	variation	of	 immature	platelet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anti-
platelet	effects	of	aspirin	in	Kawasaki	disease

皮	 蕾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
医院

PO-668 不同浓度甘油三酯对血红蛋白测定的影响及三种校正方法的
研究探讨

欧财文 广东省中医院

PO-669 乙肝肝衰竭继发感染的实验室指标变化特点研究 李	 妍 解放军第 302 医院

PO-670 Establishment	of	reference	 intervals	for	complete	blood	count	
parameters	during	normal	pregnancy	in	Beijing.

李艾为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PO-671 血清 MicroRNA 在肝癌诊断方面的研究进展 何	 佳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PO-672 鲁西南地区 E- 选择素 Leu554Phe 基因多态性与冠心病的相
关性研究

秦静静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PO-673 Investigation	of	T-cell	 immunoglobulin-	 and	mucin-do-
main-containing	molecule-3	(TIM-3)	polymorphisms	 in	essen-
tial	thrombocythaemia(ET)

韩福燕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PO-674 原发性甲状腺弥漫性大 B 淋巴细胞瘤的诊断学特征 冯	 强 山东泰安市中心医院

PO-675 腰椎原发尤文肉瘤一例及文献回顾 卜	 凡 山东省泰安市中心医院

PO-676 Serum-Based	Proteins	as	Novel	Biomarkers	for	the	Diagnosis	of	
Alzheimer’s	Disease

余	 抒 第四军医大学

PO-677 RASSF1-A 基因甲基化状态分析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诊断
及鉴别诊断中的意义

康慧媛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PO-678 Enhancement	of	Gastric	Ulcer	Healing	and	Angiogenesis	by	He-
patocyte	Growth	Factor	Gene	Mediated	by	Attenuated	Salmonel-
la	in	Rats

哈小琴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PO-679 凝血项目 APTT 和 Fbg 联合对 AFP 阴性肝细胞癌的预后评
估

王雪萍 中山大学肿瘤中心 /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PO-680 肿瘤特异性外泌体的分离及捕获 王文娟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PO-681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阻抗法与光学法血小板计数差异的
分析

谢春霞 青岛市中心医院 / 青岛大学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原青岛纺织医院）

PO-682 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中 IL7R 基因突变的研究 吴丽丽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683 震荡法在纠正 EDTA 依赖的假性血小板减少中的应用 罗	 磊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PO-684 A	circulating	non-coding	RNA	panel	for	monitoring	the	diagno-
sis	and	therapy	of	breast	cancer

黄声凯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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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685 外周血外泌体 TPD52L2 分子在胃癌中的表达水平变化及临
床意义

杨晓敏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PO-686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pulmonary	tuberculosis	and	lung	cancer	
by	microRNAs	in	serum	extracellular	vesicles		

安泰学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PO-687 血细胞分析仪造血前体细胞计数与流式细胞术 CD34+ 干细
胞计数检测结果间的比较

王蓓丽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PO-688 广州 18611 例健康儿童静脉血细胞参考范围的探讨 张	 玲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

PO-689 ERCC1_202	 is	a	prognostic	biomarker	 in	advanced	stage	non-
small	cell	lung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with	platinum-based	che-
motherapy

唐文东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PO-690 A	retrospective	discussion	in	prognostic	value	of	combining	pro-
thrombin	 time(PT)	and	fibrinogen(Fbg)	 in	patients	with	Hepato-
cellular	carcinoma	

王雪萍 中山大学肿瘤中心 /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PO-691 The	clinical	value	of	the	preoperative	neutrophil-lymphocyte	ra-
tio	and	red	bloo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	in	patients	with	colorec-
tal	carcinoma

韩福燕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PO-692 Dynamic	change	of	 the	systemic	 immune	 inflammation	 index	
predicts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fter	curative	resection

王蓓丽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PO-693 Circulating	CD14+HLA-DR-/low	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	predicted	early	recurrence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fter	
surgery

高兴辉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PO-694 Hemorrhage	predicting	potency	of	routine	coagulation	 tests	 in		
patients	on	Dabigatran	treatment

王婵娟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PO-695 基因检测在靶向药物使用中的重要作用 刘	 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PO-696 171 例体检男性精液白细胞与精子形态百分比关系分析 袁晓红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PO-697 Circulating	 long	non-coding	RNA	AFAP1-	AS1	 is	a	potential	
diagnostic	biomarker			for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李	 伟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PO-698 基于双重置换催化自组装的信号扩增策略检测循环肿瘤细胞
新方法研究

罗世华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PO-699 An	increased	ratio	of	serum	miR-210	to	miR-34a	levels	for	de-
tecting	and	monitoring	colorectal	cancer

曲爱林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PO-700 Screening	of	the	expression	abundance	and	trends	of	PRL-3	and	
Stathmin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cell	lines

吴	 玮 福建医科大学

PO-701 Red	Bloo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	A	Novel	Laboratory	Parame-
ter	for	Monitoring	Inflammation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何毓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702 FGA 基因 Arg16His 杂合突变导致的先天性低纤维蛋白原血
症家系的基因分析

苏正仙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浙江省台州
医院

PO-703 冠心病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后抗血小板药物治疗监
测及平均血小板体积变化

苗林子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PO-704 支气管哮喘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TIPE2、TF 的表达及其临
床意义

时	 光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705 SARI 基因促进急性髓性白血病细胞凋亡机制的研究 唐永金 福建医科大学

PO-706 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FLT3-ITD 突变负荷的方法学建立 陈	 龙 天津协和华美医学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PO-707 北京某三甲医院 2016 年机采血小板无偿献血者初筛不合格
原因浅析

乔	 木 解放军总医院



227

壁
报
列
表

论文编号 题  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PO-708 Analysis	of	proteomic	changes	 in	metastatic	NSCLC	exosomes	
and	its	role	in	predicting	the	metastasis	of	NSCLC

王	 宁 山东省肿瘤医院

PO-709 母体血浆中胎儿游离 DNA 定量方法的建立及其在无创产前
筛查中的应用

梁荣良 南方医科大学

PO-710 凝血因子的多点稀释分析方法在判断病理性抗凝物中的应用 安倍莹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PO-711 探讨不成熟血小板部分在脓毒血症早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刘玲玲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PO-712 不同抗凝剂对血氨检测结果的影响 赵	 然 大连市中医医院

PO-713 肺癌患者血栓弹力图的相关指标变化及其检测意义 胡	 瑛 解放军第 210 医院

PO-714 肺癌患者胸水样本用于高通量液态活检的可行性分析 李	 丹 北京吉因加医学检验实验室

PO-715 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与 PCI 术后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氯吡
格雷疗效的关系探讨

卢	 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PO-716 FISH 技术检测 ATM 基因及其在淋巴瘤患者中的应用 曹鹏飞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PO-717 160 例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外周血	Vα24-Vβ11	NKT 细胞功
能与疾病的关系

陈颖洁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PO-718 肺癌患者凝血功能指标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马	 莉 云南省肿瘤医院 / 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

PO-719 The	Potential	Prognostic	Value	of	MicroRNA-429	for	Human	
Gliomas

陈颖洁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PO-720 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新型计算公式对地中海贫血和缺铁性贫
血鉴别诊断的价值

杨	 卓 北京协和医院

PO-721 肿瘤患者血小板参数显示不全的原因分析 张永瑞 云南省肿瘤医院

PO-722 Blood	cell	parameters	for	screening	and	diagnosis	of	hereditary	
spherocytosis

廖	 林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723 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染色体畸变在职业健康检查中的相关
性研究

孙	 静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医院

PO-724 中国凝血因子 VII 缺陷症人群的表型及基因型诊断 马思雨 上海市瑞金医院

PO-725 The	overexpression	of	 long	 intergenic	ncRNA162	 induced	by	
RelA/p65	promotes	growth	of	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

卢	 宇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O-726 Comparison	of	universal	leukocyte-depleted	erythrocyte	transfu-
sion	and	buffy-coat	depleted	erythrocyte	transfusion	in	pediatrics	
cardiac	surgery

陈春霞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PO-727 Neutrophil	Dependent	Mechanisms	Required	for	Clearance	of	
Fungal	Infections

李	 珣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728 Virulence	Mechanisms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Early	Se-
creted	Antigenic	Target	6-KDa:	Evidence	form	RNA-seq	Study

李发科 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 重庆市大
坪医院

PO-729 Expression	 	of	Tim-3		 in	Unexplained	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

庄学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PO-730 HIV	Incidence	and	Care	Linkage	among	MSM	First-time-testers	
in	Shenyang,	China	2012-2014

张	 晶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O-731 A	 large	Chinese	population-based	reference	 interval	study	for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ntigen	and	validation	in	patients	with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王	 微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PO-732 The	research	of	HDAC7	in	learning	and	memory	diseases 靖	 旭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PO-733 Comparison	of	four	commercial	exosome	isolation	kits	for	circu-
lating	exosomal	microRNA	profiling

丁	 梦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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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734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lymphocyte-monocyte	ratio	and	dis-
ease	activity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杜菊萍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浙江省台州
医院

PO-735 Exosomes	derived	 from	mesenchymal	phenotype	 lung	cancer	
cells	promote	EMT	in	epithelial	cells	through	transfer	of	distinct	
small	RNA	cargo

唐月汀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PO-736 The	Molecular	Epidemiology	and	Two-Component	Transduction	
System	Expression	Profiles	in	Carbapenem-Resistant	K.pneumo-
niae.

田菁菁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PO-737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Group	B	Streptococcus	Causing	
Invasive	and	Non-invasive	Infections	in	China	

聂署萍 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深圳福田）



主持人： 北京医院 老年医学研究所  郭建 教授

研究员。1988年起就职于（卫生部）北京医院。主要从事临床化学研究、医学实验室管

理和生物样本库管理工作。学术兼职：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常委、中国医学装备协会

检验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医用临床检验实验室和体外诊断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 136）副主任委员、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医学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北京医院协会临床实验室管理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华检验医学杂志》编委

会副总编辑，《标记与免疫分析》副主编。

迈瑞生化卫星会专场
会议时间：9月21日12：00-12:45

会议地点：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101会议室 

学术题目：《免疫比浊项目的钩状效应

                  解决方案及质量保证》

主讲人： 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检验科主任   曾方银 教授

主任技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1990年本科毕业于第三军医大学检验系，现任南

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检验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广东省检验分会常委、广东省肝脏病学会

检验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疗行业协会检验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等。《循证医学》、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编委；主编/副主编专著3部，参编全国统编教材7部，获教学成果奖

3项，发表论文50余篇。近5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科技

计划项目、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等课题共6项。

邀请函



迈瑞化学发光卫星会专场

邀请函

会议时间：9月22日 12:00-12:45

会议地点：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101会议室

学术题目：《肝脏纤维化疾病临床诊疗路径的探讨》

主讲人：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检验科副主任   胡波 教授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临床检验诊断学、临床免疫学专家，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实验诊断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临床检验诊断学系主任、兼任吉林

大学教授、重庆医科大学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导，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副

主任委员、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临床应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分会第三届理

事会理事、常务理事、理事长，《中华检验医学杂志》等7个专业杂志编委，编写著作

30余部，撰写论文200余篇，培养硕博研究生80余人。承担国家863,973等课题数项，

2011年荣获“科学中国人”奖。

主持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康熙雄 教授

主任技师，中山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博士，美国北卡州立大学博士后，现任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岭南医院检验科主任。现任《中华肿瘤防治杂志

》青年编委，中国老年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委员，中国医学装备协会POCT装备技术分

会委员，广东省肝脏病学会检验分会常委，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检验医学专业委员会

常委等，主编及参编专著多部，在国家级杂志上发表科研论文九十余篇，其中SCI论文

十几篇，获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项，主持并参与多项国家、省级重大科研项目。



















邀请函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检验学学术会议

西门子医疗主题卫星会

主题：TSI 临床应用新进展
时间：2017 年 9 月 21 日 12:00-12:45（提供午餐）
地点：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102A 会议室

讲课嘉宾：
邱玲  研究员 , 硕士生导师，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副主任

报告内容：
Graves 病即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是一种常见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症，高达 85% 的
甲亢患者是 Graves 病，甲状腺刺激性抗体是 Graves 病的致病性抗体。所以促甲状
腺激素受体抗体（TSI）的检测可以辅助诊断 Graves 病、作为抗甲状腺药物停药的
指标以及预测 Graves 病孕妇患者中新生儿甲亢发生的风险等。TSI 检测较目前市
场主流的 TRAb 具有更高的准确性，对 Graves 病具有更高的灵敏度及特异性。本
报告将介绍即将上市的国内首个 TSI 检测的临床应用新进展，期待您的参与。

参会者将获得
精美礼品一份









卫星会邀请函
尊敬的检验界专家：

        您好！我们诚邀您参加德赛诊断在本次全国检验医学大会上的卫星会。
卫星会具体信息如下：

时    间：   
地    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102A会议室

主持人：   李冬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检验科主任
同济大学医学院临床检验诊断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检验科
临床血液学检验亚专科主任

   

演讲人：  王蓓丽

讲课内容：胱抑素C检测标准化与最新进展

德赛诊断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2017年9月

9月21日，12:50-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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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沛卫星会议
医院感染的即时诊断与监控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时 间：2017 年 9 月 22 日 12:50-13:35

地 点：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101 会议室

INVITATION 邀请函

医院感染的即时诊断与监控

细菌耐药以及院内感染已成为日益严峻的问题，尤其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CRE）和艰难梭菌（C.difficile）感染已被美国列为最为紧急

的危险等级。

移植前供体器官 CRE 快速筛查临床意义

近年来，移植患者术后出现 CRE 感染的发病率显著上升，死亡率高 , 而供体器官携带 CRE 是最不可控的危险因素之一。 此次报告将介

绍检验科与临床 MDT 合作，探索并初步建立移植前供体器官 CRE 的 1 小时快速筛查及耐药基因分型，以及针对 CRE 阳性供体器官优化

临床路径，为移植手术提供保障。

艰难梭菌院内监测及 027 型临床报道

艰难梭菌是导致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炎症性肠病及伪膜性肠炎的关键因素，此次报告将介绍自 2014 年来的研究数据。分别采用培养，毒

素鉴定，快速分子检测，以及测序等技术手段，对院内各科室的艰难梭菌感染进行监控，并通过分子流行病学数据，揭示了不同科室艰

难梭菌的感染率、流行株、以及 027 型高毒株的传播途径。

特邀主持嘉宾：

特邀演讲嘉宾：

郝晓柯

现任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全军临床检验医学研究所所长、检验科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担任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国生化学会临床应用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分

会副理事长、全军检验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卫计委全国临床检验标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合格评定认可委员会

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等。承担国家 “863”重大课题、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国家重大专项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12 项，发表

SCI 论文 28 篇，出版专著 4 部。

李 敏

医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检验科主任。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上海市卫

生系统优秀学科带头人、上海市卫生系统银蛇奖、“中穗杯”女医师科技奖，曙光学者、浦江人才、上海市教委高原高峰“双百人”

等荣誉称号。主要研究方向是重要病原微生物致病机理及快速诊断，先后在 Nat Med、Mol Cell、PNAS 等国际专业期刊发表 SCI

论著 50 多篇，主持国家自然基金 6 项。











— 会议议程 —

会议主席： 江苏省人民医院检验科

潘世扬 教授

演讲嘉宾：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检验中心主任

张真路 教授

演讲题目： cTnI及BNP检测结果新解读

会议时间：2017年9月22日  12:00 – 12:45
会议地点：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多功能厅B

主办：东曹（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东曹诊断卫星会



时       间     2016年9月22日     12:00-12:45

地       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102BC

演讲主题     肺炎支原体的实验室检测

演  讲  人     周铁丽 教授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检验中心主任

 

中华医学会

第十三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亚辉龙卫星会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中区科苑路15号科兴科学园A栋1单元13层     邮编：518054

电话：+86755 2647 3359    网址：www.szyhlo.com

客服热线:400-166-0755       销售热线：0755-2647-3296



针尖上的艺术
星童重新定义POCT

主题

梅奥诊所检验科主任
Prof. Allan S. Jaffe

星童医疗卫星会
9月21日17:15-18:00 期待您的光临！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101厅

www.ETHealthcare.com.cn

微信公众号

微量样本
适合儿科

全血hs-cTnI 
注册中

超宽检测范围 创新检测方法

免疫分析 

cTnI
CKMB
Myo

BNP

PCT

β-hCG

梅奥诊所心血管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检验中心主任
病原学研究室主任

徐锦教授

主讲

另设展位A229

心脏标志物的应用最新进展
PCT在儿科的特殊应用

全自动免疫分析系统
一针鉴血    化繁为简







randox.cn

更多资讯，敬请关注英国朗道微信公众平台

讲者: Margaret Fick
SANAS (南非国家认可体系) 评审员

地点：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会议中心一层102BC

时间：2017年9月22日，12:50-13:35

实验室检测项目正确度及管理—朗道解决方案















 全面的化学发光检测试剂

国际领先
全自动化学发光分析仪



 全面的化学发光检测试剂

国际领先
全自动化学发光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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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将特定蛋白分析仪
融入了自动化解决方案！

西门子一直以来专注实验室诊断自动化，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快速、准确、值得信赖和经济的解决方案。从第一套自动化系
统问世迄今二十多年来，我们自始至终追求着实验室全面自动化的目标而砥砺前行。

除了能将实验室四项重点检测（生物化学、免疫学、血液学、凝血）实现自动化以外，西门子将特定蛋白分析仪融入了新
一代自动化解决方案中，为多种疾病的治疗提供值得信赖的临床诊断依据。

西门子的特定蛋白检测系统迄今为止已经在全球安装超过 4000 台，整合特定蛋白检测系统是西门子自动化解决方案的又
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我们向全面自动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未来，更多的实验室诊断项目将融入自动化解决方案，您准备好了吗？

西门子医学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周祝公路 278 号
邮编：201318
电话：（021）3889 5000
服务热线：400 810 5888

产品名称：全自动样品处理系统 
备  案  号：国械备 20150222 
生产企业：Siemens Healthcare Diagnostics Inc.
产品名称：全自动蛋白分析仪
注册证号：国械注进 20152400211   
生产企业：Siemens Healthcare Diagnostics Products GmbH
仅供专业人士使用，有关产品的禁忌内容或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

新一代
全实验室

多学科整合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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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生化及免疫诊断系统的
高品质集成供应商

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德赛诊断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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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生化及免疫诊断系统的
高品质集成供应商

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德赛诊断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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